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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um Entry Requirements 基本入學要求（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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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hort Course 短期課程

See legend on page 2 
圖像說明於第2頁

Art Tour to Korea - Experiencing 
Korean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Art
Programme Code: DPAM9057

S

2910 7645 

exe.ic@hkuspace.hku.hk

 

Korean art has a tradition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Throughout the ages, 
Korean art has developed into a unique style which is highly praised and revered by 
artists and art lovers around the world. Korean ceramics, including white porcelains, 
Buncheong wares, and celadon, are renowned for their unique style and technique. 
Traditional art performance such as Pansori (Korean folk opera) and Buchaechum 
(fan dance) are widely recognized for their aesthetic qualities. Works of contemporary 
artists such as Nam June Paik and Park Soeun have also received atten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HK$6,000 (payable to “HKU SPACE”)

HK$7,000 - HK$9,000* per adult Services Fee (payment to travel agnecy)

*Subject to confirmation

8 days Seoul, Korea 

Eric Kwong is a Lecturer of the HKU SPACE.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research methods and Asian societies with a focus on Japanese and Korean cultures 

and languages. His paper ‘Korean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Study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of Korean People in Overseas’ got the “Best Paper 

Award” of the 9th Biennial Convention of the Pacific and Asi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n 

2012.

Cantonese and Korean

香港製造：五、六、七十年代港產國
粵語片
課程編號：CHIC9040

S

報名代碼：1635-1921NW
2910 7645 exe.ic@hkuspace.hku.hk

一邪雙飛三絕掌 , 星星月亮並太陽——作為曾經星光熠熠的「東方荷李活」, 五六十
年代的黑白片演化到伊士曼七彩 , 在香港大量拍攝的國粵語片 , 所反映的當時香港
式生活 , 時尚 , 各階層的喜好等細節 , 一直被低估和忽視——譬如在今天 , 繁體字簡
體字爭拗屢見不鮮, 殊不知當時非「長鳳新」系列電影的片頭, 像電懋《南北和》(1961)
裏出現的美術字 , 便夾雜了「簡筆字 /減筆字」, 觀眾並不以為忤。

凡有興趣人士均可報讀。 HK$1,500

5個星期 逢周日，2:00pm – 3:30pm

Vincent KU, 前私房菜與咖啡店店主 , 現為文字搬磚工 , 深受八十年代電視劇薰陶 ,  故
近視甚深, 後為電懋國語片與中聯粵語發燒擁躉, 同時酷愛英美電影劇集, 文字散見香
港和內地的《Jet Magazine》, 《蘋果日報》, 《Charter Magazine》, 《悅食雜誌》, 《周末畫
報》等。

廣東話 Cantonese

截止報名日期 2019年1月31日

開課日期 2019年2月24日

種子字研習班
課程編號：PHIL9096

S

報名代碼：1650-2257NW  

2975 5879 cathy.ho@hkuspace.hku.hk

透過此課程，讓學員進入密教「種子字」的神秘世界。內容包括簡單介紹不同真言
種子字和陀羅尼的書寫法、讀法和當中的意思，及自制書寫種子字工具。

課程內容適合具中五或以上學歴，對密教種子字有興趣之人仕。

HK$2,700 16個星期

逢周三，8:00pm – 10:00pm 廣東話 Cantonese

截止報名日期 2018年9月21日 

開課日期 2018年10月9日 

港飲港食：人以食為先
課程編號：CHIC9041

S

報名代碼：1635-1923NW  

2910 7645 exe.ic@hkuspace.hku.hk

有飲有食！寓飲食於學習 !

本課程着重討論香港的飲食文化，從不同的飲食習慣入手，理解本地社會所經歷
的轉變。

凡有興趣人士均可報讀。 
有謂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而講飲講食絕對是現在生活的重要部份。無論世界怎樣轉
變，老麥快餐如何當道，我們見面仍然會問「食咗飯未？」，說再見要講「得閒飲
茶！」。了解我們的飲食，即是了解我們的文化。

HK$5,000 (包括品嚐盆菜宴及私房菜的費用 )

5個星期 逄周日，4:00pm – 5:30pm

金鐘統一中心6樓 (金鐘地鐵站D出口 ) 及 HKU SPACE 課程中心以外地方。

蕭欣浩博士，嶺南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現為嶺南大學中文系授課導師，以及TVB電
視節目《學是學非》嘉賓主持，主要從事語言文字、飲食文學及文化研究。

廣東話

截止報名日期 2019年1月31日

開課日期 201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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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哲學及文化系列課程 （2018/2019）

