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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課程 Applied Learning Courses

APL01

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
Radio Host and
Programme Production
學習範疇 / 課程組別 媒體及傳意 / 媒體製作與公共關係
本課程以電台廣播的環境，培養學生作為節目主持須具備的知
課程簡介 識和技巧，當中包括資料搜集、撰稿、語言才藝、訪問、應對、
演說表達和廣播劇製作等訓練，讓學生可以發掘自己多方面的
潛能及提升語文能力。
授課語言 中文
學習活動特色 參觀本地電台（如：商業電台、香港電台及新城電台）、廣播
劇製作、宣傳聲帶製作、錄音訪問及業界分享等。
上課地點 葵興教學中心

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學員在電台錄音室體驗錄音

學員參觀商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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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核心部分 (150小時)
1. 認識電台廣播 (21小時)
2. 粵語演說技巧 (30小時)

選修部分 (30小時) (任擇其一)

3. 廣播劇創作及製作 (39小時)

A. 司儀及配音

4. 節目創作 (30小時)

B. 宣傳聲帶製作

5. 專題訪問及表達技巧(30小時)

C. 活動策劃及管理
D. 新聞編採

選修部分

核心部分

(30小時)

(150小時)

參觀商業電台

馮靖翹
2013-2015 學年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課程同學

學員參觀商業電台

我非常感謝學院接受我這個「殘障學生」，亦提供一個完善的服務給我。
因為我的身體上的活動能力受界限，老師和同學都好關心我，她們會用
很多的方法協助我，讓我有一個合適的環境上課。這個校園第一眼給我
的感覺非常陌生，然而，在這修讀兩個多月後，同學看到我回來上課，

我和老師的關係亦師亦友

他們會立即為我搬開桌椅方便我的出入，而我和老師的關係亦師亦友，
十分溫暖。人生無常，我們沒有辮法知道下一秒會發生甚麼，所以希望
大家都能夠珍惜眼前的事物和人，好好把握機會，創出佳績，一起為我
們的夢想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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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課程 Applied Learning Courses

馮靖翹
2013-2015 學年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課程同學
" 我非常感謝學院接受我這個「殘障學生」，亦提供一個完
善的服務給我。因為我的身體上的活動能力受界限，老師
和同學都好關心我，她們會用很多的方法協助我，讓我有
一個合適的環境上課。這個校園第一眼給我的感覺非常陌
生，然而，在這修讀兩個多月後，同學看到我回來上課，
他們會立即為我搬開桌椅方便我的出入，而我和老師的關
係亦師亦友，十分溫暖。人生無常，我們沒有辦法知道下
一秒會發生甚麼，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珍惜眼前的事物和
人，好好把握機會，創出佳績，一起為我們的夢想進發。"

張凱敏
2013-2015 學年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課程同學
" 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學校，但是我們有着同一
個理想，就是成為廣播界的一份子。課程由從事
多年電台行業的導師講解，讓我們都得到很多實
際的資訊之外，我們還會到相關的電台參觀，了
解內部的架構和運作，又可以到配音室體驗。在
這個課程中，不但能夠學習書本上的知識，還有
最重要的是得到更多寶貴的經驗。"

著名演藝人古明華與同學分享配音工作的點滴

黃康妮
2012-2014 學年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課程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學文學士課程
黃同學現就讀中文大學翻譯學文學士課程。起初黃康妮同學因為有收聽電台的習慣，
對電台的運作感到興趣， 於是在中四時決定報讀應用學習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課程。
就讀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課程後， 康妮對電台運作及節目製作有一定的認知，並開始
發現自己有意向傳媒方向發展。因此，在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JUPAS) 報考了傳理和翻
譯， 最後康妮憑著優異的文憑試成績成功獲中大取錄，主修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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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志豐
商業電台主持及監製

鄧潔明
商業電台主持、節目監製
及電影編劇

" 常有同學問我：「馮 sir，我參加電台主持
及節目製作課程，是否能成為一個 DJ ？」
我會答他，這個課程不單單是學習做一個電
台主持，而是讓同學透過課程提升他們的表
達能力、創造力和自信。透過學習創作廣播
劇、電台節目、司儀訓練，同學們可以發揮
自己的長處、改善表達能力和發音技巧，無
論日後是加入傳媒行業或擔當任何工作，有
甚麼比擁有良好表達能力和創意頭腦更有優
勢？在公開大學教了接近四年的電台及主持
課程，看著每一屆學生增強了自信和溝通能
力，作為導師的我，感到無比欣慰。"

