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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高中課程）
2020-22 學 年

項目
1. 科目名稱

內容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 實用情境中文

2. 課程提供機構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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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本科目後，學生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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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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課 程 圖 – 組織與結構

實用情境中文（一）
65 小時




口語溝通（粤語） 18 小時

實用情境中文（二）
65 小時




口語溝通（粤語） 18 小時

(1) 主題情境會話

實用情境中文（三）
140 小時

口語溝通（粤語） 40 小時

(1) 主題情境會話

(1) 主題情境會話

– 與日常生活有關。例如：自我介
紹、邀請應約

– 與日常生活有關。例如：認識香
港、文化傳承、環境保護

– 與日常生活有關。例如：居住環
境、交流訪談、演講致辭

– 與一般工作有關。例如：簡單的
零售服務用語、物流服務用語

– 與一般工作有關。例如：介紹旅
遊景點、推廣康樂活動、回應市
民需求

– 與一般工作有關。例如：餐飲服
務、處理投訴、見工面試

(2) 基本的語言功能
介紹、敍述或報告簡單的信息，
並能針對別人的話語做出簡單
的回應
(3) 常用句式

(2) 因應情境變化完成交際任務

(2) 基本的語言交際功能


敍述事件始末、說明事物的特
徵、表達意見、提出疑問、解釋
簡單的工作要求和流程



運用陳述、說明、比較、解釋、
建議等表達方式，進行日常交
際、談論大眾話題、表達不同的
觀點，做出一般的評價、聯想和
推論

– 簡單的敍述性和説明性話語

(3) 常用句式

– 運用常用關聯詞

– 敍述性、説明性、描述性話語

(3) 常用句式

– 用不同詞語和語氣表達不同的
感情和態度

– 較長的敍述性、説明性、描述性
話語及一般議論性話語
– 用較有變化的詞語，表達不同的
語氣、表情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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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情境中文（一）
65 小時





閱讀 27 小時

(1) 認讀一般生活及工作中較有變

化的字詞、短語、慣用語及時事
用語

(2) 專題篇章閱讀

(2) 專題篇章閱讀

閱讀敍述性、説明性、簡短的描
述性篇章、簡單圖表，理解主題
及資料性信息

閱讀簡短敍述性及說明性的語
句，理解簡單而直接的篇章主題
及信息


實用情境中文（三）
140 小時

閱讀 55 小時

(1) 認讀一般生活及工作中常見字
詞及短語

(2) 專題篇章閱讀

– 與一般工作有關。例如：商品信
息、服務禮儀、實用文字（統計
表、商場指南、貨物清單）



閱讀 27 小時

(1) 認讀一般生活及工作中的常用
字詞。例如：數目字、衣着、食
物、交通工具名稱

– 與日常生活有關。例如：四季氣
候、傳統節日、流行文化

實用情境中文（二）
65 小時


– 與日常生活有關。例如：就業資
訊、環保知識、報業新聞
– 與一般工作有關。例如：紀律部
隊工作簡介、旅遊服務、實用文
字（招聘廣告、安全守則、宣傳
海報）
(3) 閱讀字典中簡單的解說文字

閱讀敍述性、説明性及描述性文
章、簡短議論性篇章，理解主
題，掌握分析性及評價性信息


– 與日常生活有關。例如：休閑娛
樂、飲食文化、現代科技
– 與一般工作有關。例如：款待服
務、酒店住宿類型、實用文字（員
工守則、會議紀錄、工作報告）
(3) 利用字典、辭典、或各種電子參

考材料所提供的解說文字幫助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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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情境中文（一）
65 小時




