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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高中課程）
2016-18 學 年

項目
1. 科目名稱

內容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 － 款待實務中文

2. 課程提供機構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3. 學習範疇／課程組別

不適用

4. 教學語言

中文（粵語）

5. 學習成果

透過款待業（餐飲、酒店和顧客服務等）的情境，學生在完成本科
目後應能：
(1) 應付日常生活和工作環境的語言交際要求，聽懂別人的話語，
採用適當語氣和說話方式，以粵語溝通及交際；
(2) 閲讀日常生活和工作環境的實用文書和資料；
(3) 運用適當的詞語、句子完成常用的實務文書；及
(4) 提升相關範疇之升學及就業發展所需的自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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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待實務中文一（65 小時）

6.

課程圖 – 組織與結構

口語溝通

閱讀

寫作

餐飲服務口語溝通（粵語）
（18 小時）

餐飲服務閱讀
（27 小時）

餐飲服務寫作
（20 小時）

1. 生活用語
1.1 交際用語（如寒暄、打招呼）
1.2 簡述個人資料及熟悉的事物
2. 基本語言功能及交際技巧
2.1 基本交際功能（如聆聽、詢問和答
覆、介紹、說明及陳述）
2.2 基本應對策略（如附和、贊成、反
對；因應交際者的身份、場合的氣
氛及聽者的反應調整說話內容）

5. 日常生活常用詞句（如表示時間、
地點、人物、價錢）

9. 中文書寫概念
9.1 詞語及句子結構（如字形結構、句式組
合）
6. 餐飲業常用詞句（如有關餐廳、食 9.2 日常生活片段寫作（如簡錄事件重點、
物類別、餐具、點餐、結帳的詞句）
個人履歷、點列清單）
7. 基礎閱讀
7.1 敘述性文字（如便條、留言）
7.2 說明性文字（如清單、指南）

10. 簡單餐飲服務實用文寫作
10.1 敘述性寫作（如留言、工作記錄、簡短
書信）
10.2 說明性寫作（如餐單、清單、工作流程）

8. 閱讀策略
3. 餐飲服務常用表達（如介紹、說明） 8.1 敘述性文字（如辨析關鍵詞及主題 11. 自學（善用輔助工具）
句；找出時間、地點、人物及事件） 11.1 字形結構（如利用中文軟件輸入法／智
4. 自學（如使用字詞自學網站、手機 8.2 說明性文字（掌握說明方法，如數
能手機應用程式幫助糾正筆劃或書寫
應用程式、糾正發音）
字、分類、比較說明）
漢字）
11.2 寫作策略（如查字典、擬寫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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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待實務中文二（65 小時）

口語溝通

閱讀

酒店服務口語溝通（粵語）
（18 小時）
1. 理解視聽資訊（如辨別、篩選要點） 5.
5.1
2. 生活範疇的口語交際（如問候、邀
請、接納、婉拒、讚美、批評）
5.2

酒店服務閱讀
（27 小時）
生活及社會範疇的閱讀
簡短文章和圖表閱讀（如理解圖表
及點列式資料）
基礎報章閱讀（如辨析報刊標題、
提要式報導、新聞稿結構）

3. 酒店服務相關的口語交際
3.1 單向式表達（如敘述、說明、介紹） 6. 工作範疇的閱讀
3.2 互動式表達（如商討、發問、建議） 6.1 敘述性資料（如火警演習通告、招
聘廣告、財物遺失啟事）
4. 傳意技巧（如詞語和語氣的運用、 6.2 說明性資料（如送餐服務說明、宴
神情和態度）
會物資安排流程、簡單工作守則）
7. 自學（生字及造句）
7.1 字典辭書（如配詞辦法、例句閱讀）
7.2 網站介紹（如網上辭典的檢索方
法、漢語詞匯學習應用程式等電子
學習平台）

寫作
酒店服務寫作
（20 小時）
8. 生活及社會範疇的寫作
8.1 類別（如日記、私人信件、個人履歷）
8.2 內容（如記述重點、選取素材、用語）
9. 酒店服務的實用文寫作
9.1 實用文類別（如通告、招聘廣告、財物
遺失啟事）
9.2 實用文內容（如格式、對象、目的、用
語）
10. 寫作策略（如列寫大綱、查閱字典、校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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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溝通

