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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Art

中國書法創作與理論研究高等文憑課程
Advanced Diploma Programme in Creativ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2209-775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02300-01

本課程參考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本科及碩士課程內容及結構，並
配合香港書法教育環境而設計，讓具有一定書法水平的學員，通過
全面、專業及系統性的書法教學，成為創作與理論兼備的書法專業
人才。課程由術科及學科組成。

學科：
透過歷代書法史、理論及美學的專題研習，進一步深化學員對書法
的發展及認識。設有「中國書法專題研究」，將講解學術論文的要求
及規格、搜集、分析及引用資料的方法，為學術研究打下基礎。

術科：
透過歷代書法的研習，進一步提升學員的書法水平。一系列仿作及
創作課程則加強學員對書法的分析、理解、掌握及應用能力，幫助
日後自學和創作。設「書法創作與理論研究」，讓學員結合理論與
創作，提升作品藝術和學術水平。（名額20人）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漢隸 24
二 晉唐楷書 24
三 篆書研習 20
四 仿作研習（一） 20
五 中國書法史專題 24
六 行草（一）－晉唐書風 24
七 行草（二）－北宋書風 24
八 中國書論專題 18
九 行草（三）－明、清書風 24
十 仿作研習（二） 20
十一 中國書法專題研究 20
十二 篆刻研習 24
十三 書法創作 24
十四 書法創作與理論研究 30

入學資格
• 香港中學會考或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科合格或達第二級，或 
同等學歷，或年滿21歲；及

• 具備中國書法基礎；及
• 報名時必須提交個人中國書法作品。
評核與頒授 
要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所頒授之「中國書法創作與理論
研究高等文憑」，學員必須：
• 於各單元之出席率不少於百分之七十；及
• 修畢各單元並於各單元取得合格成績。
學費 
學費分兩期繳交，第一期為HK$27,395（開課前通知入賬）；第二期
為HK$27,395（課程中期繳交）。此學費並不包括課程所需的工具、
物料及籌辦結業展覽的費用。

備註： 報名時須繳交報名表格、報名費、第一期學費、學歷證明文件
副本、書法作品（不多於10幅不同書體的作品），以及一段簡介
個人學習書法的背景及報讀此課程原因的文字（100-200字）。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9月22日      報名費：HK$150

  本院導師    粵語（輔以普通話）

  HK$54,790  320小時（約三年半至四年）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11月22日 逢星期三（7:00p.m.-9:00p.m.）

資歷級別：4 
登記號碼：15/003028/L4
登記有效期：01/01/2016 至登記持續有效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4級）。 
CEF課程編號：32F121024
CEF課程名稱：中國書法創作與理論研究高等文憑

中國書畫裝裱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Chinese Mounting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2209-775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05100-01

中國書畫裝裱是我國一門傳統工藝，俗語說：「三分畫、七分裱」，
裝裱是構成書畫藝術不可或缺的條件，書畫墨寶必須經過裝裱，
才便於收藏、鑑賞和流傳。裝裱是一門專業的學問，優良的裝裱
會讓作品得到更好的展示效果，令作品的壽命得以延長，甚至能
修復破損的書畫作品。

本課程的目的是透過課堂示範及實踐，讓學員掌握中國書畫裝裱的
基本知識和技巧，能夠辨別裝裱的優劣，了解作品、裝裱、維護及
修復之間的關係。課程以實踐為重，理論為輔。課程對象主要為
學習中國書畫的人士，從事博物館、畫廊或展覽工作的藝文
工作者，或中國藝術的愛好者。（名額12人，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學院提供六張裝裱枱供學員使用）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書畫裝裱基礎知識 25

二 書畫裝裱形式（一）：壓鏡 25

三 書畫裝裱形式（二）：立軸 30

四 書畫修復及維護概述 8

入學資格

• 完成中學課程，或同等學歷，或
• 年滿21歲

評核與頒授 

要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所頒授之「中國書畫裝裱證書」，
學員必須：

• 於各單元之出席率不少於百分之七十；及
• 修畢各單元並於各單元取得合格成績。
學費 

全期學費HK$26,140，開課前通知入賬，已繳學費，概不退還。學費
並不包括課程所需的工具及材料。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8月4日     報名費：HK$150

  本院導師    粵語

  HK$26,140   88小時（約9個月）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9月15日 逢星期五
  單元一至三：7:00p.m.-9:30p.m.
  單元四：7:00p.m.-9:00p.m.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18/000430/L2  
登記有效期：06/06/2018 至登記持續有效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2級）。 
CEF課程編號：32C121104 
CEF課程名稱：中國書畫裝裱證書

20   導師 Instructor(s)   |     授課語言 Language   |     學費 Tuition Fee   |     修讀期 Duration   |     地點 Place   |     開課日期及時間 Commencement Date &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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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水墨畫文憑課程
Diploma Programme in Chinese Ink Painting

 2209-7741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03300-01

本課程教授中國傳統繪畫的筆法及構圖布局，並論析各家繪畫理論
及時代風格。學員將透過導師示範、臨摹古畫及寫生等，掌握水墨
畫的傳統筆墨技法，學習選材立意，體悟古今的思維與精神，提升
及發展個人的創作風格。（名額24人）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中國繪畫簡史（理論課） 20

二 花鳥畫基礎筆墨技法 30

三 山水畫基礎筆墨技法 30

四 花鳥畫臨習與構圖 20

五 花鳥畫造型與寫生 20

六 山水畫臨習與構圖 20

七 山水畫造型與寫生 20

八 水墨畫創作初探（一） 20

九 水墨畫創作初探（二） 20

入學資格

• 完成中學課程，或同等學歷；或
• 年滿21歲 
• 報名時請附交山水及花鳥水墨畫作品各最少兩張，供本院審核及
篩選。（除原作外，亦可以光碟、相片或打印形式遞交作品集）

評核與頒授 

要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所頒授之「中國水墨畫文憑」，
學員必須： 
• 於各單元之出席率不少於百分之七十；及 
• 修畢各單元並於各單元取得合格成績。
• 評核形式包括論文、報告及藝術創作等。
學費 

全期學費HK$29,580，第一期學費HK$20,000（開課前通知入賬）；
第二期學費HK$9,580（於開課後第9個月繳交）。已繳學費，概不退
還。學費並不包括課程所需的工具、物料及籌辦畢業展覽的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6月8日     報名費：HK$150

  本院導師    粵語

  HK$29,580  200小時（約24個月）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暫定）2023年7月17日 逢星期一（7:00p.m.-9:00p.m.） 

資歷級別：3 
登記號碼：07/001134/3 
登記有效期：05/05/2008 至登記持續有效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3級）。 
CEF課程編號：32L121263 
CEF課程名稱：中國水墨畫文憑

素描及繪畫文憑課程
Diploma Programme in Drawing and Painting

 2209-7741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21500-01

本課程旨在教授學員基本繪畫技巧及概念，掌握不同媒介的應用，
運用視覺語言表達個人藝術情感及創意。課程亦着重學員對藝術
觀念及發展的了解及分析，培養批判性思維，建立獨有創作風格。
 （名額24人）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繪畫基礎（一）：素描研習 30

