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報讀應用學習課程
學生必須透過就讀學校申請報讀應用學習課程。每名學生最多可修讀兩個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符合特定情況
的非華語學生另可修讀一個應用學習中文課程）。合資格的學校�可獲教育局發放津貼支付全部課程費用。

報名日期: ����年�月��日至�月��日�

課程提供機構

學生在接受中小學教育期間學習中國語文少於六年時間；或學生在學校學習中國語文已有六年或以上時間，但期間是按一個經調適並較淺易的中
國語文課程學習，而有關的課程一般並不適用於其他大部分在本地學校就讀的學生。 

在資助中學、官立中學、按位津貼學校、直接資助計劃中學及設有高中班級的特殊學校修讀由課程發展議會所編訂並由教育局公布之高中課程的學
生，將獲教育局全數資助課程費用。

有意修讀��-��年度(即應考����年文憑試的屆別)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可於����/��學年中四級開始修讀(註：有關報名程序經已完成，課程已於
����年�月/��月開課)，或於����/��學年中五級開始修讀 (須於����年�月��日至�月��日透過就讀學校申請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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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是有價值的高中選修科目，與其他高中科目相輔相成，構成靈活的科目組合，豐富學生的科目選擇。課程著重
實用的學習元素，與寬廣專業和職業領域連繫，理論與實踐並重，透過模擬或真實情境來發展學生的知識、共通能力、
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學生可從中加深認識職業專才教育，幫助他們為未來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年度（即學生應考����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用學習課程共提供��個課程，涵蓋六個學習範疇，包括：創意
學習；媒體及傳意；商業、管理及法律；服務；應用科學；和工程及生產；另設專為符合特定情況�的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應
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下稱「應用學習中文」）。每個應用學習課程（應用學習中文除外）的課時為���小時，在
一般情況下，課程的修讀期橫跨高中兩個學年，可於中四開課（中五完成）或於中五開課（中六完成）；而應用學習中文
課程的課時則為���小時，修讀期橫跨中四至中六。 

六個學習範疇

創意學習 媒體及傳意 商業、管理及法律 服務 應用科學 工程及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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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認可
應用學習課程（����-��年度）屬於����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乙類科目。應用學習科目（應用學習中文除外）的學生成
績匯報 :

升學

就業

「達標並表現優異（I）」及「達標並表現優異（II）」的表現水平分別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科目第三級及第四
級或以上的成績。至於應用學習中文，則分為「達標」和「達標並表現優異」兩個等級。

除香港中學文憑資歷外，學生成功完成已載錄於資歷名冊，屬於資歷架構第三級證書的應用學習課程，亦會
獲課程提供機構頒發資歷架構第三級證書。詳情可瀏覽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

學士學位課程：大專院校收生一直按院校自主原則進行。在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方面，大專院校認同學生在應用學習所累
積的學習經驗。個別院校、學院或課程會以應用學習科目作為選修科目、給予額外分數或作為額外的輔助資料。

副學位課程：學生如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中五科（包括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達到第二級或以上的成績，便可報
讀副學士學位課程或高級文憑課程。一般而言，每名學生最多可提交兩個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以報讀該等課程。

現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及絕大部分專上院校均接納應用學習中文的「達標」成績為非華語學生報讀課程所
需的其他中國語文科資歷的基本等級要求。

詳情請瀏覽各院校網頁或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apl/tc/quality-assurance-and-recognition）。

公務員事務局在聘任公務員時，接受應用學習科目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成績（包括「達標」及「達標並表
現優異」，並最多計算兩科），詳情請參閱公務員事務局網頁（www.csb.gov.hk/tc_chi/info/2170.html）。

公務員事務局亦接納應用學習中文的「達標」和「達標並表現優異」成績為符合有關公務員職級的中文語文
能力要求，詳情亦請參閱公務員事務局網頁（https://www.csb.gov.hk/tc_chi/admin/appoint/35.html）。

有關應用學習課程的最新資訊，
請掃描以下二維條碼：

   「達標並表現優異（II）」 

  「達標並表現優異（I）」 

「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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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形象設計

數碼年代 — 珠寶設計

流行音樂製作

本課程介紹數碼漫畫創作、出版流程、數碼漫畫製作、數碼漫畫軟件的
應用，以及於數碼社交媒體平台上出版漫畫。課程讓學生認識數碼漫畫
和創意產業的發展、相關的基礎理論和概念，為有興趣日後進修數碼漫
畫設計與製作相關課程，以及投身創意產業的學生打好基礎。 

