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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簡介

明愛社區書院隸屬香港明愛的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書院開辦一系列的學術和職業導

向課程，配合學生及在職人士在提升學歷和專業培訓的需求，實踐終身學習，促進個

人和社會的發展。明愛社區書院現時在全港各區共設有 15 個教學及實習中心，提供

多元化的社區教育服務。

明愛社區書院開辦的課程大部份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之評審，屬資歷架

構第一級至第四級程度。書院除了專注於課程的質量和發展外，亦與政府法定機構和

專業團體合作以提供與行業發展相關的專業服務， 並參與一些學術研究和行動倡議。

明愛社區書院秉持天主教和明愛的辦學精神，照顧弱勢社群的學習需要，讓我們的學

生，縱使來自社會最末後無靠 (the Last)、最卑微無助 (the Least) 及最失落無救 (the 
Lost) 的一群，轉化成充滿愛心 (LOVING)、主動學習 (LEARNING) 及具備領導才能

(LEADING) 的人，一展所長，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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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特色04 05升學階梯

書院會為學員提供不同的課外活動，包括內地及海外交流、

義工活動，球類比賽和興趣班，我們亦會為學員舉辦與職

業發展有關的活動，如職業體驗、行業面試招聘工作坊、

急救證書，以及深受同學歡迎的服務學習計劃和精讀班，

促進學員的均衡發展。

多元化的課外活動

書院設有不同的模擬實景教學設施，包括幼兒教育實習

室、模擬健康護理實習室、模擬酒店房間、餐飲實習室、

包餅烘焙室、廚藝訓練室、電腦室、健身室，以及美容

護理實習室等，以加强實境教學的效能。

完善的教學設施

書院特色
升學階梯

1 年毅進文憑全日制課程 + 2 年高級文憑或副學士學位 + 2 年學士學位課程明愛毅進直通車升學計劃

明愛社區書院畢業生可即時獲明愛專上學院 /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的高級文憑 / 
副學士的有條件取錄，繼而無縫銜接明愛專上學院的學士學位課程，最快以「2+2」

的升學階梯圓學位夢。

銜接/轉制學位課程**

設計新創企業管理榮譽學士 (全日/兼讀制)

健康科學榮譽學士 (兼讀制銜接課程)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 (兼讀制轉制課程)

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護理學榮譽學士* (JSSA01)

數碼娛樂科技榮譽理學士 (JSSA02)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A03)

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JSSA02)

翻譯科技榮譽文學士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全日/兼讀制)

語文及通識榮譽文學士

主修：雙語研究、中文及哲學、英文及傳意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主修：心理學、社會工作、社區研究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主修：會計學*、企業管理及管治、
           市場學及活動管理、酒店管理、綜合

(QF Level 5)

入讀學士學位第一學年或

相關學士學位第三學年課程 (護理學榮譽學士及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除外) 

或入讀銜接/轉制課程第一學年

入讀第一學年

毅進文憑  (全日/兼讀制)

(QF Level 3)

綜合教育文憑 (全日/兼讀制) 

(QF Level 6)

企業管治碩士 (兼讀制) 

長者健康及社區照顧高級文憑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全日/兼讀制)

(QF Level 4)

副學位課程 副學位課程副學位課程

配藥高級文憑 (全日/兼讀制)

款待管理學高級文憑

人本服務高級文憑

健康護理高級文憑 (全日/兼讀制)

商務學副學士

設計學高級文憑

電影與媒體製作高級文憑

音樂研習高級文憑

完成中六

DSE 取得「3322」*或以上成績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成績

達第三級，數學及通識教育成績達第二級

DSE 取得「22222」或以上成績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得五科達第二級

成績 (包括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

碩士學位課程

*   護理學榮譽學士、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及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 專修會計學 ) 申請人須取得「33222」或以上。 
** 銜接 / 轉制課程申請人須持有相關學科之副學士或高級文憑學歷  。

明愛專上教育升學階梯

CICE
毅進文憑

1 年

資歷架構第 3 級

CIHE
學士學位

2 年

資歷架構第 5 級

CICE/CIHE/CBCC
高級文憑 / 副學士

資歷架構第 4 級

2 年



自二零一二年，明愛毅進文憑共有：

近 600 名學員成功入職紀律部隊及公務員職位

近 400 名學員獲 CICE 頒發成績優異獎及獎學金

近 120 名學員獲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補助金

近 50 名學員獲香港酒店業協會頒發獎學金

近 40 名學員獲頒 TOEIC 考試進步獎

選擇升學的明愛毅進畢業生

有 95% 升讀副學位課程

學員須在五個必修科目及三個選修科目取得整體評核及格，並且各科目的出席率達最

少 80%，方符合畢業要求獲頒發毅進文憑。

如個別科目未能取得及格，學員可以兼讀制形式重修該科目，以符合畢業要求。唯不

論全日制及兼讀制學員必須於首次入讀課程起計五年內修畢所有科目，否則不會獲發

文憑。

97.10% 95.02%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其他課程其他課程副學位副學位

通識教育通識教育

86.31% 95.64%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人際傳意技巧人際傳意技巧

76.35% 73.68%
數學數學 延伸數學延伸數學

＋＋習作
quizquiz

考試出席率

06 評核方法  l  學員成就 07資歷認可  l  就業前景  l  上課模式

資歷獲政府接納為符合超過 30 個以中學文憑試 5 科 ( 包括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科 )
第 2 級成績為入職學歷的公務員職位的學歷要求，這些職位包括救護員、海關關員、