寫作 20 小時

(3) 標點符號的基本用法

中常用及常見字詞、短語、慣用
語

(2) 常用短文寫作

(2) 常用短文寫作

運用略有變化的詞語、基本完整
的句式和少量常用修辭手法，完
成簡單的書寫任務。能選取合適
的素材，運用正確格式安排段落

運用有限的字詞、較爲單一的句
式和正確的標點符號，完成簡單
的書寫任務。能選取合適的素
材，合理安排段落，大致體現一
定組織結構

運用恰當的詞語、不同的句式和
常用修辭手法，完成簡單的書寫
任務。能根據情境需要，選取合
適的素材，合理、有序地安排段
落，清楚交待寫作的目的和事由

– 與日常生活有關。例如：日記、
啓事、私人信件


– 與一般工作有關。例如：通告、
工作程序、感謝信
(3) 運用輔助工具完成寫作任務。例

如：字典、網上材料

140 小時


(1) 書寫日常生活及一般工作情境

中常用及常見字詞

(2) 常用短文寫作

實用情境中文（三）

寫作 45 小時

(1) 書寫日常生活及一般工作情境

工作情境中常用字詞

– 與一般工作有關。例如：電郵、
個人履歷表、工作紀錄

65 小時




寫作 20 小時

(1) 書寫基本漢字、日常生活及一般

– 與日常生活有關。例如：簡單邀
約信息、便條、賀卡

實用情境中文（二）



– 與日常生活有關。例如：邀請
函、投訴信、求職信
– 與一般工作有關。例如：研習報
告、新聞稿、建議書
(3) 運用輔助工具完成寫作任務。例

如：字典、辭典、網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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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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資歷認可，以便完成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為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

升學
 例如：與零售、物流、旅遊、款待、紀律部隊、航空服務、醫療健康相關的課程

職業發展


初級職位（例如：售貨員、理貨員、倉務員、旅遊顧問、導遊、領隊、前台服務員、禮賓文員、行李員、餐飲服務員、
房務員、會所服務員、員佐級紀律人員）
 管理層職位（例如：銷售經理、旅行社分行經理、前堂部經理、餐飲部經理、房務總監、物業管理經理、主任級紀律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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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例如：銷售及採購、物流業、店鋪及商場顧客服務和行政支援、旅遊業、主題公園管理、酒店業、會所及物業管理、
食品及餐飲服務、航空服務、紀律部隊、醫療健康

透過應用學習情境，提升語文技巧，
包括口語溝通（粵語）
、閱讀及寫作

 近年香港非華語人口上升，有意願投身紀律部隊或文職工作的年青人越來越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致力鼓勵及支援



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以幫助他們升學就業，盡早融入社會
 提升非華語學生實用中文的運用能力及交際、傳意能力，有助回應市場的人才需求
 學習中文基礎知識及接觸本地文化，有助鼓勵非華語學生融入香港社會並促進文化交流
 簡易中文的讀寫和應用能力有助非華語學生應對一般日常工作所需，擴闊他們就業、擇業的選擇

從通識教育科明白到經濟及社會
議題對各行業的影響

開拓空間，例如：
通過不同工作情境進行口語溝通（粵
語）
、實用中文閱讀及寫作練習，從
而增加學生對不同科目和工作
行業的認識

協同及整固學生的學習 ，例如：


通過不同工作情境進行口語溝通（粵
語）
、實用中文閱讀及寫作練習，讓
學生整合所學的相關知識及語文能
力

課程的關係

服務
環球及本地前景

跨域互惠 ，例如：



與應用學習其他學習範疇／



促進未來升學及就業的入門技能從日常生活及工作情境中：
積累和鞏固常用字詞
培養聽說讀寫能力，綜合運用語文的能力
培養人際溝通的能力和技巧
培養思維能力（判斷、解難）和思維素質
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和習慣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了解個人的語文能力和探索不同的升學途徑及職場要求，為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
–
–
–
–
–

在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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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語言的口語、閱讀、書寫及表達能力、溝通能力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 對文化的認識、對不同文化差異的理解、與顧客服務的關係

科 技 教 育 - 基本商業知識和營運概念



本科所學到的中文知識可以運用
到服務學習範疇的課程中

媒體及傳意


本科以實用情境學習中文，可以提
升學生的溝通技巧，而實用中文寫
作，可提升學生在媒體及傳意學習
範疇課程中的傳意技能

商業、管理及法律


本科所學到的商業和管理的專業
操守概念可以應用到商業、管理及
法律學習範疇中與商務和警務執
法相關的課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