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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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詢 方 法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Marketing and Online Promotion

電子商務會計
Accounting for e-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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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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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31日)

電子商務會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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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860/L3,登記有效期: 由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人工智能-商業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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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1172/L3,登記有效期: 由2022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Applied Learning Courses  2022 - 2024年度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酒店服務營運  
Hospitality Services in Practice

動物護理
Animal Care

人工智能-商業應用
AI i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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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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子商務會計 (Accounting for e-Business)

˙	人工智能–商業應用 (AI in Business)

目標

˙	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及其不同能力和取向而設計，為學生在學術及職業方面提供更多出路；

˙	透過應用及實踐學習，讓學生了解酒店、市場營銷、動物護理、電子商務會計和人工智能的知識和技能；

˙	藉著「應用學習課程」，讓學生體驗及認識行業實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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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進修及工作打好基礎。

達標水平

於2018年文憑試開始，學生在課程的表現將分為「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和「達標並表現優

異（II）」三個等級記錄在香港中學文憑證書上。學生在應用學習課程取得「達標」的表現水平，將被視

為相等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第二級的成績；「達標並表現優異（I）」的表現水平，將等同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甲類　科目第三級的成績，而「達標並表現優異（II）」的表現水平，將等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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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課程 (Applied Learning Courses)

>90%
成績達標率
超過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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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4學年升讀中五的學生

申請者須參加面試。對行業有興趣及具良好溝通、分析及語言能力者將獲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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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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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費用由港幣16,490元至25,800元不等，教育局將全數資助中學提供應用學習

課程，學生無需支付。
學     費

 2022年9月開學日期

 2022年3月開始 (請留意教育局公布)報名日期

 習作、測驗、專題研習及考試評     估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應用學習課程」應用學習課程 (Applied Learn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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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服務營運 
Hospitality Service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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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輔以實務 － 透過模擬餐廳實踐、前台接待角色扮演、電話接線員角色扮演、使用客務管理

電腦軟件(Opera)等，讓同學實踐課堂理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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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概述酒店業的當前趨勢和未來發展 (21小時) 2. 酒店前堂部營運 (42小時)

課程結構

4. 餐飲服務營運 (42小時)

6. 數碼年代的優質服務 (9小時)

3. 酒店客房部營運 (36小時)

5. 酒店業的電子市務 (9小時)

7. 實況體驗 (2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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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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物流、顧客服務和行政支援的行政管理相關工作

生活熱話-宅度假

香港環境特別，很多酒店的設計十分有趣，有潛力

成為宅度假住宿的地方。例如一家位於西貢的酒店

設有潛水服務、又如大澳文物酒店和美利酒店充分

利用活化古建築物、甚或黃金海岸酒店的各式主題房

間，可供香港人因應自己的興趣選擇。所以，酒店可

推出更多優惠或增加特色設備，以吸引顧客的注意。

香港具有很大潛力作為宅度假住宿地點。在疫情期間不

少酒店推出了優惠套餐，以迎接香港市民在本地度假，包

含了當區文化和特色元素。香港酒店遍佈不同地區，有些

位於新界郊區或離島，適合喜愛自然環境的人士；有些卻

接近市中心，適合喜愛購物逛街的人士。加上香港的交通

發達，來回城郊只需兩至三小時，比在外國旅遊更方便。

吳雪盈

胡焯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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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參觀活動

酒店服務營運

房務服務技巧練習包餅烘焙製作

酒店入住登記模擬練習餐桌擺位練習酒店業界分享

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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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務服務技巧及餐桌擺位練習

這個課程不單讓我了解酒店及餐飲行業，更提供實踐的機會。所謂「讀

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課程中更有酒店入住體驗活動，讓我們了解酒

店不同部門的運作，例如房務部、餐飲部；透過參觀香港不同的酒店及

入住體驗，使我們大開眼界。當中所學的知識更與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旅

遊與款待息息相關，使我們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上更能得心應手。此外，

在中六暑假舉辦的延伸課程，更會為畢業生提供寶貴的酒店實習機會。

同學分享
現在	商業研究(榮譽)學士
2018-20	應用學習	-	酒店服務營運

畢業生		薛曉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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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Marketing and Online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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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特色

1. 市場營銷概論 (69小時)