本課程讓學生掌握最新時裝形象設計知識，並透過互動學與教活動，發
展他們的創意思維、溝通技巧、團隊合作技巧及人際關係。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認識流行音樂從表演、創作、混音及錄音至推廣的製
作中相關的理論及技巧。此課程不但提升學生對流行音樂行業的興趣，
更加強他們的基礎技能、思考能力、人際關係、價值觀和態度，以及與職
業相關的能力，為未來升學及就業做好準備。 

本課程透過「三元學習：表演、創作和賞析」的教育理念，豐富學生自身、作
為舞者及舞蹈創作者的體驗，以培養他們對舞蹈藝術的審美和修養。課程
提供全面的舞蹈訓練，教授學生表演、創作及評賞舞蹈，利用舞蹈引導認知
學習。除了舞蹈專業領域介紹外，課程更着重全人訓練，發展學生的創意和
想像力，提升他們的人際關係和自信心。 

「由戲開始．劇藝縱橫」的宗旨以學生為本，提供一個全方位的戲劇經驗，
透過「三元學習：表演、創作和賞析」的教育理念，豐富學生自身及作為演出
者、創作者及參與者的戲劇知識。課程除提供一個全面的戲劇藝術、劇場製
作培訓及戲劇專業領域介紹外，更着重全人訓練，發揮學生的創意和想像
力，並提升他們的人際關係和自信心。學生可因應個人興趣，選擇「戲劇藝
術」或「劇場製作」作為選修部分。

室內與展覽設計

數碼漫畫設計與製作

由戲開始 ． 劇藝縱橫

舞出新機 － 舞蹈藝術

電腦遊戲及動畫設計

本課程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創意，讓他們掌握室內設計與展覽設計的
基礎知識和技巧，並應用於建立創作意念和空間設計上。同時，課程著
重啟發學生對文化、美學、科技、設計以至社會的認知，以助他們日後在
創意行業的發展。學生可因應個人興趣，選擇「室內設計」或「展覽設計」
作為選修課題。 

本課程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創意，讓他們掌握珠寶設計的基礎知識和
數碼科技的應用技巧，並應用於建立創作意念和三維立體珠寶設計上，
同時啟發學生對文化、美學、科技、設計以至社會的認知，以助他們日後
在創意行業的發展。 

本課程的目的是啟發學生的創意，培養他們的溝通及解難能力，以及掌
握不同媒體的知識和技巧，讓他們可以應用於設計及製作電腦遊戲及
動畫。學生可因應個人興趣，選擇「電腦遊戲設計」或「立體動畫設計」作
為選修課題。 

創意學習創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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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目旨在裝備學生成為具備多媒體應用技能的公共關係專才。課程
內容理論與實踐並重，並涵蓋公關策略、傳訊技巧、品牌形象、多媒體傳
訊應用等範疇，讓學生掌握公共關係及傳訊的知識和技能。學生透過參
與多媒體公關及傳訊項目製作，鞏固理論及實務技能，為將來升學或就
業作準備。 

數碼媒體及電台製作
公關及多媒體傳訊

電影及超媒體
應用學習（職業英語）— 英文傳意

應用學習（職業英語）— 商用服務英語

多媒體故事課程旨在提供一個以學生為本的平台，讓學生學習故事講
述基礎、內容創作、多媒體製作、創意思維能力，並循序漸進地為學生建
立以關顧社會為題的作品集。課程旨在鼓勵學生通過體驗式活動來吸
收知識；使學生能夠在廣泛的創意媒體和傳播領域中鎖定他們的職業
抱負；並為學生的升學和工作做好準備。 

多媒體故事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掌握最新電台廣播及媒體技術製作的知識和技能。
透過電台廣播及數碼媒體製作，學生可將所學的知識和技能轉移到數
碼媒體行業不同的專業範疇，從而幫助他們進一步在行業的發展。 

