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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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語言及研究 - 韓語證書課程

深造韓語 2  Academic Korean 2

深造韓語 1  Academic Korean 1

高級韓語 2  Advanced Korean 2

高級韓語 1  Advanced Korean 1

中級韓語 2  Intermediate Korean 2

中級韓語 1  Intermediate Korean 1

基礎韓語 2  Foundation Korean 2

基礎韓語 1  Foundation Korean 1

韓語入門 (Part 2)  Introductory Korean (Part 2)

韓語入門 (Part 1)  Introductory Korean (Part 1)

韓語文憑  Diploma in Korean

韓語證書（高級）  Certificate in Korean (Advanced)

韓語證書（中級）  Certificate in Korean (Intermediate)

韓語證書（基礎）  Certificate in Korean (Foundation)

學員成功修畢以下韓語課程（連續兩學期共完成108小時），按以下課程組合，可申
請發還持續進修基金 ：

課程組合

第一期 第二期

韓語入門（Part 1） 韓語入門（Part 2）

韓語入門（Part 2） 基礎韓語 1

基礎韓語 1 基礎韓語 2

基礎韓語 2 中級韓語 1

中級韓語 1 中級韓語 2

中級韓語 2 高級韓語 1

高級韓語 1 高級韓語 2

深造韓語 1

深造韓語 2

【宗旨】
近年韓劇、韓國電影及韓語歌曲流行一時。本院開設各級韓語課程，為對韓國語
言及文化有興趣的人士提供進修機會。韓語課程分為「韓語入門」至「韓語文憑」五
個階段，學員可按自己的程度報讀。各級課程均全面訓練學員聽、講、讀、寫的
能力，由韓籍導師及留學韓國的本地導師教授。

【導師】
所有韓語課程均由資深導師教授，上課主要使用韓語，適當輔以粵語、普通話或
英語其中一種語言。

【查詢】
電話：37620820
電郵：jolang@hkuspace.hku.hk

Entry test for Korean Language Courses S

【入學試須知】
• 學員應先閱讀希望報讀之級別的教科書，以及其前學期之教科書以作參考；（教科書資料請瀏覽本院網站）；
• 學員須繳付入學試費用HK$100（合格與否，概不退還），入學試以選擇題、填充及作文等形式舉行，約1小時；
• 已報考入學試之學員，不論有否收到收據 (有的請帶同收據 )，請準時出席當日考試，本院不另行通知。

【報名方法】
• 入學試申請表可於學院網頁下載或到各區報名中心索取 ;
• 親往報名中心報名或以郵遞方式，連同申請表格、入學試費用HK$100支票寄回 ;
• 可於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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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um Entry Requirements 基本入學要求（P.332）     Fee 學費     Duration 修業期     Date/Time 日期 /時間     Venue 地點  

 Tutor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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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8 
圖像說明於第2及8頁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第一場入學試：報名代碼 第二場入學試：報名代碼

韓語入門（Part 2） ZESC8012A 1880-1717NW 1880-1718NW

韓語證書 (基礎 ) – 基礎韓語 1 ZESC8012J 1880-1721NW 1880-1722NW

韓語證書 (中級 ) – 中級韓語 1 ZESC8012I 1880-1725NW 1880-1726NW

韓語證書 (高級 ) – 高級韓語 1 ZESC8012H 1880-1729NW 1880-1730NW

韓語文憑 – 深造韓語 1 & 2 ZESC8012D 1880-1733NW 1880-1734NW

＊ 第一場入學試考試 /時間 /地點
日期：2021年4月10日（周六），2:30pm - 3:30pm 及 (深造韓語 - 2:30pm - 4:00pm)  
地點：九龍東分校，九龍灣宏開道28號（九龍灣港鐵站B出口）
( 課室編號，請參考當日大堂通告 )

＊ 第二場入學試考試 /時間 /地點
日期： 2021年4月17日（周六），2:30pm - 3:30pm 及 (深造韓語 - 2:30pm - 4:00pm)
地點：九龍東分校，九龍灣宏開道28號（九龍灣港鐵站B出口）
( 課室編號，請參考當日大堂通告 )

韓語入門（Part 1）
課程編號：KORE9001

S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介紹韓國文字，教授簡單詞彙、基本文法及句型，讓學員能以簡單的韓語進行自我介紹、點餐、購物和問路等日常生活交流。同時，更讓學員透過韓語學習認識韓國
文化。上課主要使用韓語，適當時輔以粵語、普通話或英語(其中一種語言輔助)講解。學員請在上課前5天先到報名處繳付課本費用及取回收據，憑收據可在首兩節課堂內領
取課本。

