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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您率先體驗

     大專學習模式



前言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本著「應時所需，學以致用」的教學理念，	

開辦以下「應用學習課程」：

˙		酒店服務營運 (Hospitality Services in Practice)
˙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Marketing and Online Promotion)
˙	動物護理 (Animal Care)
˙	創意廣告 (Creative Advertising) 

課程目標

˙	透過應用及實踐學習，讓學生了解酒店、市場營銷、動物護理和廣告業的知識和技能：

˙	藉著「應用學習課程」，讓學生體驗及認識酒店、市場營銷、動物護理和廣告業的實況，了解自己的興

趣和能力，尋找自己的理想及出路，為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	配合生活化的學習模式，激發學生之學習動機，並加強思考能力、溝通技巧，培養良好的價值觀、態度

及與職業相關的能力，讓學生充分發揮個人潛能，為未來進修、工作及終身學習打好基礎。

達標水平

由2018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開始，學生的成績匯報細分為：「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和「達標

並表現優異(II)」，作為升學及／或就業用途。

˙	如學生取得「達標」的表現水平，等同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科目第二級的成績；

˙	如學生取得「達標並表現優異（I）」的表現水平，等同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科目第三級的成績；

˙	如學生取得「達標並表現優異（II）」的表現水平，等同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科目第四級或以上

的成績。

資歷認可

課程已獲評定為資歷架構資歷級別第三級，除有助學生未來持續進修外，相關行業的僱主於招聘時亦有

所依據，對持有「應用學習」資歷的畢業生在就業上更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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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達標率
超過九成



酒店服務營運 
Hospitality Services in Practice

為未來晉身酒店服務業 奠下基礎

同學 學 習

課程特色

1. 師資專業優良	－	由持有相關酒店管理學歷及業界富經驗人士教授，例如：導師持有	Certified Hospitality 

Educator (CHE) 專業資歷

2. 體驗學習活動	－	舉辦專題講座及參觀活動，並安排體驗學習交流團，讓同學更了解酒店之實際運作

3. 考取專業證書	－	成績達標之同學可獲「美國酒店業協會教育學院」頒發證書，該機構所頒授的資

歷，廣為環球及本地酒店行業認可，方便同學畢業後晉身職場

4. 優良教學設施	－	設有模擬教學設施，例如：飛機客艙、酒店客房、接待處及客務管理電腦軟件			

(Opera)等，供同學作實務培訓練習之用

5. 擴闊進修途徑	－	課程與高中「旅遊與款待」科目相互配合，知識內容緊貼行業發展，有助同學

規劃未來升學或晉身職場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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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課程涵蓋了酒店業三個主要範疇的基礎知識，即酒店前台、酒店客房部及餐飲服務的營運。學生將以實踐的模式

學習，並到酒店交流，了解優質服務的重要性。

		客房清潔
		洗衣房管理	
		客房庫存品管理	
		員工配備及安排	
		安全措施、化學物品與

保安管理

		酒店業及未來趨勢概述	
		各部門之間的相互聯繫
		電話溝通及銷售技巧	
		客房預訂及入住登記
		退房及結帳	
		前台管理系統	(Opera System)

		酒店業餐飲	
		休閑式餐飲
		交通運輸餐飲及到會服務	
		餐飲管理概念及服務技巧	
		非酒精類飲品類別及酒精類飲品類別

單元一	:	酒店前台營運	(60小時)	 單元二	:	酒店客房部營運	(42小時)	

課程結構 (課程總時數:180小時)

授課語言：中文或英文

單元四	:	餐飲服務營運	(54小時)

高中的「應用學習課程」著重實用的學習元素，幫

助學生學習相關的職業知識，並發展其共通能力和

價值觀。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酒店服務

營運」課程，讓學生透過實踐學習，對「酒店服務」

這職業領域有了基本的掌握，為未來晉身這行業奠定

基礎。

不但如此，課程能做到兼顧知識、技能和態度的培

養，諸如形象禮儀、餐桌禮儀等，配合導師生動活潑的

教學，學生在提升這些生活技能之餘，兼能培養自尊自

重的人生態度，對他們的成長發展，裨益不少。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校長

																													吳少祺 

	 		知識與服務技巧整合及應用	(專題研習)
				 -		酒店前台	(入住登記及房間編配)
				 -		客房部	(房務服務技巧練習)
				 -		餐飲服務	(餐桌禮儀及餐飲服務技巧練習)
	 		最新酒店及款待服務行業發展趨勢