數碼品牌傳播

本課程旨在增加學生對品牌傳播的認識，以及使用數碼媒體來實現品
牌目標的技能。透過實務寫作練習、專題研習、寫作報告、滙報及測驗，
讓學生了解並掌握專業品牌傳播的寫作技巧、攝影和視頻製作及編輯
原理，以及設計適當的傳播策略，以有效建立一個獨特的品牌形象。除
品牌傳播外，學生可將所學的傳播及數碼內容製作的知識和技能，轉移
到不同的數碼傳播行業，從而幫助他們進一步在這些範疇的發展。 

本課程提供實境式學習讓學生掌握電影及超媒體的基本理論和概念，
並透過實踐練習和互動教學活動，有效發展他們的創意思維、行業操守
及於溝通、團隊合作、解難和慎思明辨中所需之軟技能。 

媒體及傳意媒體及傳意

Applied Learning (Vocational English) – 
English Communication

This cours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practise English in simulated 
and near authentic vocational contexts, develop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generic skills, and to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English 
communication in real-world work environments. Through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students are also given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their career-related 
competencies, communication skills, thinking skills and people skills while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of English for further studies and work.

Applied Learning (Vocational English) – 
English for Business Services

This course aims to develop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generic skills 
through practice in simulated or near authentic vocational contexts and 
applications,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 role of English in 
authentic work environments. Through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students a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their career-related competencies, foundation skills 
(notably communication skills), thinking skills and people skills as well as to nurture 
their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as in Applied Learning curriculum pillars. This 
enables students to lay a good English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ies or work.

ENG
ONLY

ENG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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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及傳意媒體及傳意

This course enables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creatively in the contexts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marketing. Through practice in different simulated or near authentic 
contexts, students a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apply creative approaches to 
storytelling, dubbing, and language games to create a variety of written and 
spoken persuasive texts, such as product descriptions, proposals, and pitches, in 
various business contexts. 

實用翻譯（漢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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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立他們對翻譯學科
的就業期望。 

學生可透過課程學習基本日語溝通技巧，並運用在日常生活及工作情
境上。學生可了解日本文化的起源，當代日本文化及日本商業文化。學
生可掌握有效的書面及口語溝通能力，助日後於相關行業領域持續升
學及就業發展。 

Applied Learning
(Vocational English) – 
English for Service Professionals

The course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authentic / near-authentic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settings. It enhances students’ flexibility in articulation pathways by increasing 
their academic literacy, functional workplace literacy as well as critical literacy 
necessary for a smooth transition from a vocational training route to highe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本課程為學生介紹日語及日本文化。課程涵蓋基礎日語、日本文化、日
本社會、地理、社會和生活方式、流行文化及日本商業文化等範疇。學生
完成課程後，應能在日常生活及工作情境上運用日語，展示對當代日本
文化的認識，在職場上應用日本商業文化知識，並提升自我了解及促進
個人成長。 

This course enables student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in the basic skills and 
knowledge in creative use of English through applied learning contexts related to 
professional and vocational fields, including broadcast and media, 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and eCommerce and global business. Through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students a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a set of writing, 
presentation, critical analysis and cultural literacy skills essential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different genres, forms / modes and contexts, facilitating their 
development of essential language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further studies and 
career pursuits in related professions.

本課程為學生介紹韓國語文知識和韓國文化。課程涵蓋基礎韓語、韓國
百科、古今韓國文化、韓國社會及生活方式、韓流、韓國商業文化等範
疇。學生完成課程後，應能在日常生活及工作情境上運用韓語和展示對
當代韓國文化的認識，同時提升自我了解及促進個人成長。 

應用學習（職業英語）— 服務業專業英語 

應用日語及日本文化 

韓國語文及文化

生活日語及日本文化

實用翻譯（漢英） 

Creative English –
PR and Marketing

Creative English – 
Biz and Media

創意英語 — 商務與媒體

創意英語—公關與營銷 

ENG
ONLY

ENG
ONLY

ENG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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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管理及法律商業、管理及法律

課程可使學生掌握商業數據應用的基本知識和技能。課程內容涵蓋數
據收集、規劃及數據分析方法，以發掘所需要的商業數據，建議相關的
商業活動。課程內容能為學生成為商業分析師鋪路，所學的技能和知識
也可應用於不同行業。

課程教授基本金融科技知識、電子支付、區塊鏈技術及加密貨幣。學生
學習基礎程式設計在金融科技上的應用。 

本課程的目的是讓學生通過不同的學習活動，掌握市場營銷及網上推
廣的概念和技能；了解商品及服務的發展和網上營商模式；評估在本地
及國際市場上能達至最大營銷效益及營運效率的各種市場營銷及網上
推廣方法。

