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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2022-24 年度；202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項目 內容 

1. 課程名稱 

 

 

香港執法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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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管理及法律／法律學 

4. 教學語言 

 

 

中文或英文 

5. 學習成果 

 

完成本課程後，學生應能： 

 

(1) 描述罪行元素、香港刑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的要點，以及市

民權利和義務； 

(2) 闡述香港各執法機構的角色、工作範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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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特質、

體能健康鍛練、行為守則和價值觀；及 

(5) 提升相關範疇之升學及就業發展所需的自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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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課程圖 – 組織與結構 

2) 香港執法機構概要（24 小時） 

2.1  香港主要執法機構之組織及管理 

- 警務處／海關／入境事務處／懲教署／
消防處 

2.2  警隊在處理罪行及罪犯的角色及功能 

2.3  其他重要機構的角色及功能 

- 廉政公署 

-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 

2.4  主要執法機構之相互關係 

2.5  與市民之關係 

 

5) 紀律部隊招募與遴選（24 小時） 

5.1 警務人員招募遴選準則和程序 

5.2 測試及面試要求  

5.3 警務人員個性要求 

5.4 其他主要紀律部隊招募遴選程序和準則簡介 

5.5 其他主要紀律部隊對投考者的要求 

4) 刑事法律原理（30 小時） 

4.1 刑事法功能 

4.2 罪行元素 

4.3 影響刑責主要因素 

4.4 其他特殊違法行為 

4.5 市民權利和義務 

4.6 個人自由及法律保障 

4.7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相關基本法條文  

4.8 刑事司法案例研究 

6) 執法人員之操守與特質（21 小時） 

6.1 警務及其他紀律部隊人員的重要特質 

6.2 警務及其他紀律部隊人員的價值觀 

6.3 警務及其他紀律部隊人員的行為守則與紀律  

6.4 良好團隊的要素 

6.5 團隊溝通與提升團隊精神及士氣 

7) 香港執法人員之工作（18 小時） 

7.1 主要前線執法人員的職責: 

- 警務處／海關／入境事務處／懲教署／
消防處  

7.2 專業執法職能: 

- 偵查／搜證／逮捕／盤問／監控／報告 

 

8) 執法人員之健康與體適能（18 小時） 

8.1 體適能與健康 

8.2 運動量與體重控制 

8.3 運動創傷 

8.4 正確熱身運動 

8.5 心肺功能鍛煉 

8.6 執法人員的體能訓練 

1) 執法與刑事司法導論（24 小時） 

1.1  刑事司法原理及模式 

1.2  香港刑事司法制度簡介 

1.3  執法糸統與流程 

1.4  罪行偵查及逮捕 

1.5  起訴程序 

1.6  裁判及量刑 

1.7  懲教及更新 

3) 罪行及犯罪行為（21 小時） 

 

3.1 犯罪學簡介  

3.2 罪行種類  

3.3 犯罪心理及行為分析 

3.4 罪行分析 I: 暴力罪行 

3.5 罪行分析 II: 涉及財物損失的罪行 

3.6 罪行分析 III: 科技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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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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學、紀律部隊管理、犯罪學 

職業發展 

 例如：警務人員、入境事務助理員、消防員、懲教助理 

  

     

與核心科目及其他選修科目的關係 

 

提升及增益，例如： 

 增強學生對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科的學習及發展。此課程亦能增

潤學生對香港執法及紀律部隊運

作的知識 

 

跨域互惠，例如： 

 將體育科的概念及理論應用於本

課程，能整固及提升學生對兩者

的學習 

 

開拓空間，例如： 

 修讀科學教育科目的學生可擴

闊於法律的知識 

 

協同及整固學生的學習，例如： 

 學生透過進行專題研習，利用及

整合所掌握的知識及技能 

 

與課程相關的專業／行業／工業群 

 

 例如：社會服務、犯罪學、執法、警務及其他紀律部隊 

 與應用學習其他學習範疇／

課程的關係 

 

商業、管理及法律 

 例如：學生修讀此課程，

可應用所學到的理論和

概念以深化在商業、管

理及法律學習範疇的學

習 

 

 

環球及本地前景 

 

 刑事法、刑事司法制度及執法機構對本地治安、法律保障及經濟繁榮均有影響和貢獻 

 完善法律制度與執法工作的有效性和專業水準有重要關係 

 社會和執法機構對執法人員的要求日益提高 

促進未來升學及就業的入門技能 

 

