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應用學習組

 應用學習課程
（2022-24年度；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應用學習是有價值的高中選修科目，內容理論與實踐並重，與寬廣的專業和職業領域連繫，為學生提供模擬
或真實的情境以培養共通能力、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幫助他們為未來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應用學習課程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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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選修�或�
個應用學習課程，以擴闊視野，讓才能和潛能得以發揮。

����-��年度（����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共提供��個應用學習課程，涵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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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程及生產」；另設跨學習範疇的課程，當中包括

應用學習（職業英語）及專為符合特定情況�的非華語學生而設的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下稱「應用
學習中文」）。每個應用學習課程的課時為180小時，在一般情況下，課程的修讀期橫跨高中兩個學年�。

六個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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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名學生最多可申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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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及生產創意學習 媒體及傳意 

應用科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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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可於中四開課（中五完成，成績留待中六完成文憑試後與其他文憑試成績一併公布）或於中五開課（中六完成）。應用學習中文課
程的安排有所不同，其課時為270小時，修讀期橫跨中四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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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商業、管理及法律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應用學習組

 應用學習課程 
（2022-24年度；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資歷認可
應用學習課程（2022-24年度）屬於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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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標並表現優異（I）」的表現水平被視為等同文憑試甲類科目第�級的成績，而「達標並表現優異（II）」的表現
水平則被視為等同第�級或以上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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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學
學士學位課程： 整體而言，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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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級文憑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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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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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
學生可透過應用學習課程所提供與職業相關的情境，加深對各行各業的認識，探索就業及終身學習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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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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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閱公務員事務局網頁
(www.csb.gov.hk)。

有關應用學習課程的最新資訊，
請掃描右面二維條碼：

     「達標並表現優異（II）」 
                    「達標並表現優異（I）」 
                                  「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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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課程（2022-24年度；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創意學習

          數碼年代—珠寶設計
讓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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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他們日後在創意行業的發展。

電腦遊戲及動畫設計
啟發學生的創意，培養他們掌握不同媒體的知識和技巧，應用於設計及製作

電腦遊戲及立體動畫。
選修部分：「電腦遊戲設計」或「立體動畫設計」。

時裝形象設計
讓學生掌握最新時裝形象設計知識，透過多樣化教學活動，如時裝形象表演、參觀
時裝展覽，有效發展創造力、溝通技巧、團隊精神及人際關係。

室內設計
讓學生掌握室內設計的基礎知識和技巧，啟發對文化、美學、科技、設計以至

社會的認知，幫助他們日後在創意行業的發展。

流行音樂製作
從表演、創作、混音、錄音及推廣等知識和技巧認識流行音樂的製作。

由戲開始．劇藝縱橫
透過「三元學習：表演、創作和賞析」的理念，豐富學生作為演出者、創作者及

參與者的戲劇知識。
選修部分：「戲劇藝術」或「劇場製作」。

舞出新機－舞蹈藝術
培養學生對舞蹈藝術的審美能力和修養，並透過實踐「三元學習：表演、創作和賞析」
理念，讓他們具備舞者及編舞家的素養。

數碼漫畫設計與製作
認識數碼漫畫和創意產業的發展、介紹數碼漫畫創作、出版流程、製作、軟件的應用，
以及於數碼社交媒體平台上出版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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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網頁（www.edb.gov.hk/apl）或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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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課程（2022-24年度；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媒體及傳意

         數碼品牌傳播
透 過 網 上 直 播、社 交 媒 體 帖 文、圖 象、照 片 及 主 題 標 籤 傳 播 策 略 的 知 識 和 技 巧，
為公司宣傳產品和建立形象，以裝備學生將來從事品牌傳播、廣告及公關相關的工作。

                 多媒體故事
讓學生認識多媒體故事的基礎理論和製作技巧，從而培養他們創作多媒體故事的能力，
並建立他們對多媒體及傳意行業的就業期望。本課程的設計以學生為本，並會透過多媒體

創作的工作環境體驗來培養學生將來投身該行業的興趣。

數碼媒體及電台製作
認識數碼媒體和電台廣播行業的角色、責任及專業操守，介紹數碼
媒體和電台節目製作及編寫，以及培養學生與目標觀衆有效的溝通
技巧。

公關及多媒體傳訊
認識公關策略、口語和書面語的傳意技巧，並運用多媒體傳訊，
幫助機構/公司建立品牌形象，培育學生成為公共關係的專才。

電影及超媒體
透過劇本創作、短片製作和剪輯等實踐活動，發展學生的視覺傳意的

知識和電影敘事技巧，並啟發學生的創意思維和美學賞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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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網頁（www.edb.gov.hk/apl）或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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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課程（2022-24年度；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商業、管理及法律

