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uty Study, Cosmetics and Aesthetics Application
美容學、化妝品學及美學應用
醫學技術之美學應用證書

藥物美容學基礎證書

課程編號：HS156A

課程編號：HS071A

報名代碼：2055-HS156A

報名代碼：2035-HS071A

2587 3246

lily.twl.chan@hkuspace.hku.hk

本課程旨在讓學員瞭解醫學技術在美學美容上的應用，包括其功效，應用機制和安
全操作措施等概念。從能量儀器、無創技術、微創技術、手術、以及功能醫學等各
方面，透過理論和實習工作坊讓學員接觸相關醫學的各方面技術。學員畢業後能擁
有更深入的知識和技能，協助管理美容診所之營運及為醫學專業人員提供美學程式
操作之幫助。
申請人必須：
- 於香港中學文憑試五科（包括英文及其中一科理科科目：生物或綜合科學）達到第二級或以
上；或
- 具備同等學歷。

danny.mak@hkuspace.hku.hk

申請人須：
（甲）（i） 完成香港高中課程；或
（ii） 完成香港中學會考課程；
或
（乙） 已年滿二十一歲並具備基本閱讀及書寫能力。

申請人如未能符合上述入學要求，但年滿二十一歲並具相關醫學美容工作經驗，其申請會被
考慮。

HK$8,200
報名費用：HK$150

HK$14,400
報名費用：HK$150

3 個月

9 個月

粵語教學，輔以英文技術名詞

資歷架構級別：2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2/000145/2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12 年 2 月 1 日 - 持續有效

粵語教學，輔以英文技術名詞

資歷架構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8/000511/L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18 年 10 月 1 日 - 持續有效

毛髮生理和理髮科技及應用

S

課程編號：SWAS9010

化妝品學基礎證書

報名代碼：2035-1436NW

課程編號：HS137A

3762 0097

報名代碼：2050-HS137A
2587 3246

lily.twl.chan@hkuspace.hku.hk

從事化妝品及護膚品批發或零售行業之人士、化妝師、美容師及美甲師人數一直不
斷上升，本課程因應行業趨勢，以理論及實習兼備方式教授有關化妝品科學的入門
知識。而一般市民亦可報讀以提升其對化妝品及護膚品的認識。本課程與香港化妝
品技術資源中心協辦，並設有工作坊教導學生製作不同的護膚及化妝用品。
申請人須：
（i） 完成香港高中課程；或
（ii）完成香港中學會考課程；或
（iii）已年滿二十一歲並具備基本閱讀及書寫能力。

danny.mak@hkuspace.hku.hk

毛髮除了在生理上有其重要的功能之外，還有在外觀上有著重要的影響。關於毛髮
經濟，單單在美國已經製造 235 萬個職位以及 570 億產業。而整個產業亦以雙位數
的百分比增長。當中包括脫毛，增髮， 髮型設計， 頭皮和頭髮護理等等。隨著科
技以及認識日新月異，在這個範疇亦有不斷創新的產品，儀器和技術。本課程希望
協助促進本港髮型師的專業質素，令業界變得更加專業和有體系。
有興趣人士均適合報道，從事美容業或美髮業的人士優先考慮。
HK$2,800
9 小時

粵語

課程資訊

HK$9,000
報名費用：HK$150
5 個月

Healthcare, Sport and Wellness 健康護理、體育及健康

3762 0097

近年來，化妝品與美容藥物產業蓬勃發展，醫學美容技術日新月異。從事美容業人
士極需具備美容藥物、藥妝保養品及其藥理基礎的專業知識，從而正確地使用美容
產品，並令消費者受益。本課程內容包括基本美容藥物與藥妝保養品成分與功能的
簡介，涵蓋最普遍的醫學美容技術，並由資深藥劑師及醫療美容專業人士授課。

粵語教學，輔以英文
技術名詞

資歷架構級別：2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6/000268/L2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16 年 4 月 7 日 - 持續有效

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補充和整合醫學

證書（單元：髗骶骨自療法進階十式）

Certificate for Module
(An Introductory to Homeopathy)

課程編號：HS195A

Programme Code: HS169A

報名代碼：2080-HS195A

Application Code: 2070-HS169A
3762 0096

3762 0097
sheri.ip@hkuspace.hku.hk

The programme aims to provide the students with an introduction about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 based on the homeopathic literature. It gives the students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homeopathy remed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申請人必須修畢「證書（單元：髗骶骨自療法基礎十式）」課程。

Applicants should be a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i.e. be a physician (medical doctor), nurse,
pharmacist, occupational therapist, dentist or physiotherapist.

