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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學
• 英文科主要由外籍導師任教，營造豐富語境、締造文化交流機會。
• 紀律部隊課程由退役紀律部隊精英擔任顧問團隊及導師，傳承豐富經驗。
• 部分課程導師曾經/現時為相關行業的資深從業員，內行人教外行人，
讓課程配合就業需要。

書院簡介
作為本地非牟利專上學府，HKIT迄今擁逾20年辦學經

驗，致力協助同學發展個人才能、開創個人天地。本

校的毅進課程多元化、國際化及專業化。除此之外，

本校開辦多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可

的自資專上課程，包括副學士和海外學士課程，達至

「一條龍」升學銜接。

書院簡介‧課程特色

開拓國際視野
• 本校學生多次遠赴日本、馬來西亞、台灣及內地作交
流，實踐「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兩者不可偏廢」的

道理。

免費課外活動
• 本校開辦數十種免費課外活動，包括駕駛執照課程、潛水、
廚藝和足球隊等，讓同學學業與興趣雙軌發展。

設備齊全
• 同學可共享本校所有設備：模擬犯罪現場、
模擬醫療室、圖書館及電腦室等。

分校遍佈全港
• 分校鄰近港鐵站，遍佈全港十一個地區，上課地點便捷。

課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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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後可獲社會福利署頒發保健員資格

* 有意成為註冊中醫的同學，在完成兩年課程後，可入讀河南中醫藥大學五年全日制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P.9)

^ 通過政府評審的課程均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資助包括全額學費減免、部份減免或低息貸款。

升學「一條龍」+ 完善資助

升學「一條龍」

工商管理副學士

理學副學士

文學副學士

HKIT副學士課程 選修範疇

• 會計及財務 
• 市場學 
• 管理 
• 酒店及旅遊

• 電腦學 
• 網絡及多媒體
• 工程
• 犯罪學

• 中文
• 法律

• 健康科學

修讀副學士的同學可申請政府專上資助計劃

第二步  毅進直升HKIT副學士

毅進 副學士 學士 步曲

健康科學副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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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畢業生可直升本校的副學士課程，再銜接學士學位課程，課程均已通過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即所得學歷獲政府認可，並可申請資助^

及原校升讀獎學金。

毅進文憑屬資歷架構下第三級別的課程，

成功修畢課程後的水平相當於香港文憑試

（HKDSE）五科（包括中國語文和英國

語文科）第二級的程度。

2017/18年度，毅進學生的全科合格率

超過80%；畢業生升學及就業狀況調查顯

示，接近九成同學選擇進修更高學歷或成

功受聘，朝更高目標進發。

• 合資格同學可獲3成毅進學費發還

• 另可申請以下學生資助處資助：

 - 全額或半額學費發還（連學習開支定額津貼）

 -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 上網費津貼計劃

• HKIT各類獎學金、助學金及有薪學習等

 - 修讀2019-20本校毅進文憑之畢業生，於2020-22年度繼續

   升讀本校兩年全日制副學士課程，可獲獎學金$10,000。

• 修畢兩年副學士的同學若原校升讀學士學位課程，可申請免

 入息審查資助31,300港元#。

2019/20毅進全日制學費： $36,910 (分兩期繳交) 
第一步  毅進文憑 全面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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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 全名為「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有關資助計劃的詳情，請參閱相關的政府網頁。

升學「一條龍」+ 完善資助

第三步  副學士直升英國學士課程第三年

工商管理副學士 05/001212/4 4 05/05/2008 - 31/08/2021

理學副學士 12/000140/4 4 01/09/2012 - 31/08/2021

文學副學士 12/000125/4 4 01/09/2012 - 31/08/2021

健康科學副學士 19/000074/L4 4 27/11/2018 - 31/08/2021

 課 程 資歷名冊登記編號 級別 登記有效期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52932 19/000635/L5 5 01/09/2019 - 31/08/2023 

BA (Hons)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52934 19/000632/L5 5 01/09/2019 - 31/08/2022 

and Food Studies

BA (Hons) Business Studies 252931 19/000634/L5 5 01/09/2019 - 31/08/2023 

BSc (Hons) Cyber Security 252933 19/000631/L5 5 01/09/2019 - 31/08/2023 

BA (Hons) Criminology, 252930 19/000633/L5 5 01/09/2019 - 31/08/2022

Policing and Forensics

Programme Title Registration No. QR Registration No. Level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毅進文憑1年

