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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包括三個中文寫作證書課程，皆為三個單元，單元一、二為
共通單元，幫助學員鞏固中文基礎、精煉文筆；單元三則分文體
深入講授，通過賞析、練習與討論，幫助學員提升寫作水平。

學員完成其中一個中文寫作證書課程後，如欲修讀同系列另外兩個
中文寫作證書課程，皆可以「認可學歷」申請入學，不需重複修讀 
單元一、二。

入學資格

• 香港中學會考中文科E級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第二級；或

• 同等學歷；或
• 年滿21歲。

申請人或須參加入學試。

  本院導師    粵語 

 80小時

  每學期開辦1-3個單元，各單元沒有指定修讀次序，學員可配合 

自己的時間表，於8-24個月內完成課程。

    尖沙咀教學中心

  本學期開辦單元及上課時間，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中文寫作證書系列
Certificate Programmes in Chinese Writing

中文散文與詩歌寫作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Chinese Prose and  
Poetry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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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233-302600-01

本課程為中文寫作愛好者而設，旨在提供系統培訓，幫助學員掌握
中文基礎知識及寫作各類散文及詩歌的技巧，提高作品的水平。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中文基礎及語法 20

二 中文寫作進階 20

三 散文與詩歌寫作 40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12/000695/2
登記有效期：25/0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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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121135
CEF課程名稱：中文散文與詩歌寫作證書

中文小說與劇本寫作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Chinese Novel  
and Script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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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232-302500-01

本課程為中文寫作愛好者而設，旨在提供系統培訓，幫助學員掌握
中文基礎知識及寫作各類小說及劇本的技巧，提高作品的水平。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中文基礎及語法 20

二 中文寫作進階 20

三 小說與劇本寫作 40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12/000694/2
登記有效期：25/0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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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121119
CEF課程名稱：中文小說與劇本寫作證書

中文商業及公關寫作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Chinese Business and Public 
Relation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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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232-302700-01 

旨在提供系統培訓，幫助學員掌握中文基礎知識及商業及公關文書
的寫作技巧，提高學員的溝通能力及工作成效。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中文基礎及語法 20

二 中文寫作進階 20

三 商業及公關寫作 40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12/000875/2
登記有效期：25/0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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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121062
CEF課程名稱：中文商業及公關寫作證書

中文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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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普通話文憑課程
Diploma Programme in Advanced Put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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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232-303400-01

本課程主要為已完成本院普通話證書課程（高級）之學員及具備同等
普通話水平的人士而設。課程前身是開辦了超過二十屆的「普通話
文憑課程」，新課程在語音、朗讀、說話、聽力四方面都根據學員
的需要，加入更具針對性的訓練，以求更有效地提高學員說普通話 
時的準確、自然、規範、流暢度，並為國家級及香港區的普通話 
公開考試作出最佳準備。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高級普通話語音訓練
 （對應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單音節詞、多
音節詞及選擇判斷部分）

45

二
高級普通話朗讀訓練
 （對應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朗讀部分） 60

三
高級普通話說話訓練
 （對應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說話部分） 60

四
高級普通話聽力訓練
 （對應香港考評局教師語文能力評核聆聽與
認辯部分）

35

評核與頒授

學員達到以下標準，可獲本院頒發「高級普通話文憑」。
• 出席率：各單元出席率達百分之七十，及
• 成績：各單元之考試及格。
入學資格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第二級，或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 /
普通話科E級（或同等學歷），或年滿21歲；

• 修畢本院普通話系列（高級）證書課程 或 具同等普通話水平者。
• 申請人或須參加入學口試。
  孟麗女士、林露女士、孫文冬女士（皆為國家級測試員）等

  普通話

 200小時
  每學期開辦1-4個單元，每個單元每星期上課一次。各單元沒有
指定修讀次序，學員可配合自己的時間表，每學期修讀1-2個
單元，於12-24個月內完成課程。

  另可報讀個別單元一至四，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尖沙咀教學中心

  本學期開辦單元及上課時間，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資歷級別：3
登記號碼：14/003497/L3
登記有效期：01/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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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級）。
CEF課程編號：38L142585

普通話證書系列
Certificate Programmes in Putonghua

師資優良而素有口碑。本系列課程在舊有的基礎上，配合目前學生
需要作出了調整，旨在通過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循序漸進地幫助
學員提高運用普通話交際溝通的能力。

課程結構

本系列分為三級課程：普通話證書課程（初級）、普通話證書課程 
 （中級）、普通話證書課程（高級）。每級分兩個階段，每階段三個月
完成，學員每次報讀一個階段。學員可按自身水平，從其中一個
階段開始修讀，如在24個月內完成同一級的兩個階段，可獲得該級
的證書。

入學資格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第二級，或中學會考中國語文/普通話
科E級，或同等學歷，或年滿21歲。

• 凡完成一個階段，通過評核、出席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學員， 
可升讀下一階段。

• 新生報讀初二級或以上須參加入學口試。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9月26日 星期二    報名費：HK$150

口試安排：截止報名日期後另行通知

  2023年10月開課，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普通話證書課程（初級）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Putonghua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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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233-304100-01 

旨在通過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幫助學員從漢語拼音開始有系統地
奠下良好的發音基礎，並循序漸進地培養運用普通話交際的能力。

課程內容

初級普通話一（39小時）
通過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幫助學員學習使用漢語拼音拼讀普通話
字詞，以此作為學習普通話的工具，並幫助學員提升使用普通話作
簡短對話的能力。

初級普通話二（41小時）
通過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幫助學員掌握常用詞語的普通話發音和
語調，並提升以普通話作簡短朗讀及對話的能力。

  本院導師

  2023年6月開課，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15/0030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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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124215
CEF課程名稱：普通話證書（初級）
 （2020年1月1日生效）

普通話  Put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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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證書課程（中級）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Putonghua (Inter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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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233-304200-01