二 繪畫基礎（二）：色彩學與應用 15

三 繪畫工作坊（一）：水彩畫技法 30

四 西方藝術探討（一）（理論課） 20

五 西方藝術探討（二）（理論課） 20

六 繪畫工作坊（二）：塑膠彩技法 30

七 繪畫工作坊（三）：油畫技法 30

八 實驗素描 24

九 繪畫創作（一） 24

十 繪畫創作（二） 24

十一 作品評賞 5

入學資格

• 完成中學課程，或同等學歷；或
• 年滿21歲
• 報名需附交素描及繪畫作品，供本院審核及篩選。
 （除原作外，亦可以光碟、相片或打印形式遞交作品集。）

評核與頒授 

要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所頒授之「素描及繪畫文憑」，
學員必須： 
• 於各單元之出席率不少於百分之七十；及 
• 修畢各單元並於各單元取得合格成績。
• 評核形式包括論文、報告、藝術創作及作品評賞等。
學費 

全期學費HK$34,770，第一期學費HK$23,200（開課前通知入賬）；第
二期學費HK$11,570（於開課後第6個月繳交）。已繳學費，概不退
還。學費並不包括課程所需的工具、物料及籌辦畢業展覽的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7月18日     報名費：HK$150

  本院導師    粵語（輔以英語）

  HK$34,770    252小時（約19個月）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暫定）2023年8月21日 逢星期一及星期四 

  單元一至單元五  ： 星期一（7:00p.m.-9:00p.m.）及
      星期四（7:00p.m.-10:00p.m.）
  單元六至單元十一 ： 星期四（7:00p.m.-10:00p.m.）

資歷級別：3 
登記號碼：07/001135/3
登記有效期：05/05/2008 至登記持續有效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3級）。 
CEF課程編號：32L121298 
CEF課程名稱：素描及繪畫文憑

21  新課程 
 New Programme   

  持續進修基金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 

  五十歲或以上優惠計劃  
 Discount scheme for age of 50 or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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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藝術文憑課程
Diploma Programme in Fine Arts

 2209-7741 / 2209-7743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21600-01  

本課程旨在讓學員掌握不同的藝術媒介創作技巧，增強個人的視覺
藝術表達能力，從而發展及建立自我創作風格，認識及經驗藝術。 
 （名額24人）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色彩學與視覺元素 24

二 素描研習 24

三 藝術探究（理論課） 30

四 繪畫研習 45

五 立體造型藝術 45

六 創作工作坊 45

七 作品評賞 5

入學資格

• 完成中學課程、或同等學歷；或
• 年滿21歲

• 報名需附交藝術作品，作本院審核及篩選。
   （除原作外，亦可以光碟、相片或打印形式遞交作品集。）

評核與頒授 

要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所頒授之「西方藝術文憑」，學員
必須：

• 於各單元之出席率不少於百分之七十；及 
• 修畢各單元並於各單元取得合格成績。
• 評核形式包括論文、報告、藝術創作及作品評賞等。
學費 

全期學費HK$29,680，第一期學費HK$20,000（開課前通知入賬）： 
第二期學費HK$9,680（於開課後第9個月繳交）。已繳學費，概不 
退還。學費並不包括課程所需的工具、物料及籌辦畢業展覽的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10月18日     報名費：HK$150

  本院導師    粵語（輔以英語）

  HK$29,680  218小時（約24個月）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暫定）2023年11月7日 逢星期二（7:00p.m.-10:00p.m.）

資歷級別：3 
登記號碼：07/001136/3
登記有效期：05/05/2008 至登記持續有效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3級）。 
CEF課程編號：32L121301
CEF課程名稱：西方藝術文憑

 

設計  Design

室內設計文憑課程
Diploma Programme in Interior Design  

 2209-7741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41600-01

課程旨在為學員提供全面的室內設計基礎訓練，教授學員相關知識
技能，啟發創意，提升個人展示技能，為學員日後投入室內設計 
行業或繼續進修做好準備。課程內容包括基礎設計概念、圖則理論
學、電腦繪圖與應用、專案設計及作品集製作等。本課程歡迎對
室內設計有興趣但未受訓練之人士報讀。（名額24人）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設計基礎（一）：素描與預想圖 30

二 設計基礎（二）：圖則理論學 30

三 室內設計（一）：設計概念與理論 40

四
室內設計（二）：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設計與實踐

30

五 室內設計平面圖制作 30

六 3D仿真室內環境繪製上色及展示 60

七 作品集製作 35

入學資格

• 完成中學課程，或同等學歷；或
• 年滿21歲 

• 報名需附交設計或繪畫作品，並由入學遴選委員會評審。 
評核與頒授 

要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室內設計文憑」，學員必須：  

• 於各單元之出席率不少於百分之七十；及 
• 修畢各單元並於各單元取得合格成績。
• 評核形式包括報告、設計創作、課堂參與及作品評賞等。
學費 

全期學費HK$40,500，第一期學費HK$27,000（開課前通知入賬）；第二期
學費HK$13,500（於開課後第6個月繳交）。已繳交學費，概不退還。
學費並不包括課程所需的工具、物料及籌辦畢業展覽的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8月10日     報名費：HK$150

  本院導師    粵語（輔以英語）

   HK$40,500        255小時（約13個月）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暫定）2023年9月18日，逢星期一及星期三（7:00p.m.-9:30p.m.）
   「室內設計平面圖制作」及「3D 仿真室內環境繪製上色及展示」
  逢星期三（7:00p.m.-10:00p.m.） 

資歷級別：3 
登記號碼：17/000359/L3  
登記有效期：29/03/2017 至登記持續有效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3級）。 
CEF課程編號：32L141906 
CEF課程名稱：室內設計文憑

22   導師 Instructor(s)   |     授課語言 Language   |     學費 Tuition Fee   |     修讀期 Duration   |     地點 Place   |     開課日期及時間 Commencement Date &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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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設計文憑課程
Diploma Programme in Graphic Design

 2209 7741 / 2209 7743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41400-01

本課程旨在為有志從事創意設計行業人士提供完備的基礎訓練。
內容包括基礎平面設計、概念發展以及視覺意像的配合等，理論與
實踐兼備，讓學員能將技巧與創作意念融合，為日後的相關專業
發展或進修作好準備。（名額24人）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素描與色彩學 20

二 透視學與預想圖 20

三 平面及商業設計基礎 20

四 藝術設計史（理論課） 30

五 字體學 20

六 數碼影像與設計 30

七 印刷與書刊設計 20

八 品牌設計 20

九 攝影與設計 20

十 海報設計 20

十一 立體造型與包裝設計 20

十二 作品集製作 20

十三 作品評賞 5

入學資格

• 完成中學課程，或同等學歷；或
• 年滿21歲
• 報名需附交設計或繪畫作品，供本院審核及篩選。
 （除原作外，亦可以光碟、相片或打印形式遞交作品集。）

評核與頒授 

要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所頒授之「藝術設計文憑」，學員
必須：

• 於各單元之出席率不少於百分之七十；及 
• 修畢各單元並於各單元取得合格成績。
• 評核形式包括論文、報告、設計創作、課堂參與及作品評賞等。
學費 

全期學費HK$36,100，第一期學費HK$24,000（開課前通知入賬）； 
第二期學費HK$12,100（於開課後第6個月繳交）。已繳交學費，概
不退還。學費並不包括課程所需的工具、物料及籌辦畢業展覽
的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10月25日     報名費：HK$150

  本院導師    粵語（輔以英語）

  HK$36,100   265小時（約18個月）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12月4日 逢星期一、三（7:30p.m.-9:30p.m.）
  單元：藝術設計史（7:30p.m.-10:00p.m.）
  及單元：數碼影像與設計（7:00p.m.-10:00p.m.）
  單元：作品評賞（星期日12:30p.m.-5:30p.m.）

資歷級別：3 
登記號碼：15/003345/L3
登記有效期：01/01/2016 至登記持續有效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3級）。 
CEF課程編號：32C117603
CEF課程名稱：藝術設計文憑

數碼創意攝影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Digital Creative Photography

 3943-9131 / 3943-9045         scs-it@cuhk.edu.hk  

Course Code: 209500

This programme intends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s 
of photography, digital darkroom techniques skills to handle 
common photographic tasks and handle small scale photographic 
project independently. Graduates can also peruse more commercial 
photography skills in areas of events, wedding, fashion, product etc., or 
peruse fine art style photography studies afterwards.