商業數據應用
學習商業數據收集、量度及分析方法的技巧和知識，從而掌握從
數據中發掘對商業營運或商業發展有用的資料，並提供建議。

電子商務會計
認識基礎理論和概念，學習使用會計軟件，製作電子商務計劃書及
財務報告。

       人工智能－商業應用
認識人工智能商業應用的基本概念，以制訂簡單的業務方案。

香港執法實務
認識香港的刑事司法及執法制度；罪行及刑事法；警隊及其他紀律
部隊的運作及執法人員的特質與遴選要求。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掌握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的基礎概念和技能，了解商品的發展

和網上營商模式，及評估各種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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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網頁（www.edb.gov.hk/apl）或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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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課程（2022-24年度；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服務

         新派東南亞菜
認識現代烹飪的特點、趨勢和發展；並探討餐飲業中傳統與新派東南亞菜系的關係。

甜品及咖啡店營運
認識有關甜品及咖啡店的特色、食品產品、店舖運作、食物衛生等知識，以達至理想業務及

顧客服務。

西式食品製作
學習有關基本美食學、食品材料、食物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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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部分： 「廚藝」或「甜品及包餅」。    

機場客運大樓運作
教授有關客運大樓運作的基礎知識和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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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服務營運
學習酒店前台、客房部及餐飲服務的營運。

酒店營運
學習酒店營運的基礎知識，以及有關客務部、房務部和餐飲部的實務操作技能。學生修畢

本課程後可申請英國「款接服務學會」之國際認可資格。

幼兒發展
認識幼兒發展的特質及照顧幼兒的個別差異，學習設計和帶領促進幼兒學習與發展的遊戲活動，
幫助他們日後在幼兒教育行業的發展。

幼兒教育
認識幼兒發展的特質，掌握照顧幼兒的基本技巧，設計和帶領幼兒進行遊戲活動學習。

美容學基礎
學習美容科學不同方面的知識，包括：化妝、美髮造型、美甲及美容院管理等基本理論和概念，
以及培養客戶為本的服務態度。
選修部分：「化妝、髮型設計和美甲」或「芳香美容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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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網頁（www.edb.gov.hk/apl）或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



中醫藥學基礎
認識中醫藥學的基礎知識，並在日常生活中正確應用和實踐中醫藥學知識。

復康護理實務
掌握基礎復康護理服務的知識和技術，包括基礎人類生物學、復康實踐原理、物理治療、職業治療
及言語治療的基本概念等。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應用學習組

應用學習課程（2022-24年度；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應用科學

健康護理實務
掌握應用科學與健康護理的知識和技能，以及運用包括藥理學、食物及營養、護理技巧、急救學和
基礎物理治療技巧（扶抱及轉移）等相關實務技術於現實生活中。

實用心理學
認識個人成長、性格、社會心理學、異常心理學與正向心理學，並掌握基本的心理學知識，應用於
生活及社交中。

運動科學及體適能
認識運動科學與體適能的基礎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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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化驗科學
學習應用精密儀器和技術來檢驗人體組織、血液或其他體液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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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護理
認識動物與人類和諧共存之道及掌握如何為動物提供日常護理的實務知識和技巧。

應用心理學
透過多元模式學習活動，包括角色扮演、個案研究、參觀相關機構及與業內人士進行交流等，以認識心理學

的基礎理論和概念。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
透過球類運動、功能性訓練及瑜伽，學習體適能與健康、運動科學及實用教練學等範疇的知識和技巧。

食品創新與科學
認識食品創新和發展趨勢、食品科學與健康、食品可持續性、食品技術，讓學生透過參觀和實驗中

學習，以助他們日後於食品開發和營養產業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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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網頁（www.edb.gov.hk/apl）或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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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課程 (2022-24年度；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工程及生產

電腦鑑證科技
學習電腦鑑證基礎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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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競科技
認識電競行業各種職位的功能、電競傳意技巧及活動籌劃、設備和網絡基建

設置及串流技術。

電機及能源工程
學習電機及能源工程業的概況、專業操守與責任、職業安全及可持續發展的應用，掌握
電機及能源工程的理論及應用。

        人工智能與機械人
透過學習人工智能和機械人的概念、技術和編程知識，讓學生探索此行業各崗位

的職責和所需技能。

航空學
學習航空業的運作、基礎知識及技能。課程分為「飛行」、「飛機維修」、

「航空服務」及「航空貨運」四個選修。 

鐵路學
學習現代鐵路安全、技術和操作等知識和應用，並認識此行業各崗位的角色、職責、
所需技能和專業資格。

資訊科技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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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包括:
程式設計、應用程式開發和數據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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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網頁（www.edb.gov.hk/apl）或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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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課程 (2022-24年度；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跨學習範疇