旨在通過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幫助學員進一步掌握規範的普通話
語音和句式，在常見的交際場合與人溝通。

課程內容

中級普通話一（39小時）
通過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幫助學員提升運用語流音變的規律朗讀
普通話詞句，以及運用規範的句式表達普通話的能力。

中級普通話二（41小時）
通過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幫助學員提升以比較準確的普通話發音
和語調朗讀短文，以及在常見的交際場合與人溝通的能力。

  本院導師

  2023年6月開課，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15/003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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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124223
CEF課程名稱：普通話證書（中級）
 （2020年1月1日生效）

普通話證書課程（高級）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Putonghua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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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233-304300-01

旨在通過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幫助學員進一步提高語音的準確
度，並掌握較高文化層次的詞彙和多樣化的句式，進而增強在交際
場合與人溝通的效果。

課程內容

高級普通話一（39小時）
通過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幫助學員提升使用比較標準的普通話
語音和語調傳情達意的能力，以滿足社交需要、提升工作成效；並 
幫助學員理解較高文化層次的普通話詞彙和用語，學習給予恰當的 
回應。

高級普通話二（41小時）
通過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幫助學員學習根據個別場合的需要，
運用多樣化的普通話詞語和句式表達意念；以及在不同的社交或
工作場合以合乎文化習慣的方式與人流暢溝通。

  本院導師

  2023年6月開課，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15/003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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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124193
CEF課程名稱：普通話證書（高級）
 （2020年1月1日生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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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文
及
翻
譯

Languages &
 Translation

證
書
及
文
憑
課
程 

Certificate and D
iplom

a Program
m

es

初級英語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English (Elementary Level)

 3111-7253         scs-eng@cuhk.edu.hk   

Course Code: 232-392300-01  

This programme aims at providing basic English training for participants 
to build English skills for simple, functional purposes. It introduces the 
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and covers the four basic skills in English 
learning. Upon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me,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simple English structures and 
passage; express basic ideas, opinions and feelings; and communicate 
in simple English for daily use with reasonable clarity.

Module Title Hours

379106 Practical Oral English 20

369102 Practical Reading & Writing Skills 30

379104 English Phonetics 20

379101 Basic Listening Skills 15

359101 Basic English Grammar 30

Please refer to CUSCS website for details.

Admission Requirements: 
(1) Completion of secondary 3 education, or equivalent; or
(2) Aged 21 or above

Application Fee: HK$150

 CUSCS Instructors  June and September 2023

QF Level: 1
QR Registration No: 07/000555/1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05/05/2008 - On-going

中級英語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English (Intermediate Level)

 3111-7253         scs-eng@cuhk.edu.hk   

Course Code: 232-392400-01 

At intermediate level, the courses prepare participants for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rare complex and abstract structures and topics, as 
well as higher level English Skills in daily communication. It is designed 
for participants to further develop their foundation of English and 
prepare them for deeper enquiry in other areas of the language. Upon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me,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manage 
common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in daily life or work and develop 
confidence and useful strategies to express themselves.

Module Title Hours

359102 English Grammar 30

379105 Pronouncing English Accurately 20

379102 Improv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20

369104 Writing Skills Workshop 24

359104 English in Use 20

Please refer to CUSCS website for details.

Admission Requirements:
(1) Comple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or equivalent; or
(2) Aged 21 or above

Application Fee: HK$150

 CUSCS Instructors  June and September 2023

QF Level: 2
QR Registration No: 07/000556/2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05/05/2008 - On-going

 「在職英語寫作技巧」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English Writing Skills for the 
Workplace

 3111-7253         scs-eng@cuhk.edu.hk  

Course Code: 232-391500-01

This programme aims at consolidating participants’ knowledge 
of grammar and vocabulary; and enhancing their ability to write 
structured and reader-centred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of different 
types with an appropriate tone and style.

Upon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me,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employ a wider vocabulary to construct messages on different levels of 
complexity, and produce clear and correct writings to achieve a variety 
of purposes at work.

Module Title Hours

369102 Practical Reading & Writing Skills 30

359102 English Grammar 30

389104
Practical Written Communication  
for Business

30

389105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Writing Workshop

20

Please refer to CUSCS website for details.

Admission Requirements: 

(1) Comple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or equivalent; or
(2) Aged 21 or above

Application Fee: HK$150

 CUSCS Instructors   June and September 2023

QF Level: 2
QR Registration No: 07/000561/2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05/05/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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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EF Course Code: 38C117804
CEF Course Name: Certificate in English Writing Skills
for the Workplace

英語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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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英語會話技巧」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for 
the Workplace

 3111-7253         scs-eng@cuhk.edu.hk  

Course Code: 232-391400-01

This programme aims at equipping participants with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kills; enhancing their ability to deliver clear and 
structured messages with an appropriate tone; and building their 
confidence in speaking through improved accuracy.

Upon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me,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handle a wide range of work scenarios, and improve their use 
of language for various practical functions at work. With focused 
training, their pronunciation and accuracy will be enhanced for better 
communication.

Module Title Hours

389108 English for O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30

379105 Pronouncing English Accurately 20

379102 Improv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20

379104 English Phonetics 20

389112 Practical Spoken English for the Office 24

Please refer to CUSCS website for details.

Admission Requirements: 

(1) Comple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or equivalent; or
(2) Aged 21 or above

Application Fee: HK$150

 CUSCS Instructors   June and September 2023

QF Level: 2
QR Registration No: 07/000559/2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05/05/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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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EF Course Code: 38C117790
CEF Course Name: Certificate in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for the Workplace

職場英語及溝通證書課程（中級）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Workplace English and 
Communication (Intermediate)

 3111-7253         scs-eng@cuhk.edu.hk  

Course Code: 233-392800-01

This programme aims at equipping participants with better English 
language and gene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performing effectively 
in the workplace. On one hand, participants can develop core 
English skills to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professionally and clearly 
at work.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an put their English skills in us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they learn from theor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psychology.