消防員、警員、郵務員、三級康樂助理員、助理外勤統計主任、二級懲教助理、社會

保障助理員、二級稅務督察等。而成功修畢延伸數學選修科的學員獲頒發的毅進文

憑，亦獲政府接納為符合以中學文憑試 5 科 ( 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科 ) 第

2 級成績為入職學歷的公務員職位的學歷要求，這些職位為助理文書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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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前景

上課模式

• 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5 科 ( 包括中國語文和

英國語文科 ) 第二級的成績

• 資歷架構第三級別課程

• 成功修畢以《能力標準說明》為本的選修科目，

學員更可獲頒行業認可的獨立資歷證書

資歷認可

成功修畢課程的學員可獲頒毅進文憑

學員成就

2020 / 2021 學年明愛社區書院全日制毅進文憑各科合格率

2020/2021 年度 

評核方法

• 強調主動探索和互動學習，除面授課堂外，個別選修科目亦會採用模擬訓練、實地

考察及參觀等學習模式

• 主要以粵語授課 ( 除英國語文及部分以英文編寫和評核的選修科目以外 )

95%

5%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
通識教育，人際傳意技巧

包括 3 個指定選修科目

420
學時

共

180
學時

共

個
必修科目
5

個
選修群組
1
＋ ＋

5 個必修科目

01. 紀律部隊實務
P.10

17. 社會服務 P.20

02. 警隊實務 18. 社區心理學 P.21

03. 消防實務

P.11

19. 公務員（文職）實務 + P.22

04. 救護實務 20. 基礎善別輔導與服務 SCS P.23

05. 懲教實務 21. 商業會計及管理 P.24

06. 海關實務 22. 美容、化妝及形象設計 ～

P.2507. 幼兒教育實務
P.12

23. 香薰美容及身體護理 SCS ～

08. 特殊幼兒教育實務 24. 新娘化妝、頭髮造型及美甲技術 SCS ～

09.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 SCS P.13 25. 數碼電子科技（電子競技）+ P.26

10. 酒店運作及管理 ～ P.14 26. 設計學（時裝、平面及室內）～ P.27

11. 西式食品製作 ～

P.15
27. 電影製作基礎

P.28
12. 咖啡及甜品店經營 ～ 28. 數碼營銷及動畫（特效）視頻製作

13. 動物護理 ^ SCS + P.16

14. 護理學 + ～

P.17
15. 藥劑服務 + ～

16. 復康護理實務 P.19

註：本書院保留開辦任何選修群組及更改上課地點之權利。

^     個別選修科目以英文作教材及評核的科目

+     該選修群組已包含延伸數學科目

scs 該選修群組 / 選修科目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局審批，為《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成功修畢

該選修群組 / 選修科目，可獲頒發相關的獨立資歷證

書。
～     部分選修群組學員須自費購買部分教學材料及工具，

請留意網頁公布。

www.cice.edu.hk/yj

課程結構08 選修群組 09

課程結構 2022 / 23 年選修群組

•學習不同情境下的溝通技巧

•包含課堂小組活動、專題習作及角色扮演等

•提升對個人和他人的溝通行為的認知

人際傳意技巧 (60 小時 )

•中文閱讀、寫作、聆聽和說話的訓練

•書面語和口語運用的溝通能力

•包含普通話訓練

中國語文 (120 小時 )

•學習日常生活及職場上的英語運用

•英文閱讀、寫作、聆聽和說話的訓練

•包含分組作業，課堂討論及合作活動等

英國語文 (120 小時 )

•提升數學素養及算解能力

•建構數學基礎概念、技能和知識

•包含統計學和財務數學，以掌握熟練的算解

能力 ( 例如運用於個人理財及商業經營上 )

數學 (60 小時 )

•擴闊知識基礎，學習多角度及明辨性思

考，培養正面價值觀

•學習專題探究，鼓勵主動和自主學習

•建構自己的世界觀念和思考架構

通識教育 (60 小時 )

必修科上課地點 :

天后 紅磡 粉嶺 屯門翠屏 油麻地 荃灣 元朗

9 大範疇共 28 個群組



^ 與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合辦

合作機構 :