" 你我每天發聲，內容盛載是你內心想法？
處事態度？生活感言？還是為發聲而發聲，
為對話而對話？
一個人用聲音，向數以萬計的人講出心中所
想，一字一句，滿有潛移默化的作用，這是
「廣播」的魅力，聲音的力量。
「電台主持」是我人生第一份工作，多得廣
播鍛練我，學習當一個有態度、敢言、自覺
修詞用字，提醒自己少講廢話的人。在廣播
班裡，每一年面對二十多位同學，我會強調
一句：「請你們發掘自己的潛能，獨有的觸
覺，說出與別不同的話，教人刮目相看！」
同學們，廣播是讓人從你的聲音，得出一個
不一樣的世界！ "
""

姚秀鈴
電台執行監製
郭志仁
商業電台主持及
節目發展經理
"「給你一分鐘 , 歐美歌曲日韓台劇隨
你說 , 六十秒 , 不能多亦不能少。」
開學前 , 同學都以為自己風趣幽默雄
辯滔滔。經歷一分鐘「開咪」, 他們就
知道 , 專業的聲音廣播不是閒話家常 ,
需要不斷學習與練習。導師責任之一 ,
是調較同學的聲音 , 練出一把屬於電
台的聲音。"

鄔家麟
商業電台節目主持
及監製
" 電台直播室，是一個具
魅力，又滿載神秘的地方。
一支咪、一副耳機、再加一些可以播
放音樂的器材，DJ 就能將歡樂和感
動帶給聽眾。的而且確，DJ 這份工
作教人著迷，但 DJ 又是否如外間所
見，每天的工作就是「開咪」一、兩
個小時？慶幸香港公開大學提供這個
平台，給學生機會去了解 DJ「咪後」
的工作及準備。透過整個課程，學生
更能體驗廣播的樂趣，並提升自己的
創造力、表達能力及自信。相信同學
在此習得的，會畢生受用。"

" 在公開大學執教這個「電台主持與節目製
作」差不多八個年頭， 一直本著「薪火相
傳」的理念去完成每一個訓練課程；目睹
同學們興致勃勃的樣子是我最大的滿足 .。
每星期雖然相處短短三小時， 不難被他們
的朝氣和衝勁所感染。今時今日，夢想要
擠身傳媒行業的年青人們，除了朝氣和衝
勁，理性分析和持平態度 , 著實需要時間鍛
鍊和琢磨；同學們 : 加油！ "

劉偉恒
香港電台主持及導演
" 今年已經是我第三年任教「電台及節目主
持」。回想從前，當我還是電台粉絲時，實
在渴望學校能有這類課程。即使到我加入了
電台，也沒有甚麼「訓練班」可讀，只能邊
做邊學。如今這個超過一年的課程，全面又
徹底地解構電台每個崗位和範疇，又可讓同
學親身參與製作廣播劇、電台節目等等，對
同學來說的確是一大喜訊。更重要的是，課
程可訓練他們的談話和表達技巧，將來定能
適用於任何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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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L02

商業漫畫設計
Commercial Comic Art
3
14/000333/L3
22/01/2014-31/08/2017

學習範疇 / 課程組別 創意學習 / 媒體藝術
本課程的目的是透過漫畫、數碼創作，以及廣告插圖的意念、
課程簡介 特色和技巧，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打好他們的知識基礎。課
堂包括了參觀或實習。學生可選擇「商業漫畫」或「創意插圖
設計」其中一項作深入研習。
授課語言 中文
參觀漫畫工作室 / 出版社 / 出席漫畫研討會 / 漫畫節等；從實
學習活動特色 踐中學習，藉着個案討論 ( 如麥兜 )，讓學生瞭解漫畫的製作與
發展；進行漫畫或插圖專題研習等。
上課地點 葵興教學中心

著名漫畫家馬榮成先生與同學分享創作體會

著名漫畫家 Cusson Lo 與同學分享創作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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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核心部分 (120小時)
1. 商業漫畫創作概述 (15小時)

4. 漫畫圖像創作 (30小時)

2. 視覺設計基礎 (18小時)

5. 漫畫製作流程 (18小時)

3. 故事創意發展 (30小時)

6. 實地考察 (9小時)

核心部分

綜合作品集計劃

(120小時)