Module Title Hours

389104
Practical Written Communication for 
Business

30

390137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Self

20

390138
Making Social Psychology Work in 
Communication

20

359106 English Grammar Workshop 20

Please refer to CUSCS website for details.

Admission Requirements: 

(1) Comple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or equivalent; or
(2) Aged 21 or above

Application Fee: HK$150

 CUSCS Instructors   September 2023

QF Level: 3
QR Registration No: 16/000995/L3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07/12/2016 - On-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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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課程進修階梯

證書課程 短期課程 日本語能力試驗

日漢翻譯證書課程

日語證書課程（高級）

日語證書課程（中級）

日語證書課程（基礎）

日漢翻譯概論

日本語能力試驗N2
預備班

N2

N3

N4

N5

日本語能力試驗N3
預備班

日本語能力試驗N4
預備班

日語發音班

  速成日語（一）

基礎（一）日語會話 
聽解練習

  中學生日語（一）

基本旅遊日語

日本語能力試驗N5
預備班

日語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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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漢翻譯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Japanese-Chinese Translation

 3111-7253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321600-01

本課程通過系統講授和訓練，幫助學員掌握把日文翻譯成中文的
基本原則和技巧、了解日漢語言文化的差異，並且應用在常見的
翻譯文本上。

課程內容

單元 名稱 學時

一 日漢翻譯概論 30

二 中日語言文化比較 30

三 高級日語句式翻譯工作坊 20

四 商務翻譯 20

五 動漫翻譯 20

評核與頒授

學員達到以下標準，可獲本院頒發「日漢翻譯證書」
• 各單元出席率達百分之七十；及
• 各單元成績及格。
入學資格

• 日本語能力試驗N2級（或2010年1月1日前：二級）及格（需出示
及格證明）；及完成中學課程，或同等學歷；或年滿21歲；或

• 修畢本院日語證書課程（高級）、現代日語高級文憑課程或應用
日語高級文憑課程；

修讀限期：修讀期限為三年

開課日期：2023年10月12日 星期四

報名費：HK$150

課程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www.cuscs.hk。

資歷級別：3

登記號碼：16/000658/L3

登記有效期：06/07/2016 至登記持續有效

日語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s in Japanese
教授日語拼音書寫系統、發音方法、日常問候語、存在句、數詞及
基本量詞，並講述形容詞與動詞的基本應用。

課程結構

課程分基礎、中級及高級，共八個階段分四年完成。每學期舉行
四次測驗，學員完成每階段後須參加期末考試，有系統及有效地
幫助學員掌握日語。

* 本院在有需要情況下，有權更改原定課程的導師、上課時間、地點
及內容。

入學資格

• 完成中學課程或同等學歷。（新生報名時必須附上中五或以上學歷
證明文件副本一份。本課程舊生免交學歷副本。）；或

• 年滿21歲。
•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課程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www.cuscs.hk。

修讀限期：三或四年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7月24日 星期一（基礎（二）或以上）；
 2023年8月5日 星期六（基礎（一））

入學試（筆試）日期：
基礎（一）免入學試
基礎（二）或以上：2023年8月5日（星期六）或由學院另行安排

報名費：HK$150（升班學員免報名費）

* 學費及報名費會在課程確定成班後才入賬，入賬前恕不另行通知。
已繳學費恕不退還。如人數不足無法成班則不入賬。

日語證書課程（基礎）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Japanese (Basic Level)

 3111-7253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321000-01

本部分課程分四個階段，共246小時。

第一階段：日語基礎（一）54小時
教授日語拼音書寫系統、發音方法、日常問候語、存在句、數詞及
基本量詞，並講述形容詞與動詞的基本應用。

第二階段：日語基礎（二）64小時
講述形容詞與動詞的種類、變化及應用，並論述助詞的基本用法。
語法方面相當於日本語能力試驗N5水平。

第三階段：日語基礎（三）64小時
著重講解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句型，例如引用句、嗜好、可能、希望、
經驗、許可、推量、傳聞等的表達方法。

第四階段：日語基礎（四）64小時
著重講述較複雜的句型，例如原因、理由、假定、授受關係、被動、
使役被動，以及敬語。相當於日本語能力試驗N4水平。

  本院導師

 2023年8-9月開課，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07/000564/2

登記有效期：05/05/2008 至登記持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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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證書課程（中級）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Japanese (Intermediate Level)

 3111-7253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21100-01

本部分課程分兩個階段，共128小時。

第一階段：中級日語（一）64小時
本階段之目標是協助學員明白書面日語與口語日語的分別。通過
選讀淺易適中的文章，溫習基礎階段所學過的句型和文法，另透過
作文及課堂演說，練習如何應用基礎階段所學過的文法。課程並
教導學員各種日語文體和用法。本階段課程由資深香港人教師或
日籍教師擔任主講。學員需自行購買教科書。

第二階段：中級日語（二）64小時
本階段旨在協助學員掌握日語較複雜的句型，內容為通過選讀長短
適中的文章，溫習較複雜的句型、語法以及其應用。側重授受關係
句、較複雜的指示代名詞和疑問詞的綜合練習。學員藉作文及課堂
演說，加強講寫的表達能力。本階段課程由資深香港人教師或日籍
教師擔任主講。學員需自行購買教科書。

  本院導師

  2023年8月開課，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07/000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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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級）。
CEF課程編號：38C117820
CEF課程名稱：中級日語證書（in Japanese）

日語證書課程（高級）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Japanese (Advanced Level)

 3111-7253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21200-01

本部分課程分兩個階段，共128小時。

第一階段：高級日語（一）64小時
本階段以日本語能力試驗N3至N2水平為目標，提高學員理解語法的
能力，並使其能接觸與日常生活有關的日語。文法方面側重較複雜
的使役句、被動句、使役被動句的綜合練習。寫作方面著重訓練
學員的思考，並能透過文字表達自己的意見。本階段課程由日籍
教師擔任主講。學員需自行購買教科書。