哲學 易經

《大日經》
密宗經典研修

《阿彌陀經》
淨土宗經典研修

佛學證書
（禪淨密三宗經典研習）

《圓覺經》
禪宗經典研修

《般若理趣經》研習

十八道法研習

佛學證書
（真言宗研習）

真言宗研習基礎

《楞伽經》研修

《金剛經》研修

禪宗三經
研修證書

《六祖壇經》研修

哲學概論證書
周易之
義理與卦義
分析證書

宗教

備註：

詳情請瀏覽本學院網頁及課程宣傳單張。

宗教課程詳請見本課程手冊宗教部份105頁。

哲學文憑
課程編號：PL003A

報名代碼：1750-PL003A
2975 5692 selina.chan@hkuspace.hku.hk

本文憑課程專為曾受一般哲學思考訓練、並具備基本哲學知識的人士而設。本課
程將帶領學員深入探討重要的哲學課題。課程所包含的三門科目，亦可單獨個別
報讀。 

HK$2,600 12個月至18個月

逢周四、周六 香港北角英皇道494 號港島東分校

資歷架構級別：4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07/001566/4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日期：2008年5月5日 - 持續

廣東話。由於部分教材與參考書，乃用英文編寫，故學員亦應具一定英語程度。

截止報名日期 2019年9月18日

開課日期 2019年10月17日

哲學概論證書
課程編號：PL002A

報名代碼：1750-PL002A
2975 5692 selina.chan@hkuspace.hku.hk

哲學概論證書是哲學系列課程的入門課程。通過對古今中外哲學家對宇宙人生終
極問題探索路向和結果的學習、研究和探討，使學員明瞭哲學的特性與意義；通
過對哲學主要問題和中西哲學主流學派思想的研究，揭示哲學與現代生活關係，
訓練閱讀哲學著作能力，提高批判思考能力。

HK$7,300 7個月

逢周三、周六

在香港多年從事哲學教學並持相關專業碩士以上學位者

香港北角英皇道494號港島東分校 (北角港鐵站B3出口 )

廣東話

資歷架構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07/001565/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日期：2008年5月5日 - 持續

截止報名日期 2019年9月18日

開課日期 201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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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之義理與卦義分析證書
課程編號：PL004A

報名代碼：1750-PL004A
2975 5692 selina.chan@hkuspace.hku.hk

解釋《易經》，配合歷朝易學大師之心得，將易經由淺至深闡釋出來， 重視周易的天
人原理及占測技巧，務求令學員對周易有理論與實踐重的基本理解。

HK$7,500 7個月

逢周二、周五

香港北角英皇道494號港島東分校 (北角港鐵站B3出口 )

盧傑雄博士、謝世杰博士、鄭勤龍先生

粵語

資歷架構級別：3 登記號碼：12/001147/3 
登記有效期：2012年10月4日 – 持續

開課日期 2019年10月15日

岑逸飛講壇：經典智慧與創意思維
(道家逍遙篇)
課程編號：PHIL9095

S

報名代碼：1670-1223NW  

3762 0056 trista.chan@hkuspace.hku.hk

岑逸飛先生透過中西文化多重角度的分析，令學員擴展視野，學習以創意和廣闊
的思維面對職場管理和人生處世的種種挑戰。

HK$3,300 9個星期

逢周一，7:30pm – 9:30pm 岑逸飛先生，資深傳媒及文化工作者、
香港電台《講東講西》主持之一

粵語

截止報名日期 2019年2月8日

開課日期 2019年2月25日

岑逸飛講壇：經典智慧與創意思維
(法家應用篇)
課程編號：PHIL9095

S

報名代碼：1690-1098NW  

3762 0056 trista.chan@hkuspace.hku.hk

岑逸飛先生透過中西文化多重角度的分析，令學員擴展視野，學習以創意和廣闊
的思維面對職場管理和人生處世的種種挑戰。

HK$3,300 9個星期

逢周一，7:30pm – 9:30pm 岑逸飛先生，資深傳媒及文化工作者、
香港電台《講東講西》主持之一

粵語

截止報名日期 2019年5月17日

開課日期 2019年6月3日

西藏歷史文化探視
課程編號：ARTO9024

S

報名代碼：1670-1833NW  

3762 0086 adstaff@hkuspace.hku.hk

本課程帶領大家從多角度探視藏族的歷史和豐富多姿的藏文化，藉此希望能拓寬
學員視野，了解和體悟藏文化的底蘊，對藏文化如同對漢文化一般珍視。

適合對歷史及文化有興趣的人士報讀 HK$2,560

共8講，約2個月 逢周二，7:30pm – 9:30pm

港島東分校17樓1701室 粵語

李惠玲博士 (香港大學中國文學及歷史學士，英國牛津大學西藏與喜馬拉雅研究碩士
與博士 )

開課日期 2019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