Upon completion of this programme, graduates will have acquired the 
ability to:

• Explain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common photographic tasks;

• Apply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photo imaging applications on photo 
enhancement and design;

• Demonstrate creativity in students’ portfolio with individual style;

• Plan and implement simple photographic project

Programme Structure

Module Title Hours

1 Introduction to Photography 30

2 Creative Photographic Techniques 30

3 Digital Imaging Processing and Design 30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pplicants shall have basic knowledge of personal computers, and

• comple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or equivalent; or

• aged 21 or above.

Assessment Methods and Award

To be considered for the award of the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Digital 
Creative Photography, a student shall:

• have at least 70% attendance in each module;

• have passed the assessments of all required modules

Application Fee: HK$150

  CUSCS Instructors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HK$15,240  90 hours

   Tsim Sha Tsui Learning Centre

  August 2023 (please refer to CUSCS website for details)

攝影及電影  Photography & Film

QF Level: 3
QR Registration No: 17/001006/L3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04/10/2017 - On-going

This course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list of reimbursable courses 
under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 This course is recognised 
under the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QF Level 3). 
CEF Course Code: 28C10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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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錄像製作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Digital Video Production 

 3943-9131 / 3943-9045         scs-it@cuhk.edu.hk  

Course Code: 210100

In Hong Kong, people specialised in digital video production may 
work as video producers, multimedia producers, video editors/
videographers, production officers, communication executives 
(multimedia production), etc.  These posts require competence and 
experiences in video production, video shooting and editing, and 
video graphic design.  This programme is designed for those who 
have no or little knowledge in digital video production, and hope to 
receive a systematic training of technical skills required from diversified 
working contexts.

Programme Structure

Module Title Hours

159900 Concepts of Video Production 30

159903 Video Production Processes 30

159906 Video Editing and Special Effects 30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pplicants should:

• have comple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or equivalent; or

• aged 21 or above.

Assessment Methods and Award

Assignment, Case Studies, Project and Class Participation.

Application Fee: HK$150

 CUSCS Instructors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HK$17,820    90 hours

    Tsim Sha Tsui Learning Centre

   July 2023 (please refer to CUSCS website for details)

QF Level: 3
QR Registration No: 20/000682/L3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21/10/2020 - On-going

This course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list of reimbursable 
courses under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 This course is 
recognised under the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QF Level 3). 
CEF Course Code: 34C133558
CEF Course Name: Certificate in in Digital Video Production

作曲及數碼音樂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Composition and  
Digital Music

 2209-7750         scs-music@cuhk.edu.hk 

Course Code: 233-511530-01 

The writing of music composi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past decade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le the learning atmosphere of common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piano or the violin is becoming popular in Hong 
Kong, the term 'music technology' and 'digital music' also emerged as a 
supplementary issue in both end-user and study level. Musical arts do not 
exist on their own but now correlate with electronic devices and computer 
software to facilitate playback, recording, composing, arrangement and 
performance. This programm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stimulate their creativity in composing and equip essential concepts and 
skills during the making of music with digital devices. (Quota: 18)

Programme Structure

Module Title Hours

1 Techniques in Music 30

2 Introduction to Music Technology 20

3 Orchestration 20

4 Composition I 20

5 Digital Music Techniques I 30

Admission Requirements

• All students must possess a Grade 8 in their principle instrument and 
a Grade 5 Theory from the ABRSM or equivalent. An entrance music 
theory test will be given for each applicant during the interview, which 
is part of the process of admission to the certificate programme. AND

• A minimum of 5 subjects with Level 2 in HKDSE or a minimum of 5 
passes in HKCEE or equivalent (such as satisfactory completion of 
Diploma Yi Jin Programme). OR

• Mature applicants at the age of 21 or above who do not meet the 
above minimum admission but possess a demonstrated ability (e.g. 
good musical background or relevant musical experience and good 
performance in the entrance test) to pursue the programme are 
eligibl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Assessment Methods and Award

To qualify for the award of Certificate in Composition and Digital Music,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 have an attendance of at least 70% for each module; AND

• complete the required 5 modules and pass the assessments of each 
module.

Application Deadline: 26 October 2023         Application Fee: HK$150

 CUSCS Instructors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HK$26,330   120 hours (13 months)

   Tsim Sha Tsui Oriental Learning Centre

   7 December 2023, Thursday 
 Module 1 & 5: 7:00p.m.-9:30p.m.; Module 2-4: 7:00p.m.-9:00p.m.

QF Level: 3
QR Registration No: 15/003027/L3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01/09/2015 - On-going

This course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list of reimbursable 
courses under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 This course is 
recognised under the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QF Level 3). 
CEF Course Code: 32C124847
CEF Course Name: Certificate in Composition and Digital Music

音樂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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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科  Humanities

中國傳統文人思想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i Thought

 2209-7750   scs-humanities@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61100-01   

中國傳統文人一直是社會中的精英群，他們的學養、才情、思想，
甚至閒情逸趣的活動，都影響着每一代的中國文化發展。時至
今日，中西文化交融，資訊發達，生活節奏急速，中國傳統文人
那份寶貴的精神離我們愈來愈遠。課程專為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興趣
的人士而設，從歷史切入，內容廣泛，涵蓋哲學、美學、文學、
書法、繪畫、音樂、舞蹈及茶文化，助學員了解中國傳統文人思想
的發展。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中國哲學概論 16

二 中國文學 — 傳統與現代觀 16

三 中國書法史專題 16

四 中國文人畫 16

五 中國音樂與舞蹈概論 16

六 中國茶文化 16

入學資格

•  具備香港中學會考中五程度或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程度或同等
學歷；或

• 年滿21歲，並對中國文化有興趣及能夠閱讀中文。

評核與頒授 

要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所頒授之「中國傳統文人思想
證書」，學員必須：

• 於各單元之出席率不少於百分之七十；及
• 修畢各單元並於各單元取得合格成績。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9月12日     報名費：HK$150

  本院導師    粵語

  HK$13,870  96小時（12個月）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10月24日  逢星期二（7:00p.m.-9:00p.m.）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15/003099/L2
登記有效期：09/10/2015至登記持續有效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2級）。 
CEF課程編號：37C121221
CEF課程名稱：中國傳統文人思想證書

人間佛教管理文化證晝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Management Cultur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2209-7750         scs-humanities@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66000-01

人間佛教是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為核心理念，
其思想具六種特性，包括人間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樂性、時代
性及普濟性。

面對現代企業所出現的領導能力偏失及道德觀念問題，傳統文化
應用於當代管理領域的價值逐漸受到關注。本課程由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合辦，課程的目的
是讓學員了解人間佛教的理念和思想，並結合管理學的知識，將
人間佛教的思想應用於企業/機構的管理之上，從而改善企業管理的
效益及問題，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文化。課程的對象主要是企業的
決策丶管理及專業行政人員，亦歡迎對佛教管理有興趣的人士
報讀。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人間佛教文化概論 15