第二階段：高級日語（二）64小時
本階段以日本語能力試驗N2水平為目標，提高學員理解語法的
能力，並透過學習日常生活日語，使學員能在不同場合運用適當
日語作為溝通工具。文法方面側重形式名詞和複合助詞的綜合
練習。寫作方面著重訓練學員表達較複雜的意見。本階段課程由
日籍教師擔任主講。學員需自行購買教科書。

  本院導師

  2023年8月開課，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07/000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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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級）。
CEF課程編號：38C117839
CEF課程名稱：高級日語證書（in Japanese）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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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文
及
翻
譯

Languages &
 Translation

證
書
及
文
憑
課
程 

Certificate and D
iplom

a Program
m

es

韓語課程進修階梯

證書課程 短期課程 網上課程 韓國語能力考試

中高級應用韓語

中級應用韓語

基礎應用韓語

高級韓語
溝通技巧1-8

傳譯入門2

韓語文法在線
高級2

韓語說上口 
（高級）

傳譯入門1

韓語文法在線 
高級1

韓語說上口 
（中高級）

韓語文法在線
中級2

韓語文法在線
中級1

中學生韓語2

韓語說上口 
（中級）

韓語文法在線
初級2

TOPIK II
（3~6級）

中學生韓語1

韓語說上口 
（初級）

韓語文法在線
初級1

TOPIK I 
（1~2級）

5級~6級

4級

3級

2級

1級

高級應用韓語

韓語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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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韓語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s in Applied Korean
課程結構

課程分基礎、中級、中高級及高級四級，共12個階段，有系統及
有效地幫助學員掌握韓語。每學期有一次測驗及一次口試，學員
完成每階段後須參加期末考試。

入學資格

• 中五程度（或同等學歷）及年滿18歲。（新生報名時必須附上中五
或以上學歷證明文件副本一份。本課程舊生免交學歷證明文件
副本。）；或

• 年滿21歲。

修讀限期

每個證書課程修讀限期為兩年

註一：本院在有需要情況下，有權更改原定課程之導師、上課
時間、地點及內容。

註二：學費及報名費會在課程確定成班後才入賬，入賬前恕不另行
通知。如人數不足無法成班則不入賬。

註三：學員需自行購買教科書（詳情另行通知）
註四：課堂授課以韓語為主，或會輔以粵語、英語或普通話

開課日期：2023年9月

入學試（筆試）日期：由學院另行安排

報名費：HK$150（升班學員免報名費）

基礎應用韓語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Basic Applied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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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233-343000-01

基礎程度分三個各為期52小時，合共156小時的階段，約需一年至
一年半完成。

第一階段︰基礎應用韓語1（52小時）

 （1） 韓國字母拼音書寫系統、發音方法等基礎韓語知識
 （2） 基礎韓語文法，包括韓語敬體和常體的說、寫法
 （3） 有關日常生活、存在與否、天氣、數字及日期等基本概念

第二階段︰基礎應用韓語2（52小時）

 （1） 一些常用句型，例如含敬意的詞尾及時態的句子
 （2） 在各種不同場合下提出要求，例如在餐廳內、百貨公司內、

火車站等等
 （3） 在韓國人慢慢清楚說話的情況下，能夠跟他們作簡單日常溝通

第三階段︰基礎應用韓語3（52小時）

 （1） 更多句型，以及更多助動詞和複合動詞
 （2） 閱讀和寫作含關係從句和副詞從句的複句
 （3） 事先作好準備，預習特定題目的情況下作精簡的演說、口頭報告

  本院導師        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13/000253/L2
登記有效期：01/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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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142531

中級應用韓語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Intermediate Applied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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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233-343100-01

中級程度分三個各為期52小時，合共156小時的階段，約需一年至
一年半完成。

第一階段︰中級應用韓語1（52小時）
本課程重要語法學習：使役形、名詞修飾語（過去式）、對比句、
輔助結句形式及複合動詞。

第二階段︰中級應用韓語2（52小時）
學員將透過本課程進一步提升韓語能力，並能夠以韓語流利溝通。
本課程重要語法學習：結句形式、使役表現、及如何以韓語表達
感情等。課程亦會涉及多方面的韓國文化和生活。

第三階段︰中級應用韓語3（52小時）
本課程旨在令學員在某程度上能夠靈活運用目前所學到的韓語，
去處理更多複雜的情況，學員將能透過閱讀、觀賞電影、交談等
進行自修，成為韓語自學者。課程包括比較及陳述意見、表達
關心、表達經驗、程度副詞、動詞不規則的用途、寫敘事記錄、
間接表達、 「banmal」的表達法（對晚輩所用的說話方式）。

  本院導師   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13/000254/L2
登記有效期：01/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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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14254A

中高級應用韓語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Upper-Intermediate  
Applied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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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233-343200-01

中高級程度分三個各為期52小時，合共156小時的階段，約需一年至
一年半完成。

第一階段︰中高級應用韓語1（52小時）
 （1） 聆聽及撮寫說明文等文章、情報的確認
 （2） 多種間接敘述的表現
 （3） 被動形式（使役動詞）
 （4） 學習「理由」、「意志」、「雖然」、「即使」等等的文型

第二階段︰中高級應用韓語2（52小時）
 （1） 學習多種詞尾、被動及使役句型
 （2） 運用連接詞尾作特殊表現
 （3） 描述性輔助動詞、婉委說法、意圖
 （4） 希望、條件、意圖、悔恨、時間經過、不滿、推測的表達
 （5） 確定意圖、不完全的拒絕、懷疑動機、提供意見、道歉、辯護

第三階段︰中高級應用韓語3（52小時）
學員將學習更複雜的會話模式及文法，課程並涉及絕大部份三級韓語
能力試程度的文法語彙，及作為四級能力試的預備課程。修畢本課程
後，學員具備在韓國生活的基本溝通能力。