(30小時)

選修部分
(30小時)

選修部分 (30小時) (任擇其一)
A. 商業漫畫
B. 創意插圖設計

梁凱倫
2012-2014 學年商業漫畫設計課程同學

有課程老師的教導，
才會有非凡的進步
我認為這個課程能給予我們很多專業的意見，由只能畫火柴人直
到現在能畫出一篇自己的短漫畫，非常有成功感。畫畫雖然經常

學生作品 :

是要靠自己練習，但要有課程老師的教導，才會有非凡的進步。

鄭倩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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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凱倫

應用學習課程 Applied Learning Courses

鄭倩愉
2013-2015 學年商業漫畫設計課程同學

梁凱倫
2012-2014 學年商業漫畫設計課程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理學士課程
" 我認為這個課程能給予我們很多專業的意
見，由只能畫火柴人直到現在能畫出一篇自
己的短漫畫，非常有成功感。畫漫畫雖然經
常是要靠
自己練習，
但要有課
程老師的
教 導， 才
會有非凡
的進步。"

" 我自小便對漫畫感興趣，夢想是成為漫畫
家。修讀應用學習課程使我加深對漫畫的認
識，如故事創作，
分 鏡 技 巧 等， 還
有印刷實體書的
注 意 細 項， 均 有
助於我將來晉身
漫畫行業。此外，
課程導師與同學
都對繪畫很有熱
誠， 上 堂 學 習 氣
氛 濃 厚， 因 此 我
也很投入於每一
次課堂。"

馮逸雲
2013-2015 學年商業漫畫設計課程同學
" 修讀商業漫畫設計課程後，我發覺創作一幅漫
畫也並不是太遙遠、難以實現的夢，因為這兒有
熱心教學的老師指導出明確的道路，他教曉了我
一些實用的漫畫技法，例如打網格、故事的鋪排
和技巧等。最後，我也能成功創作出自己的漫畫
故事。在這段學習經歷中，我體會到努力創作漫
畫的喜悦，也看見從事商業漫畫行業道路的指示
牌。容我説句官方話：「真是獲益良多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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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雲 Little Cloud
漫畫家、插畫家兼時裝設計師
" 漫畫屬於流行文化的一種，是現今
人類抒發情感、紓緩生活壓力及發
揮想像力的有效媒介。此課程能讓
一班喜歡漫畫的年輕人，透過實用
又富趣味的學習，培養專注力、創
造力及表達能力，並瞭解將來就業
的可能性，也對香港的漫畫文化有
正面的促進作用。"

孫威軍
漫畫主筆

鄺世傑
鄺氏製作有限公司出版人及主筆

" 好高興現今香港能有此課程，讓同
學可以有系統地學習漫畫，由繪畫基
礎、故事創作、漫畫製作到創作自己
的作品，一步步讓他們對創作及漫畫
行業有更深入了解，亦為他們將來入
行打好基礎。而當中最令我鼓舞是看
見一班年青人在學習過程中不斷進
步，將來必定青出於藍！ "

" 藉著追蹤夢想，人類得以不斷進步。
任教商業漫畫課程這幾年來，我看見
學員無論在漫畫創作或是個人成長
上，都有很大的進步，昔日的毛病、
陋習和錯誤都得已逐漸改正。這課程
不單能為他們打開漫畫之門，也能藉
著創作不斷自我完善，將來定會畫出
彩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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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L04

基礎健康護理
Fundamental Health Care
3
14/000334/L3
22/01/2014-31/08/2018

學習範疇 / 課程組別 應用科學 / 醫療科學及健康護理
Area of Studies / Applied Science / Medical Science and Health Care
Course Cluster

本課程的目的是增進學生的醫療知識，讓他們明白健康生活的重要性。
課程的核心部分為學習各種實用的健康護理知識，包括生理及心理健康、
營養健康、急救學、藥物管理等。學生可選擇「兒童及青少年常見健康
問題」或「認識人口老化」其中一個課題作深入研習。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a good understanding
課程簡介 of medical knowledge and the importance of a healthy living style.
Course Information
The core part of the course focuses on practical knowledge about
health care, including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nutritional
health, first aid and medication management. Students may choose
between "Common Health Proble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eing" for their
in-depth studies.
授課語言 中文 或 英文
Chinese or English

Medium of Instruction

由護士主持的專業講座、參觀健康護理機構 ( 如：復康服務機構、特殊
兒童教育中心、老人院等 )、各種醫療量度儀器的運用及實習等。
學習活動特色

Learning Activity
Highlights

Professional talks by nurses, visits to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e.g.
rehabilitation institutions, special child care centres, old age homes,
etc), practical training in vital signs measurements and parametric
measurements, etc.