課程旨在提升學生對犯罪學、香港執法、刑事法及司法制度的認識，並
為對執法或法律相關工作具興趣或有志將來投身執法或紀律部隊的學
生提供合適及實用的學習內容。課程更讓學生有系統地瞭解相關刑事
司法知識、罪行、執法及紀律部隊之遴選、工作和運作情況，使他們能在
相關範疇上實現理想和發展方向作出探索。 

電子商務會計

商業數據應用

人工智能－商業應用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金融科技入門 

香港執法實務

本課程涵蓋了三個主要部份：電子商務概念及知識、會計及會計軟件應
用。學生完成課程後，應能了解不同類型的商業活動，應用基本會計準
則及原理，在電子商務環境下編製財務報表，利用相關會計軟件處理業
務交易和報告，以助他們在商業或會計行業的發展。 

人工智能－商業應用課程的教學活動以學生為本，旨在讓學生認識有
關的基礎理論和概念，培養共通能力，並建立對人工智能與商業管理的
就業志向。 

應用學習課程 (2023-25年度)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應用學習組



服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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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課程 (2023-25年度)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應用學習組

本課程的目的是讓學生基本了解現代廚藝領域的特點、以及最新趨勢
和發展，並探索餐飲業中傳統廚藝與現代東南亞廚藝之間的關係。透過
學習指定東南亞國家各種廚藝發展的起源，讓學生從而了解每個國家
的文化、社會和地理環境的影響。課程不僅能提高學生對相關課題的興
趣，並且能加強他們的基礎技能、思考能力、人際關係、正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以及與職業相關的能力，為未來升學、就業做好準備。

本課程讓學生在模擬環境下，學習有關基本美食學、食品材料、食物衞
生與安全及西式菜餚製作等知識及技巧，並透過實務培訓提升學生
對款待業及西式廚務專業的興趣，培養良好的服務文化、自律及團隊精
神，並加強他們的解難、溝通和表達能力。課程提供「廚藝」及「甜品及
包餅」兩個選修部分供學生選擇。學生於相關學習單元取得合格成績，
可獲發食物環境衞生署認可的專業證書，此外，學生亦可自費報考英國
皇家公共衞生學會的公開考試，獲取專業資格。本課程已取得英國「款
待服務學會」(Institute of Hospitality)的專業認可，學員修畢本課程後
可自費申請取得該會頒授之國際認可資格。 

本課程的目的是讓學生認識有關甜品及咖啡店的特色、食品製作、店舖
運作、食物衞生知識等，為學生開設甜品或咖啡店舖打下基礎。本課程
亦提供一個引導學生終身學習的起點，奠定繼續升學或就業的基礎。

本課程的目的是裝備學生有關機場客運大樓運作的基礎知識和技巧，
讓他們從實踐中學習基礎營運科學、服務文化及行業相關法規等範疇。
課程不但提升學生對相關學科的興趣，而且透過導師及實境教學加強
他們的基礎技能、思考能力、人際關係、價值觀和態度，以及與職業相關
的能力，為未來升學及就業做好準備。 

本課程涵蓋了酒店業三個主要範疇的基礎知識，即酒店前堂、酒店客房
部及餐飲服務的營運。學生將以實踐的模式學習，並到酒店交流，了解
優質服務的重要性。 

本課程讓學生在模擬環境下學習酒店營運的基礎知識，以及有關客務、
房務和餐飲的實務操作技能。學生將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活動，提升對旅
遊業及酒店營運的興趣，培養良好的服務文化、自律及團隊精神，並加
強 解 難、溝 通 和 表 達 能 力。本 課 程 已 取 得 英 國「 款 待 服 務 學 會 」 
(Institute of Hospitality) 的專業認可，學員修畢本課程後可自費申請
取得該會頒授之國際認可資格。 

本課程旨在提升高中學生對幼兒發展的認識，辨別幼兒的發展特質及
照顧幼兒的個別差異。學員因應幼兒發展的特質及幼兒的個別差異，為
他們設計遊戲活動。學員透過多元化學習活動，發展創意思維、溝通能
力和團隊合作精神，培養他們正面的價值觀與態度，並發掘其個人對幼
兒教育的興趣和潛質。