志警成計
劃

消防實務消防實務  選修群組

懲教實務懲教實務  選修群組

紀律部隊實務紀律部隊實務  選修群組

包括：

•消防實務

•投考消防員的遴選程序

•投考紀律部隊體能訓練 ^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元朗

包括：

•懲教實務

•投考二級懲教助理遴選程序

•投考紀律部隊體能訓練 ^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元朗

包括：

•紀律部隊實務

•紀律部隊入職遴選試訓練

•投考紀律部隊體能訓練 ^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元朗

海關實務海關實務  選修群組

包括：

•香港海關實務

•海關關員入職遴選試訓練

•投考紀律部隊體能訓練 ^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元朗

警隊實務警隊實務 選修群組

包括：

•香港警隊實務

•警隊入職遴選試訓練

•投考紀律部隊體能訓練 ^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元朗

救護實務救護實務  選修群組

包括：

•救護實務

•投考救護員的遴選程序

•投考紀律部隊體能訓練 ^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元朗

選修群組10 11選修群組

選修群組

課程由資深紀律部隊成員擔任導師，部分更曾為訓練學校的教官，重點傳授投考紀

律部隊面試技巧；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 (AASFP) 提供專業體適能訓練。

可報讀與保安及紀律部隊相關的專業證書或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繼而銜接相關

學士課程。

可投考政府各紀律部隊部門的相關職位。

特色

升學

就業

9 大範疇共 28 個群組

保安及紀律部隊範疇保安及紀律部隊範疇

我能夠加入懲教署，全賴明愛

老師的耐心教導、真摯的關心

和鼓勵。明愛毅進不但助我考

獲懲教工作，還令我充滿自信

去面對人生和工作上的各種挑

戰！

游嘉偉 畢業生

“明愛導師們的悉心教導讓我明

白不去耕耘，不去播種，再肥

沃的土地也長不出莊稼；不去

奮鬥，不去創造，再美的青春

也枉然流逝；所以我不會安於

現狀，會努力奏響人生壯美的

樂曲。

留勁欽 畢業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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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幼兒教育實務特殊幼兒教育實務  選修群組幼兒教育實務幼兒教育實務  選修群組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運動及體適能教練  選修群組

包括：

•幼兒發展與早期學習

•認識特殊幼兒教育

•幼兒學習差異照顧與支援概論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

包括：

•幼兒健康

•認識幼兒工作

•兒童成長發展與活動設計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

包括：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技巧 I ^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技巧 II ^

•顧客服務 SCS

選修科上課地點：紅磡、油麻地

SCS「顧客服務」已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通過審批成《能力標準說明》科目，成功修畢可獲頒發獨立
資歷證書。

特色

特色

升學

升學

就業

就業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範疇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範疇

課程由富經驗的行業專家任教，讓學員了解幼教專業和幼兒身心發展，培養學員具

備幼教的基礎技能。明愛學前教育及扶幼服務與書院有緊密合作，提供多元活動及

參觀機會。

可報讀各大專院校幼兒教育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例如明愛專上學院提供的幼兒

教育高級文憑課程，繼而銜接幼兒教育榮譽學士課程。

畢業學員可投身學前教育機構擔任教學助理、幼兒工作助理、教師助理 ( 支援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 ) 及活動助理等。

我叫 Miki。我的理想職業是幼兒

教育，但一直不知升學途徑，幸

好得到明愛老師的鼓勵和協助， 
完成毅進文憑後銜接 High Dip 成
為一位幼師。導師的悉心教導令

我對幼兒教育的興趣越來越大，

所以我繼續銜接幼兒教育榮譽學

士課程，下年我就畢業了，多謝明愛幫我完成夢

想。

蔡美琪 畢業生

女兒中學畢業後，曾當了數年的補

習老師，那時她找到了成為教師的

夢想。而報讀毅進文憑後，不但令

她清晰幼兒教育發展的方向，更讓

她能銜接高級文憑課程以提升專業

能力，現在她已成為一位註冊幼

師，感謝明愛幫助她獲得穩定和有

前景的工作，開展人生的新路程。

莫芷欣家長

課程與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 (AASFP) 合辦，教導行業專業體適能知識，包

括運動科學、運動營養、體位分析、功能解剖學、運動生理學、市場推廣、訓練原

則和方案設計，並設專業健身室及以實踐課堂為主。若符合成績要求，可獲頒資歷

架構第三級認可的「高級私人體適能教練證書」。此外，成功修畢「顧客服務」選

修科目，另可獲頒發獨立資歷架構第三級證書。

可報讀體適能教練及運動管理相關的高級文憑課程，繼而銜接相關學士課程。

成功修畢選修科目「運動及體適能教練技巧 I」及「運動及體適能教練技巧 II」之

學員，只須於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 (AASFP) 完成部份指定課程及符合成績

要求，便可獲頒發「高級私人體適能教練證書」，及可申請成為國際「註冊體適能

專業教練」，能在不同國家從事教練工作。

合辦機構 :

^ 與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合辦

麥偉倫  畢業生

原以為報讀毅進，只是彌補我人生的失落和缺欠，但卻在課程中經歷嶄新的體

驗，毅進那年不僅增進了我的人際關係，還在工作上幫助我開啟了一道全新的大

門，讓我展開事業新里程。我衷心地向各位老師說一聲多謝 ! 你們的用心教導和

辛勞，我都一一看在眼裡，並且銘刻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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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運作及管理酒店運作及管理  選修群組