上課地點 葵興教學中心
Venue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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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核心部分 Core Part (153小時hrs)
1. 香港健康護理服務業概覽

5. 急救學*

First Aid* (30小時hrs)

Overview of the Health Care Services
Industry in Hong Kong (15小時hrs)

6. 藥物管理及知識

Medication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24小時hrs)

2. 生理健康

Physical Health (30小時hrs)

7. 健康生活模式

3. 心理健康

Healthy Living Style (21小時hrs)

Psychological Health (12小時hrs)

4. 營養健康

Nutritional Health (21小時hrs)

選修部分
Elective

核心部分
Core

(27小時hrs)

(153小時hrs)

選修部分 Elective Part (27小時hrs) (任擇其一 Choose One)
A. 兒童及青少年常見健康問題
Common Health Proble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B. 認識人口老化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eing

* 學生於急救學單元的相關考核取得合格成績，可獲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之

「急救證書」，證書有效期為三年。
Students passing the relevant test in the First Aid module can obtain a
First Aid Certificate recognized by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Region which is valid for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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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詠怡
2010-2012 學年基礎健康護理課程畢業生
現就讀東華學院護理學高級文憑
" 從小我就立志要成為護士，但護士是必須修讀生物科的，在高中選科時，很可惜我在
校的成績只屬中等，未能如願修讀生物科。當時很失望和無助，後來知道有應用學習課
程，就毫不猶疑地選修一科跟護士相關的科目 ─ 基礎健康護理。基礎健康護理課程給
予我生物科的基礎，提升了我對護理學和健康科學的知識，課程中有資深護士教授急
救和藥劑，亦有機會探訪庇護工場及由同學親自講授講座予庇護工場工友，體驗非常
新鮮難忘。基礎健康護理課程不但加深我對護理的興趣，更堅定了我理想職業的志向，
而且令我在學士學位面試中，有信心地回答相關問題，和表現出立志做護士的決心。"

李家堯
2012-2014 學年基礎健康護理課程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大學護理學理學士課程
李同學認為應用學習課程擴闊了她的視野， 對課程中的急救部份尤其深刻， 她亦非
常感謝老師循循善誘的教導， 令她更肯定自已對護理的意向。
“時間飛逝，兩年的學習旅程又告一段落。收拾筆記，整理回憶，課程裏經歷的一點
一滴又浮現在腦海裏。一向對護理深感興趣的我，很慶幸有機會在這兩年裏學習相關
的專業知識。學習時，課程裏的應用與知識層面雙方兼顧，讓我們可以全面認識護理
行業。相比起枯燥的書本文字，這課程讓我們更靈活學習，例如參觀復康機構，練習
急救等等。在課程裡，透過不同的考核讓我們檢視自己的學習進度，跟進自己的不足，
進步得更快。這個課程也增加了我自己在護理行業發展的決心。兩年裡每個星期六的
早上，一幫志同道合的年輕人一起上課，獲得的不止是知識，還有可貴的友情。依舊
懷念我們青澀的面孔，還有這可愛的學習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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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ta Tsang
註冊護士
" 我擔任了本課程的導師約二年多了，作為一個資深護士，一直希望能將自己在護理行業所
累積的多年經驗，去和新一代的年輕人分享，希望藉此能啟發他們加入這個很有意義的行業，
去造福社會。這個課程為有意投身護理行業的學員提供了基本的訓練渠道，提升他們晉身護
理行業的機會。在過去任教的日子中，見證到學生們的成長及他們對護理行業的知識及興趣
有所提升。希望本課程能繼續發展，使學生得益，並在未來的日子成為護理行業的精英，對
社會有所供獻。"

基礎健康護理學員參觀復康中心
Students visited rehab center

基礎健康護理學員參觀安老院舍
Students visited old ag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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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L07

金融市場及運作
Financial Markets
and Operations
學習範疇 / 課程組別 商業、管理及法律 / 商業學
Area of Studies /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Law / Business Studies
Course Cluster