學院另有韓語入門日間課程，安排一星期兩天，每課兩小時於上午上課。

適合對韓語有興趣的人士報讀 共18講，54小時

HK$3,700 (學費只包括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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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區 (一切資料以網頁為準 )

報名代碼 日期 /時間 上課地點 截止報名日期 開課日期

1880-1248NW 逢周日，10:00am - 1:00pm 金鐘統一中心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5日

1880-1266NW 逢周日，2:00pm - 5:00pm 金鐘統一中心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5日

1880-1265NW 逢周一，6:45pm - 9:45pm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6日

1880-1264NW 逢周二，6:45pm - 9:45pm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7日

1880-1263NW 逢周三，6:45pm - 9:45pm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8日

1880-1262NW 逢周四，6:45pm - 9:45pm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9日

1880-1261NW 逢周五，6:45pm - 9:45pm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30日

1880-1260NW 逢周六，10:00am - 1:00pm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4日

1880-1259NW 逢周六，2:30pm - 5:30pm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4日

1880-1258NW 逢周日，10:00am - 1:00pm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5日

九龍區 (一切資料以網頁為準 )

報名代碼 日期 /時間 上課地點 截止報名日期 開課日期

1880-1257NW 逢周一，6:45pm - 9:45pm 九龍東分校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6日

1880-1256NW 逢周二，6:45pm - 9:45pm 九龍東分校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7日

1880-1255NW 逢周三，6:45pm - 9:45pm 九龍東分校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8日

1880-1254NW 逢周四，6:45pm - 9:45pm 九龍東分校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9日

1880-1253NW 逢周五，6:45pm - 9:45pm 九龍東分校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30日

1880-1252NW 逢周六，10:00am - 1:00pm 九龍東分校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4日

1880-1251NW 逢周六，2:30pm - 5:30pm 九龍東分校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4日

1880-1250NW 逢周日，10:00am - 1:00pm 九龍東分校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5日

1880-1249NW 逢周一，6:45pm - 9:45pm 九龍美孚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6日

1880-1305NW 逢周二，6:45pm - 9:45pm 九龍美孚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7日

1880-1308NW 逢周三，6:45pm - 9:45pm 九龍美孚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8日

1880-1309NW 逢周四，6:45pm - 9:45pm 九龍美孚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9日

1880-1314NW 逢周六，2:30pm - 5:30pm 九龍美孚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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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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語入門 (Part 1) - 日間課程

報名代碼 日期 /時間 上課地點 截止報名日期 開課日期

1880-1317NW 逢周二及周四，10:30am - 12:30pm（共27講） 金鐘教學中心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4月27日

*注意：凡於「美孚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上課之學員，每堂必須攜帶HKU SPACE之收據或終身

學員證，方可進入課室。

韓語入門（Part 2）
課程編號：KORE9002

S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教授基本詞彙、文法及句型，讓學員能以簡單的韓語進行日常生活交流。
教學內容包括介紹家庭成員、預約、說明理由、禮節、建議和看病等。上課主
要使用韓語，適當時輔以粵語、普通話或英語 (其中一種語言輔助 )講解。學員請 
在上課前5天先到報名處繳付課本費用及取回收據，憑收據可在首兩節課堂內領取
課本。

此課程不接受網上報名。

完成「韓語入門 (Part 1)」，並取得合格成績；「韓語入門 (Part 2)」入學試合格者；韓國語能力
考試 - 水準 I (TOPIK I1級合級者 )；或持有上述以外資歷證明之學員，請聯絡學科部查詢。

HK$3,700 (學費只包括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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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8講，54小時

預定於金鐘統一中心、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九龍東分校、美孚唐乃勤初中書院上課。
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2021年4月24日起

韓語證書(基礎)
課程編號：JK017A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基礎韓語1」，第二階段為「基礎韓語2」。各 
階段課時為54小時，合計108小時。本課程教授基礎詞彙、文法及句型 (動詞變
化、口語體等 )，讓學員從「聽、講、寫、讀」四方面，全面發展整體韓語能力，同
時透過韓語學習認識韓國文化。

資歷架構級別 : 2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 18/000221/L2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日期 : 2018年9月1日 - 持續