服務業專業英語
透過在模擬的職場情境中學習，提高學生的職業和專業英語溝通
能力，以便日後銜接多元出路。

英文傳意
透過模擬的職場情境，發展學生的英語能力及共通能力，並提升他們對
英語在職場環境中的重要性。

            商用服務英語
通過在模擬的職業情境，培育學生的英語能力和共通能力；提高學生

在真實工作環境中使用英語的意識。

       韓國語文及文化
透過角色扮演、小組討論、滙報、撰寫報告等活動，學習基本韓語、

韓國文化及歷史知識，掌握有效的書面及口語溝通能力。

          實用翻譯（漢英）
讓 學 生 掌 握 翻 譯 的 基 礎 技 巧 和 理 論，促 進 他 們 對 翻 譯 工 具 和
科技應用的認識，並從實踐學習中培養學生中、英會話及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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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網頁（www.edb.gov.hk/apl）或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

（不包括應用學習中文課程（非華語學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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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

應用學習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在學習
過程中，我們能夠親身嘗試按食譜進行
烹調。在分組活動中，不單可以增加彼此
的溝通和默契，更能發揮團體精神。我很
高興在����年應用學習西式食品製作烹
飪技巧比賽中獲得冠軍，這也是我在修
讀西式食品製作課程中的得著。

陳亮
西式食品製作
職業訓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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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晴
實用心理學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修讀應用學習課程令我於中學階段接觸
時裝設計業，同時掌握了很多基本的技
巧，如畫圖、化妝、髮型。由於在中五及中
六，我已開始學習形象設計，當中獲得了
不少發展自己能力的機會，包括參加時
裝表演、外出考察等。此外，在應用學習
延伸課程中，我有機會認識如何營運一
間時裝店，又可以參觀表演後台，令我更
加了解相關行業的運作，確定自己的目
標，並為我將來升讀時裝形象設計相關
課程打好基礎。

何紫瀅
時裝形象設計
職業訓練局

應用學習「酒店服務營運」課程提供不
少的職場實踐機會。例如，在參觀酒店
活動中，讓我可以從客人的角度親身體
驗酒店部門的工作，有效加深我對酒店
業的了解；此外，延伸課程亦提供工作
體驗，讓我以酒店職員的角色深入體驗
酒店部門的工作及如何提供優質服務，
從中汲取職場經驗，有助將來就業。

鄺采瑩
酒店服務營運
香港城市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

我在應用學習課堂上學會很多新的知識，
使我對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有更多的了
解。透過應用學習課程的小組項目，讓我
明白團體合作的重要性。舉辦一個大型的
營銷及推廣項目，根本無法一個人獨自完
成，實在需要互相合作方能成事。應用學
習課程給予我難忘的經歷及寶貴的學習
機會。

陳雅詩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修讀應用學習課程不但讓我於中學階段
學習與電影有關的知識，更有機會認識
志同道合的夥伴。學習過程中，導師不單
教導行業的基本知識，更傳授個人的職
場經驗，讓我從中找到自己的夢想，並決
定以製作電影為未來職業。

姚仲軒
電影及錄像
職業訓練局

應用學習課程教授各方面的舞蹈知識，
如不同舞種的技巧、歷史和舞蹈科技等，
提供了一個平台給喜歡跳舞的學生。課
程給我接觸及學習舞蹈的機會，同時讓
我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並訂立入讀演
藝學院的目標，追尋自己的夢想。

楊善喬
舞出新機－舞蹈藝術

香港演藝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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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穎琛
公關及傳訊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我參加的應用學習課程是「電機及能源
工程」。課程理論與實踐兼備，我學習關
於工程的基礎知識，並能夠從實踐當中
穩固知識。由於我對該方面的學問甚有
興趣，所以我會在課餘時間尋找更多關
於工程方面的技術和學術知識。此外，我
明白學習是需要堅持和多發問，因此我
上課時常向導師發問，而我的習作和實
務測驗的成績亦算理想。最後，我獲課程
導師提名獲取奬學金，導師的認同大大
提升了我的自信心。此外，我有幸在暑期
到中電實習，在過程中，我不但能夠學習
實用的學術知識，更重要是我能改善溝
通技巧。是次實習提供了寶貴的工作經
驗，讓我體會到凡事不能只依賴別人，而
是需要獨立思考和團隊精神。在放榜後，
我能順利入讀公開大學（現稱香港都會
大學）的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學位
課程。在日後的學習和工作過程，我也會
全力以赴，不計付出和回報，秉持自強不
息的精神做好每件事情。

何頌賢
電機及能源工程

職業訓練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