安全措施、化學物品與

餐飲服務營運 ( 小時)單元三	:	參觀酒店營運實況	(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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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服務營運

業界合作學校

香港酒店業發展蓬勃，未來更將有多不勝數

各類形式的新酒店落成並投入服務，業界對

於廣納人材定必增加一定的需求，造就了更

多年青人入行的機會。酒店業不但工種選擇

多，薪酬及福利亦見優越，而培訓和晉升方

面同樣機遇處處；新入行的同事只要多努

力、勤懇、多進修相關知識，前途可謂一

片光明。

          恆豐酒店總經理	

												何銳堅



餐桌擺位練習

酒店服務營運

升學及就業發展

升學路向
例如：升讀與休閒及旅遊、酒店管理、食品生產及服務等相關的課程

就業出路
款待服務

例如：從事與休閒及娛樂、酒店及旅遊業、食品生產及服務、航班												

服務、展覽支援服務等相關的工作

商業服務

例如：從事顧客服務相關工作

學習

酒店業界代表分享包餅烘焙製作

前台管理系統練習房務服務技巧練習餐桌禮儀活動

		兩日一夜星級酒店探索之旅

		餐桌禮儀	(包括進餐體驗)

		學習包餅烘焙製作，讓同學學在其中，樂在其中

		模擬酒店前台、酒店客房及飛機客艙服務技巧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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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酒店業協會教育學院為一間非牟利的教育組織，總部設於美國奧蘭度。現時會員超

過一萬人，分佈世界各地，而部份會員更於酒店業界身居管理要職。該協會自成立以

來，已擁有超過五十年開辦酒店及旅遊管理課程的經驗，使酒店旅遊行業邁向專業化。

近年AHLEI更積極與世界各地的大學及專上學院合作，該學院所頒授的證書和文憑，除

獲世界各地酒店業界所認可及接受外，亦獲多所大學及專上學院承認及豁免學分，學員

可憑由該會所頒的有關學歷，繼而持續進修與酒店管理相關的學位課程。

相關網站: www.ahlei.org

美國酒店業協會教育學院簡介
The American Hotel and Lodging Association Educational Institute (AHLEI)

參與「應用學習－酒店服務營運」課程後，我不僅從中學習到與「酒店

服務營運」有關的理論及知識，更從模擬登記入住、模擬用餐服務等活

動及考試中，將學習到的知識應用出來，學以致用。不僅如此，課程更

為我們安排多次到本地酒店參觀及學習的機會，讓我們得以從酒店行業

的佼佼者中學習，如上學期到香港君悅酒店參觀，不僅了解酒店的內部

設施，更能了解酒店個別部門的日常工作及重要性，可謂獲益良多。

畢業生		李詩婷	

同學分享

課程學術統籌分享

現在	 工商管理學士－人力資源管理學專修

2015-17		應用學習－酒店服務營運課程

隨著旅遊業的持續發展，酒店業未來將需要大量的年青生力軍加入。故此，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所舉辦的「酒店服務營運」課程，正好為這行業培

訓一群活潑、好動及立志加入酒店行業的年青接班人。在學習過程中，導師透

過課堂中各項活動如角色扮演、個案研究、模擬練習等，把有關酒店服務的知

識與他們分享。除了讓同學能認識相關服務的知識外，更希望同學們能夠明白

到行業內應有的價值觀，好讓他們能為未來加入酒店業作出充份的準備。

		羅宗豐

考取專業證書

成績達標之同學可獲「美國酒店業協會教育學院」頒發證書，該機構所頒授的資歷，廣為環球及本地酒店行業

認可，方便同學畢業後晉身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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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Marketing and Online Promotion

學

1. 理論實務兼備	－	除理論外，同學可進行模擬商貿交易，體驗商業及網上營商模式

2. 實戰經驗導師	－	課程由具豐富商貿及市場管理經驗的導師任教

3. 多元學習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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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同學對									