  本院導師        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13/000255/L2
登記有效期：01/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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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14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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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應用韓語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Advanced Applied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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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233-343300-01

高級程度分三個各為期52小時，合共156小時的階段，約需一年至
一年半完成。

第一階段︰高級應用韓語1（52小時）
本課程透過閱讀、書寫、聆聽、會話四方面，提升高級韓語學習者
運用韓語的流利程度，學員可於本課程學習到更多高級韓語文法及
表現。本課程適合修畢本院中高級韓語證書課程，或已學習韓語約
450小時，或於中級韓國語能力試（三級）中取得合格的學員報讀。

第二階段︰高級應用韓語2（52小時）
本課程透過閱讀、書寫、聆聽、會話四方面，提升高級韓語學習者
運用韓語的流利程度，學員可於本課程學習到更多高級韓語文法及
表現。本課程適合修畢本院「高級應用韓語1」課程，或已學習韓
語約500小時，或於中級韓國語能力試（三級）中取得合格的學員 
報讀。

第三階段︰高級應用韓語3（52小時）
本課程透過閱讀、書寫、聆聽、會話四方面，提升高級韓語學習者
運用韓語的流利程度，學員可於本課程學習到更多高級韓語文法及
表現。本課程適合修畢本院「高級應用韓語2」課程，或已學習韓
語約550小時，或於中級韓國語能力試（三級）中取得合格的學員 
報讀。

  本院導師   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www.cuscs.hk。

資歷級別：2
登記號碼：13/000256/L2
登記有效期：01/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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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142566

法語  French

基礎法語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Basic French

 3111-7253         scs-euro@cuhk.edu.hk   

Course Code: 232-340140-01

This programme is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engage in interactions 
with French speakers for a variety of purposes and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use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appropriate forms for participating 
in simple conversations; produce basic expressions on a variety of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topics; interpret simple written and 
spoken French on different topics and manifest growing awareness 
of the cultural influences shaping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the French 
speaking world;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rench culture and 
how to interact with French people in daily activities.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me,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read 
and write informational texts on everyday topics in French; apply a 
basic knowledge of the culture and geography of the French speaking 
world; and use a wide range of largely routine and well practiced skills 
for communicating in familiar contexts.

Programme Structure

Module Title Hours

340105 Basic French I 45

340107 Basic French II 45

340119 Basic French III 45

Admission Requirements: 

1. Comple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or equivalent; or
2. Aged 21 or above

Application Fee: HK$150

 CUSCS Instructors

 English and French

  All the courses must be completed within three years (starting 
from the commencement date of Basic French I.)

  July and October/ November 2023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school website: www.cuscs.hk

QF Level: 2
QR Registration No: 17/000358/L2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29/03/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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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EF Course Code: 38C14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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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Chinese

中文基礎及語法  Chinese Language Essentials and Grammar

 3111-7273  scs-chi@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00570-01 

課程旨在鞏固學員的中文基礎知識，培養學生辨析字、詞、句寫法用法的能力，從而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
內容包括詞的分類、詞組的結構類型、句子分析、句子的特殊成份、句子的語氣（疑問、肯定、否定和強調）、標點符號的作用和特性、
錯別字與簡體字、中文歐化問題等。本課程是中文寫作證書課程單元一，亦歡迎有興趣人士以短期課程形式修讀。

  本院導師       粵語       HK$2,000      20小時（8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7月5日 星期三（7:00p.m.-9:30p.m.）

中文寫作進階  Advanced Chinese Writing

 3111-7273  scs-chi@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00571-01

課程旨在教授中文遣詞用字的技巧，通過學習詞語的運用，引導學員根據表達需要，選用準確和恰當的修辭與表達技巧，豐富使用詞彙能
力，加上修習句子的錘鍊、句式的選擇、語言風格的配合，增進文采，精確地表情達意，提高文章的傳意效果。本課程是中文寫作證書課
程單元二，亦歡迎任何有興趣人士以短期課程形式修讀。

  蔡益懷博士    粵語      HK$2,000      20小時（8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7月10日 星期一（7:00p.m.-9:30p.m.）

小說與劇本寫作  Chinese Novel and Script Writing

 3111-7273  scs-chi@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300572-01

透過賞析短篇小說與劇本、寫作練習以及課堂討論，幫助學員提高創作小說與劇本的能力。內容包括短篇小說與戲劇劇本的文體特點、 
創作理論、創作題材取捨、結構及情節之推展、人物造型設計、語言對白之運用、分場的處理、劇力的鋪張與伏筆等。本課程是中文寫作
證書課程單元三，亦歡迎任何有興趣人士以短期課程形式修讀。

  楊興安博士     粵語       HK$4,000      40小時（16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10月13日 星期五（7:00p.m.-9:30p.m.）

商業及公關寫作  Chinese Business and Public Relations Writing

 3111-7273  scs-chi@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300574-01 

課程旨在讓學員了解明白商業公關文書寫作規範及要求，指導學員能從事相關文書撰作，增進學員中文寫作能力，解決商業社會需求。內容
包括應用文基本概念，書信特色及結構，分為商業文書及公關文書兩個部分。本課程是中文寫作證書課程單元三，亦歡迎任何有興趣人士以
短期課程形式修讀。

  楊興安博士    粵語      HK$4,000     40小時（16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10月10日 星期二（7:00p.m.-9:30p.m.）

危機傳訊及策略寫作  Crisis Communication and Strategic Writing

 3111-7273  scs-chi@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300584-01 

在社會之中危機決不可能避免？本課程將以互動教學形式，通過真實案例講解危機的成因及發展，讓學員能掌握在危機中公關傳訊的技巧及
有效地應對持份者的訴求，以及分析危機傳訊策略的優劣。此外，導師將教導學員如何在危機處理的前期及後期撰寫公關文案。