開課日期 2021年4月24日起

基礎韓語1
課程編號：KORE2001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教授基礎詞彙，平語、格式體、間接話法等文法及句型，讓學員能透過學
習韓語進一步認識韓國文化。主要課題包括興趣、經驗、就業、流行和資料陳述
等。學員請在上課前5天先到報名處繳付課本費用及取回收據，憑收據可在首兩節
課堂內領取課本。

完成「韓語入門 (2)」，並取得合格成績（需提供合格證明）(註：韓語入門 (Part 2) 成績單之學員
須於成績單發出日期起一年內報讀課程 )；或「基礎韓語1」入學試合格者；或韓國語能力考試 
- 水準 I（TOPIK 1）1級合格獲120分或以上者（需提供合格證明）。或持有上述以外資歷證明之
學員 , 請聯絡學科部查詢。

HK$3,800 (學費只包括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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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8講，54小時

預定於金鐘統一中心、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九龍東分校、美孚唐乃勤初中書院上課。
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2021年4月24日起

基礎韓語2
課程編號：KORE2002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教授基礎詞彙、文法及句型，並讓學員透過學習韓語進一步認識韓國文
化。主要課題包括旅行、韓國生活、利弊比較、人物描寫、情感表達和有關業務
的表達等。學員請在上課前5天先到報名處繳付課本費用及取回收據，憑收據可在
首兩節課堂內領取課本。

完成「基礎韓語1」，並取得合格成績者。

HK$3,800 (學費只包括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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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8講，54小時

預定於金鐘統一中心、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九龍東分校、美孚唐乃勤初中書院上課。
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2021年4月24日起

韓語證書（中級）
課程編號：JK016A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中級韓語1」，第二階段為「中級韓語2」。各階
段課時為54小時，合計108小時。本課程教授中級詞彙、文法及句型，令學員能運
用韓語完成指定工作及作簡短發表。 

資歷架構級別 : 2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 15/000520/L2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日期 : 2015年9月1日 - 持續

中級韓語1
課程編號：KORE2003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通過充分運用中級詞彙及所學的文法，進一步提升學員聽、講、讀、寫的
能力。本課程同時著重加強口語訓練，讓學員能使用韓語進行簡短發表。主要 
課題包括招待與訪問、說明問題、尋求幫助、傳遞情報和利用公共設施等。學員
請在上課前5天先到報名處繳付課本費用及取回收據，憑收據可在首兩節課堂內領
取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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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um Entry Requirements 基本入學要求（P.332）     Fee 學費     Duration 修業期     Date/Time 日期 /時間     Venue 地點  

 Tutor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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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8 
圖像說明於第2及8頁

完成「基礎韓語2」，並取得合格成績 (需提供合格證明 )(註 :持基礎韓語2 (舊名稱：韓語基礎
證書 (2))成績單之學員須於成績單發出日期起一年內報讀課程 )；或參加「中級韓語1」入學試
合格者 ; 或韓國語能力考試 - 水準 I （TOPIK I）2級合格或以上者。(需提供合格證明 )；或持有
上述以外資歷證明之學員 , 請聯絡學科部查詢。

HK$4,000 (學費只包括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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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8講，54小時

預定於金鐘統一中心、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九龍東分校、美孚唐乃勤初中書院上課。
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2021年4月24日起

中級韓語2
課程編號：KORE2004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通過充分運用中級詞彙及所學的文法，進一步提升學員聽、講、讀、寫的
能力。本課程同時著重加強口語訓練，讓學員能使用韓語進行簡短發表。主要 
課題包括提供建議、提出請求、描述物件和狀態、推薦商品和講述計畫等。學員
請在上課前5天先到報名處繳付課本費用及取回收據，憑收據可在首兩節課堂內領
取課本。

完成「中級韓語1」，並取得合格成績者。

HK$4,000 (學費只包括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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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8講，54小時

預定於金鐘統一中心、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九龍東分校、美孚唐乃勤初中書院上課。
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2021年4月24日起

韓語證書（高級）
課程編號：JK015A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高級韓語1」，第二階段為「高級韓語2」。各階
段課時為54小時，合計108小時。本課程教授高級韓語文法及句型，令學員能運用
韓語完成指定工作及進行討論。

凡於「九龍東分校」上課之學員，由於要配合社區書院收生程序，7月的上課日期、
地點或有更改，課堂有機會調往其他分校上課。如有更改，學科會透過SOUL2.0 
網上學習系統或手機短訊發佈最新的上課時間表。敬請學員屆時留意。如沒有任
何通知，則請按照原定時間上課。