市場營銷的認識

4. 配合高中科目	－	課程與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經濟」科目相互配合，並緊貼市場													

發展，助同學掌握行業發展和運作情況

5. 協作業界支持	－	課程獲業界支持，為課程提供產品銷售研習個案

同學 中學習 學

課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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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電腦、互聯網及智能手機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隨著各種數碼平台、社交媒體的出現，今時今日學習市場營銷不

能墨守成規。掌握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的基本概念、了解商品的發展和網上營商模式、顧客心理、制定市場營銷

計劃及網上推廣策略，正是「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的學習重點。

課程結構 (課程總時數:180小時)

授課語言：中文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概況
	市場調查及資訊管理
	市場趨勢分析及預測
	市場調查報告撰寫及匯報

單元一	:	市場探索概論	(66小時) 單元二：商品及服務的市場營銷推廣	(63小時)

		網上營商運作基礎知識
		網上推廣策略
		網上營商模式
		運用不同網上推廣工具增加瀏覽量
		客戶資料管理

單元三	:	網上市場推廣的策劃及部署	(51小時)

	 市場營銷推廣的角色
	市場營銷推廣策劃與執行
	營銷推廣小組專題研習
	市場營銷推廣的監察及檢討
	商業道德

課程學術統籌分享

隨著各種網上市場推廣的平台普及化，企業或創

業者也透過不同的資訊科技工具、社交媒體接觸

合適的目標客戶，因此，懂得運用與時並進的市場

營銷策略是現今世代不可或缺的學習知識，透過了

解顧客行為和心理，把不同類型的商品服務帶給顧

客，促進整體社會發展和全球化經濟共融。

                 趙溢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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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認識O2O市場營銷推廣

升學及就業發展

升學路向

例如：升讀與工商管理、市場學、廣告、媒體傳播、數碼推廣及電子

商貿等相關課程

就業出路

例如：從事與工商管理、會計及財務管理、商業傳意、銷售及市場

營銷、項目策劃、網上媒體、數碼推廣及電子商貿等相關工作

參與堂上發布預備市場推廣設計作業

外出參觀及考察活動參觀工商機構參觀創意科技展覽

學習

在課堂及暑假期間，本學院將為學生安排多

樣化學習活動，如參觀本地工商機構、進行

市場調查；網上和社交媒體市場推廣設計等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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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課程中，我學到了很多實戰技巧，累積了不少構

思市場推廣計劃書的經驗。在課堂中跟老師和同學解說自己的策劃案後，會收到

許多不同的意見和反饋，而透過解答聽眾的問題，讓我提升了解決難題和快速

思考的能力，同時也學會吸收別人的意見，把自己的企劃案做得更好。

畢業生		幸心兒

同學分享

課程導師分享

現在	 		環球商業及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2015-17	 		應用學習－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課程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這個課程，可讓同學學到如何有效地把商品推銷到

目標市場的基本知識，同學更可從各種活動、工作經驗分享、模擬學習、工

商機構參觀等得知實際的運作情況。許多同學都反映，這個課程、這些活動

讓他們提高了對商品推廣的興趣，他們留意多了各種商品的營銷方式，更明

白到多角度思考的重要。有些同學甚至把他們見過認為有趣及特別的推廣方

式帶到課堂中與同學分享及討論呢！

																																																			趙琦婷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當初選擇修讀「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課程是因為覺得課程內容充實及富有趣

味，加上自己對營商方面較有興趣，覺得課程非常適合自己。

與在學校上課不一樣，「應用學習課程」更注重讓我們學習如何把書本上的理論

應用在不同的營銷策略上。老師會經常讓我們做一些實習，例如是替一間企業推

廣他們的新產品，又或是分析某家企業是用了哪一種方法去做推廣，如此類推。

在整個課程中，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外出活動，除了參觀工商機構、企業及科技

展覽，課程也經常舉辦網上營銷分享會或講座，讓我們對行業有更多的認識。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課程真的是非常實用，希望有更多同學報讀這課程！

畢業生		鄧洛婷

	 俄語專業學士

	 	 	 2015-17				應用學習－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課程

現在	

9



動物護理            

Animal Care

課程特色	Programme Features
1. 行業專家教授	－	課程由教學經驗豐富的業內專家設計和教授，兼重理論與實務
	 	 	 The	course	is	taught	by	qualified	and	experienced	individuals	in	the	animal	

care education and industry
2. 內容專業實用	－	講授及示範、小組討論及匯報、個案研究、專題研習、參觀及實地考察、			

專題講座及實務練習等
	 	 	 The course offers students many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hrough lectures with 

demonstrations, group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s, case studies, group 
projects,	field	visits,	professional	seminars	and	practical	work	etc.	