  Ms. Beata Cheung    粵語（輔以英語）     HK$3,000      20小時（8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9月5日 星期二（7:00pm-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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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入門（I） Introduction to Cantonese (I)

 3111-7273  scs-chi@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00242-01 

本課程以操普通話人士為教學對象，教授的是香港人說的廣州話，也就是香港話。主要訓練學員的日常生活口語表達，並介紹香港話的語言
知識，幫助學員掌握語音系統，認識香港話的各種詞彙和語法現象，同時介紹日常生活中各類基本的交際用語及工作中的職業用語。
申請者需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香港學生簽證或進入許可。（例如俗稱單程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往港澳通行證、簽證身份書等）

  本院導師    普通話及粵語     HK$2,080      20小時（10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8月8日 星期二（7:00p.m.-9:00p.m.）

辦公室實用普通話  Practical Putonghua for the Office

 3111-7273  scs-pth@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00122-01 

課程內容以情景對話的形式設計，重點內容包括從應徵面試到日常工作；從接待客人、安排商務公幹到宴會以及參觀、購物；從深港商務政
策、交通網絡到各地名稱、景點；從文書、軟件到網絡營商；從日常商務及辦公室用語到金融財務詞彙等，務求提升學員廣泛的應用能力，
即學即用。適合具初級普通話程度的人士 。

  本院導師    普通話     HK$2,080      24小時（8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8月7日 星期一（7:00p.m.-10:00p.m.）

高級普通話說話訓練  Advanced Putonghua Speaking Skills

 3111-7273  scs-pth@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03403-01

本課程對應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說話部分。旨在通過多樣化的說話活動，幫助學員在沒有文字憑藉的情況下，以普通話自然流暢地與人
交談溝通，並以規範的普通話語音、詞彙、句式進行多種形式的單向演講。本課程是高級普通話文憑課程單元三，亦歡迎有興趣人士以短期
課程形式修讀。

  孫文冬老師     普通話      HK$6,800     60小時（15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8月20日 星期日（9:00a.m.-1:00p.m.）

英語  English

雅思（IELTS）預備課程  IELTS Preparation Course

 3111-7253  scs-eng@cuhk.edu.hk Course Code: 232-390243-01

The course aims to familiarize participants with the format of IELTS and what it involves, with a strong focus on useful examination skills. Emphasis 
will be placed on the drilling of four skill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his course is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those who need an all-round 
training for doing well in the IELTS exam. 

  CUSCS Instructor      English (supplemented with Cantonese)        HK$4,400       30 hours (10 sessions)   

    Tsim Sha Tsui Learning Centre      6 August 2023, Sunday (10:00a.m.-1:00p.m.)

基礎英語文法  Basic English Grammar

 3111-7253  scs-eng@cuhk.edu.hk Course Code: 233-359101-01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those who have elementary knowledge, but expect a better mastery of accurac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USCS Instructor        English         HK$2,850         30 hours (10 sessions)   

    Tsim Sha Tsui Learning Centre      13 September 2023, Wednesday (7:00p.m.-10: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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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法工作坊  English Grammar Workshop

 3111-7253  scs-eng@cuhk.edu.hk Course Code: 232-359106-01

This course will cover grammar topics or items that participants find difficult to use at work or in different communicative setting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bring in real-life language samples for discussion and practice. Topics include: Synonyms and confusing  words; Phrasal verbs; Modal 
expressions; Structures for emphasis; Adverbials to package information; Formal vs informal language.  

  CUSCS Instructor              English              HK$2,700              20 hours (10 sessions)              Central Learning Centre 

   9 June 2023, Friday (7:00p.m.-9:00p.m.)

商用英語會話  English for O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3111-7253  scs-eng@cuhk.edu.hk Course Code: 232-389108-01

This course will help participants communicate better in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that include dealing with overseas visitors: greetings, 
introducing the company, presenting key information, and socialising.   

  CUSCS Instructor              English              HK$2,850              30 hours (10 sessions)              Tsim Sha Tsui Learning Centre 

   7 June 2023, Wednesday (7:00p.m.-10:00p.m.) 

辦公室實用英語會話  Practical Spoken English for the Office

 3111-7253  scs-eng@cuhk.edu.hk Course Code: 233-389112-01

This course aims at helping participants to build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at work by developing essential functional skills such as greeting 
and receiving visitors, offering assistance in common work scenarios, handling requests and complaints,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ding to 
instructions, giving opinions, and making suggestions 

  CUSCS Instructor              English              HK$2,150              24 hours (12 sessions)              Tsim Sha Tsui Learning Centre

   13 September 2023, Wednesday (7:00p.m.-9:00p.m.)  

寫作技巧工作坊  Writing Skills Workshop

 3111-7253  scs-eng@cuhk.edu.hk Course Code: 233-369104-01

The course aims at helping participants develop writing skills by analysing and responding to a variety of written work; practising logical and 
coherent writing in the right tone and applying a wider variety of structures in expression. 

  CUSCS Instructor              English              HK$2,250              24 hours (12 sessions)              Tsim Sha Tsui Learning Centre

   26 September 2023, Tuesday (7:00p.m.-9:00p.m.)  

活用社會心理學  Making Social Psychology Work in Communication

 3111-7253  scs-eng@cuhk.edu.hk Course Code: 233-390138-01

This course aims to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topics in social psychology by demonstrating their practical and applied sues in 
various work-based scenarios that involve networking, group processe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self-develop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CUSCS Instructor              English              HK$2,850              20 hours (8 sessions)              Tsim Sha Tsui Learning Centre

   27 September 2023, Wednesday (7:00p.m.-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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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  Japanese

速成日語（一）Practical Japanese Part I                                                                      

 3111-7277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3-320101-01
       （乙班）233-320101-02 