副學士2年

英國銜接
學士學位課程1年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與英國知名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西倫敦大學）合辦在港修讀、三年全日制榮

譽學士學位課程及一年制銜接學士學位課程。課程通

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達資歷架構第五

級，等同本地學士學位資歷。合資格的副學士畢業生

更可直入課程的第三年，即最快一年就可取得

本港政府認可的學士資歷。

以下學士學位的學生合資格申請

每學年$31,300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BA (Hons) Criminology, Policing and Forensics  

犯罪學、警務、鑑證學（榮譽）文學士 

BA(Hons) Hospitality Management and Food Studies 

款待業管理及食物學（榮譽）文學士 

BSc (Hons) Cyber Security  

網絡保安（榮譽）理學士 

BA (Hons) Business Studies  

商業學（榮譽）文學士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會計及金融（榮譽）文學士

資料館

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於英國《衛報》The 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9 高踞全英首50名大學，並於泰晤士 The Times and Sunday 
Times Good University Guide 2018的全英大學排行榜中，前列第5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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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之選

就業之選
商、校、學會合作：

著名機構、有關行業公會/學會安排導師教授、實習、參觀或招聘本校毅進畢業生。

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CASL)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HAECO)

過去4年，「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CASL)及「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HAECO)已聘請本校超過100名選修「基礎飛機維修工程」的毅進畢業生。

基礎飛機維修工程 選修群組：

機電工程 選修群組：

基礎中西廚藝 選修群組：

體育及運動管理 選修群組：

公務員文書職系架構實務 選修群組：

屋宇設備工程學 選修群組：

酒店及旅遊 選修群組：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有直接聘請本校修讀工程學科的毅進文憑畢業生，更可

半費在職修讀本校兼讀制理學副學士課程，建立晉身工程師的階梯。

巴黎藍帶國際學院

表現出眾的同學將可前往「巴黎藍帶國際學院」東京分校交流約一周。

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 (AASFP)

學院派資深導師教授「體育及運動管理」。

香港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

總會派資深導師教授「公務員文書職系架構實務」。

香港屋宇及設備工程師學會 (HKIBSE)
學會派資深導師教授「屋宇設備工程學」。

假日酒店(Holiday Inn)會直接聘請本校畢業生。

香港君悅酒店(Grand Hyatt)會給本校同學提供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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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文憑簡介

毅進文憑簡介
第一階段招生：毅進文憑課程接受中六離校生或年滿21歲的人士報讀，報名人士請於2019年7月11日

下午4時正前透過www.yj.edu.hk辦理報名手續及繳交報名費。

第二階段招生：2019年7月12日下午2時起，有興趣報讀之人士請上本校網站或親臨本校報名。

報名方法

課程結構

選修課程概覽

全日制一年/兼讀制兩年

五科必修科目
一個

「選修群組」
(內包含3科)

紀律部隊系列 醫療及健康系列 教育、語言及運動系列 電腦及工程系列

警隊實務 護理學 日語及日本文化 電影及電視工程

消防員/救護員實務 物理治療學 韓語及韓國文化 電腦系統及網絡保安

海關實務 中醫及中藥學 幼兒教育 屋宇設備工程學

入境事務 基礎牙醫助理實務 學前兒童遊戲 基礎飛機維修工程

懲教實務 醫療化驗科學 (playgroup)導師實務 機電工程

  體育及運動管理 電腦鑑證及保安 

  STEM教學助理 

工商管理系列 旅遊、服務及廚藝系列 社會科學及公共服務系列 演藝及創意藝術系列

市場、公關及活動統籌 酒店及旅遊 公務員文書職系架構實務 商業及流行音樂創作

商業學 酒店款待及調酒

會計 基礎中西廚藝 

香港中學文憑試5科第2級
(包括中、英文) 資歷

或

若「選修群組」
包含「延伸數學」，
資歷相當於

中學文憑試5科第2級
(包括中、英文及數學)

30個選修群組

1 中國語文
2 英國語文
3 數學
4 人際傳意技巧
5 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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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部隊系列