閱讀

寫作

顧客服務口語溝通(粵語)
（40 小時）

顧客服務閱讀
（55 小時）

顧客服務寫作
（45 小時）

1. 理解長篇幅的視聽資訊（如分清觀 4. 生活及社會範疇的閱讀
6.
點和事實，就內容作出評價及議論） 4.1 閱讀範疇：本地報章／視聽材料（如 6.1
事時用語、訊息摘要、文章評論）
2. 面試技巧（如自我陳述、工作崗位 4.2 對閱讀內容的理解（如比較、分析、 6.2
要求、回應提問、句子修飾、語氣、
綜合及評論不同篇章的內容和觀
態度）
點）
7.
3. 顧客服務相關的中文傳意技巧（如 5. 顧客服務相關的閱讀
7.1
完成陳述、說明、比較、解釋及建 5.1 閱讀範疇：與工作中的資料（如工
議等的交際任務；靈活運用邊聽邊
序說明、章程及條例、電郵、員工 7.2
思考、語氣、表情變化及身體語言
守則、考勤及評核報告、會議記錄）
的技巧）
5.2 對閱讀內容的理解（如辨析主要信
息和細節、理解主旨、分析篇章結 8.
構）

工作範疇的書信寫作
書信類別（如邀請函、電子郵件、求職
信及離職信、感謝信）
書信內容（如格式、對象、目的、段落
結構、用語及內容修飾）
書信以外的實用文寫作
實用文類別（如會議記錄、工作報告、
宣傳文稿、新聞稿）
實用文內容（如格式、對象、目的、段
落結構、用語）
寫作策略（如擬寫腦圖、列寫大綱、善
用字典、校對、修改文章、靈活運用不
同輔助工具完成寫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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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情境

•

有關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的資訊有助提升學生對應用學習課程相關行業及發展機會的了解。在升學及就業方面，成功完成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仍須符合有關機構的入學或入職要求。

•

應用學習課程在升學及就業的資歷認可，由個別院校及機構自行決定。教育局和應用學習課程提供機構將繼續尋求與升學及就業有關的資歷認可，讓完成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能夠為升學及就業的路向作好準備。

•

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

升學

例如：酒店、餐飲、航空服務、郵輪服務、旅遊、項目管理、會議展覽及康樂管理
職業發展

初級職位（例如：酒店接待員、訂房部文員、會所服務員、房務員、行李員、餐廳服務員、機場顧客服務員及項目助理）



管理層職位（例如：餐館主管、酒店前台經理、客戶服務經理、會所經理及項目經理）

與核心科目及其他選修科目的關係
與課程相關的專業／行業／工業群

提升及增益


利用本科的款待業情境，加強
學生學習語文的動機，讓學生
提升語文能力，包括口語溝通
（粵語）閱讀及寫作



例如：酒店款待、食品及餐飲服務、會所服務

服務





環球及本地前景
認識款待行業(餐飲、酒店和顧客服務等)的工作環境及要求，了解中文在這些行業中的應用情況，有助發展個人的升學或就業路向。
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中文培訓，畢業後應用到款待相關行業，既可回應市場的人力需求，也可提升行業的服務水準，對整體經濟發展帶來建設性效果。
學生掌握基礙中文的讀寫和應用能力，廣泛地應用於一般日常工作環境之中，擴濶其就業、擇業的選擇範圍

跨域互惠




與應用學習其他學習範疇／
課程的關係

應用本科及旅遊與款待科的
共同知識，例如：教授學生餐
飲業、酒店業及顧客服務的知
識，從而鞏固學生的中文語文
能力



本科利用報章報導進行閱讀
訓練，讓學生認識時事議題及
各方觀點，學習模式與通識教
育科中互相呼應，進一步強化
學生理解及總結資料的能力




促進未來升學及就業的入門技能
從款待服務情境中：
- 提升中文的聽說讀寫能力，綜合運用語文能力
- 培養中文口語及書面語交際能力和技巧
- 透過學習中文，提升解難能力
- 建立語文思維能力和素質
透過實踐經驗讓學生能進一步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了解個人的語文能力、不同程度的升學途徑及行業要求，計劃個人自主學習語文的路向，從而融入香港社會

在基礎教育及中四發展的基礎知識
本科目建基於學生在下列學習領域所獲得的基礎知識上，例如：



中國語文教育 - 第二語言學習的聆聽、說話、閱讀及寫作能力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 基礎旅遊與款待行業知識，包括款待客人的技巧、個人質素及態度等



本科由語文學習角度
出發，所學到的中文
知識可運用到餐飲、
酒店及客戶服務行業
之中，與酒店服務營
運、酒店營運及餐飲
業運作科關係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