本課程旨在於短期內訓練學員運用及掌握日常會話及句型結構的能力，注重不同場合之會話應對。參加者無須具有日語知識 。

  本院導師    日語及粵語      HK$2,540      30小時（10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10月10日 星期二（7:00p.m.-10:00p.m.） 
  乙班：2023年10月13日 星期五（7:00p.m.-10:00p.m.）

基礎（一）日語會話聽解練習  Japanese Conversation and Listening (Basic I Follow-up)  

 3111-7277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甲班）233-320105-01 
       （乙班）233-320105-02 
       （丙班）233-320105-03

本課程適合已修畢本院日語證書課程第一階段或已修讀日文約50小時者。透過基礎第一階段的聽解、會話和文型的練習  ，學員可一方面複習
基礎第一階段的語法，另一方面提高學員的聽力和表達能力。

  本院導師    日語及粵語     HK$1,380     12小時（8講）

   甲班及丙班：尖沙咀教學中心           甲班：2023年9月19日 星期二（7:30p.m.-9:00p.m.） 
  乙班：中環教學中心        乙班：2023年9月21日 星期四（7:30p.m.-9:00p.m.）
            丙班：2023年9月23日 星期六（2:00p.m.-3:30p.m.）

基本旅遊日語  Basic Japanese for Travelers                                                                        

 3111-7277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20123-01

本課程為準備前往日本旅遊人士而設。課程透過互動的會話練習及角色扮演，教授有關旅遊的實用詞彙和句子。例如購物、餐飲、公共交通
工具資訊，常用詢問方法與技巧 ，讓學員於旅遊期間盡情探索。

  本院導師    日語及粵語     HK2,360     18小時（6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7月22日 星期六（2:00p.m.-5:00p.m.）

日漢翻譯概論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Chinese Translation

 3111-7277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321601-01

為沒有接觸過翻譯的學員提供日漢翻譯的基本知識和技巧訓練。課程幫助學員了解翻譯的標準、翻譯過程以及各種翻譯考試，並通過句子和
段落的翻譯練習，幫助學員掌握把日文翻譯成中文的方法和技巧。學員須持有日本語能力試驗N2級或二級及格（報名時需出示及格證明）。

  本院導師     日語及粵語      HK$3,260       30小時（10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10月12日 星期四（7:00p.m.-10:00p.m.）

日語發音班  Japanese Pronunciation Course

 3111-7277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20104-01

課程由資深華籍日語導師任教，由淺入深，從基本教授學員各種日語發音細節，透過大量日語口語發音練習，讓學員掌握多種日語發音 
技巧，改善並提升日語口語表達能力。建議已學習日語約120至300小時的日語學習者報讀（日本語能力試驗N5-N4水平）

  黃昭基老師     日語及粵語       HK$2,640      30小時（10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8月10日 星期四（7:00pm-10:00pm）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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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文
及
翻
譯

Languages &
 Translation

語
文
及
翻
譯

Languages &
 Translation

精
選
短
期
課
程 

Selected G
ener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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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能力試驗N5預備班  JLPT N5 Preparation Course

 3111-7277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320184-01 

本課程適合應考日本語能力試驗N5的日語學習者。透過導師分析和指導，加上文法重點以及應付聽解題目的針對性練習，讓學員更了解日
本語能力試驗N5的考試難點，提升答題技巧，取得好成績。

  本院導師       日語及粵語      HK$1,700      18小時（6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9月25日 星期一（7:00p.m.-10:00p.m.）

日本語能力試驗N4預備班  JLPT N4 Preparation Course

 3111-7277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320185-01

本課程適合應考日本語能力試驗N4的日語學習者。透過導師分析和指導，加上文法重點以及應付聽解題目的針對性練習，讓學員更了解 
日本語能力試驗N4的考試難點，提升答題技巧，取得好成績。

  本院導師      日語及粵語     HK$1,700     18小時（6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10月12日 星期四（7:00p.m.-10:00p.m.）

日本語能力試驗N3預備班  JLPT N3 Preparation Course

 3111-7277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320186-01 

課程適合應考日本語能力試驗N3的日語學習者。透過導師分析和指導，加上文法重點以及應付聽解題目的針對性練習，讓學員更了解日本
語能力試驗N3的考試難點，提升答題技巧，取得好成績。

  本院導師      日語及粵語     HK$3,000     30小時（10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9月13日 星期三（7:00p.m.-10:00p.m.）

日本語能力試驗N2預備班  JLPT N2 Preparation Course

 3111-7277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320187-01 

本課程適合應考日本語能力試驗N2的日語學習者。透過導師分析和指導，加上文法重點以及應付聽解題目的針對性練習，讓學員更了解 
日本語能力試驗N2的考試難點，提升答題技巧，取得好成績。

  本院導師       日語（或輔以粵語）           HK$3,000      30小時（10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9月13日 星期三（7:00p.m.-10:00p.m.）

中學生日語（一） Middle School Japanese (Part 1)

 3111-7277  scs-jap@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20145-01 

本課程對象為香港中一至中六學生。日本文化已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學生透過接觸異國文化，對其成長及擴濶視野有莫大的幫助。
本課程之教學主題圍繞著日本學生生活實況，讓學員能認識日本學生生活情況從而活學日語。學員報名時須出示學生證。

  本院導師       日語及粵語                       HK$1,890      22.5小時（9講）    尖沙咀教學中心 

   2023年7月25日 星期二、五（10:30am-1:00pm）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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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短期課程  Selected General Courses
語
文
及
翻
譯

Languages &
 Translation

語
文
及
翻
譯

Languages &
 Translation

精
選
短
期
課
程 

Selected G
eneral Courses

韓語  Korean

高級韓語溝通技巧 2  Advanced Korean Communication Skills 2         

 3111-7273  scs-kor@cuhk.edu.hk 課程編號：233-341302-01 

本課程是為韓語上級學員開設的課程，程度相當於韓語能力試（TOPIK）4至6級。報讀本課程的學員須已修讀韓語約600小時。課程會使用首爾
大學韓國語5A為教材，練習高級韓語的口語、聽力、閱讀和寫作能力。