2. 商品及服務的市場營銷 (69小時)

3. 網上市場營銷的策劃及執行 (42小時)

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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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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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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課程中時常有小組項目，在過程中我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及明

白團體合作的重要性，一個大型的小組項目根本無法獨自完成，需與組

員一起合作，儘管在討論中會有意見分歧的時候但大家會細心聆聽及接

納對方的意見，互相合作完成小組項目。應用學習課程對我來說是一個

很好的經歷以及學習機會。

同學分享
現在	 環球市場及供應鏈工商管理學士(榮譽)
2016-18	 應用學習－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畢業生		陳雅詩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講師分享

現今香港，市場營銷及數碼行銷的行業逐漸走向

多元化，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來推動行業發展，而

對專業知識和技術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市場營銷

及網上推廣」應用學習課程冀為業界培養人才，讓

同學們了解多個市場營銷課題，包括傳統營銷、推

廣品牌形象、內容營銷、社交媒體廣告策略及數碼

行銷工具應用等職業相關知識，為有意投身市場營

銷業的同學做好準備。

7

            謝敏傑先生



外出參觀及考察活動參觀創意科技展覽體驗「新零售」活動

認識O2O市場營銷推廣參觀生產力局參觀創意設計展覽

學習活動

在課堂及暑假期間，本學院為學生安排多樣化學習活動，如參觀本地工商機構、展覽，

進行市場調查，應用社交媒體市場推廣設計，體驗相關手機應用程式、電子支付等

最新電子市場推廣活動。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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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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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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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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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物與社會 
Module 1 : Animals and Society (21小時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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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應用科學知識
Module	3	:	Applied	Science	Knowledge	(36小時hrs)

4. 香港的動物
Module 4 : Animals in Hong Kong (21小時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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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學及就業發展	Further	Studies	and	Career	Pathways

升學路向 Furth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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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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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公園水族館工作坊

認識香港動物 - 米埔自然護理區

參觀嘉道理農場 

認識香港動物 - 金山             

應用科學知識 - 細胞觀察

與Tony老師上課

課程結構 Learning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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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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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ing	on	the	Animal	Care	course,	not	only	allowed	me	to	make	friend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but	also	inspired	me	to	be	a	veterinary	nurse	or	work	in	wildlife	
conservation.	The	course	is	comprehensive.	It	taught	us	basic	knowledge	about	
animal	behaviours,	body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Also,	we	got	to	learn	about	
different	animal	species	and	their	roles	in	society	through	seminars	given	by	different	
people	and	organisations,	for	example	guide	dog	users	and	a	reptile	rescue	centre,	
so	that	we	gain	a	wider	scope	of	knowledge	and	views	about	different	animals,	in	
addition	to	pe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Animal	Care	course	taught	us	is	how	
take	care	of	animals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respect	their	lives	and	wellbeing.		After	
studying	Animal	Care,	I	have	a	clearer	view	of	my	education	pathway,	which	is	to	first	
study in health science and then progress to study veterinary nursing at University to 
equip myself to be able to help more animals.  

同學分享

NOW	Pre-health	science	pathway	to	advanced	diplomas	and	degree	programmes
2016-18 Applied Learning － Animal Care

畢業生		Adrienne Woo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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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穎嫺博士

Dr. Queeny YUEN



電子商務會計
Accounting for e-Business

課程特色

1. 師資專業優良－ 課程由持有相關會計學歷及業界精英教授，具備豐富實戰經驗

2. 多元學習活動－ 舉辦專題講座，並安排體驗學習交流團，參觀工商機構

3. 理論輔以實務－ 除講課及個案研究外，同學將透過使用會計軟件練習，製作財務報表及各種財務

報告，務求理論實務知識同樣兼得

4. 概念加以實踐－ 學生透過建立模擬電子商務模型，應用會計專業知識，初探商業活動的運作，

打造新世代企會專才

5. 協作業界支持－ 課程獲業界支持，支援參觀活動及專題講座，更為課程提供研習個案

6. 配合高中科目－ 課程與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目互相配合，有助同學全面掌握學科知識

1. 電子商務：價值創造 (30小時)

3. 會計軟件應用 (30小時)

5. 專題研習 (45小時)

2. 商業會計 (45小時)

4. 電子商務會計的應用 (30小時)