幼兒教育

本課程旨在提升高中學生對幼兒教育的興趣，認識幼兒發展的特質，掌
握照顧幼兒的基本技巧，設計簡單遊戲活動，並認識香港的幼兒教育核
心價值與服務。本課程亦希望透過在幼兒教育環境中的體驗式學習，發
展學生的創意思維、溝通及團隊合作技巧，培養他們正向的價值觀與態
度，並發掘其個人對幼兒教育的興趣和潛質。 

本課程讓學生學習美容學不同方面的知識，包括：化妝、髮型設計及美
甲、整全護理及美容院管理等。學生能從實踐中整合不同範疇的知識、
技能和其他共通能力，並透過實習或模擬情境，培養以客戶為本的
態度。 

新派東南亞菜

酒店服務營運

幼兒發展

美容學基礎

甜品及咖啡店營運

酒店營運

西式食品製作

機場客運大樓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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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應用科學

應用學習課程 (2023-25年度)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應用學習組

本課程學與教活動的設計以學生為本，讓學生認識有關食品科學和技術的基礎理
論和概念，從而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並建立他們對食品開發和營養產業的就業
期望。課程涵蓋了食品創新和發展趨勢概述，以及食品可持續性的重要性，讓學生
從實踐中學習，在真實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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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教授中醫藥學的基礎知識，使學生能掌握相關的基本概念，並在日常生活
中正確運用。透過此課程，學生可對中醫藥專業領域有初步了解，嘗試應用和實踐
中醫藥學知識，同時了解行業發展，藉以探討未來升學或就業的路向。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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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與動物護理相關的實務知識和技巧，為進
修及從事動物護理工作奠下基礎。 

本課程的學習重點包括藥物學、免疫學、食物與營養等應用科學知識，以及護理和
急救等健康護理的知識與技術。學生將透過醫院和模擬病房臨床技術訓練，提升
對健康護理的興趣和認識，為將來進修及投身醫護行列作準備。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掌握基礎復康護理服務的知識和技術，為將來進修及投身復
康服務行列作準備。課程學習重點包括人體解剖及病理生理學、復康實踐原理、
物理、職業及言語治療的基本概念等。 

本課程為學生提供心理學基礎知識，並介紹各種心理學專業在香港的發展概況。
課程涵蓋動機、智力和性格發展、壓力與衝突處理、精神健康或正向心理等心理學
範疇。學生完成課程後，應能掌握基本心理學的理論與運用技巧，並應用於個人、
社會及專業層面上，同時提升自我了解及促進個人成長。 

本課程讓學生從實踐中探索心理學的基礎概念，適合有興趣了解心理學概況並
有意進修其他心理學課程的學生修讀。內容包括基礎心理學、生命全程的發展、性
格、社會心理學、異常行為與正向心理學等。學生完成課程後，可掌握基本的心理
學知識與應用，於生活及社交中促進個人成長，為將來從事與心理服務相關的工

醫務化驗科學是一門應用精密儀器和技術來檢驗人體組織樣本、血液或其他體液
樣本的學科。這些檢驗結果可為醫護人員提供關鍵性的資料，作為監察病人的健
康狀況、診斷和治療疾病之用。本課程的目的是讓學生認識和學習如何應用科學
原理來診斷疾病和進行健康監測，從而培養他們對醫務化驗科學的興趣。學生透
過課程中不同形式的活動，可從實踐中有系統地認識有關醫務化驗科學的基礎理
論和概念，並學習掌握相關的基礎科學知識和技能，以便他們建立對醫務化驗科
學的升學及就業期望。 

本課程旨在透過運動及體適能技巧活動，讓學生掌握運動科學、體適能與健康及
體適能測試與評估的基礎知識。透過實用教練學的訓練，及綜合運動及體適能的
知識和技能，設計及執行運動及體適能訓練活動，課程不但提升學生對運動及體
適能相關課題的興趣，而且加強他們與職業相關的能力、基礎技能、思考能力、人
際關係、價值觀和態度，為未來升學及就業做好準備。 

本課程讓學生從實踐中認識運動科學與體適能的基礎元素，其中包括體適能訓練
及評估、運動及康樂活動管理、營養學及健康等。學生完成課程後，可掌握基本的
運動科學知識及教練技巧，為將來從事與體育及康樂相關的工作及升學作準備。