紀律部隊系列

顧問團提供模擬面試
本校紀律部隊課程資深導師及顧問

為同學提供模擬面試、參觀部門等

活動，助眾多同學一擊成功，加入

心儀的紀律部隊。

警隊實務選修群組
• 警隊實務及入職面試技巧

• 警隊入職遴選體適能訓練

• 警隊危機應變

消防員/ 救護員實務選修群組
• 消防員/ 救護員實務及入職面試技巧

• 消防員/ 救護員入職遴選體適能訓練

• 消防員/ 救護員危機應變

海關實務選修群組
• 海關實務及入職面試技巧

• 海關入職遴選體適能訓練 

• 海關危機應變

入境事務選修群組
• 入境事務及入職面試技巧 

• 入境事務入職體適能訓練 

• 入境事務危機應變

懲教實務選修群組
• 懲教實務及入職面試技巧

• 懲教入職遴選體適能訓練

• 懲教事務危機應變

課程特色：由退役紀律部隊精英擔任顧問團隊及導師，

教授最實用知識及投考需知；本校已有超過

400名畢業生加入各紀律部隊服務社會。
升學銜接：HKIT理學副學士（犯罪學）    HKIT與英國大學合辦

的犯罪學課程。

就業出路：相關紀律部隊。

本校參與由警察招募組籌辦的志警成計劃，學員修讀毅進警隊課程期間會參加

不同活動，包括警察招募講座、參觀警隊單位、體能工作坊、面試技巧工作坊

及提早的招募安排，提高學員投考警隊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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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實務

紀律部隊系列 

警隊實務

前助理警務處處長、前高級警司、

前警司、前總督察、前警務督察、

前偵緝警長等

消防員/ 救護員實務

導師及顧問團隊

前偵緝警長 前警務督察

前副消防總長/

前消防訓練學校校長

前救護主任 前海關總監督 前海關訓練學校教官

前總懲教主任 前懲教主任

懲教實務 入境事務

前總入境事務主任 前總入境事務主任



08

紀律部隊系列 

導師著作
紀律部隊導師團經驗豐富，編寫一系列暢銷投考紀律部隊著作。

學校設施
HKIT「模擬犯罪現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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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及健康系列

交流增見聞
為讓同學實踐課堂所學，本校經常舉辦交流活動，例如

修讀這系列課程的同學曾前往馬來西亞MAHSA University

及其他復康護理中心進行實習及交流。

資料館：為晉身中醫鋪路
有意成為註冊中醫的同學，在完成兩年課程後，可入讀

河南中醫藥大學五年全日制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並可

返港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從而晉身中醫行列。

課程特色：備有先進及現代化的醫療儀器實驗室，供同

學實習。

升學銜接：HKIT健康科學副學士     河南中醫藥大學五年全日
制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

就業出路：醫療及復康助理等。

護理學選修群組
• 臨床護理實務 

• 健康生活模式

• 職業安全健康

醫療化驗科學選修群組
• 醫療化驗科學導論

• 醫療化驗職業安全健康

• 延伸數學*

基礎牙醫助理實務選修群組
• 牙醫助理導論

• 牙醫診所危機應變

• 牙醫診所職業安全健康

中醫及中藥學選修群組
• 中醫診斷學

• 中藥學概論

• 健康生活模式

物理治療學選修群組
• 基礎物理治療

• 臨床護理實務

• 職業安全健康

醫療及健康系列

* 修畢延伸數學選修科目，其所持有的毅進文憑則相當於中學文憑試5科 (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科) 第2級的程度。 

本校醫療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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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語言及運動系列

交流增見聞
修讀日語及文化課程的學生可參加一星期的日

本交流（機票和住宿費用全免），讓同學能實

踐課堂所學知識。

課程特色：課程提供專業訓練或實習，理論與實踐並重。

升學銜接：HKIT副學士，其他院校有關教育、語文或管理的
副學士課程。

就業出路：幼稚園教學/活動助理、言語治療助理、日語助教、運
動管理等。

日語及日本文化選修群組
• 日語導論

• 日本音樂文化

• 日本旅遊業導論

韓語及韓國文化選修群組
• 韓語入門

• 韓國音樂文化

• 韓國旅遊導論

幼兒教育選修群組
• 幼兒教育導論

• 幼兒溝通心理學（身心語言程式學）

• 幼兒成長及發展

STEM教學助理選修群組
• 認識STEM 助教工作

• 學校行政

• 教育活動統籌

學前兒童遊戲(playgroup)
導師實務選修群組
• 幼兒統感遊戲設計  

• 溝通心理學 

• 幼兒成長及發展

體育及運動管理選修群組
• 體育及運動文化

• 體育及運動安全健康

• 運動危機應變

體育及運動管理課程與「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

業學院」(AASFP)合辦，表現達標的同學會由

AASFP額外頒發「運動科學及體適能基礎課程」

證書，為投身體適能行業作好準備。

教育、語言及運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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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及工程系列 