包括：

•酒店營運管理

•前堂及房務服務運作

•餐飲服務運作 #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
# 學員須自費購買部份教學材料及工具，共約 $1,800

特色

升學

就業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範疇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範疇

潘婉儀  畢業生

我叫阿潘。幾年前考完 DSE，但成績不理想，感到十分徬徨。我很想繼續升學，

希望將來可以找到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那時我剛看到明愛毅進招生，便把握機

會，報讀了酒店旅遊課程。

毅進課程那一年，我學到酒店業相關的專業知識，確定了升學及將來事業發展方

向。另外，我遇很好多好老師，他們都十分關心及愛護學生，是我的良師益友。

毅進畢業後，我升讀明愛專上學院的 High Dip 及 Degree 課程，之後加入酒店

行業，從事管理工作。

我衷心多謝明愛 CICE。

課程與專業團隊合作，著重教授專業知識及技能訓練，提供個案實務培訓及模擬或

真實的場景設施培訓，為未來的專業發展建立基礎。

可報讀各大專院校酒店款待相關的高級文憑課程或副學士課程，例如明愛白英奇專

業學校提供的款待管理學高級文憑課程，繼而銜接相關學士課程，如明愛專上學校

的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可從事酒店、客戶服務、旅遊、康體文娛、活動統籌、款待服務等相關工作。

在明愛修讀毅進，對於製作甜品及咖啡方面本來一無

所知的我，不單掌握有用的技能，也漸漸地培養出學

習的興趣，我衷心感謝老師用心的教導。

馬駿 畢業生

咖啡及甜品店經營咖啡及甜品店經營  選修群組

包括：

•咖啡店飲品製作 #

•西式甜品及糕點製作 #

•市場營銷與客户關係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
# 學員須自費購買部份教學材料及工具，共約 $3,600

西式食品製作西式食品製作  選修群組

包括：

•西式烹調製作 #

•西式甜品及糕點製作 #

•廚房安全及食物衛生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
# 學員須自費購買部份教學材料及工具，共約 $3,600



課程與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合辦，主要教授與獸醫業相關的技術，包括動物行為、基

本動物道德、動物福利及梳洗毛髮；讓學員對動物護理的理論、臨床技巧及工作有

初步的瞭解。成功修畢「顧客服務」選修科的學員，另可獲頒獨立資歷架構第三級

證書。

可報讀各大專院校相關的動物護理高級文憑課程，或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提供的健

康護理高級文憑及配藥高級文憑課程，繼而銜接相關學士課程，如明愛專上學院的

健康科學榮譽學士。

可按學歷從事動物護理的相關行業工作。

ENG 該選修科目以英文作教材及評核

SCS「顧客服務」已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通過審批成《能力標準說明》科目，成功修畢
本科，另可獲頒發獨立資歷證書。

合辦機構 :

可報讀各大專院校護理學相關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例如明愛提供的普通科護

理學高級文憑、健康護理高級文憑及配藥高級文憑課程，繼而銜接相關的學士課

程，如明愛專上學院的健康科學榮譽學士。

課程為有志投身護理行業的學員提供基礎理論及實務訓練，並讓他們到模擬病房環

境學習，了解及掌握護理行業的運作情況，為升學及就業發展作好準備。成功修畢

毅進文憑 ( 當中包括延伸數學 ) 的學員，其所持有的學歷相當於中學文憑試五科 ( 包

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 ) 第二級的資歷，符合登記護士課程的入學要求。

可憑行業理論知識及實務訓練所得技巧投身基層健康護理服務中心及相關行業工

作，包括社區健康中心及地區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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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護理動物護理  選修群組

藥劑服務藥劑服務  選修群組

護理學護理學  選修群組

包括：

•動物護理 ( 助理員入門 ) ^ENG

•顧客服務 SCS

•延伸數學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 與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合辦

包括：

•配藥實務 #

•基礎健康科學

•延伸數學

選修科上課地點 : 荃灣
# 學員須自費購買部份教學材料及工具，共約 $130

包括：

•護理工作實務 #

•基礎健康科學

•延伸數學

選修科上課地點 : 荃灣
# 學員須自費購買部份教學材料及工具，共約 $130

特色

特色

升學

升學

就業

就業

醫科及護理科範疇醫科及護理科範疇

張雅詩 畢業生

我叫張雅詩。我一直立志從事醫療行業，但因為 DSE 成績未如理想未能升學，

所以報讀明愛毅進護理學課程。畢業後，我升讀明愛專上學院配藥高級文憑，今

年九月將會入讀護理學榮譽學士課程，將來成為註冊護士。回想讀毅進那一年，

我最大的感受是明愛老師跟中學時期的老師很不同，中學時期老師比較注重學生

成績，而明愛毅進的老師則比較注重學生待人處事的態度。老師不斷鼓勵我，令

我有更清晰的前景，對未來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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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 80 後的我，會考成績不理想，只好出來社會工作。十多年間，我因工作關