HK$6,800
報名費用：HK$150

HK$9,800
Application Fee: HK$150

30 小時

30 hours

danny.mak@hkuspace.hku.hk

本課程讓學員能掌握髗骶骨自療法十式的進階知識、技巧，和實際應用，並在日常
生活中將其應用於 7 歲以上的人士。此課程為已經修畢證書（單元：髗骶骨自療法基
礎十式）課程的畢業生而設，讓他們能夠深造，認識進階的髗骶骨療法理論與技術。

粵語，輔以英語

資歷架構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1/000541/L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21 年 9 月 1 日 - 持續有效

English

Level 4 (Reg. No.: 19/001138/L4) Validity Period: 01 Sep 2019 - on-going

See legend on page 026 圖像說明於第 0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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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Entry Requirements 基本入學要求（P.015）
Medium of Instruction 教學語言

Fee 學費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資歷架構

Duration 修業期
Exemption 豁免

Short Course 短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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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補充和整合醫學

證書（單元：髗骶骨自療法基礎十式）

香薰整全護療基礎證書

課程編號：HS180A

課程編號：HS152A

報名代碼：2080-HS180A
3762 0097

報名代碼：2080-HS152A
danny.mak@hkuspace.hku.hk

2587 3246

本課程既不是只提供給醫療專業人員，也不是為了培訓某人成為髗骶骨自療法（CST）
專業人士。它旨在教會學習者掌握髗骶骨自療法十式的基本知識和應用技巧，讓學
員能學習過程中同時自我療癒，並在日常生活中將其應用於七歲以上之人士；本
課程旨在令學員打好基礎，讓他們將來可以進一步進修髗骶療法，成為治療師。
申請人必須：
（i） 完成香港高中課程；或
（ii）完成香港中學會考課程；或
（iii）已年滿二十一歲並具備基本閱讀及書寫能力。

HK$11,500（不包括材料費 HK$2,000）
報名費用：HK$150
10 個月

粵語

資歷架構級別：2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7/001017/L2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17 年 11 月 17 日 - 持續有效

HK$6,200
報名費用：HK$150
30 小時

lily.twl.chan@hkuspace.hku.hk

香薰治療的存在已有數百年，其對人體的幫助有一定的科學根據。本課程旨在為學
員提供香薰護療知識及應用技巧訓練。學員會由基礎開始認識香薰精油的功能和應
用。內容包括香薰入門基礎的知識、人體生理和心理情緒的反應、如何適當使用香
薰精油，從而減壓和對不同皮膚類型作出改善。

粵語，輔以英語

資歷架構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0/000055/L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20 年 3 月 1 日 - 持續有效

Dietetics and Nutrition
營養學

Progression route towards MSc in Dietetics/ MSc in Human Nutrition/ PgDip in Dietetics/
PgDip in Human Nutrition
Master of Science
in Human Nutrition

Master of Science in Dietetics

Master Research Project
1 year, part-time

Master Research Project

OR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Dietetics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Human Nutrition

OR*

Teaching Block II
(2 months, part-time and 8 months, full-time)
Dietetics Practice Based Learning *3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Human Nutrition*2
Teaching Block I (1 year, part-time), (Semester I and Semester II – 7 modules)
Bridging courses at HKU SPACE*1

BSc Degree Holders in
Food and Nutrition or equivalent

Degree holders in Life Sciences

* For students who are successfully selected for progression to PgDip in Dietetics
1. For BSc degree holders in related science field, completion of bridging courses may be required.
“Bridging courses” to be advised by the programme team, based on the applicants’ academic background.
2. Selection will be based on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an interview.
3. Depending on the availability of clinical placements, students may be required to defer entry into Dietetics Practice Based Learning.
4. Holders of the PgDip in Dietetics fulfill the criteria for employment as dietitians by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K.
Graduates are eligible to apply for registration as dietitians with the Health and Care Professions Council (HCPC),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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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課程屬獲豁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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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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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care, Sport and Wellness 健康護理、體育及健康

1 year, part-time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Dietetic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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