二 人間佛教與企業管理 15

三 企業管理概論 15

四 人間佛教管理實踐 15

五 人間佛教的生命管理 15

六 人間佛教傳播管理 15

七 人間佛教與商業倫理 15

入學資格

• 完成中學課程，或同等學歷，或
• 年滿21歲

評核與頒授 

要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
心所頒授之「人間佛教管理文化證書」，學員必須：
• 於各單元之出席率不少於百分之七十；及
• 於各單元的評核取得合格成績。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10月3日         報名費：HK$150

  本院導師    粵語及普通話（部份單元以普通話授課）

  HK$21,240  105小時（約9個月）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11月6日  逢星期一（7:00p.m.-10:00p.m.）

資歷級別：3
登記號碼：21/000185/13
登記有效期：23/03/2021至登記持續有效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3級）。 
CEF課程編號：37C134544
CEF課程名稱：人間佛教管理文化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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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導賞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Cultural Guiding in  
Hong Kong

 3111-7273         scs-lang3@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305000-01  

課程旨在介紹香港歷史古蹟及文化的特色，讓學員了解如何設計
香港文化導賞路線，並帶領導賞團。

完成課程後，學員應能︰

 （1）描述香港歷史文化特色；

 （2）解說香港歷史文化古蹟，應用基本導賞知識；

 （3）分析社區發展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的相互關聯；及

 （4）懂得規劃文化導賞行程並能作導賞解說。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香港簡史 20

二 香港歷史文化旅遊︰原理與實務 20

三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20

四 文化導賞社區實踐 30

入學資格

• 中學畢業（同等或以上學歷）；或
• 年滿21歲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9月9日     報名費：HK$150

  本院導師    粵語

  HK$11,800   90小時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10月8日 逢星期日（10:00a.m.- 1:00p.m.）

資歷級別：3
登記號碼：20/000780/L3
登記有效期：09/12/2020 至登記持續有效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3級）。 
CEF課程編號：37C134536
CEF課程名稱：香港文化導賞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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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Art

中國山水畫基礎  Fundamentals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00113-01
      （乙班）233-400113-01 

本課程為山水畫初學者而設，旨在讓學員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通過導師示範，古畫賞析，作品討論及課後練習等，學習山水畫中的傳統筆墨
要點，如樹石的結構、皴法等，並逐步熟悉各種山石、樹木、石質、樹葉等的基本畫法，以及山水畫的立意、構圖，進而將單獨的樹石等
元素組合成一幅完整的作品。（名額20人）

  鄭少忠先生    粵語     HK$2,39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7月8日 星期六（7:00p.m.-9:00p.m.）
          乙班：2023年10月14日 星期六（7:00p.m.-9:00p.m.）

中國花鳥畫基礎  Fundamentals of Chinese Bird-and-Flower Painting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00103-01
      （乙班）232-400103-02 

本課程為花鳥畫初學者而設，主要以基本的梅、蘭、竹、菊配合雀鳥為主題，並結合書法的用筆，通過導師示範、古畫賞析、堂上練習、 
作品討論等，教導學員傳統花鳥畫的筆墨技巧、虛實關係和疏密布局，令學員掌握表現四君子題材的正確方法。（須自備工具，名額20人。） 

  張訓芳女士，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學士，中國美術學院國畫系碩士      粵語       HK$2,39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7月6日 星期四（2:30p.m.-4:30p.m.）
          乙班：2023年7月3日 星期一（7:00p.m.-9:00p.m.）

傳統工筆畫的臨摹與創作  Traditional Chinese Gongbi Painting: From Imitation to Creation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00175-02
      （乙班）232-400175-03  

臨摹經典作品是學習工筆的根基也是必經的一個階段，由選擇臨習範本到材料的選用，都是十分重要的環節。宋代是工筆花鳥發展的一個 
高峰，花卉與禽鳥是常見的主題，畫工精緻，花卉設色濃烈而不艷俗，淡雅又不失厚重，禽鳥神態活潑生動，展現出自然界蓬勃的生機。 
本課程由淺入深以宋、元、明、清的花鳥蟲魚為學習主題，講解傳統工筆、沒骨的各種技法和審美趨向，了解主體的自然物像與穿插組織、
線條運用以及各種染色技法等，再將所學融匯貫通創作出自己的作品。課程以堂上示範為主，輔以批改指導。（名額20人。）

  張梅女士    粵語及普通話     HK$2,39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8月24日 星期四（2:30p.m.-4:30p.m.）
          乙班：2023年8月26日 星期六（10:00a.m.-12:00noon）

傳統工筆畫進階  Intermediate Traditional Chinese Gongbi Painting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00178-02 

工筆日漸受大眾喜愛，其原因是畫工精謹細膩，設色雅緻，而且題材眾多，百花競妍、鳥蟲爭鳴⋯⋯不同的構圖、不同題材的組合，再加上
不同時代、不同的作品風格，由此衍生出萬千出色的作品。本課程為有一定工筆基礎的人士而設，學習內容以創作及探索各種工筆技法
為主。技法包括潑墨、穎拓、揉紙、撒鹽、灑水、貼箔等。材料包括紙、絹、宮扇以金（銀、銅）箔等。作品不受風格、題材、材料等
限制，學員在完成本課程後可根據喜歡的技法創作出自己風格的作品。（名額20人。）

  張梅女士    粵語及普通話     HK$2,39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8月24日 星期四（7:00p.m. – 9:00p.m.）

精選短期課程  Selected Gener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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翎毛畫研習法  Chinese Birds-and-Animals Painting Study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3-400166-01
        （乙班）233-400166-02

翎毛是獸鳥的統稱，翎毛畫這題材早在宋代已達至輝煌局面。及後清代時期，西洋畫理論由西方傳教士傳入，並與傳統中國畫融合，使
翎毛畫進入新境界。本課程旨在教授學員繪畫翎毛畫的步驟、設色、渲染及絲毛等方法，透過課堂講解及示範，讓學員認識有關的技法
運用，從而將動物的神韻表現於畫作中。課程內容包括：（1）翎毛畫的用具選擇及應用；（2）線條鈎勒要領、設色、渲染及絲毛技法；
及（3）翎毛作品欣賞，提升學員的認識和鑑賞觸覺等。學員須自備材料及工具。（名額16人）

  張有法先生         粵語     HK$2,74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10月10日 星期二（7:00p.m.-9:00p.m.）
          乙班：2023年10月12日 星期四（2:30p.m.-4:30p.m.）

中國工筆貓咪畫臨習  Imitation in Chinese Gongbi Cat Painting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00177-01 

本課程專為愛好繪畫工筆貓咪畫的人士而設，課程主要教授繪畫工細風格的貓咪畫作。導師將以深入淺出的講解及仔細的示範，帶領學員走
進既細膩嚴密又富有色彩的工筆貓咪畫世界。重點在於對貓咪的基本形態、筆墨技術的掌握與墨法、水法、設色法有初步認知與實踐。
同時，著重線條的運用和色彩的調配，力求完成兩幅配有背景且風格細膩，典雅淳樸的貓咪作品。堂上略帶寫生訓練，了解貓咪造型和
結構，進而掌握其準確形態。（名額18人。）

  楊頌雅女士        粵語    HK$2,39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8月11日 星期五（7:00p.m.-9:00p.m.）

中國山水畫研習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Study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00162-01 

本課程內容主要教授：1）各類水墨技法與運用研習；2）南宗山水畫的水墨畫法；3）北宗山水畫的水墨畫法；4）南宗與北宗山水畫的水墨 
混合畫法及；5）水墨畫創作入門法等，讓學員能掌握各類山水畫的水墨技法與創作入門。學員需對山水畫有興趣者及曾經修讀國畫基礎入門
課程。（名額20人）