電影及電視工程選修群組
• 電影及電視製作入門

• 機電工程與影視製作

• 基本影視工程技巧

電腦鑑證及保安選修群組
• 電腦系統及網絡保安導論

• 電腦鑑證導論

• 延伸數學*

電腦系統及網絡保安選修群組
• 基礎電腦科學

• 電腦系統及網絡保安導論

• 延伸數學*

機電工程選修群組SCS

• 電機工程導論

• 機電工程職安健 

• 延伸數學*

屋宇設備工程學選修群組
• 屋宇設備 

• 屋宇工程工作安全及健康

• 延伸數學*

基礎飛機維修工程選修群組
• 飛機維修工程導論

• 飛機維修工程職安健

• 延伸數學*

課程特色：課程配合該行業需要，學以致用。

升學銜接：HKIT理學副學士（工程/網絡保安）    HKIT與
英國大學合辦的電腦學課程。

就業出路：電腦或工程助理等。

SCS「機電工程選修群組」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資歷評審局」審批成《能力標準說明》科目，成功修畢本科可另外獲頒發獨立資歷證書。

電腦及工程系列

* 修畢延伸數學選修科目，其所持有的毅進文憑則相當於中學文憑試5科 (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科) 第2級的程度。 

電視台會為修畢這個課程的同學提供入職面試機會，

上年已有不少畢業生加入電視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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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系列+旅遊、服務及廚藝系列

市場、公關及活動統籌選修群組
• 公共關係及宣傳

• 市場學導論

• 活動統籌 商業學選修群組
• 市場學基礎

• 基本會計

• 商業行政導論

會計選修群組
• 基礎會計學

• 會計行政實務

• 會計資訊系統

酒店及旅遊選修群組
• 酒店款待管理

• 旅遊服務業導論

• 活動統籌

基礎中西廚藝選修群組
• 中西廚藝入門                         

• 食物及環境衛生管理導論 

• 廚藝職安健

酒店款待及調酒選修群組
• 酒店款待管理

• 酒與調酒技巧

• 旅遊市場學導論

課程特色：緊貼香港旅遊業的新發展。

升學銜接：本校工商管理副學士（酒店及旅遊）    HKIT與英國大學
合辦的酒店課程。

就業出路：酒店、餐飲助理、旅遊助理等。

課程特色：掌握工商領域新趨勢。

升學銜接：HKIT工商管理副學士      HKIT與英國大學合辦
的商學課程。

就業出路：就業出路：行政、市場推廣等。

工商管理系列

旅遊、服務及廚藝系列

假日酒店(Holiday Inn)會直接聘請本校畢業生。

香港君悅酒店(Grand Hyatt)會給本校同學提供實習機會。

表現出眾的同學前往「巴黎藍帶國際學院」東京分校交流約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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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及公共服務系列+演藝及創意藝術系列

公務員文書職系架構實務選修群組
• 公務員文職架構及工作

• 公共關係及宣傳 (公共機構)

• 電腦資訊應用

社會科學及公共服務系列

演藝及創意藝術系列
課程特色：業內人士擔任導師，同學可參與歌唱比賽演出。

升學銜接：HKIT文學副學士、其他院校演藝學士課程。
就業出路：音樂、演藝製作相關助理職位。

課程特色：課程配合社會多元發展，認識社會結構。

升學銜接：本校理學副學士（犯罪學）    HKIT與英國大
學合辦的犯罪學課程。

就業出路：社會服務、輔導助理等；若有意成為公務員，需留

意政府就相關職位對語文能力、學歷等要求。

「香港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總幹事梁

籌庭先生擔任該實務課程顧問，而總會

亦會派資深導師教授，畢業同學可直接

投考助理文書主任/文書助理(ACO/CA)。

商業及流行音樂創作選修群組
• 基礎樂理及音樂導賞

• 流行歌曲創作及歌唱技巧訓練

• 商業音樂

「商業及流行音樂創作」會不定期邀請音樂

人擔任嘉賽，例如曾邀請到「太極樂隊」成

員及資深音樂人鄧健明(Joey Tang)，以及歌
手王梓軒與同學分享音樂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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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底話

