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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and latest programm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有關最新課程資訊及詳情，請瀏覽學院網站 hkuspace.hku.hk

 Minimum Entry Requirements 基本入學要求（P.300）         Fee 學費        Duration 修業期

 Medium of Instruction 教學語言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資歷架構     Exemption 豁免     Short Course 短期課程

See legend on page 1 & 9  圖像說明於第1及9頁

Advanced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Programme Code: AT007A

3762 0086 

charlotte.mak@hkuspace.hku.hk

 

This programme focuses on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in 
interior design. The Programme Objectives are as follows: 
- develop and refine students’ aesthetic sensitivity and creativity;
-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potential liabilities of 

interior designers and eventually be able to undertake a supervisory role;
- enable students to formulate and communicate their design ideas using verbal as 

well as 2D and 3D visual means; and
- provide students with basic coverage of professional design management 

knowledge, building regulations and ethics in the interior design industry.

HK$39,000 
Payable in 2 instalments: 1st Instalment: HK$27,300 (Upon admission)

2nd Instalment: HK$11,700 (To be advised)
Application Fee: HK$200

Approx. 15 months English

Level 4 (Reg. No.: 12/000549/4), Validity Period: 27 Apr 2012 - on-going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Programme Code: AT005A

3762 0086 

charlotte.mak@hkuspace.hku.hk

 

This programme focuses on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and 
aims to:
-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interior design in it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s;
- develop and refine students’ aesthetic sensitivity and creativity;
-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potential liabilities of 

interior designers; and
- enable students to formulate and communicate their ideas, by both verbal and 

visual means.

HK$39,000
Payable in 2 instalments: 1st Instalment: HK$27,300 (Upon admission)

    2nd Instalment: HK$11,700
Application Fee: HK$200

12 months
More details

English supplemented with Cantonese

Level 3 (Reg. No.: 10/000866/3), 
Validity Period: 01 Oct 2010 - on-going

Introduction to Interior Design
Programme Code: DESI9003   General Students

ARTW2012 Students of Certificate in  
Foundation Art and Design

S

3762 0087 ivy.yu@hkuspace.hku.hk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interior design. Topics include: development of design; design vocabulary and 
principles; measured drawing; space planning; materials; lighting and ergonomics. 
Case studies of interior projects will be discussed.

HK$2,592

12 meetings, approx 3 months English

室內設計初階
課程編號：DESI9003	 一般學員

ARTW2012	藝術及設計基礎證書學員

S

3762 0087 ivy.yu@hkuspace.hku.hk

本課程適合初學者報讀。課程介紹室內設計的發展歷史和設計原則，並教授色彩
配搭、物料選擇、採光照明及閱讀施工圖等基本知識。

HK$2,592

共12講，約3個月 粵語，輔以英文教材

室內設計電腦繪圖（一）
課程編號：DESI9001

S

3762 0083 yannes.chiu@hkuspace.hku.hk

本課程將介紹 AutoCAD 軟件的二維繪圖應用（2-Dimensional Drafting）。內容包
括︰AutoCAD 的操作介面；基本繪圖工具：線、弧、圓等；修改繪圖；圖層、線
形、線寬與顏色；文字用法；建立標註 / AutoCAD 2D 常用工具列。

軟件：AutoCAD 英文版

HK$3,600

共12講，約3個月 粵語，輔以英文教材

家居裝修設計實務
課程編號：DESI9005

S

3762 0087 ivy.yu@hkuspace.hku.hk

本課程適合對家居裝修設計有興趣的人士。

課程從使用者角度出發，由專業室內設計師講解一個設計項目箇中流程，包括揀
選物業前的閱讀圖則知識，了解室內設備及配件，講解常見樓宇裝修問題及解決
方法，了解報價單及解讀施工圖，認識裝修物料種類及基本施工程序，到最後如
何添置傢俱及燈飾去配合室內設計的小知識。

HK$2,400

共8講，約2個月 粵語，輔以英語授課

電腦美術設計初階
課程編號：DESC9001

S

3762 0082 poey.wo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介紹平面設計原理；Illustrator及 InDesign的功能如繪圖、字體運用、排字
及版面構圖；Photoshop的功能如處理圖像及製造特別效果，並將之應用於設計圖
案、書版、海報及賀卡等習作上。

軟件：Illustrator、InDesign及Photoshop

HK$3,600

共8講，約2個月 粵語，輔以英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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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n exempted course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本課程屬獲豁免課程。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is course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These are exempted courses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這些課程屬獲豁免課程。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ese courses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這些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The course operator is applying for exemption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課程主辦人正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辦理豁免註冊手續。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is course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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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衫設計及製作證書
課程編號：AT009A