  吳樵六先生，黑龍江省畫院     粵語及普通話     HK$3,40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7月6日 星期四（7:30p.m.-9:30p.m.）

兼工帶寫花鳥畫進修  Intermediate Chinese Ink Painting: Fine Brushwork and Freehand Brushwork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09117-01
        （乙班）233-409117-01

本課程適合具備花鳥畫基礎者修讀。課程內容包括教授花鳥的工筆、寫意、沒骨及兼工帶寫等技法。通過學習構圖，設色及題款之示範，使
學員能達到獨立自行創作的目的。（名額20人）

  吳樵六先生，黑龍江省畫院     粵語       HK$3,40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7月6日 星期四（2:30p.m.-4:30p.m.）
            乙班：2023年10月5日 星期四（2:30p.m.-4:30p.m.） 

中國花鳥畫基礎教學法  Fundamentals of Chinese Flower-and-Bird Painting Teaching Skills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00179-01 

本課程主要教授已有一定經驗及技巧的中國花鳥畫人士掌握相關之花鳥畫教學法。內容包括：花鳥畫素材重點教學、範稿與筆記編寫、解答
技巧與習作批改及課程編寫等範疇。學員通過評核後可向學院申請結業證書。（名額20人）

  吳樵六先生，黑龍江省畫院     粵語及普通話     HK$5,700        30小時（15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10月5日 星期四（7:00p.m.-9:00p.m.）

28   導師 Instructor(s)   |     授課語言 Language   |     學費 Tuition Fee   |     修讀期 Duration   |     地點 Place   |     開課日期及時間 Commencement Date &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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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鳥畫多面睇初階  Flower-and-Bird Painting Revisited - Introduction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09115-01 
  （乙班）233-409115-01

課程主題以花卉為主，以深入淺出的方法、介紹中國畫之「工筆」與「意筆」花鳥畫之分別，並在習作中，授予繪畫的技巧，包括用筆、 
渲染，水份控制，顏色運用的基本功夫。（名額20人）

  鄧國榮先生     粵語（輔以英語）      HK$2,39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7月11日 星期二（2:30p.m.-4:30p.m.）
  乙班：2023年10月3日 星期二（2:30p.m.-4:30p.m.）

從隸書到章草  From Clerical Script to Cursive Clerical Script

 2209-7741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00244-01 

隸書全盛於漢代，於西漢時為了提高書寫效率，把隸書草化而產生了章草（故又稱草隸），章草為中國草書的最初形態。本課程通過導師示範
及堂上臨習，學員將認識到隸書與章草的用筆技法、筆劃特點、結構及章法，並瞭解兩種書體之各自特色及共通點。（學員須自備書寫工具，
名額20人） 

  李佐略先生（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    粵語        HK$1,910       15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9月6日 星期三（7:00p.m.-8:30p.m.）

談中國文人畫  Talks on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   

 2209-7741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00306-01 

本課程按歷史的時序開展，清晰呈現中國文人畫的出現、演變和成熟的發展面貌。通過結合社會文化背景、文人畫家的生平經歷、歷代重要
的文人畫作及理論，讓學員能走入文人畫的世界，了解文人畫的精神、藝術特色、哲學及美學思想，以及文人畫在不同時期的文化面貌和
價值。（名額25人）

  温麗娜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中國藝術史））    粵語     HK$2,65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10月7日 星期六（12:15p.m.-2:15p.m.）

西洋書法  Western Calligraphy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20274-01

課程內容包括西方文字演變簡述、羅馬體（The Roman Hand）、哥德體（The Gothic Hand）及意大利體（The Italic Hand）三種書寫方法學習、
字母的個別性質及造型、大寫及小寫、整體字數的策劃、構圖、字距及行距、段首字母裝飾、襯線（Serif）裝飾及著色方法等，使學員能透過
鋼筆及不同筆咀的使用，寫出線條優美的賀咭、心意咭、經文或詩歌等作品，同時亦可將書法應用在商標及證書設計等實際用途上。材料費
HK$20（包括水筆、竹筆及顏色），需於第一堂交予導師。另外，請於第一堂課自備練習紙及鉛筆兩支。（名額20人）

  呂慧珠女士，BA (CUHK)；MFA (RMIT)    粵語     HK$2,50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8月7日 星期一（7:00p.m.-9:00p.m.）

西洋書法研習  Western Calligraphy Workshop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20294-02 

課程以交流及互動形式進行，歡迎已修畢本院「西洋書法」課程以及有興趣從事書寫藝術創作的人士報讀。學習範圍將深化傳統的 
羅馬體（Roman）、哥德體（Gothic）和意大利體（Italic）的寫法以及其變異，並包括其他書體如銅盤體（Copperplate）及Chalk lettering等
現代流行書體的工具應用、字體造型、比例、筆觸、裝飾線（Serif and flourishing）、構圖和色彩計劃等研究等，旨在讓學員透過各種美術
技法，由創作A-Z大階繪寫、練習信箋書寫、活動記事簿、橫額、餐牌到設計紋身圖案等，磨礪其書寫及裝飾造詣。（材料由學員自備或
集體訂購）（名額20人）

  呂慧珠女士，BA (CUHK)；MFA (RMIT)    粵語        HK$2,74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8月10日 星期四（7:00p.m.-9:00p.m.）

29  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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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初階（一）Introduction to Watercolor Painting (Part I)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20247-01 
  （乙班）233-420247-01

對象為略具素描基礎的水彩入門人士，課程以水彩最基本的技法開始，結合基本色彩理論，通過導師示範和學員實踐來掌握水色調控。 
課題包括如何調配色彩、色階分析、色彩觀察方法，以平塗法和重疊法為主要技法來表現畫面。（第一講需帶備：水彩紙尺寸在24X32cm或 
26X38cm，磅數介乎180-300g/m,24 色水彩原料，調色盒，洗筆盅，水彩筆等。）（名額18人）

  符聞一先生     粵語/普通話      HK$3,280        25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7月13日 星期四（7:15p.m.-9:45p.m.）
  乙班：2023年11月22日 星期三（7:15p.m.-9:45p.m.）

水彩初階（二）Introduction to Watercolor Painting (Part II)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20248-01 
  （乙班）233-420248-01

課程對象為修畢水彩初階（一）或對水彩有基本認識的人士，課程通過不同素材資料的表現來提高水彩技巧、尤其調色混色運筆的掌控能力。
以平塗法，縫合法、乾濕重叠法為主要技法，課程進一步探討色彩的個性、補色原理及其應用、明暗值的調整；並於兩堂靜物寫生課示範和
實習不同的上色技法。（名額18人）

  符聞一先生     粵語/普通話      HK$3,280        25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7月12日 星期三（7:15p.m.-9:45p.m.）
  乙班：2023年11月23日 星期四（7:15p.m.-9:45p.m.）

水彩畫深造班  Advanced Watercolour Painting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20296-02 
  （乙班）233-420296-01

課程延續「水彩畫基礎與技法運用」課程所學，讓學員掌握濕染法、重疊法和縫合法等三個不同技法，靈活運用在每堂主題中。導師會透過
示範，重點講解不同主題的表現手法及特色。課程內容包括靜物、戶外與人物寫生等，讓學員熟練水彩技法的運用，發揮水彩畫變化無窮的
特性。學員需有基本水彩及素描認知。（名額20人。）

  何思博女士，BA(NTNU) ；MFA (CUHK)      粵語      HK$3,260        25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7月15日 星期六（10:00a.m.–12:30p.m.）
  乙班：2023年10月14日 星期六（10:00a.m.–12:30p.m.）

素描基礎  Drawing (I)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29101-02 
  （乙班）233-429101-01