係接觸到醫療行業，漸漸萌生成為護士的夢想。我決定辭去工作，入讀明愛毅進

課程。明愛的老師不斷鼓勵我，令我重拾信心，努力讀書爭取好成績。我透過明

愛 2+2 升學計劃得到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課程（EN）面試機會和取錄，令我非

常感動和驚喜，多謝明愛社區書院的老師，讓我追夢成功。

中三便輟學的我一直擔任救生員工作，但受到疫情影響工作開始不穩定，很後悔

從前年幼無知，太早放低書本，於是決定報讀 CICE 毅進文憑。全賴 CICE 老師

的悉心教導和真誠的關懷，使我重拾學習的信心，也令我找到自己的理想。藉着

2+2 升學計劃，我有幸參加面試並成功入讀明愛專上學院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

憑。我會繼續努力學習，希望完成學士學位並成為一位護士。多謝 CICE 令我明

白到：只要努力爭取，就算路程比別人崎嶇，成功一樣會在不遠的終點等待着我。
特色

升學

就業

課程除了教授復康護理專業知識、著重實戰的實務技巧訓練，以互動教學模式，加

入真實工作情境模擬，增強學員臨場應變能力及同理心。為配合市場最新發展，課

程更會介紹與衣、食、住、行息息相關的最新樂齡科技，以及創新長者照顧概念。

可報讀各大專院校復康護理相關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或明愛提供的健康護理

文憑課程及人本服務高級文憑課程，繼而銜接相關學士課程。

可投身復康工作的行業，從事復康助理、物理治療助理、職業治療助理、診所助理

工作。

雖然不少人說香港的青年人有很多缺點，但我作為僱主，倒覺得近年我聘請毅進文憑的

畢業學員，並沒有坊間所說年青人的陋習。他們都守時有禮，主動熱切。我相信這除了

是學員擁有積極面對困難的素質外，亦是毅進老師悉心栽培的功勞。日後，若果有任何

合適的空缺，我都會毫不猶豫聘請毅進文憑的畢業學員！

僱主：李綺瑩
Speech Care 言喆言語治療及復康顧問

復康護理實務復康護理實務  選修群組

包括：

•物理治療助理 #

•職業治療助理 #

•社區健康及護理服務

選修科上課地點 : 荃灣
# 學員須自費購買部份教學材料及工具，共約 $400

陳靜妍 畢業生

溫翠霞 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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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社會服務  選修群組

包括：

•服務策劃及助人技巧

•社會政策及社會福利導論

•心理學導論

選修科上課地點 : 油麻地

特色

升學

就業

社會科學範疇社會科學範疇

課程由經驗豐富的註冊社工任教，並與香港明愛社會工作服務緊密合作，提供多元

化的學習活動及參觀機會。

可報讀各大專院校社會科學相關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例如明愛專上學院提供

的社會工作高級文憑、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提供的人本服務高級文憑課程，繼而銜

接相關的學士課程，如明愛專上學院的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可投考政府的社會保障助理，或於非政府機構擔任福利工作員、程序幹事、活動助

理及文職工作。

多謝明愛社區書院幫助我追尋

夢想，又透過不同的校園活動， 
包括擔任司儀、活動統籌等等，

讓我有機會提升不同的潛能，

增強自信。畢業後我得到明愛

2+2 升學計劃的推薦，升讀明

愛專上學院，將來可以成為一

位社工，盡展所長，繼續幫助他人。

陳秀雯  畢業生

我是明愛社區書院毅進文憑的畢業

生，我選讀社會服務課程，希望成

為一位社工。讀毅進那一年，我在

老師的悉心教導下，除了學到社會

服務的知識之外，更增強我幫助他

人的技能和信念。其後我得到明愛

專上學院取錄，就讀社會工作高級

文憑，想到不久的將來可以成為社工，幫助社會有

需要的人，我感到很自豪。

傅孝天 畢業生

特色

升學

就業

社區心理學社區心理學  選修群組

包括：

•基礎心理學

•兒童心理學

•正向心理學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屯門

可報讀各大專院校社會科學相關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例如明愛白英奇專業學

校提供的健康護理高級文憑、人本服務高級文憑或明愛專上學院提供的社會工作高

級文憑課程，繼而銜接相關的學士課程，如明愛專上學院的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課程教授不同的心理學之基礎知識和概念，教學團隊由資深心理學家及業內人士組

成，務求將理論、技巧和親身經驗教授給學員。

可投身程序工作員、福利工作員、學校助理及病人服務助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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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升學