學生心底話

我從小希望加入紀律部隊服務市民，但在中學文憑試表現

不理想，幸好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提供紀律部隊系列課程，

令我可以重新起步，向目標前進。我很感謝課程的的老師

和同學：他們曾經都是消防員，所以經常與我們分享前線

的經驗，令我對消防員工作有更深認識，而同學之間又會互

相鼓勵和一起訓練，最終我成功在2017年加入香港消防處，實

現夢想。

Fung
HKIT毅進文憑（懲教實務）   現為懲教署人員

以前我不太喜歡讀書，在朋友的介紹下打算投身紀律部隊，

所以選擇了HKIT的懲教實務課程。我們的導師是一名前懲教

主任，常分享懲教署的歷史和以前的工作經驗，又會帶我們

參觀懲教設施，例如博物館和地區懲教所，親身了解懲教工作。

因為未接觸過這一科，我起初不太習慣，但老師分享在職時的真實經歷，令我

有意欲去聆聽和了解，慢慢建立起對懲教工作的興趣，甚至成功在畢業後加入

懲教署。

在修讀毅進課程時，已立志將來要加入紀律部隊，課程內容充

實，不但改善我的體能，更令我可以掌握更多的面試技巧，有助

投考紀律部隊。由於對犯罪學課程深感興趣，希望了解更多相關

的知識去投入未來的工作及彌補學歷上的不足，所以繼續修讀犯罪

學副學士。畢業後，經過不懈的努力，我終於成功投身紀律部隊。

在此，非常感謝學校給予我學習的機會，亦感謝老師們悉心的教導，他們除了教

授我書本上的知識外，更協助我追求自己的理想。

Victor Tsang
HKIT毅進文憑（消防員/救護員實務）   現為消防員

劉碧欣
HKIT毅進課程

HKIT理學副學士（犯罪學）

現升讀HKIT與英國大學合辦的犯罪學（榮譽）理學士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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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底話

張芷芹
HKIT毅進文憑（護理學)

升讀HKIT工商管理學副學士

升讀HKIT與英國大學合辦的工商管理（榮譽)文學士

我在毅進課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興趣，就是要成為一位助人的白衣

天使，於是我向着自己的理想一步一步邁進。完成毅進文憑課程

後，隨即報讀了健康科學副學士課程，在兩年的課程中，我更加深

入了解護理方面的工作，為日後的升學奠定了基礎。 

經過三年的持續努力，現在我已經成功入讀登記護士課程，除了理論課

外，更到不同的醫院實習，希望將來可以成為註冊護士，幫助更多的病人，在此再

次感謝香港科技書院的各位老師悉心的教導，使我能完成夢想。 

中學時，我已嚮往到外國生活，家人亦曾經安排我到外國升

學，但可惜當時未能如願。會考放榜時，成績未如理想，在

徬徨無助之際，發現HKIT於中學設立的攤位，於是入讀了毅

進護理課程。這一年，我除了努力讀書，取得優異成績外，亦參加

許多課外活動建立自信。畢業後，升讀HKIT副學士，因為課程確保銜接與英國大學

合辦的學士課程，更可到英國留學，完成了我的心願。從徬徨無助，到夢想成真，

我十分感激學校給予的機會。

Kimberly Chu
獲HKIT特別取錄入讀理學副學士 

獲頒教育局卓越表現獎學金 

升讀HKIT與英國大學合辦的電腦學（榮譽）理學士第三年

我曾經因為DSE成績不如人意而感到灰心。眼見身邊同學都

能夠入讀心儀的科目，一方面為他們感到高興，另一方面自

覺被比下去。前路茫茫之際，我遇到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讀

電腦一直都是我所嚮往的，但到真正入讀電腦科才發覺自己的渺

小。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提供空間與自由度，讓我於過去兩年能夠探索資訊科技這個

行業，與老師間的交流亦讓我對自己的前路有更清晰的方向。各位考生不要因眼前

的困境而放棄，我相信即使上天關了一道門，總會留一扇窗給你，凡事忍耐，結局

往往都是意想不到的。

戴慧晶
HKIT毅進課程      HKIT健康科學副學士    入讀登記護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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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團隊

教學團隊
HKIT教學團隊經驗豐富及充滿教育熱誠，包括具博士、碩士學位和專業資格的導師（如
會計及電腦）、前資深業界從業員，亦有外國及國內專責教授英文及普通話的導師。