3762 0086 

charlotte.mak@hkuspace.hku.hk

本課程旨在提供專業化的長衫工藝訓練，讓學員掌握長衫的製作技術，並認識長
衫的歷史、審美流變和巿場概況，透過實用技巧和文化知識的結合，把這項優秀
的傳統工藝應用在有關的專業上，除了繼承傳統，更可活化創新。

HK$20,604
報名費用 : HK$200

約1年 粵語

資歷架構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2750/L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15年7月24日 - 持續有效

旗袍製作工作坊
課程編號：DESF9005

S

 

3762 0084  jackie.tang@hkuspace.hku.hk

旗袍，即女裝長衫，由早期的闊袍大袖演變成修身的剪裁，至今仍有不少女士喜
歡在各種場合穿著。本課程會介紹旗袍 (女裝長衫 )製作的基本技巧，包括繪畫紙
樣、裁剪及使用衣車縫製的方法。學員會在導師指導下製作一件指定款式的旗袍
(女裝長衫 )，部份工序需於課餘時間完成。學校會提供衣車在課堂時使用，物料及
工具自備，導師將於第一講說明詳情。

HK$4,530

共10講，約3個月 粵語

藝術花紐工作坊
課程編號：DESF9008

S

 

3762 0086  charlotte.mak@hkuspace.hku.hk

盤扣花紐是中國傳統女裝服飾中不可缺少的一環，而其多變的圖案、斑斕的色
彩、吉祥的寓意，亦可為時裝和衣飾配件的設計增添特色。傳統海派花紐工藝以
精細見稱，本課程會介紹海派花紐的基本製作技巧，導師將示範和指導學員製作
單色及雙色花紐。物料及工具自備，導師將於第一講說明詳情。

HK$2,480

共8講，約2個月 粵語

婚紗製作工作坊
課程編號：DESF9004

S

3762 0084  jackie.tang@hkuspace.hku.hk

能夠為自己親手縫製婚紗，實在是很有意思的事。本工作坊介紹婚紗製作的基本
技巧，導師會講解及示範指定婚紗款式的製作方法，包括繪畫紙樣、裁剪及縫製
技巧、配飾設計等。學員會在導師指導下製作一件指定款式的婚紗，部份工序需
於課餘時間完成。學校會提供衣車在課堂時使用，物料及工具自備，導師將於第
一講說明詳情。

HK$3,460

共8講，約2個月 粵語

Introduction to Graphic Design
Programme Code: DESG9001 General Students

ARTW2011 Students of Certificate in  
Foundation Art and Design

S

3762 0087 ivy.yu@hkuspace.hku.hk

Design your own graphic tee, typography, logo, invitation card, poster, leaflet, 
packaging or brand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like to make their own designs. The basic design skills 
and aesthetic ability always benefit you whether personally or professionally. 
Besides introducing graphic design history, theory and printing process, the course 
also covers fundamentals of effective design by presenting basic principles of 
graphic design – line, form, colour, type and composition.

Students will get inspiration through some non-digital-based design exercises – from 
brainstorming, through idea development to layout presentation.

HK$2,592

12 meetings, approx 3 months English

平面設計初階
課程編號：DESG9001	一般學員

ARTW2011	藝術及設計基礎證書學員

S

3762 0087 ivy.yu@hkuspace.hku.hk

任何行業人士都有機會接觸與平面設計有關的工作，例如製作個人履歷、建議
書、宣傳品等，因此基本的審美能力及設計技巧對工作會有一定幫助。本課程將
探索設計元素和理論。學員會學習如何發掘設計意念，並透過簡單的習作，如公
司品牌、刊物和包裝設計，嘗試將文字編排、色彩和構圖等元素應用於設計工作
上。

HK$2,592

共12講，約3個月 粵語，輔以英文教材

初創企業的平面設計技巧
課程編號：DESG9006

S

3762 0087 ivy.yu@hkuspace.hku.hk

本課程適合對成立初創企業及平面設計有興趣的人士。

新企業成立初期，往往未能負擔聘請專業設計師的費用。因此本課程內容集中教
導學員基本知識，自己創造一個好的平面設計方案，幫助初創企業建立品牌，提
升知名度，統一公司商標，以及引伸出各樣宣傳圖案及活動顏色產品包裝。包括
透過學習針對初創公司的品牌形象設計理論，去設計個人 /公司品牌形象。透過教
授使用平面設計軟件，字體與顏色設計學，令學員可以自己製作及設計商標。利
用數碼媒體設計，製作網絡和手機數碼出版平面設計，排版設計以至網路媒體動
態影像拍攝設計。讓學員主導公司廣告宣傳設計，從概念到實踐。