食品創新與科學

動物護理

中醫藥學基礎

復康護理實務

應用心理學

實用心理學

運動科學及體適能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

醫務化驗科學

健康護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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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生產工程及生產

投身航空業是很多年青人的夢想。本課程介紹航空業的運作，尤其著重
飛行、飛機維修、航空服務及航空貨運四大範疇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
課程幫助學生理解航空業的實況及前景，為有興趣日後進修航空業相
關課程，以及投身航空業的學生打好基礎。 

本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電子競技技術領域的基礎知識和技能，課程涵
蓋了廣泛的學習領域，包括電子競技業務發展，電競設備和網絡基建設
置，數碼內容製作及電子競技賽事管理，以幫助他們進一步修讀相關學
科及從事電子競技行業做好準備。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科技日新月異和經濟不斷改革，以致社會未來工作
的性質和行業的類型要求與時俱進。為了迎合全球化和大數據時代，達
致經濟和社會的最大效益，如何培養中學生具備科學、技術、工程和數
學（STEM）的技能，成為教育的首要任務，這也是塑造社會未來人才的
關鍵。本課程旨在全面介紹資訊科技的基本概念，其中包括程式設計、
數據庫、資訊科技項目管理技巧、應用程式開發及數據通訊和網絡。課
程著重資訊科技行業在未來創造的新領職位上所需要的實踐與應用。
學生完成課程後，可掌握程式設計及數據分析的基礎知識，為將來從事
資訊科技相關的工作及升學作準備。 

本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現代鐵路安全、技術和操作知識，並介紹此行業
各崗位的角色、職責、所需技能和專業資格，提高學生對未來本地及海
外鐵路需求和發展的意識。本課程鞏固學生學術基礎，並引導學生終身
學習，在鐵路運輸營運及管理、物流、電機工程等行業進修或開展事業。

本課程讓學生在模擬環境下學習電機及能源工程業的概況，及其最新
的本地和環球趨勢，和了解專業操守與責任、職業安全及可持續發展的
應用。學生可透過不同的互動學習活動，掌握電機及能源工程的理論及
應用。 

本課程旨在向學生介紹人工智能的概念和機械人技術發展，並通過相
關的簡單原型設計與應用，提升他們對新興技術發展的認知。課程內容
包括機械人的基礎（由設計到驅動）、人工智能編程、其應用和社會議
題，以及自動化和系統集成，為有興趣進一步修讀相關學科及從事相關
行業的學生做好準備。 

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各行各業對資訊科技的需求只升不跌，要在日
新月異的資訊科技設備中搜集證據實在不易。本課程目的是培養中學
生對電腦鑑證的興趣，使他們認識一套識別、保存、分析和匯報數碼證
據的程序。本課程內容包括電腦鑑證基礎、電腦鑑證工具和應用、數碼
證據處理方法及電腦鑑證技術相關的社會和道德議題，為有興趣日後
進修資訊科技業相關課程，以及投身資訊科技業的學生打好基礎。 

智能數碼建築

電機及能源工程

人工智能與機械人

電腦鑑證科技

電競科技

資訊科技精要

航空學

鐵路學

本課程讓學生在模擬環境下學習建造業和建築科技的概況，及其最新
的本地和環球趨勢，和了解專業操守與責任、職業安全及可持續發展的
應用。學生可透過不同的互動學習活動，掌握建造管理及土木工程的理
論及應用。 

應用學習課程 (2023-25年度)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應用學習組



學生分享學生分享

戴朗俊
電機及能源工程
職業訓練局

其實「電」是什麼東西？感覺好抽象。電力對我們十分重要，
如果沒有電，我們的生活又會如何呢？我們怎樣可以維持
電力的供應呢？我對這些課題十分感興趣，因此我報讀了
應用學習「電機及能源工程」課程。這個課程讓我認識電力
的基本知識，又有機會親身參觀發電廠，了解更多與發電
相關及電力營運的資訊。

中學畢業後，我以應用學習的證書報讀中電的學徒計劃，
我現在的工作可以服務別人，又可以滿足我對電的興趣，
可謂一舉兩得呢!我的目標是成為一個配電工程師，我現
正向著這個目標繼續努力。