Jeremy Chu
課程主任

真正的成功是當你遇上無數次失敗仍沒有放

棄。何必讓一個考試打倒你呢？人生就像一

場馬拉松，只要堅持夢想，任何路也可到達

終點。或許公開試不是你的路，重新出發，

毅進會是你成功路的起點。

Alan Ho
中文

毅進文憑給同學一個重新出發的機會，『條

條大路通羅馬』，只要有堅毅不屈的精神，

定能踏上成功之路。

Nicola Chow
課程主任

Every battle is won before it is fought-sun tzu

Mike Wong
人際傳意（本校註冊社工）

從來自古成功在嘗試，常說九九九次的失敗

不是失敗，而是九九九個邁向成功的步驟。

同學要記住心態決定高度。

Chris Chau
中文

毅力，如高山一沙一石的累積，像春蠶一絲

一縷的堅持；

進發，乃面對艱險而無懼的船，是處於幽暗

而不憂的光！

Mercury Lee
中文

航海的人，最怕的不是驚濤駭浪，而是失去

航向。

希望大家在這一年，能找到自己的海圖與指

南針，尋覓心中的那片海洋。

Andrew Hall
英文

“There is nothing which can better deserve our 

patronage than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 Knowledge is in every country the 

surest basis of public happiness.”

George Washington

Jasmine Chen
英文

Always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strive for your 

dreams.

“Step out of the history that is holding you 

back. Step into the new story you are willing to 

create.” Oprah Winfrey

Jo Hugh
數學

毅進課程為同學帶來蛻變的機會，實在令人

感到欣喜。這足以證明，同學只要堅持不懈

，就能在成功大道上昂首邁步。

Eddie Cheung
通識

不要因一次兩次的失敗而放棄自己理想。易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堅持自

己信念，距離成功的日子亦不遠矣。

Mark Yu
紀律部隊課程（退役資深警務人員）

若同學要成為紀律部隊一份子，則無論距離

目標有多遠，只要不畏艱辛下定決心，最終

必定能夠實現理想。

Max Yuen
醫療及健康(註冊物理治療師)

香港未來對於醫療人才的需求將會是有增無

減，踏出正確的一步，除了為你將來的事業

打下一個穩定的基礎之餘，更是一份別具意

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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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相集─校外獎項

毅進盃
聯校乒

乓球比
賽 男

單、混
雙及師

生賽 
─ 冠

軍

香港龍舟短途賽學界
大專2014 銀盃組 冠軍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籃球比賽2017季軍 、2016 亞軍及 2015冠軍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籃球比賽2015冠軍

毅進文憑聯校歌唱比賽2018-獨唱冠軍及合唱亞軍

毅進同學會Logo設計比賽2018冠軍

「毅進文
憑年宵計

劃書大賽
2019」冠軍

毅進文
憑聯校

歌唱比
賽2019 亞軍

毅進聯校師生閃避球比賽2019亞軍

毅進同
學會聯

校電競
比賽2018 季軍

學生相集學生相集學生相集學生相集 校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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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專義工隊 (舊衣

回收義工活動)

聖誕聯歡會

廚藝訓練班

毅進迎新營

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遊

學生相集─課外活動

學生相集學生相集學生相集學生相集 課外活動

贊助同學免費考取駕駛執照

武術訓練

桌球興趣班

傑志足球訓練

百分百出席率海洋公園獎勵遊

PADI開放水域潛水
訓練員訓練

課程

黃埔軍校4日3夜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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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文憑聯校野外定向迎新日 

參觀HAESL飛機工程維修廠

War Game

學生相集─課外活動

志警成計劃

參觀TVB

接受消防處
救護總區提

供之心外壓
訓練

志警成計劃之鍛鍊活動

氣槍訓練活
動

攻防箭

救護堂上學包紮

皮革班

八鄉少訊中心訓練

化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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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入境事務
學院

參觀警隊招募活動

參觀海關總部

學生相集─校外參觀

學生相集學生相集學生相集學生相集 校外參觀

參觀長沙灣救護站

參觀警犬訓練學校

參觀消防及救護學院

參觀勵新懲教
所





http://yj.hkit.hk

enquiry@hkit.edu.hk 

2782 2433

6761 0388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09:00 -  17:30

星期六  14:00 -  18: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保留課程最終之開辦權及修改本課程簡介內容的權利而毋須事前通知。

如欲獲取最新的課程資料，請瀏覽書院網頁  http://yj .hkit .hk

毅進文憑

副學士

英國銜接
學士學位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