就業

基礎善別輔導與服務基礎善別輔導與服務  選修群組

包括：

•善別服務基礎

•哀傷支援基礎

•顧客服務 SCS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

利兆然家長

很感恩小兒在明愛社區書院遇到一班好老師和好同學，讓他能在毅進文憑這一年間愉快

地完成學業。小兒常說明愛的老師教學認真，課堂上的講授非常清晰，課後也不時與同

學討論課業。我真的發現他在這一年有很大的轉變，不但比以前用功，更喜歡參加學校

舉辦的課外活動。他現在繼續在明愛社區書院升讀長者健康及社區照顧高級文憑課程，

希望他將來學有所成，回饋社會。

課程教授與善別輔導的基礎知識和技能，由理論層面以至實務經驗和技巧，讓學員

了解香港善別服務的發展，打下良好基礎。成功修畢「顧客服務」選修科目，另可

頒發獨立資歷架構第三級證書。

可報讀各大專院校輔導學或心理學相關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例如明愛白英奇

專業學校提供的人本服務高級文憑課程、健康護理高級文憑課程，以及明愛專上學

院提供的社會工作高級文憑，繼而銜接相關的課程，如明愛專上學院的社會科學榮

譽學士。

可投身安寧服務機構。

SCS「顧客服務」已獲香港學術及職業
資歷評審局通過審批，為《能力標準說
明》科目，成功修畢可獲頒發獨立資歷
證書。

特色

升學

就業

課程教授各個政府部門的功能及運作，理解基本法對香港社會的重要性，科目包括

延伸數學，畢業生可獲等同中學文憑試五科 ( 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 ) 第

二級資歷，投考公務員職位更具競爭力和選擇更多。

可報讀各大專院校公共行政相關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例如由明愛專上學院提

供的社會工作高級文憑及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提供的人本服務高級文憑課程，繼而

銜接相關的課程，如明愛專上學院的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可投考 30 多個政府部門的公務員職位。

公務員 ( 文職 ) 實務公務員 ( 文職 ) 實務  選修群組

包括：

•公共行政管理導論

•公務員 ( 文職 ) 實務及投考準備

•延伸數學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油麻地

李昕澄家長

感謝全體老師對女兒昕澄循循善誘，用心教導，亦經常對

她的表現作出讚賞，提升她的自信。我們亦慶幸她能夠在

校園裏認識一班充滿熱誠的同學，常陪伴左右和互相扶

持，讓她在輕鬆和愉快的環境下學會各種專業知識，現在

昕澄有了清晰的目標，仍在努力進修，為未來繼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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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會計及管理商業會計及管理  選修群組

包括：

•商業會計

•電腦會計

•管理學概論

選修科上課地點 : 油麻地

特色

特色

升學

升學

就業

就業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範疇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範疇

在修讀與美容有關的毅進文憑之

後，我才知道原來美容也包含了

很多的理論知識，一點也不簡

單，幸得老師和同學的幫助，令

我順利跨越每一個挑戰。現在我

終於成為一名美容師，達成了我

的願望，多謝 CICE。

馮嘉琪  畢業生

在社會工作數年後，我明白到社會競爭很

大，便決定提升自己，報讀明愛社區書院的

毅進課程。我選讀了一直感興趣的新娘化妝

及髮型設計，課程內容實用，令我學到很多

化妝與髮型的技巧和知識，啟發我的潛能，

在往後的日子裡，我會繼續增值自己，感謝

導師耐心的教導。

黃安妮 畢業生

課程著重教授商業會計、營銷管理行業知識及實務技巧，為學員未來的專業發展

建立基礎。

可報讀各大專院校商業相關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例如明愛白英專業學校提

供的商務學副學士課程，繼而銜接相關的學士課程，如明愛專上學院的工商管理

榮譽學士。

可從事商業機構及公營機構的初級財務會計及營銷等工作。

美容、美髮、家政、個人護理範疇美容、美髮、家政、個人護理範疇
課程著重技能訓練，學員在模擬的工作場景學

習各種美容化妝技巧。成功修畢選修科目「美

甲及手足護理」及「新娘化妝及頭髮造型」，

可另獲頒發獨立資歷第三級證書。

可報讀與美容、化妝及美甲相關的專業證書或

文憑課程，如：專業化妝、美甲及美容治療師

文憑、專業化妝及髮型設計證書課程、美甲技

術證書課程及專業美容治療師證書課程等，以

獲取各類本地及海外專業資格。
可投身美容業界，如：美容師、美
容顧問、化妝師、化妝品 / 護膚品售
貨員、美甲師、髮型師、脫毛師及
培訓導師 / 助理等。

香薰美容及身體護理  香薰美容及身體護理  
選修群組

美容、化妝及形象設計
選修群組

新娘化妝、頭髮造型及美甲技新娘化妝、頭髮造型及美甲技術術 SCSSCS

選修群組

包括：

•香薰護理 SCS

•皮膚護理 #

•美容及纖體儀器療程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
# 學員須自費購買部份教學材料及工具，共約 $220