資歷架構級別 : 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 15/000521/L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日期 : 2015年9月1日 - 持續

高級韓語1
課程編號：KORE3001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著重教授不同類型及題材的文章，讓學員運用韓語對文化、社會、時事等
議題進行討論。教學內容包括使用格式體進行發表、提供意見、闡述及表達個人
意見、說服別人和主持辯論活動等。學員請在上課前5天先到報名處繳付課本費
用及取回收據，憑收據可在首兩節課堂內領取課本。凡於「九龍東分校」上課之學
員，由於要配合社區書院收生程序，7月的上課日期、地點或有更改，課堂有機會
調往其他分校上課。如有更改，學科會透過SOUL2.0 網上學習系統或手機短訊發
佈最新的上課時間表。敬請學員屆時留意。如沒有任何通知，則請按照原定時間
上課。

完成「中級韓語2」，並取得合格成績（需提供合格證明）(註：持中級韓語2成績單之學員須於
成績單發出日期起一年內報讀課程 )；參加本院「高級韓語1」入學試合格者；韓國語能力試驗 
- 水準 II (TOPIK II) 3級合格者； 或持有上述以外資歷證明之學員，請聯絡學科部查詢。

HK$4,200 (學費只包括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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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8講，54小時

預定於金鐘統一中心、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九龍東分校、美孚唐乃勤初中書院上課。
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2021年4月24日起

高級韓語2
課程編號：KORE3002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著重教授不同類型及題材的文章，讓學員運用韓語對文化、社會、時事等
議題進行討論。教學內容包括俗語、回想和假設、講述感覺、尋求解決方法、比
較、引用和附加說明等。學員請在上課前5天先到報名處繳付課本費用及取回收
據，憑收據可在首兩節課堂內領取課本。

完成本院「高級韓語 1」，並取得合格成績者。

HK$4,200 (學費只包括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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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8講，54小時

預定於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九龍東分校、美孚唐乃勤初中書院上課。詳細時間表可於
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2021年4月24日起

韓語文憑
課程編號：JK010A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韓語文憑課程為韓語高級證書的銜接課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深造 
韓語1」，第二階段為「深造韓語 2」。各為100 小時，合計200 小時。本課程教授
專上程度的詞彙、文法及句型，通過閱讀專題文章、撰寫短文、聆聽講座、討論
和發表等活動，培養學員以韓語撰寫學術性文章、作專題發表和討論的能力。凡
於「九龍東分校」上課之學員，由於要配合社區書院收生程序，7月的上課日期、地
點或有更改，課堂有機會調往其他分校上課。如有更改 ,學科會透過SOUL2.0 網上
學習系統或手機短訊發佈最新的上課時間表。敬請學員屆時留意。如沒有任何通
知，則請按照原定時間上課。

資歷架構級別 : 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 14/002813/L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日期 : 2014年7月1日 - 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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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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造韓語1
課程編號：KORE3003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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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請 
在上課前5天先到報名處繳付課本費用及取回收據，憑收據可在首兩節課堂內領取
課本。

在入學前一年內完成本院「高級韓語2」，並取得合格成績（需提供合格證明）；或參加本院 
「深造韓語1」入學試合格者；或韓國語能力考試 - 水準 II（TOPIK II）4 級合格或以上者。

HK$7,100 共40講100小時

預定於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九龍東分校上課。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
頁。

開課日期 2021年4月24日起

深造韓語2
課程編號：KORE3004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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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請在上課
前5天先到報名處繳付課本費用及取回收據，憑收據可在首兩節課堂內領取課本。
如只修讀「深造韓語2」，考試合格後，只能頒授「結業證明書」。

完成本院「深造韓語1」，並取得合格成績（需提供合格證明）。或參加本院「深造韓語2」入學
試合格者；或韓國語能力考試 - 水準 II（TOPIK II）4級 (165分或以上 )合格者；或持有上述以
外學歷資歷證明之學員 ,請聯絡學科部查詢。

HK$7,100 共40講，100小時

預定於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九龍東分校、美孚唐乃勤初中書院上課。詳細時間表可於
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2021年4月24日起

韓語文法研習班 
課程編號：KORE9017

S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專門為已修讀本院『基礎韓語1』，『基礎韓語2』或『中級韓語1』的學員，或
已修讀韓語150 – 200小時，並具備基本韓語書寫能力的人士而設。課程內容著重
講解常用的韓語文法及句式，加強學員對韓語文法的掌握及運用，從而讓學員更
純熟有效地使用正確的語法，強化韓語書寫能力。