3. 邀請業界支持	－	獲行業機構支持，支援參觀活動及專題講座，並擔任課程顧問
   The course is supported by organisations and industry practitioners
4. 配合高中科目	－	課程與高中「生物學及綜合科學／組合科學」科目相互配合
	 	 	 The	study	of	applied	animal	anatomy	and	physiology	enhances	and	extends	student	

learning of the human body in Biology and Integrated Science／Combined 
Science by allowing them also to make comparisons

5. 擴闊進修途徑	－	完成課程後，可選擇報讀本學院舉辦有關動物護理高等文憑課程
	 	 	 This	 course	 provides	 a	 firm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ies	 related	 to	 animal	

healthcare, such as the Advanced Diploma in Veterinary Nursing offered by 
CityU SCOP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and Science

 

香港城市大學動物醫學院全力支持課程教與學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this course is fully supported by School of Veterinary Medicin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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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護理  
Animal Care
前	言	Introduction
本課程為對動物有興趣的學生而設，讓他們認識動物與人類和諧共存之道，以及如何為動物提供日常的護理。									

學生學習與動物護理相關的實務知識和技巧，為進修及從事動物護理工作奠下基礎。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who have an interest in animals, in particular how animals and people depend 
on each other in society and how to care for them.  Students will not only learn knowledge about animal care and 
host of work that are related to animals and skills for safe care practices, but als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further 
studie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in animal care.

課程結構 (課程總時數:180小時) Course Structure (Contact hours: 180 Hours)
授課語言：英文  Medium of Instruction: English

單元一	:	動物與社會	
Module 1 : Animals and Society (21小時hrs)

單元二	:	動物福利
Module 2 : Animal Welfare (21小時hrs)

單元三	:	應用科學知識

Module 3 : Applied Science Knowledge (36小時hrs)
單元四	:	香港的動物
Module 4 : Animals in Hong Kong (21小時hrs)

單元五	:	動物護理需求與飼養
Module 5 : Animal Care Needs and Husbandry (81小時hrs)

	 動物護理概述
	 An overview of animal care
	 動物種類及群組
	 Animal types & groups
	 人類與動物的互動
	 Human-animal interactions

	 動物福利的原則
	 Principles of animal welfare
	 動物福利的道德觀念
	 Basic animal welfare ethics
	 保護動物守則、規例及法例
	 Animal protection codes, regulations & laws

	 基礎應用動物解剖學及生理學
	 Basic applied animal anatomy & physiology
	 基本動物行為
	 Basic animal behaviour

	在不同環境下生活的動物
	 Animals in different settings
	實地考察：評估實際情況下動物護理的需求
	 Field trip：assessment of care needs of animals 
in	authentic	context
	動物護理相關工作及專業發展

 Career options & development in working with 
animalsanimals

	動物工作間的健康與安全簡介
	 Health and safety in animal workplace
	 動物護理計劃
	 Animal care planning
	飼養動物的知識與技巧
	 Husbandry knowledge & skills

11



升學及就業發展 Further Studies and Career Pathways

升學路向 Further Studies
這課程從多角度了解動物的處境及需要，為日後進修作好準備。例如：獸醫學、

動物護理學、生物醫藥科學、環境科學、食物科學等相關的課程

e.g. Courses related to life sciences, veterinary medicine, veterinary nursing, 
biomedical scienc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food science, etc.

