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rean
韓語

韓國語能力試驗（TOPIK）對策班
（Level 5-6）

深造韓語 1

課程編號：KORE3003

S

課程編號：KORE9026

本課程通過對各種主題進行反覆的聽、講、讀、寫訓練，讓學員瞭解學術文章
的構造，使用韓語表達意見、說明理由、申述論據及參與討論和辯論等。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對策班是一個為期 8 星期的訓練課程。每星期上課一次，每次 3 小時，由經驗豐
富的導師主講。課程會著重加強學員聽、寫能力，同時鞏固韓語高級文法及應試技
巧，務求協助參加韓國語能力試驗（TOPIK）的學員取得更佳成績。

深造韓語 2

課程編號：KORE3004

共 8 講，24 小時

HK$3,200

本課程通過對各種主題進行反覆的聽、講、讀、寫訓練，讓學員能以韓語撰寫
學術性文章、作專題發表及參與以韓國社會或文化為題的討論和辯論。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Advanced Korean Workshop I

S

課程編號：KORE9021
3762 0820

HK$7,500 ( 學費只包括 100 小時的韓語課程，並不包括課本、額外的免費講座及溫習
班。唯部份免費講座及溫習班或會與正常課堂時間有衝突，請學員衡量是否參與。)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專門為已掌握高級韓語程度之學員而設，通過引用程度較深的文章，著重訓
練學員的閱讀理解能力，使學員在解題及口頭表達上有更大的突破，增強應用韓語
的信心。

各 40 講、100 小時，合計 200 小時

韓國語能力試驗（TOPIK）對策班
（Level 3-4）

S

亞洲語言網上課程系列

課程編號：KORE9015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對策班是一個為期 6 堂的訓練課程，每堂 3 小時，適合學習韓語超過 200 小時的
學員參加。本課程會著重加強學員聽、寫能力，同時鞏固中級文法及應試技巧，務
求協助沒有 TOPIK 經驗的學員取得更佳成績。
共 6 講，18 小時

HK$2,700

共 10 講，25 小時

HK$2,600

課程資訊

隨著網上教學日益普及，本院為配合不同學員的需要，特別開
辦這 100％在網上進行的語言學習，讓有興趣的學員多一個學
習平台。
亞洲語言網上課程系列現主要有日語、韓語、泰語及普通話，
透過學院的 SOUL2.0 網上學習系統，以全網上形式教學。

網上韓語入門 1

S

課程編號：KORE9028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主要教授基本韓國文字、詞彙、文法及句型，讓學員從「聽、講、寫、讀」四方面，能
以簡單的韓語進行日常生活交流。完成課程後，合格學員可升讀“網上韓語入門 2”
。
共 18 講，54 小時

HK$3,800

Other Languages
其他語言

Beginners’ Arabic

S

Programme Code: OEUR9018

3762 0820

joyce.ng@hkuspace.hku.hk

jolang@hkuspace.hku.hk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cater for complete beginners of Arabic. The course will
offer students a first taste of the language, with a focus on oral communication
and basic grammar. The students will practise the language in an interactive class
environment,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learning a little about the culture of the Arabicspeaking world. The course is not exam based.

泰國地理上與中國接近，中泰兩國人民一直友好相處，往來頻繁。泰國近年經濟發
展蓬勃，受到國際注目，更成為各國人士旅遊觀光的熱門地點。本課程為對泰國語
言及文化感興趣的人士提供進修機會，並由精通廣東話的泰籍導師教授。
HK$3,400

45 小時

No previous knowledge of Arabic required, though applicants should be competent in English.
HK$3,650

10 weeks

Arabic supplemented with a little English where necessary for explanation.

See legend on page 026 圖像說明於第 0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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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課程編號：THAI9001

2975 5764

Languages 語言

泰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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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Languages
其他語言

泰語（2）

S

課程編號：THAI9002

網上泰語 2

S

課程編號：THAI9006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泰國地理上與中國接近，中泰兩國人民一直友好相處，往來頻繁。泰國近年經濟發
展蓬勃，受到國際注目，更成為各國人士旅遊觀光的熱門地點。本院開設泰語課程
為對泰國語言及文化感興趣的人士提供進修機會，並由精通廣東話的泰籍導師教
授。在課堂上由導師派發教材。本課程為「泰語（1）」的延續課程，歡迎曾經修讀泰
語 45 小時的人士報讀。
HK$3,500

HK$3,400

共 15 講，45 小時

網上泰語 3

S

課程編號：THAI9007

45 小時

泰語（3）

S

課程編號：THAI9003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泰國地理上與中國接壤，中泰兩國人民一直友好相處，往來頻繁。泰國近年經濟發
展蓬勃，受到國際注目，更成為各國人士旅遊觀光的熱門地點。因此，本院開設泰
語入門課程，為對泰國語言及文化感興趣的人士提供進修機會。本課程由精通廣東
話的泰籍導師教授。在課堂中由導師派發教材。本課程為「泰語（2）」的延續課程，
歡迎曾經修讀泰語 90 小時的人士報讀。
HK$3,600

本課程教學生閱讀，書寫和發音泰語元音，輔音（縮寫）和音調，以及泰語編號
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常用文法。

本課程教學生閱讀，書寫和發音泰語元音，輔音（縮寫）和音調，以及泰語編號
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常用文法。學員將學習基本的對話，如一般問候，自我介
紹，簡單的價格，購物中的討價還價，食物點餐及問路等。
HK$3,500

共 15 講，45 小時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旅遊越南語

S

課程編號：OOLA9001

45 小時

3762 0820

亞洲語言網上課程系列

課程資訊

隨著網上教學日益普及，本院為配合不同學員的需要，特別開
辦這 100％在網上進行的語言學習，讓有興趣的學員多一個學
習平台。
亞洲語言網上課程系列現主要有日語、韓語、泰語及普通話，
透過學院的 SOUL2.0 網上學習系統，以全網上形式教學。

網上泰語 1

HK$4,000

S

課程編號：THAI9005

jolang@hkuspace.hku.hk
越南近年為各國人士的熱門旅遊觀光地。有見及此，本院為有興趣到越南旅遊，及
初接觸越南語的人士開辦越南語課程。
共 15 講，45 小時

S

Basic Hindi Level 1

Programme Code: OOLA9002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教學生閱讀，書寫和發音泰語元音，輔音（縮寫）和音調，以及泰語編號
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常用文法。
HK$3,300

共 15 講，45 小時

This 12-week course is designed for learners with no previous knowledge of Hindi
and equips them with basic Hindi skills. Each session will include class input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via various modes like role plays, simulations and learning via
presentations.
HK$4,000

12 lessons, 36 hours

Translation
翻譯

Programme Code: TL001A

Application Code: 1970-TL001A
3762 0830

gideon.ip@hkuspcae.hku.hk

The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Translation aims to nurture sensitivity to languages
and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work. It provides systematic
training in translation for those who have a degree in any discipline other than
translation. The programme contains 10 modules and students may exit the
programme with a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Translation after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the first five modules.

Applicants shall
1. (a) hold a bachelor’s degree in any discipline other than translation awarded by a
recognized institute or
(b) hold the membership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nguists (CIOL), and
2. have to pass an entry test.
HK$20,200 (for modules 1-5)
HK$22,300 (for modules 6-10)
Application Fee: HK$150
6months + 9months

Cantonese and English

Level 6 (Reg. No.: 09/002909/6) Validity Period: 05 May 2008 - on-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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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s 語言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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