  本院導師     韓語（輔以英語）      HK$4,410       45小時（15講）     CUSCS教學中心

   2023年9月8日 星期五（2:30p.m.-5:30p.m.）

中學生韓語（一） Middle School Korean (1)         

 3111-7273  scs-kor@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40249-01 

本課程為有意應考中學文憑試（DSE）韓語科的中學生而設。韓國流行文化已經成為香港年輕人生活的一部分，學生在中學時期開始接觸韓國
語言及文化，加深對韓國文化的興趣和理解，將會是寶貴的學習經驗。由2025年起，韓語成為中學文憑試（DSE）應試科目。本課程旨在有
系統地教授韓語字母、文法、句型、以及日常生活的韓語會話應對，由淺入深掌握更高級的韓語。加強鍛鍊韓語運用能力，為應付考試打好 
基礎。

  本院導師     韓語及粵語     HK$3,100      32小時（11堂，首堂2小時）      CUSCS教學中心 

   2023年7月20日 星期一及四（10:00a.m. - 1:00p.m.）（第一節課2小時）

韓國語能力考試備試班 I（1-2級）（網上實時課程） E-TOPIK I  (Real-time online course)         

 3111-7273  scs-kor@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33005-01 

E-TOPIK Ι是網上實時授課的課程，幫助學員備戰TOPIK（韓國語能力考試），以便準備入讀韓國大學或在韓國公司工作，此外也讓修讀的學員
重點複習韓語初級及中級的文法。本課程將分析過往TOPIK的試題（包括聽解和讀解），介紹TOPIK中經常使用的語法，詞彙以及其同義詞和反
義詞等，使學員能夠更快更有效地閱讀及理解文章，並回答問題。

  本院導師     韓語（輔以英語）     HK$2,100      18小時（12講）      實時網絡授課（Zoom） 

   2023年7月17日 星期一（8:30p.m.-10:00p.m.）

韓國語能力考試備試班 II（3-6級）（網上實時課程） E-TOPIK II (Real-time online course)         

 3111-7273  scs-kor@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33007-01 

本課程為網上實時課程，專為準備TOPIK 3-6級的學員而設，透過分析和練習TOPIK過往試卷及題目類型，幫助學員應付考試及獲取理想成績。
學員可透過本課程學習各種應試所需文法、詞彙、表達、閱讀理解技巧，並且學習如何於有限時間內寫出韓語長短文章。

  本院導師     韓語（輔以英語）     HK$2,520      18小時（12講）      實時網絡授課（Zoom） 

   2023年7月17日 星期一（8:30p.m.-10:00p.m.）

韓語說上口（中級） Speak Up Korean (Intermediate)      

 3111-7273  scs-kor@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33002-01 

不少學習韓語的學生因缺乏說話機會，而對運用韓語溝通失去自信。本課程為網上遙距學習課程，目的為提高韓語說話能力，改善發音和
語調等技巧，從而加強對韓語溝通的信心。課程分為初級、中級、中高級和高級四個程度。學生與老師以小組形成（每班不多於6名學生）
進行每次1小時的課堂。學生可以透過韓國現實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情景，學習更多更地道的詞彙，表達方式和語法。

  本院導師      韓語（輔以英語）       HK$1,470       8小時（8講）       實時網絡授課（Zoom）

   2023年8月6日 星期日（10:30a.m.-11: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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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語說上口（高級） Speak Up Korean (Advanced)     

 3111-7273  scs-kor@cuhk.edu.hk 課程編號：232-333004-01 

不少學習韓語的學生因缺乏說話機會，而對運用韓語溝通失去自信。本課程為網上遙距學習課程，目的為提高韓語說話能力，改善發音和
語調等技巧，從而加強對韓語溝通的信心。課程分為初級、中級、中高級和高級四個程度。學生與老師以小組形成（每班不多於6名學生）
進行每次1小時的課堂。學生可以透過韓國現實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情景，學習更多更地道的詞彙，表達方式和語法。

  本院導師      韓語（輔以英語）       HK$1,470       8小時（8講）       實時網絡授課（Zoom）

   2023年8月1日 星期二（8:30p.m.-9:30p.m.）

西班牙  Spanish

初級西班牙語 I  Basic Spanish I         

 3111-7253  scs-euro@cuhk.edu.hk Course Code: 233-340401-01 

It is a beginner's course which introduces simple vocabulary and basic grammar. It helps participants to use simple expressions to communicate 

in Spanish. 

  CUSCS Instructor       Spanish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HK$4,300       45 hours (18 sessions)    

    Central Learning Centre      20 September 2023, Wednesday (7:00p.m.-9:30p.m.)  

俄語  Russian 

初級俄語一  Basic Russian I         

 3111-7253  scs-euro@cuhk.edu.hk Course Code: 233-340611-01 

This course is offered to students with no prior knowledge of Russian. The course aims at giv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simple grammar and 

syntaxes areas of Russian, developing basic vocabulary and enabling students to use Russian in simple and familiar everyday situations. Elementary 

writing skills and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culture are introduced at this stage as well. 

  CUSCS Instructor       Russian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HK$4,100       45 hours (15 sessions)    

    Central Learning Centre      9 September 2023, Saturday (2:30p.m.-5:30p.m.)  

阿拉伯語  Arabic 

初級阿拉伯語 I  Basic Arabic I         

 3111-7253  scs-euro@cuhk.edu.hk Course Code: 233-340601-01 

This course invites participants without prior knowledge of Arabic to explore the basic features of Modern Standard Arabic. 

  CUSCS Instructor       Arabic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HK$4,080       45 hours (15 sessions)    

    Tsim Sha Tsui Learning Centre      11 September 2023, Monday (7:00p.m.-10: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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