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應用學習課程
香港執法實務

應用學習課程虛擬展覽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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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HKBU SCE）是
香港浸會大學八所學院其中之㇐

 自2007 年起, 本院已為各中學提供應用學習課程

學院簡介



「應用學習」課程特點
 讓學生在他們感興趣領域，加深認知與理解，

並 將興趣發展成終生職業。

 透過小組指導、參觀、模擬練習、工作坊、
小組遊戲、角色扮演和專題習作等培養同學
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表達技巧、人際交往
能力（如團隊合作、溝通能力和對終身學習
的積極態度），為中學生提供全人教育。



認識執法工作領域

公營機構 主要政府紀律部隊 (如警務、入境、海關、消防、懲教署等)

食環署、平機會、控煙辦、私隱公署等

行業監管機構 證監會、保監局、旅監局等，工作範圍主要是:
-合規監督及調查 (Compliance Monitoring and Investigation)

私營機構 銀行／金融服務業、商業機構，工作範圍包括:
-防洗黑錢 (Anti Money Laundering)
-反恐融資 (Counter Terrorism Financing)
-企業詐騙調查 (Corporate Fraud Investigation)
-認識你的顧客 (KYC Compliance)
-網络安全 (Cyber Security) 等

持牌私營保安公司 (逾1,000 間 ) ，主要為工商機構提供保安
服務 (Private Secur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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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及組織

香港執法實務

(Law 
Enforcement 

in HK)

香港刑事司法制度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刑事法、人權法及相關之
基本法

(Law related to Crimes and 
Human Rights) 

香港執法機關架構﹨運作及執法

人員之要求與職能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perations, Attributes and Roles 

of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罪行及犯罪行為

(Criminology - Crimes & 
Criminal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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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perations

執法機關的職能

Law Enforcement System in Hong Kong

香港執法制度與運作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刑事法及犯罪學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of Hong Kong

香港刑事司法制度

Learning Hierarchy :
Law Enforcement in Hong Kong 
(香港執法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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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Structure:
Law Enforcement in Hong Kong 

(香港執法實務)

香港執法機構概要
-24小時

紀律部隊招募與遴選
-24小時

刑事法律原理
-30小時

執法人員之操守與特質
-21小時

香港執法人員之工作
-18小時

執法人員之健康與體適能
-18小時

執法與刑事司法導論
-24小時

罪行及罪犯行為
-21小時



定向學習、專題研習、參觀本地執法機構、角色
扮演、嘉賓專題演說、案例討論、報告及滙報等

Directed learning, project learning, field and 
institutional visits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role 
plays, case studies, guest speakers’ talks, reports 
and presentation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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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Highlights
(學與教活動特色):



香港執法實務
出外參觀 -入境事務處訓練學校



水警訓練基地



參觀立法會



香港執法實務
出外參觀 -官塘警署



Assessment  Activities 
Highlights (評估計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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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編號 課業名稱 評估方法

1 執法機關參觀反思報告 書面報告

2 罪行分析個案 寫作報告

3 香港公民權利及責任個人習作 論文報告

4 執法實務導論測驗 筆試

5 刑事司法小組專題研習
專題報告及
口頭匯報

6 香港執法機關概要測驗 筆試

7 體適能評估測試 實務測驗



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

升學 -
繼續進修下列本地或海外高等程度課程:
-刑事法 (Criminal Law),
-執法 (Law Enforcement),
-犯罪學 (Criminology),
-合規/法規遵循(Compliance),
-紀律部隊管理 (Disciplined Force Management) 
-企業保安管理(Enterprise Secur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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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 -

•有關執法、法規遵循，犯罪學、刑事司法、
企業保安管理等課程近年漸受年青同學關
注，包括本港及海外 -尤期美、加、英、
澳等先進國家，此類課程發展迅速，己涵
蓋證書、文憑、學士、碩士以至博士程度
等;

•這方向無論進修或就業規劃 ，放眼世界，
都充滿無限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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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途徑在浸大 - HK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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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高級文憑
(司法行政與執法) 

應用學習 -香港執法實務

執法管理專業文憑

QF第三级

QF第四级
QF第五级



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

職業發展
例如：職業發展方向包括各政府紀律部隊及
其他公營部門、監管機構、政府公務員、工
商企業及酒店之保安或審查部門、私營保安
機構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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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認可與質素保證
 資歷認可
應用學習課程乃高中課程下的選修科目，成績記錄在香港
中學文憑上。應用學習學生的成績匯報細分為：「達標」、
「達標並表現優異(I)」和「達標並表現優異(II)」。「達標
並表現優異(I)」的表現水平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科
目第三級的成績，而「達標並表現優異(II)」的表現水平等
同第四級或以上的成績。

 質素保證
本院之應用學習課程已載錄於資歷名冊，屬於資歷架構第
三級的證書課程。詳情可瀏覽資歷名冊網頁
（www.hkq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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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設施
資源圖書室設於陳瑞槐夫人胡尹桂女士持續教育大樓九樓。

開放時間：
星期㇐至五 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
星期六 下午㇐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日及學校/公眾假期 休息

網址:
https://www.sce.hkbu.edu.hk/tc/kowloon-tong-campus-resource-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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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法
學生必須透過就讀中學申請報讀
應用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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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3411 5482

電郵: sceapl@hkbu.edu.hk

網址: www.hkbusce.hk/apl

課程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