就業出路 Career Pathways
可按學歷從事不同階級的動物護理，如獸醫、獸醫護士、獸醫助理、動物護理助理、動物管理員、獸醫學實驗室人員等

Various levels of jobs／entry points in animal care depending on qualifications attained in further studies, e.g. 
veterinarian, veterinary nurse, veterinary assistant, animal care assistant, animal keeper, and laboratory veterinary 
attendant, etc.

學習  Learning Activity

講授及示範、小組討論及匯報、個案研究、專題研習、參觀

及實地考察、專題講座及實務練習等。

Lectures with demonstrations, group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s,	 case	 studies,	 group	 projects,	 field	 visits,	
professional seminars and practical work etc.

動物護理  
Animal Care

到訪動物慈善團體

參觀合作機構設施

工作犬分享會

舉辦小型職業博覽會

狗醫生分享會

到戶外觀察動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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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度城市化，人和動物共用空間時產生不同的問題。隨著社會對動物日益關注，大眾亦開始討論應如何對待動

物及動物對生活的影響。「動物護理」課程正好提供適時的機會讓學員探討以上問題，透過以科學理論為根基及對

社會的了解，學習動物的需要和照護動物。

本課程精心設計，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和參觀，學員可學習護理動物的技能。希望學員可以把握機會和享受這學

習機會，為日後修讀有關課程及投身動物護理行業作好準備，為社會出一分力。

課程學術統籌分享 Course Coordinator Sharing

As a highly urbanised city, we share our space in Hong Kong with 
different animals and we are faced with issues related to them on a 
daily basis. With increasing awareness about animals, how they are 
treated and how they impact people’s lives in our Society, the “Animal 
Care” course provides a timely opportunity for young people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by learning about animal needs and provision of care 
underpinned	by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al	understanding.

This course is carefully designed so that students learn through an array of activities, to allow them 
exposure	 to	different	animals	and	 their	 settings,	and	develop	practical	 skills.	 In	engaging	with	 these	
activities, we hope students will enjoy their learning and on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feel prepared to 
embark on further studies and future career options in animal care and make a difference in Society.

                                         

學生將有機會參觀以下機構，例如：

Students have opportunities to visit supporting organisations such as:

	亞洲動物基金	

 Animals Asia	 	

	愛護動物協會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SPCA)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	

 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 (KFBG)

動物護理  
Animal Care

阮穎嫺博士

Dr. Queeny YUEN

	香港海洋公園

 Ocean Park Hong Kong

		保護遺棄動物協會

 Society for Abandoned Animals (S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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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廣告            

Creative Advertising
啟動創意 助您成就夢想

1. 師資專業優良	－	課程由持有相關廣告學歷及業界精英教授，當中皆具備豐富實戰經驗

2. 體驗學習活動－	舉辦專題講座及參觀活動，並安排體驗學習交流團，讓同學了解廣告公司及其相

關支援公司的實際運作，加強對廣告業的全面認識

3. 理論實務兼備	－	除講授及示範外，同學將進行小組討論及匯報、摸擬廣告創作、採購媒體等實務

工作，務求理論實務知識同樣兼得

4. 協作業界支持	－	課程獲業界支持，支援參觀活動及專題講座，更為課程提供產品／服務廣告活動

研習個案

5. 擴闊進修途徑	－	課程與高中「通識／資訊及通訊科枝／視覺藝術」科目相互配合，知識內容緊貼

行業發展，有助同學規劃未來升學或晉身職場作準備

課程特色

新

同學 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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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掌握廣告宣傳活動的基本知識和技能，有效地宣傳和推廣產品／服務。透過模擬實際環境下的

應用和實踐，學生學會各種策略思維，製作不同媒體廣告及策劃廣告宣傳活動，從而培養學生在廣告及相關專業

的技能與態度。

課程結構 (課程總時數:180小時)

授課語言：中文

創意廣告

	 廣告基礎
	創意思維
	廣告營銷概念
	廣告產品

單元一	:	認識廣告	(51小時) 單元二：設計廣告宣傳活動	(81小時)

	 設計及實踐廣告宣傳活動
	匯報及檢討

單元三	:	創意廣告實踐		(48小時)

