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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Learning Course Introduction
應用學習課程簡介

Law Enforcement in Hong Kong
香港執法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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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Learning Course : 2020 - 22 cohort

新

執法實務課程 ≠紀律部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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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Provider :

The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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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執法工作領域
公營機構 主要政府紀律部隊 (如警務、入境、海關、消防、懲教署等)

食環署、平機會、控煙辦、私隱公署等

行業監管機構 證監會、保監局、旅監局等，工作範圍主要是:
-合規監督及調查 (Compliance Monitoring and Investigation)

私營機構 銀行／金融服務業、商業機構，工作範圍包括:
-防洗黑錢 (Anti Money Laundering)
-反恐融資 (Counter Terrorism Financing)
-企業詐騙調查 (Corporate Fraud Investigation)
-認識你的顧客 (KYC Compliance)
-網络安全 (Cyber Security) 等
持牌私營保安公司 (逾1,000 間 ) ，主要為工商機構提供保安
服務 (Private Secur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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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及組織

香港執法實務

(Law
Enforcement

in HK)

香港刑事司法制度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刑事法、人權法及相關之
基本法條文

(Law related to Crimes and
Human Rights)

香港執法機關架構﹨運作及執法

人員之要求與職能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perations, Attributes and Roles

of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罪行及犯罪行為

(Criminology - Crimes &
Criminal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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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 (學習成果)
Law Enforcement in Hong Kong
(香港執法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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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罪行、香港刑事法及刑事司法制度的要點，及關於
市民權利和義務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2)闡述香港各執法機構的角色、工作、功能和相互關係及
對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3)應用刑事司法原理以評價執法工作；

(4)闡述香港警務處及其他紀律部隊的工作要求及職責、特
質、體能健康鍛練、道德操守及價值觀；及

(5)提升相關範疇之升學及就業發展所需的自我認知

Curriculum Structure:
Law Enforcement in Hong Kong
(香港執法實務)

香港刑事司法導論

- 21 hrs

執法基礎及香港執法機
關概要 – 30 hrs

罪行及罪犯行為

– 21 hrs

執法人員之工作與
職責– 24 hrs

執法人員招募與遴
選 – 18 hrs

執法人員之操守

– 18 hrs
執法人員之健康與體

適能 – 18 hrs

香港刑事法原理及人
權法案條例 – 30 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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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學習、專題研習、參觀本地執法機構、角色
扮演、嘉賓專題演說、案例討論、報告及滙報等

Directed learning, project learning, field and
institutional visits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role
plays, case studies, guest speakers’ talks, reports
and presentation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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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Highlights
(學與教活動特色):

課業編號 課業名稱 評估方法

1 香港公民權利及責任 : 個人習作 論文

2 罪行分析報告 寫作報告

3. 執法實務及刑事法導論 : 測驗 筆試

4. 執法機關參觀 : 反思報告 書面報告

5 刑事司法 : 小組專題研習
專題報告及
口頭匯報

6 香港執法機關概要 : 測驗 筆試

7. 認知體適能 : 基本體適能評估 實務測驗

Assessment  Activities
Highlights (評估計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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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

升學 -
繼續進修下列本地或海外高等程度課程:
-刑事法 (Criminal Law),
-執法 (Law Enforcement),
-犯罪學 (Criminology),
-合規/法規遵循(Compliance),
-紀律部隊管理 (Disciplined Force Management)
-企業保安管理(Enterprise Secur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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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 -

•有關執法、法規遵循，犯罪學、刑事司法
、企業保安管理等課程近年漸受年青同學
關注，包括本港及海外 -尤期美、加、英
、澳等先進國家，此類課程發展迅速，己
涵蓋證書、文憑、學士、碩士以至博士程
度等;

•這方向無論進修或就業規劃，放眼世界
，都充滿無限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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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途徑 - HK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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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高級文憑
(司法行政與執法)

應用學習 -香港執法實務

執法管理專業文憑

QF第三级
QF第四级 QF第五级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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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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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

職業發展
例如：職業發展方向包括各政府紀律部隊及
其他公營部門、監管機構、政府公務員、工
商企業及酒店之保安或審查部門、私營保安
機構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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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Enforcement in Hong Kong
(香港執法實務)

The End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