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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學年 第 A118號通告 

中三級 2023-25年度應用學習導引課程 
 

敬啟者： 

本校將參加以下活動。 
 

科組名稱 生涯規劃組及學務組 

活動名稱 應用學習(2023-25 年度)導引課程 

活動目的 讓學生在報讀前認識應用學習課程的內容 

活動對象 中三級同學 

活動日期 28/05/2022(六)  

活動地點 以網上模式進行 

服飾 樸素便服 

交通工具 --- 

費用* 免費 

負責老師 丘詠斯老師、陳姿良老師、閻麒鴻老師 
 

- 導引課程最多選兩項，截止報名日期為 20/05/2022(五)。 

- 校方會為學生報名，報名時需要填寫學生的電郵地址及手提電話號碼(以便接收課程提供

機構的 SMS短訊)，請學生備好以上資料。 

- 如欲得到更多課程資料，可到以下網站查詢：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

earning/index.html 

- 除應用學習（職業英語）、創意英語或另有註明外，所有導引課程將會以粵語進行（或輔

以英語）。 

- 學生家長/監護人須於 20/05/2022(五) 或以前以 School App遞交回條。 

- 如有查詢，貴家長可聯絡本校生涯規劃組丘詠斯老師或學務組陳姿良老師、閻麒鴻老師。 

 

 此致 

學生家長/監護人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校長       謹啟 

2022年 5月 17日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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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 第 A118號通告 回條 

中三級 2023-25年度應用學習導引課程 
 

敬覆者： 
 

- 本人子女希望報讀以下應用學習課程(導引課程)：（最多選兩項）(請在 School App回覆) 

- 本人會於 20/05/2022(五)或以前以 School App遞交回條。 
 

 課程名稱 課程提供機構 教學語言  

1 時裝形象設計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2 室內與展覽設計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3 數碼年代—珠寶設計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4 電腦遊戲及動畫設計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5 數碼漫畫設計與製作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6 流行音樂製作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  

7 數碼媒體及電台製作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8 電影及超媒體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9 數碼品牌傳播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10 多媒體故事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中文或英文  

11 公關及多媒體傳訊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或英文  

12 應用學習（職業英語）—英

文傳意 

職業訓練局 英文  

13 應用學習（職業英語）—商

用服務英語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英文  

14 應用學習（職業英語）—服

務業專業英語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英文  

15 創意英語—商務與媒體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英文  

16 創意英語—公關與營銷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英文  

17 應用日語及日本文化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中文及日語  

18 生活日語及日本文化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及日語  

19 韓國語文及文化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中文及韓語  

20 實用翻譯（漢英）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中文及英文  

21 電子商務會計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22 人工智能－商業應用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23 商業數據應用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中文或英文  

24 金融科技入門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25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  

26 香港執法實務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中文或英文  

27 新派東南亞菜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  

28 甜品及咖啡店營運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或英文  

29 西式食品製作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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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機場客運大樓運作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  

31 酒店服務營運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32 酒店營運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33 幼兒發展 明愛社區書院 中文或英文  

34 幼兒教育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35 美容學基礎 明愛社區書院 中文  

36 食品創新與科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37 動物護理 不適用 -  

38 中醫藥學基礎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  

39 健康護理實務 明愛社區書院 中文或英文  

40 醫務化驗科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41 復康護理實務 明愛社區書院 中文或英文  

42 應用心理學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43 實用心理學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中文或英文  

44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或英文  

45 運動科學及體適能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中文或英文  

46 智能數碼建築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47 電機及能源工程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48 人工智能與機械人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49 電競科技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50 資訊科技精要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中文或英文  

51 航空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52 鐵路學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或英文  

 

 此覆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班別)(班號)          (中   班)(      )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此部份由校務處職員集齊並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