課程為初學繪畫者而設，以訓練學員達到手眼一致為目的。內容包括描繪所見形象的形態、動態、比例、量感、質感及其與周圍環境的關係。 
 （須自備物料，名額20人。） 

  陳德雄先生    粵語      HK$2,39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8月9日 星期三（7:30p.m.-9:30p.m.）
  乙班：2023年11月1日 星期三（7:30p.m.-9:30p.m.）

藝術史IV - 現代藝術至後現代藝術  History of Art IV - From Modern Art to Postmodern Art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29411-02 

在戰禍連連的年代，生存的意義是甚麽？莽莽蒼生，藝術可有其位置？本課程討論自1910s至1960s的藝術作品與這個背境相互關係。學員
會了解藝術如何受政治、經濟、宗教和社會的影響；也可以明白藝術工作者如何透過藝術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亦能夠領略出藝術工作
者的信念和經歷如何影嚮藝術形式（風格）的發展。此外，學員藉着對藝術設計作品的視覺分析；並視覺語言運用，解讀藝術作品的意義。 
 （名額 20人）

  李世莊博士PhD (HKU)     粵語（輔以英語）       HK$2,810    

   20小時（8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8月24日 星期四（7:00p.m.-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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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史V - 後現代藝術至當代藝術 I  History of Art V - From Postmodernism to Contemporary Art I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29412-01 

經歷戰爭後，在美國化及資本主義商品化力量籠罩下，藝術可以怎樣的形式來彰顯其在世界的存在意義？本課程討論自1960s至1980s的極簡
和後極簡藝術、併合藝術、新藝術運動、表演與軀體藝術作品與時代背境。學員會了解藝術與經濟、政治、宗教、自然、社會的關係；明白
藝術家藉多元的藝術形式表達他們對生存時空的想法、感受；領略他們的信念、經歷怎影嚮藝術風格發展。學員藉着對藝術作品的視覺
分析、視覺語言運用，解讀藝術作品的意義。（名額20人）。

  李世莊博士 PhD (HKU)    粵語（輔以英語）       HK$2,810    

   20小時（8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8月23日 星期三（7:00p.m.-9:30p.m.）

 《廣州購物誌－18至19世紀外銷藝術》畫展導賞    
A Guided Tour to "Shopping in Canton: China Trade Art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29431-01 

外銷藝術是廣東地區獨有的藝術品種，它的發展見證了晚清時期廣州以至香港的政治、經濟以及藝術文化的發展。除了美國的皮奧博迪
博物館和英國的大英博物館，香港藝術館是全球少有大量收藏外銷藝術的機構，是次《廣州購物誌－18至19世紀外銷藝術》展出的藏品， 
在形式和主題上都屬非常罕有。本課程將以藝術史的基礎知識，配以現場觀賞指導，讓學員全方位認識早期廣州和香港的民間藝術之發展。 
 （名額18人。）

註  博物館導賞以3至6名學員一組進行。導賞安排會於同學報名後個別確認。 

  李世莊博士PhD (HKU)     粵語（輔以英語）       HK$1,780    

   5.5小時（2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香港藝術館、上環荷李活道及嚤囉街  

   2023年7月18日 星期二（7:00p.m.–10:00p.m.）  導賞日期（粵語）：A：21/7/2023（星期五）10:30am–12:00pm及12:30pm–1:30pm
 B：22/7/2023（星期六）10:30am–12:00pm及12:30pm–1:30pm
 C：24/7/2023（星期一）10:30am–12:00pm及12:30pm–1:30pm
 D：29/7/2023（星期六）1:30pm–3:00pm及3:30pm–4:30pm

小學視覺藝術科教學法與創作技巧  Teach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Visual Arts in Primary School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20528-01 

課程以實踐為主，配合理論，讓學員學習不同媒介的教學法與創作技巧。課堂着重讓學員進行相關的創作實踐，從而認識不同創作活動
的教學技巧與難點，以及掌握各類創作媒介的基本能力。創作媒介將包括多個範籌，如中西方繪畫、版畫、設計、工藝、簡易STEAM等。 
 （學員需於第一堂自備A3畫簿一本、黑色原子筆/水筆、18或24色油粉彩一盒。另部分課堂需購買物料創作，由導師代購，需於第一堂繳交
創作物料費$30）（名額20人。） 

  胡永德先生      粵語            HK$3,550      30小時（12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7月21日 星期五（7:00p.m.- 9:30p.m.）

設計  Design

速成初創 - 品牌設計  QuickStart - Branding Design 

 2209 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40116-02
  （乙班）232-440116-03

本課程為初次創業家而設，教授學員由概念至形成一個品牌所需要的條件及資訊，內容包括：1）公司品牌形象設計（商標設計及設計元素
運用和配搭）；2）設計品牌形象流程；3）與設計師溝通技巧及4）商標註冊資訊等。學員須對電腦有基本操作知識及完成所需的習作要求。 
 （名額22人。）

  張溢軒先生，MA (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粵語（輔以英語）             HK$3,350  

   25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8月1日 星期二（7:00p.m.–9:30p.m.）
                      乙班：2023年8月5日 星期六（10:00a.m.–1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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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家居室內設計  Practical Residential Interior Design     

 2209 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40327-01 （丙班）233-440327-01
  （乙班）232-440327-02 （丁班）233-440327-02

透過家居室內設計及裝修實例，使學員認識整個家居室內設計的過程，例如度尺，繪圖，設計，找物料，選家具，配色，配置燈光電器，
施工準備與實施步驟等。學員將學習家居室內設計的基本常識，學以致用。本課程適合對家居室內設計有興趣或想裝修家居之人士報讀。 
 （學員需進行設計練習，名額24人。）

  李偉民先生      粵語          HK$2,55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7月18日 星期二（7:00p.m.–9:00p.m.）  丙班：2023年9月15日 星期五（7:00p.m.-9:00p.m.）
  乙班：2023年8月17日 星期四（7:00p.m.-9:00p.m.）   丁班：2023年10月17日 星期二（7:00p.m.-9:00p.m.）

AutoCAD - 室內設計電腦應用入門  Introduction to AutoCAD for Interior Design  

 2209-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40118-01
       （乙班）233-440118-01  

本課程主要教授AutoCAD各項繪圖工具的技巧及製作步驟，讓學員了解及掌握AutoCAD各種圖則的繪製及製作模式。課程適合從事裝修工程
圖類或設計行業及對室內設計有興趣人士報讀。（名額22人。） 

  李偉民先生    粵語        HK$4,800         3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8月16日 星期三（7:00p.m.-10:00p.m.）
      乙班：2023年10月26日 星期四（7:00p.m.-10:00p.m.）

聽牆窗門梯說話 - 建築設計元素的故事    
How the Wall, Window, Door and Stair Speak- the Design Stories of Architectural Elements 

 2209 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40703-01
  （乙班）232-440703-02

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建築大師路易·康曾替紅磚說：「我喜歡拱頂。」而那個拱頂喜歡當門窗嗎？從古至今，各種建築元素如門、窗、 
地板、樓梯、廚廁與露台等，都隨著科技與文化的改變而有着幻變不停的形態和生命。本課程旨在探索從古典到當代各種常見建築元素的
形式、需求與風格的演化，以故事方式解讀西方與本地空間美學的種種。（名額20人。）

  史穎怡女士，Master of Arts in Fine Arts, CUHK; Master of Architecture, CUHK              粵語（輔以英語）           HK$2,810  

   20小時（8講）      尖沙咀安年／東海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7月14日 星期五（7:00p.m.–9:30p.m.）
                   乙班：2023年7月12日 星期三（7:00p.m.–9:30p.m）

電腦圖像設計及多媒體  Computer Graphics Design & Multimedia

Maya立體動畫製作入門  Introduction to 3D Animation Using Maya      

 3943-9131  scs-it@cuhk.edu.hk Course Code:  232 -159100-01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the basic of animation and 3D animation techniques.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1) Understanding 3D terminologies, 
familiar with Maya interface and workflow; (2) Understanding of basic 3D geometry; (3) Nurbs, Curves and Surfaces; (4) Polygonal Modeling; 
(5) Character Design; (6) Camera and lighting skills; (7) Basics of animation; (8) Dynamics and Special Effects; (9) Building animation sequences.