吳穎琛
公關及傳訊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我現正修讀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的傳理學副學士課程，
而讓我選擇這一科的契機，是在����年選修了應用學習「
公關及傳訊」課程。在升讀高中時，我希望多參與不同的活
動和修讀不同的課程來增值自己，拓闊自己的眼界和提高
對不同行業的認識。透過修讀這個應用學習課程，不但啟
發了我對公關及傳訊的興趣，我更學會撰寫新聞稿、設計
短片内容、製作影片，以及處理「公關危機」，這些都是公關
行業中的日常。因此，應用學習課程讓我更瞭解這個職業，
也慢慢地產生了興趣，繼而升讀相關的課程。 

彭晴
實用心理學
香港浸會大學
持續教育學院

回想當初選讀應用學習課程，主要是基於個人的興趣，也
為了肯定自己的興趣，我因此滿懷期許，遞上申請表格。我
在課程的「個人成長」單元收穫至豐。導師從學術角度引導
我 們 重 新 審 視 自 身 的 成 長 過 程，其 中「與 其 糾 結，不 如
解結」的說法令我印象尤其深刻。課程幫助我整理人生經
歷，回顧幸福童年，重新學習感恩。兩年的學習經歷，讓我
由一個害羞的人變成勇敢的人。在大學入學面試中，我需
要擔演輔導員，以同理心和專業知識作模擬輔導，結果我
成功了，喜獲大學錄取，修讀自己心儀的科目。

李鈺瑤
健康護理實務
明愛社區書院

我自小想成為一位護士，因此我對應用學習課程「健康護
理實務」十分感興趣。應用學習課程的導師非常專業，他們
以簡報和影片，幫助我們明白課程的內容。導師亦包括註
冊護士，他們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當中所分享的日常工
作和案例，讓我們更加明白護士的工作和性質。

我也修讀生物及化學科，當中生物科和應用學習「健康護
理實務」課程有相輔相成的作用，例如在生物科教授到心
臟的結構和功能的知識及理論，與應用學習課程涉獵到的
心臟病和相關的病徵，如心絞痛有密切關係，可以幫助我
對兩個科目內容有更清晰的概念。

黃卓謙                      
幼兒教育
職業訓練局

我很喜歡與小朋友一起遊玩、交流和聊天，因此我報讀應
用學習「幼兒教育」課程。課程的最大特點是幼稚園的實習
體驗。當時我負責的年級是K�，我嘗試將所學的理論實踐
在課堂上，過程中令我明白到要教導小朋友學習遵守課室
秩序，原來並非想像般簡單。

透過這個幼兒教育課程，培養了我的獨立思考能力，令我
學習到處事要更細心，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及在做一個決定
時三思。總括來說，應用學習幫助我更加成熟地處理不同
的事情。

任泳姿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我在中學時選修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BAFS）、經濟及應
用學習的「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課程，兩個類別的選修科
目相輔相成，例如在BAFS所學習的理論和概念，如四個

「P」，分別是Price（價格）、Place（渠道）、Product（產品）
和Promotion（促銷），能夠在應用學習課程讓我應用和實
踐，幫助我對市場學有進一步的瞭解。

透過應用學習課程的專題研習和個案研究，讓我學會不同
的入門技能，更培養溝通、表達和分析的能力，對我現正修
讀的高級文憑有很大的幫助。應用學習課程培養我對市場
學的興趣，讓我確立自己的志向，計劃將來從事市場營銷
相關行業。

陳亮
西式食品製作
職業訓練局

由於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在應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能
夠親身嘗試由書本的食譜至實體的烹調。 不單可以增加我
們組員之間的溝通和默契，更能發揮團體精神。我很高興
在����年ApL西式食品製作烹飪技巧比賽中獲得冠軍，這
也是我在修讀西式食品製作的課程中得著。

陳學柔
時裝形象設計
職業訓練局 

我曾修讀應用學習「時裝形象設計」課程。在畢業前的專題
研習，我需要自己設計和製作一件衣服，經過多個月的改
良，我終於入圍了，可以參加時裝展覽。在過程中，我經歷
了整個籌備時裝展的過程，是難能可貴的體驗。

課程給我最大得著是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
起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是十分難得和開心的，直至現在我
和他們仍然保持聯絡，成為了好朋友。應用學習令我確立
了自己對時裝的興趣，使我繼續升讀相關的課程，並計劃
將來從事相關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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