本課程介紹香港金融服務業的整體概況，包括其架構、運作及
產品，幫助學生認識該行業。學生可選擇「財務策劃及財富管
理」或「銀行運作」其中一個課題作深入研習。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課程簡介 Hong Kong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The curriculum
Course Information
includes the structure, operations and products. The
objective is to aid students to understand more in-depth
about the financial industry. Students can choose either
"Financial Planning and Wealth Management" or "Banking
Operations" as their elective part.
授課語言 中文 或 英文
Chinese or English

Medium of Instruction

由業界舉辦的專業講座；參觀金融及相關的監管機構（如：金
融管理局、香港證監會、香港交易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
局及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通過個案分析及角色扮演，讓學
生從中實踐及進行專題研習（如：撰寫財務策劃報告）等。
學習活動特色 The course consists of professional seminars held by the
industries, visits to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ory
bodies (i.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Institute of
Financial Planners of Hong Kong). Students can practice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acquired through case study
discussion, role plays, and projects (i.e. compose financial
planning reports).

Learning Activity
Highlights

上課地點 葵興教學中心
Venue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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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核心部分 Core Part (150小時hrs)
1. 香港金融業概覽

Overview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 Hong
Kong (12小時hrs)

2. 金融財務的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of Finance (21小時 hrs)

3. 金融產品

Financial Products (60小時hrs)

5. 投資策略

Investment Strategies (12小時hrs)

6. 講座與工作坊

Seminars and Workshops (15小時hrs)

7. 參觀金融機構及監管機構

Visits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ory Bodies (9小時hrs)

4. 道德操守與金融服務業守則

Ethics and Regulations of Financial Industry
(21小時hrs)

選修部分
Elective

核心部分
Core

(30小時hrs)

(150小時hrs)

選修部分 Elective Part (30小時hrs) (任擇其一 Choose One)
A. 財務策劃及財富管理
Financial Planning and Wealth Management
B. 銀行運作
Banking Operation

學員參觀交易所展覽館
Students visited the Exchange Exhibition Hall

學員參觀香港金融管理局
Students visited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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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逸熙
2012-2014 學年認識金融服務課程
畢業生
現就讀北京清華大學經濟學學士課程
洪逸熙同學一直是認識金融服務課程
中成績優異的學生之一，洪同學本身
對金融相關範疇非常有興趣，在就
讀認識金融服務課程中，透過課堂、
業界講座和參觀讓他更肯定自己的志
向。最後，洪同學在中六報考清華大
學，並獲得取錄。洪同學現時於北京
清華大學修讀經濟。

古家㬢
2012-2014 學年認識金融服務課程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家㬢憑著優異的文憑試成績， 成功入讀香
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 (BBA)。古同學在中
學時對金融投資已感興趣， 於是選擇了認
識金融服務應用學習課程。他認為應用學
習課程令他對金融服務以及相關產品有更
深認識， 希望將來能從事金融或商業管理
方面的工作。

學員參觀證券公司
Students visited Securities Company

葉佩貞
香港銀行學會會士 (AHKIB)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掌握金融市場的技能和知識。 金融服務業是香港經濟增長的主要支
柱，並提供各種就業職位，同時各大專院校亦有許多相關的課程可供學生升學就讀。
因此，選修本課程的同學可以比別人領先一步，預早認識這個行業，為將來升學及就
業作好準備。
This course aim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Financial services is one of the major contributors to Hong Kong‘s
economic growth and offers a variety of job positions. Man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lso provide different programmes to help students to pursue their
career in this area. Thus, the students who take this course can get a head
start over the other students. They can advance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or a career in the banking and finance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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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合辦
高中應用學習奬學金
(2013-14 學年 )
獲奬名單
學生

課程名稱

李衍伸

商業漫畫設計

周安華

商業漫畫設計

林景華

商業漫畫設計

陳靜霞

商業漫畫設計

馮逸雲

商業漫畫設計

楊麗珊

商業漫畫設計

劉慶培

商業漫畫設計

鄧雅麗

商業漫畫設計

鄭倩愉

商業漫畫設計

盧慧軟

商業漫畫設計

鄺志仁

商業漫畫設計

何靖敏

基礎健康護理

余慧敏

基礎健康護理

李菁

基礎健康護理

李詠欣

基礎健康護理

袁瑋鍵

基礎健康護理

黃嘉寶

基礎健康護理

黃議

基礎健康護理

劉曉欣

基礎健康護理

張凱敏

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

許嘉欣

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

陳映澂

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

陳浩恩

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

陳鉅星

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

謝尹然

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

黃仲賢

認識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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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興教學中心的學習設施
Purpose-built Facilities in the Kwai Hing
電腦實驗室
Computer Laboratory
配置共90多部個人電腦及多種常用電腦軟件供學生使用。
Equipped with over 90 PCs and popular PC applications for general
use by students.