HK$3,300

共10講，約3個月 粵語，輔以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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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and latest programm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有關最新課程資訊及詳情，請瀏覽學院網站 hkuspace.hku.hk

 Minimum Entry Requirements 基本入學要求（P.300）         Fee 學費        Duration 修業期

 Medium of Instruction 教學語言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資歷架構     Exemption 豁免     Short Course 短期課程

See legend on page 1 & 9  圖像說明於第1及9頁

時裝設計初階
課程編號：DESF9001

S

3762 0084 jackie.tang@hkuspace.hku.hk

課程教授時裝設計的元素，如輪廓、比例、布料配搭與顏色運用等，並介紹著名
設計師的作品。學員亦將學習如何掌握及配合市場、對象及季節的需求，並透過
習作體驗設計的過程和步驟。

HK$2,592

共8講，約2個月 粵語，輔以英文教材

時裝繪圖初階
課程編號：DESF9002

S

3762 0084 jackie.t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介紹時裝設計手繪圖的技巧，教授學員繪畫頭及人體，並以不同媒介去表
達時裝設計的概念。

HK$2,592

共8講，約2個月 粵語，輔以英文教材

珠寶首飾設計初階
課程編號：DESO9011

S

3762 0084 jackie.tang@hkuspace.hku.hk

課程以珠寶首飾設計概念為主 ,，學員會學習箇中的設計流程，由發掘設計主題到
資料搜集，並把不同元素結合轉化成珠寶首飾，從而配合市場及建立個人風格。
課程亦會簡單介紹珠寶首飾設計的發展，常用材質，以及設計上必須考慮的技術
問題，令學員對珠寶首飾生產製作及設計有更全面的了解。

HK$2,592

共12講，約3個月 粵語，輔以英語授課

珠寶設計及彩繪（一）
課程編號：DESO9008

S

3762 0084 jackie.tang@hkuspace.hku.hk  
課程適合對珠寶設計有興趣的人士。

雖然電腦繪圖已廣泛應用於珠寶首飾設計行業，但人手繪圖依然充當著重要的角
色。本課程主要教授基礎珠寶首飾手繪技巧，由基本線條練習開始，循序漸進介
紹各種寶石、各類珠寶首飾的材料及基本結構、基本設計圖的表達方式、針筆和
顏色的基礎運用等。每堂均設有手繪練習。物料及工具自備。

HK$2,592

共12講，約3個月 粵語，輔以英語授課

珠寶設計及彩繪（二）
課程編號：DESO9009

S

3762 0084 jackie.t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承接「珠寶設計及彩繪（一）」，主要是更加深入地教授珠寶首飾手繪及畫立
體圖的技巧，掌握各種首飾的造型結構及畫法，了解平面設計和色彩學的關係和
功能。每堂均設有手繪練習，令學員能夠畫出合比例的珠寶首飾及掌握到擬定設
計圖的必要技巧。物料及工具自備。

HK$2,592

共12講，約3個月 粵語，輔以英語授課

寶石學系列：鑽石鑑定應用與須知
課程編號：DESO9013

S

3762 0084 jackie.tang@hkuspace.hku.hk

香港珠寶業一直持續發展向好，加上人工合成鑽石及模仿品相繼湧現，市場越趨
成熟多元，百花齊放，以致本港對鑽石鑑證相關知識的人材需求日增。為了配合
業界在鑽石鑑證上的需求，本課程除了強化學員在鑽石方面的專業知識外，更輔
助學員了解鑽石業界中每個崗位在市場上的作用及其重要部分，包括生產商，經
銷商和切磨師等。

HK$2,800

共10講，約3個月 粵語，輔以英文教材

寶石學系列：寶石鑑定與基礎（一）
課程編號：DESO9012

S

3762 0084 

jackie.tang@hkuspace.hku.hk

 

在這個介紹有色寶石的課程中，學員將會學習辨別天然石、人造石、模仿石及夾
層石，認識及了解寶石的物理性質、其多色性、光澤、透明度、特殊光學效應、
基本鑑定儀器和簡單了解紅寶石、藍寶石、祖母綠的鑑別方法，除此之外，還有
關於有色寶石在供需方面的商業資訊。

HK$2,800

共10講，約3個月 粵語，輔以英文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