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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文憑簡介  

• 毅進文憑(YJD)課程由教育局策劃 
• 2013/14毅進文憑課程由以下自資高等教育
聯盟成員院校提供：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 
 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毅進文憑 – 課程目標  

1. 為新學制的中六離校生和年滿21歲的成年
學員提供另一學習途徑，讓他們取得就業
和進修所需的正式學歷; 
 

2. 協助學員掌握各種一般技能和知識，從而
使學員能夠建立穩固的基礎; 
 

3. 提升學員的學習動機，培養他們的自學能
力，讓他們可獨立地繼續進修。 



毅進文憑:  
繼續升學  增值裝備未來 
 



毅進文憑 – 認可資歷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HKCAAVQ)已評定: 
 
毅進文憑資歷 -  
 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5科(包括中國語文及
英國語文科)第2級的程度。 

 
 圓滿修畢延伸數學選修單元的學員，其所持有
的毅進文憑資歷相當於中學文憑試5科(包括中
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科)第2級的程度。 



毅進文憑 – 認可資歷(續)  

繼續升學  增值裝備未來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FSTE)14所成員院校接
納毅進文憑為符合副學士和高級文憑或同
等課程的入學資格。 

 
 修畢延伸數學的學員更獲FSTE的成員院校
接納為可報讀以中學文憑試5科(包括中國
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科)第2級程度為入
學資格的課程。 



毅進文憑 – 認可資歷(續)  

學士學位課程 

副學士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 

中六離校生 



毅進文憑:  
認可學歷  就業發揮所長 



毅進文憑 – 認可資歷(續)  

認可學歷  就業發揮所長 
 資歷獲政府接納為報考超過30個公務員職系的

學歷要求，包括救護員、三級康樂助理員、助
理外勤統計主任、二級懲教助理、海關關員、
消防員、警員、郵務員、社會保障助理員、二
級稅務督察及福利工作員等。 
 

 而修畢延伸數學的資歷亦獲政府接納為報考包
含數學科為入職學歷要求的公務員職系，包括
助理文書主任、助理稅務主任、助理貿易管制
主任、二級地政督察及二級物料供應員等。 



毅進文憑 – 7大院校網絡  

 7所課程提供院校於港、九及新界設分校及
教學中心，毗鄰交通交通便利。 
 

 院校具備完善教學設施；學生可體驗專上學
生生活。 
 

 所以院校均開辦文憑及以上程度課程，學生
成功修畢毅進文憑課程，可把握銜接機會，
繼續升學。 



毅進文憑 – 課程結構 

 課程包括8個學科，合共600小時 
 
 5個核心科目 (共420小時)： 
 中文、英文、數學、通識教育和人際傳意技巧
  
 選修群組(由3個選修科目組成) (共180小時)： 
 課程內容多元化及以實用為主，學生可因應個

人興趣及專長選讀 
 
 除英文及個別科目外，所有課程均以粵語授課。

個別科目以英文編寫教材及評核，有助同學銜
接副學位課程。 



毅進文憑 – 多元化選修科 

 2013/14學年院校共開辦175個選修科，涵蓋
16個範疇： 
 
 
建築、建造及城
市規劃 

人文科學及語言 美容、美髮、家
政、個人護理 

商業及管理 電腦科學及資訊
科技 

經濟、會計、財
務及投資 

教育、師資訓練
及運動科學 

工程及科技 藝術、設計、表
演藝術及創意媒
體 

酒店、旅遊及款
待服務 

法律 大眾傳媒、傳播
及新聞 

醫科及護理科 理科 保安及紀律部隊 

社會科學 



毅進文憑 – 多元化選修科 (續) 
2013/14新開辦的毅進文憑選修科： 

建築、建造及城市
規劃 

樓宇驗收及結構檢測 

人文科學及語言 韓語及韓國流行文化 
美容、美髮、家政、
個人護理 

寵物狗護理及美容服務 
時尚化妝及媒體化妝 

商業及管理 政府及企業運作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
技 

數碼遊戲及多媒體設計 

經濟、會計、財務
及投資 

公務員實務 (稅務) 

藝術、設計、表演
藝術及創意媒體 

產品設計 



毅進文憑 – 多元化選修科 (續) 
2013/14新開辦的毅進文憑選修科： 

酒店、旅遊及款待
服務 

航空地勤(物流)服務 

法律 法律行政實務 
大眾傳媒、傳播及
新聞 

多媒體新聞制作 

醫科及護理科 中醫及中藥學 
理科 統計及民意調查實務 
保安及紀律部隊 海關實務 
社會科學 社會研習及活動管理 



毅進文憑 – 報名4步曲 

1. 登入www.yjd.edu.hk選擇課程及完
成註冊 (5月4日開始接受申請) 
 

2. 7-Eleven或PPS繳交報名費$200 
 

3. 7月16日下午4時截止報名 
 

4. 7月17日起電郵通知取錄結果 

http://www.yjd.edu.hk/


毅進文憑 – 學費及政府資助 
 2013/14毅進文憑學費為：HK$31,400 / HK$33,500 
 
 毅進文憑課程學生獲政府全方位資助 -  
學員在圓滿修畢每個單元後(即出席率達80％及總評分
及格)，可無須經入息審查獲發還該單元的30%學費；
或 

 
 經入息審查獲發還50%和100%學費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學生車船津貼 (全日制學員) 

 
 上網費津貼計劃 (全日制學員) 



毅進文憑學生分享 
 蔡碧璣 運動教練學 

李昌俊 紀律部隊 

茚小尹 護理學 



 
 

繼續升學  增值裝備未來 
認可學歷  就業發揮所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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