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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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發展

升學路向

例如：升讀與會計、工商管理、管理及營銷等相關課程

就業出路

例如：從事會計、工商管理、管理及營銷等相關工作，如會計助理、銀行客戶服務主任、公營及商業機構行政助理

進修及考取專業資格

倫敦商會(LCCI)國際資格、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基礎會計(FIA)資格

學習活動

l	參觀工商機構

l	使用會計軟件的實務練習

l	製作電子商務計劃及各種財務報告

講師分享

隨著知識型經濟發展，在大數據時代，人工智能

成為各行業的重點研發項目，並被廣泛應用於電

子會計工作系統，以自動化和數據化會計財務分

析，有效地提升企業在營運和財務方面的工作和

決策。為配合企業發展，會計人才必須具備會計、

財務和管理知識，也要有良好溝通技巧、分析能力

和決策能力。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電子商

務會計」課程，以電子商務研習個案作切入點，旨

在讓同學了解不同類型的商業活動、基礎概念及商業

應用，配合電子會計工作系統應用，為有意投身商界

或會計界的同學奠定良好基礎。同學能在課程中吸收

最新的會計、財務和管理知識及技術，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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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國威博士



人工智能–商業應用
AI in Business

課程特色

1. 理論應用兼備－ 同學可將商貿創新及人工智能理論，模擬解决商貿問題

2. 多元學習活動－ 安排相關專題講座及參觀活動，加深同學對人工智能的認識

3. 經驗豐富導師－ 課程由具豐富商貿或資訊科技導師任教

4. 協作業界支持－ 課程獲業界支持，為課程提供意見及幫助

5. 幫助升學就業－ 課程緊貼人工智能應用市場發展，幫助學生將來升學或從事相關行業

1. 人工智能與商業導論 (36小時)

3. 人工智能的實踐 (66小時)

2. 人工智能基礎知識 (57小時)

4. 專題研習 (21小時)

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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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發展

升學路向

例如︰升讀與工商管理、會計、金融、市場學、電腦相關的課程

就業出路

例如︰業務分析、風險管理、業務發展、商業情報、項目分析相關的工作

講師分享

學習活動

l	參觀工商機構及專題講座

l	人工智能解決方案開發和商業創新解決方案開發

l	製作人工智能商業創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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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入我們的日常生

活。根據德勤的《2019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白皮

書》，在未來兩至三年內，全球的人工智能市場

規模將會擴大一倍以上。掌握人工智能的商業應

用將是企業的致勝關鍵。目前，人工智能專業工作

者正是國內外都炙手可熱的稀缺人才。

「人工智能	–	商業應用」的課程設計由淺入深，一

步步引領同學進入人工智能的商業世界。除了讓你

掌握最新的理論及市場情況外，同學還能通過模擬練

習，將知識變成有價值的商業應用，讓人工智能成為

同學日後進修和就業的最佳拍檔。

        陳鐵兒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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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引課程(網上模式)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授課語言 網上報名

酒店服務營運 中文

市場營銷及                      

網上推廣
中文

動物護理 英文

電子商務會計 中文

人工智能－

商業應用
中文

報名及查詢： 3442 5441 / 3442 5433 * 所有課程資料及舉行日期以本學院最後公佈為準

課程涵蓋了酒店業三個主要範疇的基礎

知識，即前堂部、客房部及餐飲部，並

到酒店考察，了解優質服務的重要性。

本課程的目的是讓學生掌握市場營銷及

網上推廣的概念和技能，了解商品的發

展和網上營商模式等推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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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9日

3月12日

3月19日

3月12日及19日

3月12日

課程設計以學生為本，讓學生認識有關

的基礎理論和概念，培養共通能力，並

建立對電子商務會計的就業期望。

課程緊貼人工智能市場的最新發展，讓

同學認識人工智在商業上的重要性，了

解人工智能如何推動和幫助企業運作。

導
引

課
程

(網
上

模
式

)



由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合辦的「應用學習獎學金」(2020/21學年)，旨在嘉許於修讀應用學習課程中學習態

度正面和表現優秀的中五學生。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每年均有不少同學獲得獎學金及嘉許狀，今年得獎