  CUSCS Instructor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HK$4,250              30 hours (10  sessions)

    Tsim Sha Tsui Oriental Learning Centre              5 August 2023, Saturday (2:30p.m.-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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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s Max立體模型製作入門  Fundamental of 3D Modeling Using 3ds Max    

 3943-9131  scs-it@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159315-01

課程教授基礎三維圖像與模型的製作技巧。課程內容包括：（1）三維製作術語、3ds Max軟件使用介面及製作流程；（2）基礎三維幾何學；
 （3）構建三維物體和結構；（4）應用軟件內的模型工具；（5）基礎場景與人物設計；（6）鏡頭與燈光運用；（7）三維彩現渲染技術（Rendering）；
 （8）模型與圖像的輸入與輸出方法。

  本院導師             粵語（輔以英語）           HK$4,250        3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7月18日 星期二（6:45p.m.-9:45p.m.）

數碼排版及設計技術  Digital Publishing Design and Techniques    

 3943-9131  scs-i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150510-01
  （乙班）233-150510-02

課程訓練學員製作小冊子、單張、海報和印刷品的專業技巧。課程內容包括：（1）圖像設計與桌面排版術語；（2）製作時需要考慮的事項；
 （3）基礎設計、色彩理論、字體學；（4）基本相片修飾方法；（5）基本圖像設計技巧；（6）傳統印前菲林輸出和網上出版的準備工作。

  本院導師             粵語（輔以英語）           HK$4,140       3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7月17日 星期一（6:45p.m.-9:45p.m.）
  乙班：2023年10月18日 星期三（6:45p.m.-9:45p.m.）

Adobe XD 之使用者體驗與介面設計實戰  Practical UX/UI Design Using Adobe XD

 3943-9131  scs-it@cuhk.edu.hk Course Code: 232-179768-01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UX/UI Design and guides students to use Adobe XD for prototyping and designing user 
interfaces for mobile devices and web pages.  Topics include: (1) UX/UI design basics; (2) Understand Adobe XD interface and tools;  
(3) Basic web and mobile interface design – colors, fonts, icons, graphics and layouts; (4) Responsive Design basics for web page;  
(5) iOS and Android mobile interface design basics; (6) Mini prototype project.

  CUSCS Instructor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HK$2,080     15 hours (5 sessions) 

    Tsim Sha Tsui Oriental Learning Centre              9 October 2023, Friday (6:45p.m.-9:45p.m.)

攝影及電影  Photography & Film

數碼影片設計及製作  Digital Video Design and Production   

 3943-9131  scs-i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159997-01
  （乙班）233-159997-01 

課程教導學員如何拍攝數碼影片，內容涵蓋前期、製作到後期的入門知識。內容包括：（1）數碼宣傳影片設計概念；（2）前期規劃；（3）細規模
數碼宣傳影片的計劃與製作；（4）拍攝技巧；（5）影片編輯概念和技術；（6）音效設計與剪輯；（7）電腦圖像特別效果；（8）影像輸出技巧。

  本院導師    粵語（輔以英語）       HK$5,490    30小時（10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7月19日 星期三（6:45p.m.-9:45p.m.） 
  乙班：2023年10月17日 星期二（6:45p.m.-9:45p.m.）

After Effects 應用入門  After Effects Fundamentals

 3943-9131  scs-it@cuhk.edu.hk Course Code: 232-159963-01  

Adobe After Effects provides a powerful set of tools to produce motion graphics and visual effects for film and video for different purposes. 
This course will help participants to use After Effects to organise and composite footages, use animation techniques, perform transformations  
and effects, perform motion tracking, integrate basic 3D elements, use masks and layers, and render for output.

  CUSCS Instructor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HK$2,290 

   15 hours (5 sessions)     Tsim Sha Tsui Oriental Learning Centre     7 July 2023, Friday (6:45p.m.-9: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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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營銷產品攝影及編修  Product Photography and Retouching for Digital Marketing 

 2209 7740   scs-art@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2-450155-01
  （乙班）232-450155-02

本課程教授學員掌握數碼營銷商品的拍攝及照片編修技巧。內容包括：相機的操作、打燈技巧、攝影理論、影樓實地產品拍攝及使用
Photoshop軟件編修等。適合自僱、轉業、創業及開設中小企人仕報讀。拍攝的產品包括：食物、飲品、首飾、化粧品及玩具等。（學員需
另外支付模特兒費約HK$200-HK$300）（名額15人。）

  李紀平先生，BSc in Photographic Sciences              粵語             HK$2,620      15小時（5講） 

     尖沙咀安年／東海教學中心及銅鑼灣教學中心（Keeping Lee Photography Co. Ltd）、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6號禮信大廈8字樓J室 

   甲班：2023年7月5日 星期三（7:00p.m.–10:00p.m.）
  乙班：2023年8月23日 星期三（7:00p.m.–10:00p.m.）

音樂  Music

合唱指揮及聲樂技巧初探  Introduction to Choral Conducting and Bel Canto Singing

 2209-7741  scs-music@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510446-01 

本課程集聲樂訓練和指揮技巧於一身，通過導師講解及示範，學習指揮技巧，再配合「意大利美聲」技巧的聲樂訓練，讓學員掌握以基本的
指揮動作表達樂譜上的節拍，善用身體不同的表達帶領合唱團投入歌曲。學員需具基本閱譜及歌唱能力。（名額：15人）

  劉礎恆先生，Master equivalent diploma in Chamber Music Singing (Istituto Superiore di Studi Musicali "Giulio Briccialdi", Italy); BA in Music (HKU)

  粵語（輔以英語及原文音樂詞彙）             HK$3,440              24小時（12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9月17日 星期日（6:30p.m.-8:30p.m.）

聲樂進階訓練  Advanced Vocal Training 

 2209-7741  scs-music@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510447-01 

本課程的內容包括培養良好的唱歌姿勢、肌肉訓練及協調、氣息運用、發聲、護聲、吐字技巧及掌握不同聲區的共鳴位置。學員透過正統的
美聲唱法訓練可以擴闊本身的音域、鞏固發聲技巧、美化音色、提升音準和演繹不同風格的作品。學員需具基本視譜能力及唱歌經驗或技巧。 
 （名額：16人）

  郭婉玲女士，MA Music (CUHK); BA Music (HKAPA); Dip ABRSM

  粵語（輔以英語）              HK$2,720               16小時（8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7月18日 星期二（7:00p.m.-9:00p.m.）

樂器教學法：理論與實踐  Instrument Pedag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2209-7741  scs-music@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510285-01 

本課程專為樂器導師而設，講授不同的樂器教學技巧，配合外國最常用的音樂教學法作理論基礎，讓學員瞭解各教學法的特色，在樂器教學
上實踐。此外，課程亦會講解較抽象的音樂概念、如何培養學生的節奏感和音樂感、研究樂器班的課堂設計、探討如何協助學生克服學習和
練習上的困難等。（名額：16人） 