	 創意廣告元素
	廣告意念實踐
	廣告宣傳活動

課程學術統籌分享

近年各類商業機構在其商品廣告宣傳都加強投資，

目的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異軍突起，獲取最終成

功，而廣告正正是當中的重要關鍵。對此，廣告業

亦渡過嚴峻挑戰，除行業內的相互競爭外，主要源於

新、舊媒體的交接；但總是如此，廣告只要有創意，

就能排除萬難，屹立不倒。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舉辦的「創意廣告」課程，涵蓋全面，為有意晉身

廣告業的同學，在修讀大專相關廣告課程建立堅實的

基礎，貢獻良多！

                 梁永昌同學 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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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廣告

升學及就業發展

升學路向

例如：升讀與廣告、傳播、市場推廣、公關及多媒體等相關課程

就業出路

例如：從事廣告、市場推廣、項目策劃、傳訊及傳媒等相關工作

學習

	 探討廣告行業發展趨勢

	 分析廣告個案、廣告達人創作哲學，揭開廣告成敗之謎

	 學習超越思想極限而「不離地」的創作妙法

	 透過模擬廣告認識新興的提案，學習廣告創作、策劃及

	 執行社交媒體廣告宣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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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學年升讀中五的學生

申請者須參加面試。對行業有興趣及具有溝通、分析及語言能力之學生將獲優先考慮。
申請資格

模式一：

逢星期六上午或下午上課，每課3小時，於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教學中心上課；

部份課堂會安排於暑期進行。

逢星期六上午或下午上課，每課3小時，於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教學中心上課；

部份課堂會安排於暑期進行。

逢星期六上午或下午上課，每課3小時，於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教學中心上課；

部份課堂會安排於暑期進行。

逢星期六上午或下午上課，每課3小時，於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教學中心上課；

部份課堂會安排於暑期進行。

模式二：

如學校有足夠之學生人數，上課時間可根據學校要求作適當安排，並安排導師到校						

教授；視乎有關設施及器材需要，部份課堂將於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教學中

心上課；部份課堂亦會安排在暑期進行。

上課時間

教育局將全數資助中學提供應用學習課程，學生無需支付。

	 	 			$16,500
	 			$15,500

	 	 	 			$23,000
	 	 	 			$15,500   

學					費

	 2018年9月開學日期

 2018年2月26日至4月13日報名日期

	 習作、測驗、專題研習及考試評					估

查詢方法

SCOPE城大教學中心

地	址	：	九龍達之路香港城市大學學術交流大樓低層

電	話	：	3442 5441
傳	真	：	3442 0399
網	址	：	www.cityu.edu.hk/ce/apl
	 ：	www.facebook.com/cityuhkscope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應用學習課程」

如各學校有興趣了解更多有關

「應用學習課程」之詳情，

我們樂意親臨講解，歡迎																																	

致電3442 5441預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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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應用學習」導引課程

導引課程 課程內容 授課語言 擬定舉辦日期(星期六)*

酒店服務營運

體驗課堂學習活動：

i.	酒店前台管理軟件應用

ii.	酒店房務工作介紹

iii.	西式餐具認識及示範

中文 2018年3月17日及	

3月24日

市場營銷及																						

網上推廣

透過活動及遊戲，認識市場推廣工作：

i.		網上市場推廣新知，如:	KOL、O2O
ii.	 智能手機程式（App）推廣及應用

iii.	應用網上社交媒體宣傳產品及服務，

如 Instagram、Facebook、WeChat、Youtube
等

中文 2018年3月17日

動物護理

體驗課堂學習活動：

i.		動物在社會上的角色

ii.		認識動物行為

iii.		動物護理技巧介紹

英文 2018年3月17日

創意廣告

透過活動及個案研習，全面認識廣告業：

i.	 透過「角色扮演」為模擬客戶創作平面

廣告

ii.	 運用「腦海激盪」思考方法構思電視廣告

橋段

iii.	撰寫廣告口號

中文 2018年3月24日

課程內容豐富，包括課堂示範、角色扮演、遊戲及小組討論，讓同學對相關科目有初步的認識，並擴闊同

學的學習視野。

報名及查詢：	3442 5441                                                                         *所有課程資料及舉行日期以本學院最後公布為準。

讓中四同學預先體驗箇中學習樂趣!讓中四同學預先體驗箇中學習樂趣!讓中四同學預先體驗箇中學習樂趣!