學院辦公室及接待處大堂
Institute's office and reception lobby

演講廳
Lecture Theatre
可容納120人，方便舉行講座或研討會。
Has a seating capacity of 120 for seminars
and symposiums.

模擬機艙教室
Mock-up Cabin Room
設有由國泰航空捐贈的機艙座椅、行李艙及餐車
等，讓旅遊、航空等課程的學員體驗實際的工作環
境，從而訓練其服務技巧。
Furnished with passenger seats, luggage
compartments and food carts contributed
by Cathay Pacific, providing an exact cabin
replica for students of tourism and airline
related programmes to practise servic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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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Centre
電台錄音室
Radio/ Sound Recording Studio
設有先進的錄音和混音等器材，加上毗鄰的影音剪接室和製作室，訓練電
台廣播課程的學員操作專業器材。
Equipped with high-tech recording and mixing equipment. Next to
it are Editing Room and Production Room, which too give students
hands-on experience in operating professional equipment.

模擬病房教室
Mock-up Ward
配備病床及基本醫療設備，模擬普通病房的環境，為學
生提供全面的護理訓練。
Consists of hospital beds and basic medical
equipment to simulate a general hospital ward,
enabl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training.

模擬酒店房間教室
Mock-up Hotel Room
仿照酒店房間建成，內設床舖、浴室及衣櫥等標
準設施，以供教學及示範之用。
Modeled on real-life hotel room with
standard bed, bathroom and closets for
teaching and demon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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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安排及查詢 Class Arrangements & Enquiries
每個應用學習課程的總課時為180小時，修讀期橫跨中五及中六兩個學年。
「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成績分別等同香港中學文憑第 2 級及第 3 級或以上，取得的成績將在中學文憑證書上匯報，以作升學及
就業用途。
有意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可透過所讀學校向教育局報名。
The duration of each ApL course is 180 contact hours, generally extending over two academic years from Secondary 5 to 6.
Students attaining the results of “Attained” and “Attained with Distinction” in the ApL courses are accepted as attaining the competencies
required at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HKDSE) Level 2 and Level 3 or above respectively for the purpose
of further studies and/or work. Student’s performance at the levels of “Attained with Distinction” and “Attained” will be recorded on the
HKDSE certificate.
All students must apply through their schools for enrollment in APL courses.

授課模式
Modes
學校可選擇 :
Schools can choose:
1.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教學中心上課，或
Classes will be held at LiPACE's Learning Centres, or

2. 課堂主要在學生就讀的學校進行，確實上課時間將由校方與本院協定。
Lessons will mainly be held at students' own schools. Details will be
confirmed between the LiPACE and the schools concerned.

學習資源中心
Learning Resource Centre

開課日期
Commencement Date:
 2015 年 9 月中

Mid September 2015


。

電腦區
Computer Areas

時間 : 星期六 ( 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 下午二時至五時 )
Time: Saturdays (9:00 am - 12:00 noon / 2:00 pm - 5:00 pm
( 註：部分課堂將安排於暑假期間進行。)

(Note: Some lessons will also be scheduled during summer holiday.)

上課地點
Venues:


葵興教學中心
新界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8-11樓
(葵興港鐵站E出口，經有蓋行人天橋步行約2分鐘直達)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8/F-11/F, Tower 2, Kowloon Commerce Centre,
51-53 Kwai Cheong Road, Kwai Chung, N.T.

學生休憩區
Students Commons

(2 minutes' walk under covered walkway from Exit E of Kwai Hing MTR Station)



荔景教學中心
新界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
(荔景港鐵站A1出口對面)

OUHK-CITA Learning Centre
201-203, Lai King Hill Road, Kwai Chung, N.T.
英語學習資源中心
English Learning Resource Centre

(opposite to Exit A1, Lai King MTR Station)

查詢
Enquiry:
電話 Tel

: 3120 9988

電郵 Email

: lipace@ouhk.edu.hk

課程網址 Course Website : www.ouhk.edu.hk/APL
時裝作品展示櫥窗
Fashion Window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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