- 曾修讀本院『基礎韓語1』，『基礎韓語2』或『中級韓語1』學員；或
- 已修讀韓語150 – 200小時，並具備基本韓語書寫能力的人士。

HK$2,400 逢周二、周四，6:45pm - 9:45pm

6講，18小時 韓語

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待定

韓國語能力試驗（TOPIK）對策班
(Level 3-4)
課程編號：KORE901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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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學習韓語超過200小時的學員參加 逢周日，2:00pm - 5:00pm

HK$2,500 粵語

6講，18小時 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待定

韓國語能力試驗（TOPIK）對策班
(Level 5-6) 
課程編號：KORE902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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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語能力考試 - 水準 II（TOPIK II）3 級合格或以上者

HK$3,000 逢周日，2:00pm - 5:00pm

8講，24小時 韓語

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待定

Advanced Korean Workshop 1
課程編號：KORE9021

S

3762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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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請在上課前5天先到報名處繳付課本費用及取回收據，憑收據可
在首兩節課堂內領取課本。

- 曾修讀本院『高級韓語2』（Advanced Korean 2）學員；或
- 韓國語能力考試  - 水準 II (TOPIK II) 4級合格者
- 曾修讀韓語400小時或以上人士修讀

HK$2,400 逢周日，2:00pm - 4:30pm

10講，25小時 韓語

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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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um Entry Requirements 基本入學要求（P.332）     Fee 學費     Duration 修業期     Date/Time 日期 /時間     Venue 地點  

 Tutor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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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8 
圖像說明於第2及8頁

從流行曲學習韓語
課程編號：KORE9006

S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為期8星期。課程中，導師將會帶領學員探討韓國流行曲由1990年代中後前
至現今的演變。於了解韓國流行曲文化如何隨時代變遷的同時，透過最能代表每
一個年代的名曲，學習歌詞中的韓語詞彙，文型等加強同學對韓語的認識。

- 修讀本院基礎韓語2或以上學員
- 韓國語能力考試 - 水準 I (TOPIK I) 2級或以上人士

HK$2,300 逢周五，7:00pm - 9:00pm

12講，24小時 韓語

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待定

韓語正音工作坊 
課程編號：KORE9007

S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學習語言的過程中，發音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但卻往往因課程進度緊迫而受 
忽略。香港學生在課室以外接觸韓語的機會較少，而亦少見有專門針對改善發音
的課程。

本課程為期8星期，共24小時。課程中，導師將由基本子音母音等開始，將學員的
發音由根本作出指導和改善。然後逐步教授韓語發音的各種特別變化。

學員請在上課前5天先到報名處繳付課本費用及取回收據，憑收據可在首兩節課堂
內領取課本。

- 適合曾修讀本院“基礎韓語1”, 或
- 曾修讀韓語162小時以上之人士。

HK$2,300 逢周六，2:30pm - 5:30pm

8講，24小時 韓語

詳細時間表可於12月中旬瀏覽學科網頁

開課日期 待定

網上韓語入門 1
課程編號：KORE9028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主要教授學員閱讀，書寫和發音韓文字母Hangeul，並自我介紹，說簡單的問候，並用簡單的韓文句子描述時間，日期，地點和日常活動。完成課程後，合格學員可升讀 
 “網上韓語入門 2”。本課程並沒有納入持續進修基金。

HK$3,600 共18講，54小時

報名代碼 日期 /時間 上課地點 截止報名日期 開課日期

1875-1729NW 逢周三，7:00pm - 10:00pm SOUL2.0網上學習平台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3月3日

1875-1741NW 逢周六，10:00am - 1:00pm SOUL2.0網上學習平台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3月6日

1875-1742NW 逢周日，10:00am - 1:00pm SOUL2.0網上學習平台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3月7日

網上韓語入門 2
課程編號：KORE9029

3762 0820 jolang@hkuspace.hku.hk   
主要教授學員基本的韓語語法，詞彙和短語，以詢問和回答有關日常情況的問題，並構建表達個人能力，計劃，觀點和原因等的簡單句子。完成課程後，合格學員可升讀晚
間面授課程 “韓語證書（基礎）- 基礎韓語1” 課程。本課程並沒有納入持續進修基金。

HK$3,600 共18講，54小時

報名代碼 日期 /時間 上課地點 截止報名日期 開課日期

1875-1731NW 逢周日，2:00pm - 5:00pm SOUL2.0網上學習平台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21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