  布朗晞先生，MA in Music (CUHK); PGDE(S) in Music (EdUHK); BA in Music (CUHK); ATCL

  粵語（輔以英語）             HK$1,910              12小時（6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7月26日 星期三（7:00p.m.-9: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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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閱譜法  Basic Scores Reading

 2209-7741  scs-music@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510284-02 

本課程的目的是讓學員掌握簡譜及五線譜的視譜入門方法，從而讀懂不同的音樂樂譜，鼓勵學員學習更多不同類型的樂曲。此外，導師亦會
講解基礎的樂理知識，如譜號、拍子概念、調性、運用sol-fa name理解旋律線條和轉調等，讓學員能將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到不同類型的樂器
或聲樂的學習中。（名額：20人） 

  余佩思女士，BA in Music (Voice), HKAPA; LTCL (Voice, Piano & Violin); ABRSM (Grade 8 Cello)

  粵語（音樂詞彙、曲目、歌詞等會以原文應用或輔助）             HK$1,240              9小時（6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8月14日 星期一（7:00p.m.-8:30p.m.）

人文學科  Humanities

批判思考的方法  Methods of Critical Thinking    

 2209-7741  scs-humanities@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60921-01

本課程希望幫助學員應付日常生活的思考問題，教導學員如何思考，釐清自己和別人的思緒，以思考為利器來攻破似是而非的言論。課程將
簡介思考的一般法則，使學員能對何謂正確的思維有所理解；進而再討論思考上常見的謬誤，讓學員能分辨好與壞的思考，並對站不住腳的
論述進行有力的反駁。（名額：25人）

  張銘豪先生（香港實踐哲學學會幹事）   粵語     HK$2,240        16小時（8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8月7日 星期一（7:00p.m.-9:00p.m.）

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2209-7741  scs-humanities@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60922-01

存在主義在20世紀時曾為風靡一時的哲學思潮，即使現時並非顯學，但它對文學、電影、神學等領域的影響無遠弗屆。本課程以存在主義的 
哲學家（尼采、祁克果、海德格、雅士培、馬塞爾、沙特及卡謬）為綱，探討存在主義的基本主張，闡釋不同哲學家對存在主義的詮釋。 
 （名額：25人）

  趙子明博士（香港實踐哲學學會幹事）   粵語     HK$2,240        16小時（8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7月12日 星期三（7:00p.m.-9:00p.m.）

馬克思哲學入門  Introduction to Marx's Philosophy    

 2209-7741  scs-humanities@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60923-01

資本主義為人類帶來了大量財富，大大提升了人類的物質生活水平，但同時亦製造了最大規模的貧富懸殊，以及人的異化與疏離。究竟資
本主義是怎樣的一種制度？為甚麼會如此成功？同時又產生了甚麼問題？本課程以深入淺出的方法簡介馬克斯學說的核心概念與思想。 
 （名額：25人）

  張銘豪先生（香港實踐哲學學會幹事）   粵語     HK$2,240        16小時（8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7月11日 星期二（7:00p.m.-9:00p.m.）

當代政治哲學議題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Issues    

 2209-7741  scs-humanities@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60924-01

本課程嘗試深入淺出地簡介社會政治哲學的基礎理論，從歷史脈絡中尋找現代不同的政治立場和理論之源頭，探討有關當代政治哲學的
不同議題，例如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不同的政治理論，同時亦會探討常見的政治議題，如自由、民主、公義等概念。 
 （名額：25人）

  張銘豪先生（香港實踐哲學學會幹事）   粵語     HK$2,240        16小時（8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9月19日 星期二（7:00p.m.-9:00p.m.）

35  新課程 
 New Programme   

  持續進修基金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 

  五十歲或以上優惠計劃  
 Discount scheme for age of 50 or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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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諮詢入門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Counselling    

 2209-7741  scs-humanities@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60925-01

自1980年代始，有關哲學諮詢的理論和實踐於歐美復興，伊壁鳩魯學派、懷疑學派和斯多亞學派的學說，再次受到青睞，並且出現了
正式執業的哲學諮詢師。本課程介紹哲學諮詢的基本原理及實踐方法，闡釋哲學諮詢怎樣可以幫助因思想困惑、心靈窘乏而感到煩憂的人。
 （名額：25人） 

  張銘豪先生、何紹源先生及盧傑雄博士（香港實踐哲學學會幹事）   粵語     HK$3,200   

   16小時（8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10月7日 星期六（2:00p.m.-4:00p.m.）

幸福的哲學  Philosophy of Well-being    

 2209-7741  scs-humanities@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460926-01

現今社會物質富裕，但越來越多人感到活在迷惘之中，生活並不快樂！是因為身在福中不知福？還是我們搞不清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本
課程將介紹心理學、社會學及哲學上不同的幸福定義，讓學員釐清幸福的概念，交流生活經驗，從而找出幸福的道路。（名額：25人） 

  何紹源先生和盧傑雄博士（香港實踐哲學學會幹事）   粵語       HK$1,120    

    8小時（4講）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2023年8月8日 星期二（7:00p.m.-9:00p.m.）

愛情的哲學思考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Love    

 2209-7741  scs-humanities@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60927-01

 「愛情」是人生一個最重要的經歷，卻在成長過程中最缺乏的一門學問！人只能從小說、電影、劇集、互聯網上了解情為何物，但到底什麼是
愛情呢？什麼是真愛？本課程旨在介紹哲學是如何解讀愛情， 從而反思愛情意義。（名額：25人）   

  張銘豪先生和何紹源先生（香港實踐哲學學會幹事）    粵語       HK$1,120    

    8小時（4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10月5日 星期四（7:00p.m.-9:00p.m.）

從死看生  Searching for the Essence of Life from Death    

 2209-7741  scs-humanities@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460928-01

死亡是人生一個重要、不可避免但又令人迷惑的事實。我們對死亡的觀念，影響著自身對生命的態度和人生價值的優次。本課程旨在「從死
看生」，從哲學、科學、心理學、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去探討生與死的問題，真誠地面對自我，從而使同學能更認識自我和生命的意義。 
 （名額：25人）   

  張銘豪先生和何紹源先生（香港實踐哲學學會幹事）    粵語       HK$1,120    

    8小時（4講）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2023年11月9日 星期四（7:00p.m.-9:00p.m.）

品味生活  Taste & Lifestyle

葡萄酒知識及品酒技巧  World Wines Knowledge and Guided Tasting Workshop       

 3111-7249   scs-health@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280131-01

在美食學裏，酒與佳餚配搭可以是變化萬千，紅葡萄酒一樣能發揮其魅力。本課程讓學員認識到世界主要葡萄酒品種、產區及等級外，亦會
提升品酒的技巧及鍛煉味感。

課程內容包括：（1）認識主要紅白葡萄酒品種；（2）認識世界各大產酒區，名牌酒莊及等級分別；（3）葡萄酒、各地產區、品牌正確的發音及
專業品酒的詞彙；（4）正確品嘗葡萄酒的技巧及侍酒的文化；（5）Blind Tasting（盲目測試）及Comparative Tasting（比較測試）之分；（6）怎樣
建立個人的餐酒品味；（7）餐酒酒標認識與解讀；（8）餐酒和美食配搭的金科玉律及（9）葡萄酒選擇與儲存。（提供紅、白酒試飲。）

*此課程只供年滿18歲或以上人士報讀。

  本院導師    粵語     HK$1,720         7.5小時（3講）   
   中環教學中心     請瀏覽學院網頁

瀏覽cuscs.hk查閱更多課程
More course information at cusc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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