包括：

•個人形象設計

•皮膚護理 #

•專業及潮流化妝造型設計 #

選修科上課地點 : 紅磡
# 學員須自費購買部份教學材料及工具， 
   共約 $870

包括：

•新娘化妝及頭髮造型 #

•殖甲技術 #

•美甲及手足護理 #

選修科上課地點：紅磡
# 學員須自費購買部份教學材料及工具，共約 $2,460

SCS「新娘化妝、頭髮造型及美甲技術」及 SCS「香薰護理」選修群組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
為《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成功修畢，可獲頒發相關的獨立資歷證書。

霍家進  畢業生

中學畢業後我就投身社會工作，數年後才發現無論工作經驗有多豐富，工作表現有

多好，甚至擁有專業技能，但只是沒有認可的學歷，便很難獲得其他人的認同，所

以決定修讀毅進文憑。我在 CICE 最大的得著就是認識了一班好同學，在學習上互相

鼓勵和支持，提升了我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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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升學

就業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範疇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範疇

特色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範疇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範疇

數碼電子科技 ( 電子競技 ) 數碼電子科技 ( 電子競技 ) 選修群組

包括：

•電子競技技術概論 ^

•電腦組裝及網絡技術應用

•延伸數學

選修科上課地點 : 油麻地

課程與香港明愛連線 TEEN 地及環球電競 GLOBAL ESPORTS 合作。此外，成功

修畢選修科目「電子競技技術概論」而表現優異的學員，有機會獲得最高 75% 的

學費資助，以作鼓勵。( 所有學費資助以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最後批核為準， 
如有任何爭議，明愛社區書院擁有最終及具約束力之決定權。）

可報讀各大專院校與電子競技、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等相關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

程，繼而銜接相關的課程，如明愛專上學院的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或數碼娛樂科技

榮譽理學士。

可從事電子競技相關行業，如電競運動員主播、教練員及數據與戰術分析師等工

作。

電競文化近年不斷普及，成了一個龐大的市場，吸引到不少廠商和玩家。有見及此，明

愛提供了「電子競技技術概論」毅進文憑課程，希望可以培育本地電競人才。其實電競

不只是打機那麼簡單，背後有各種營運及技術知識需要學習，對電競有興趣的學員，可

以選讀這個課程。

導師楊皓白

^ 與香港明愛連線 TEEN 地及
   環球電競 GLOBAL ESPORTS 合作

合辦機構 :

課程涵蓋時裝、平面、室內設計範疇，內容不但充實，更著重有系統地培養學員的

創意思維並提升其設計知識及技巧。導師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及教學經驗，配合先

進的教學設備和多媒體的配套設施，務求達至最佳的教學效果。

設計學 ( 時裝、平面及室內 )設計學 ( 時裝、平面及室內 )    選修群組

包括：

•時裝設計 #^

•平面設計 #^

•室內設計 #^

選修科上課地點：調景嶺
# 學員須自行購買教學材料及工具

升學

就業

合辦機構 :

可報讀各大專院校設計學相關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例如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提供的設計學高級文憑課程，並可獲優先取錄及學費減免，繼而銜接相關學士課

程。

可在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行業發展。

^ 與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合作

趙俊文  畢業生

讀明愛毅進文憑真使我獲益良多，例如結識了一班好老師和好同學，陪伴我在困境中重新出

發，更令我明白到不少人生道理，加深對自己的認識，繼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因此很慶幸

當日選擇了明愛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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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升學

就業

課程與香港電影後期專業人員協會合作，配合業內的實際需要，並由富經驗的導師

任教；課程有助學員建立人脈網絡，有利日後業內發展。課程教授影視製作流程及

實務技能，包括前期處理分場大綱、外景場地、服裝道具、拍攝通告，攝影機操作

及燈光控制。另教授 Adobe Premiere 用於後期剪接及混音。

可銜接明愛電影與媒體製作高級文憑課程，繼而銜接相關學士課程。

可從事電影製作相關工作，如助導、攝影、機燈、剪接或服裝道具等。

電影製作基礎 電影製作基礎     選修群組

包括：

•電影製作前期籌備工作 ^

•影片製作 ^

•電影後期製作  ^

選修科上課地點：紅磡、油麻地

合辦機構 :