 掌握香港刑事法、刑事司法制度和香港執法的基本知識 

 展示執法工作所需要的溝通技巧、分析能力、價值觀、團隊合作、服務社會熱忱和體適能 

 培養適當個人特質和工作技能，激勵自己規劃個人在相關範疇的升學或職業發展方向 

     

 

 在初中教育及中四發展的基礎知識 

本課程建基於學生在下列學習領域所獲得的基礎知識上，例如︰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 理解法律權利，社會公義和及相關的執法工作 

 科技教育 － 資訊處理 

 中國語文教育及英國語文教育 － 溝通技巧 

 體育 － 了解如何有效地管理體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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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2022-24 年度；202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與教 

 

課程名稱 ： 香港執法實務 

學習範疇 ： 商業、管理及法律 

課程提供機構 ：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香港執法實務課程學與教活動的設計以學生為本，讓學生認識有關的基礎理論和概念，從而

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並建立他們對執法的就業期望。 

 

學生在不同形式的活動有系統地認識不同的情境（例如：香港執法與刑事司法制度的課堂）

及體驗情境的複雜性以拓闊視野（例如：參觀執法機構）。 

 

學生從實踐中學習，在真實或模擬的工作環境中認識相關的要求，掌握基礎知識和技能，以

便日後在相關的範疇內繼續升學（例如：扮演執法人員角色進行案件調查，包括對最初的事

件發生作刑事情報收集及分析，並在法庭上公開案情，以及業界人士分享案發現場偵查經驗

及不同紀律部隊之人員招聘和個人特質）。 

 

學與教活動亦鼓勵學生培養正確的概念、應用及反思能力，並透過實踐，表現出企業家精神

與創新精神（例如：為紀律部隊從傳統執法觀念轉變為服務市民的文化作可行和有效的建

議）。學生有機會整合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並鞏固他們的學習（例如：綜合專題研習讓學生

應用已學會的知識及技能，以識別香港社會議題（例如：青少年罪行）和分析該社會議題、

社會、現行刑事司法制度與執法制度之間的關係，並提出防止由該社會議題引致罪行的實際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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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2022-24 年度；202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應用學習課程支柱的情境化描述–香港執法實務 

完成本課程後，學生應能： 

- 描述罪行元素、香港刑事法及刑事司法制度的要點，以及市民權利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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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用刑事司法原理以評價執法工作； 

- 闡述香港警務處及其他紀律部隊的工作要求、職責、特質、體能健康鍛練、行為守則
及價值觀；及 

- 提升相關範疇之升學及就業發展所需的自我認知。 

 

透過與課程相關的特定情境，學生有不同的學習機會（舉例如下）：  

1.  與職業相關的能力 

- 描述刑事司法制度的角色及評價其對維護社會治安及穩定的重要性； 

- 展示對犯罪行為和維護社會治安及穩定的刑事法有基本理解； 

- 辨別香港各執法機構的角色、功能和架構，以及與市民的關係； 

- 識別各執法機構的職能和個人特質要求； 

- 開展合乎主要執法機構要求的體適能訓練；及 

- 規劃與執法工作相關的升學或職業發展方向。 
 

2.  基礎技能 

- 於角色扮演、案例討論、專題研習滙報、撰寫報告及模擬面試中，簡潔和有效地以口
語和書面方式溝通； 

- 於網絡上資料搜尋、案例分析及匯報應用資訊科技技能；及 

- 分析罪案數據及有效地規劃用於防止罪案的資源。 
 

3.  思考能力 

- 於模擬執法環境中，展示識別問題、解決問題及決策的能力； 

- 分析證據及資訊以對案件偵查作合乎邏輯的推論； 

- 應用慎思明辨能力作犯罪行為上的理解；及 

- 藉罪案調查，培養理解各種個體、證據及事件相互關係的能力。 
 

4.  人際關係 

- 在多元文化及背景的模擬執法環境中，展示有效的人際關係技巧； 

- 透過小組專題研習活動，培養協作及團隊建立技巧；及 

- 透過角色扮演及相關評核活動，實踐自我反思及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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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價值觀和態度 

- 認識執法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的正直和誠實； 

- 識別執法人員必須遵守的價值觀和態度； 

- 對刑事司法及執法知識，展示出正面態度、熱誠及樂意學習；及 

- 在案件檢控情境中，表現出自信、客觀及高度的責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