人數更多達20位，冀望得獎同學能保持認真學習的態度，在文憑試再取佳績。

Throughout	 the	course	the	most	outstanding	thing	for	me	are	the	field	trips.	
Normally	when	you	study	at	school	you	don’t	 really	get	 the	chances	to	go	
outside of school to learn, but in this course I have been to various places 
such	as	Ocean	Park,	Kam	Shan	country	park,	Mai	Po,	KFBC,	etc.,	where	I	
was	able	to	see	animals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or	interact	with	professionals	
doing	 their	work	on	 the	 field.	There	was	also	a	session	where	 I	could	 talk	
to	professionals	such	as	vets,	nurses	and	volunteers,	which	helped	me	
solidify	on	my	career	choices	I	would	take	 in	 the	near	 future	and	made	me	
view	volunteer	work	for	animals	as	a	rightful	thing	to	do.	I	think	it	is	really	an	
honour	such	that	I	could	take	away	both	knowledge	related	to	the	subject	and	
also	guidance	from	professionals	 from	this	course,	as	I	won’t	get	a	chance	
like	 this	anywhere	else.	Hopefully,	 I	would	be	able	 to	apply	 the	 things	 I’ve	
learnt in the course in my future learning and career development, so I can 
have a head start over everyone else in university.

Animal Care 
Marco Liu

I	was	not	sure	whether	 I	 truly	 love	animals	and	want	 to	help	 them	
in my future career. The course gives me a chance to learn more 
about animals, get closer to them. I have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about 
animals,	not	only	knowledge	from	the	notes,	but	also	useful	skills	on	
taking	care	of	animals.	 I	 found	 that	 I	am	eager	 to	 learn	new	 things	
about	animals,	I	will	not	get	bored	and	it	keeps	my	interest.	After	nearly	
a	year	of	classes,	my	scores	are	well	and	I	never	had	a	thought	to	skip	
the	classes	or	quit	the	course.	The	course	helps	me	find	out	my	interest	
and	potential.	Now,	I	can	certainly	tell	 that	 I	 love	animals	and	want	to	
work	with	them	in	the	future.

Animal Care 
Joyce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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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到大，比起文學我更喜歡數字，知道自己會修讀與數字有關的科

目和晉身相關行業，而會計正是其中之一。「電子商務會計」比起選

修科的「企、會、財」，最大的分別是多了電子的部份，透過電子會

計軟件應用書本的知識，讓我體會到會計工作實際需要做什麼。在老

師的講解中，我亦知道了我仍需要學習什麼，也了解到會計行業的出

路和前景，讓我更清楚如何去選擇未來的路向。

電子商務會計	

高錦慧

我對酒店及旅遊業有著憧憬，期望未來升讀大學時進修酒店及旅遊相關科

目，畢業後投身酒店及旅遊業。「酒店服務營運」除了教授酒店業相關知識

外，還以實務課堂鍛鍊我不同的能力，更讓我得到他人的認同，認識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夥伴。課程包含的知識十分廣泛，我特別感興趣的是電子數碼化

的部份，介紹了行業的發展趨勢。「酒店服務營運」是十分有意義的學科，

讓我早一步了解酒店業，更令我釐定畢業後的發展路向。

酒店服務營運	

何光亮

SCOPE應用學習課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交流平台，令我有機會走出

課室，接觸不同學校的學生及專業講師，和他們交流自己的興趣和經

驗。在「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課程中，透過分析不同品牌，我學習

到許多理論知識，也令我明白到市場營銷不單止是買賣，而是由研發

產品、市場調查、包裝設計至售後服務都屬於市場營銷的範圍，擴闊

我對市場營銷的認識，為將來升學就業做好準備。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凌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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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   3442 5441 / 3442 5433

傳真  :   3104 0514

電郵  :   aplinfo@cityu.edu.hk

網址  :   www.cityu.edu.hk/ce/apl

        www.facebook.com/cityuhk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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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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詢 方 法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Marketing and Online Promotion

電子商務會計
Accounting for e-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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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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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31日)

電子商務會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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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860/L3,登記有效期: 由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人工智能-商業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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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1172/L3,登記有效期: 由2022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Applied Learning Courses  2022 - 2024年度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酒店服務營運  
Hospitality Services in Practice

動物護理
Animal Care

人工智能-商業應用
AI in Bus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