^ 與香港電影後期專業人員協會合辦

特色

升學

就業

課程由富商貿及市場管理經驗的導師任教。除理論外，亦會定期安排專題講座，由

業界資深人士主講。同時亦安排參觀活動，加深學員對數碼營銷的認識。

可報讀報讀各大院校數碼營銷相關的高級文憑課程，例如白英奇專業學校提供的商

務學副學士、電影與媒體製作高級文憑， 繼而銜接相關學士課程， 如明愛專上學

院的數碼娛樂科技 ( 榮譽 ) 理學士課程。

可投身廣告公司、私人及公共機構的市場推廣部任職助理、行政人員、設計人員或

YouTuber 等。

數碼營銷及動畫 ( 特效 ) 視頻製作數碼營銷及動畫 ( 特效 ) 視頻製作
選修群組

包括：

•數碼與社交媒體市場推廣

•數碼市場營銷的策劃及實行

•動畫 ( 特效 ) 視頻製作

選修科上課地點：紅磡、油麻地

學費資助

• 凡成功修畢一個科目 ( 即出席率達 80％及整體評核及格 )，均可獲政府發還有關

科目的 30% 學費。

• 如學員符合上述學費發還條件，並通過學生資助處的入息審查，便可就成功修畢

的科目獲全額 100% 或半額 50% 學費發還。

唯有關科目必須是為取得毅進文憑所需要修讀的科目，而在毅進文憑課程下每名學員

最多只可取得八個科目的學費發還。另外，學費發還是以科目為單位，即使學員有部

份科目不合格，他們仍可就其他合格的科目獲得學費發還。

政府資助

• 獲選畢業生可獲頒「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補助金

•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助學金

其他資助

• 明愛「成績優異獎學金」

• 明愛「升讀高級文憑獎學金計劃」

• 明愛「2+2 明愛直通車升學計劃」

• 數碼港「電競行業支援計劃」

• 香港酒店業協會頒發獎學金

•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EIC) 考試進步獎

獎學金

學費發還 查詢電話：2802 2345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查詢電話：2150 6223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查詢電話：2802 2345

上網費津貼計劃 查詢電話：2802 2345

學習開支定額津貼 查詢電話：2802 2345

學費發還 / 津貼 / 貸款

很慶幸我選擇了明愛的毅進文憑課程，這一年我學到了很多以前沒有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十

分實用和有趣味。我認識了很多同學和老師，他們都非常親切和樂於助人，每當我在學習上

遇到任何困難，同學和老師都會主動幫助我。

邱柏諭  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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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開學迎新簡介日 TOEIC 職業英語預備課程

We Care 社區關懷服務計劃

明愛獎劵義賣到澳洲探索著名的滑浪者天堂 (Surfers Paradise)

星球蠟燭工作坊

急救證書課程 ( 結合式教學 )

柬埔寨服務體驗團 一級山藝訓練課程

一帶一路經濟文化交流團 ( 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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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文憑課程接受中六離校生或年滿 21 歲的人士報讀。

2022/23 學年毅進文憑課程的報名方法及收生程序如下 :

教學設備 報名方法

全日制課程

 11    階段招生階段招生

 22  階段招生階段招生

第第

第第

由 2021 年 12 月 2 日起登入 www.yj.edu.hk 報名

可透過八達通 APP 網上即時繳款，或到 7-11 便利店

或以 PPS 繳交報名費。

( 報名費港幣 200 元正 )
( 2022 年 7 月 18 日下午 4 時截止報名 )

2022 年 7 月 19 日起以電郵 或 短訊通知取錄結果，

請於指定日期前往取錄書院註冊

由 2022 年 7 月 19 日上午 9 時開始，請親臨明愛社區書院各

教學中心或 http://admission.cice.edu.hk 於網上報名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如有任何疑問，可於辦公時間

致電 35 688 688 或 WhatsApp 6400 8511 查詢

廚藝訓練室

健身室

模擬健康護理實習室

幼兒教育實習室

美容護理實習室餐飲實習室

電腦室



調景嶺 ~
調景嶺翠嶺路 18 號

電話：2239 6372
       調景嶺站 B 出口
~ 不接受報名及查詢

翠
嶺
路

遊樂場

調
景
嶺
站
B出
口

紅磡

九龍紅磡戴亞街 5 號

電話：2239 6363
       黃埔站 A 出口

戴亞街

黃埔站

油麻地

油麻地石壁道 4 號

電話：2710 2628
       油麻地站 C 出口

彌敦道

油麻地站C出口

永
星
里

油麻地站C出口油麻地站C出口

元朗

元朗水邊圍邨疊水樓 1 號地下

電話：2478 2461
       朗屏站 B2 出口

疊水樓

輕鐵水邊圍站

朗屏站

青山公路屏山段

媽
橫
路

粉嶺 

粉嶺祥華邨一號停車場三樓

電話：2682 0777
       粉嶺站 A1 出口

粉嶺站

遊樂場

名都

祥景樓

新運
路

新
運
路

教學中心 教學中心34 35

教學中心 教學中心

翠屏

九龍觀塘翠屏 ( 北 ) 邨
翠榆樓 M2 層 125A 號

電話：2623 3681
       觀塘站 D1 出口

遊
樂
場

月
華
街

翠
屏
道

翠榕樓

翠
屏
街
市

觀塘站
D1出口 福塘道

天后

香港英皇道 75 至 83 號
聯合出版大廈一樓

電話：3521 1071
       炮台山站 A1 出口

炮台山站

英皇道

屯門

新界屯門湖景邨湖月樓地下 21-34 室

電話：2146 4225
       輕鐵兆禧站

輕鐵
兆禧站

湖
景
路

湖月街

湖
月
樓

湖
暉
街

荃灣

新界荃灣眾安街 146 號

電話：3610 3700
       荃灣西站 D 出口

眾安街荃灣西站

       炮台山站

              

       

       
       

              

       



免責聲明 : 本書院有權修改、取消或取代本章程內所載內容，而毋須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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