查詢回條
本校對上述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開辦的應用學習課程感興趣，希望獲取更多資訊:

q	希望取得應用學習課程章程								份	

	 (派員親臨到取/郵寄*－請列明收件人:																												)	(* 刪除不適用者)

q	請安排城大職員於								月								日到本校作應用學習課程講座

q	請安排與本校面談學校伙伴計劃	(模式二)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聯絡人: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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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認識

‧

‧ 用

‧ 活動及 學

‧

活動 ：

‧介紹

‧

‧ 作

‧ 識

‧ 前

作
活動 ：

‧ 示 作

‧認識 作 程

‧ 活動及 體驗

「 」

‧ 作 工作

‧ 作

時數：2小時

時數：2小時

時數：2小時

活動 ：

‧介紹

‧‧

‧ 作

‧ 識

‧ 前

‧

‧ 作

‧ 識

作
活動 ：

‧ 示 作

‧認識 作 程

‧ 活動及 體驗

「 」

‧ 作 工作

‧ 作

‧ 示 作

‧認識 作 程

學習
學 學 學 酒店及 服務

及 營 及 行 體驗活動

學 學習 驗 行 及

學 活動 數 15 學

用 00

用 00

用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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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及 服務

酒店
活動 ：

‧認識 酒店 及 服務營運

‧ 酒店 應 工作 及

‧ 酒店行 行 及前

餐 工作
活動 ：

‧學習西式餐 及

‧ 識餐具 及 用

‧認識西 餐 及

‧ 餐 營運作 式

時數︰3小時　　

時數︰3小時　　

餐 工作
活動 ：

‧學習西式餐 及

‧ 識餐具 及 用

‧認識西 餐 及

‧ 餐 營運作 式

用︰

300 用

# 如有意於主題餐廳（如德國或西式餐廳等）進行活動及作重點學習認識其餐飲特色

  及文化，參加人數需符合餐廳之要求。

用︰

300 酒店 用

導引課程︰體驗應用學習－
「酒店服務營運」　　
舉行日期：2018年3月17日及24日

體驗課堂學習活動：

‧酒店前台管理軟件應用

‧酒店房務工作介紹

‧西式餐具認識及示範

時數：1.5小時

費用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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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導 工作 － 日 　　
活動 ：

‧認識導 工作

‧ ： 及

‧ 服務

‧ 服務工作 「 」 「 」

服務 體驗
活動 ：

‧認識 服務 工作

‧ 工作 及

‧ 行前 工作

‧ 行活動

時數︰2小時　　

及

服務 體驗
活動 ：

‧認識 服務 工作

‧ 工作 及

‧ 行前 工作

‧ 行活動

用 130

時數︰4小時　　

用︰ 200
及導

營 及

導引課程︰體驗應用學習－
「 營 及 」
舉行日期：2018年3月17日

活動及 認識 工作：

‧ 2

‧ 程式 及應用

‧應用 體 及服務

導引課程

舉行日期：2018年3月17日

活動及 認識 工作：

‧ 2

‧ 程式 及應用

時數︰1.5小時　　　　1.5小時　　　　

認識 2 營
‧數 時 ： 體

‧認識數 營

‧數 營 應用

‧ 體營 應用

‧ 營

‧

‧ 用 2 營

　　

時數︰10小時　　　　10小時　　　　10小時　　　　10小時　　　　10小時　　　　

用︰ 500

費用
全免



SCOPE城大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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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2 5441 

aplinfo@cityu.edu.hk

www.cityu.edu.hk/ce/apl

www.facebook.com/cityuhkscope

Animal Care

Marketing and Online Promotion

Hospitality Services in Practice

酒店服務營運(高中應用學習)證書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級別: 第三級，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5/000071/L3，登記有效期: 由2015年2月12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高中應用學習)證書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級別: 第三級，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5/000072/L3，登記有效期: 由2015年2月1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動物護理(高中應用學習)證書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級別: 第三級，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6/000090/L3，登記有效期: 由2016年1月26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創意廣告(高中應用學習)證書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級別: 第三級，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7/001012/L3，登記有效期: 由2018年1月3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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