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3
3 April 2022



課程內容
Programme Content

課堂活動*

In-class activities

理論課、業界人士分享、遊戲、體驗工作坊、小組討論及滙報

Lectures, sharing from industry practitioners, games,  
experimental workshops, group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s

費用 (港幣)

Programme Fee (HK$)

1,281

(經學校推薦及成功完成課程，可獲學費豁免。每個課程 

均設有免費名額三個，以先到先得形式取錄。)

(The programme fee will be waived for students nominated by 
the school and completed the programme successfully. Three 
places are available for each programme. Places will be offered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課程查詢

Enquiries

電話 Telephone: 2768 6936

電郵 Email: bajsp@hkmu.edu.hk

網上報名方法

Online Application

https://www.hkmu.edu.hk/bajsp_registration 

* 課堂活動將在網上進行
 In-class activities will be conducted online



課程內容

Programme 
Content

實際內容因應各個

課程而有所不同

Contents depend 
on the programme 
enrolled

The programme is designed to introduce you to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engage you 
in cre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The programme 
also aims to help you find the new perspectives,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the innovative ways of addressing 
problems in your future endeavours.

Learning Outcomes

Upon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me, you should be able to:

• Explain and apply the basics of entrepreneurship;

• Apply innovative thinking skills;

• Demonstrate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needs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propose a solution to an existing problem/
need, and refine it; and

• Present innovative ideas in a convincing way.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concepts, knowledge, and skills embedded in the topics 
will mainly be conveyed and taught through classroom 
teaching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tools, such as group 
discussions, videos, site visits and guest speaker sharing. It 
is hoped that with such a variety of learning tools, you can 
acquire the necessary concepts,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a fun 
and effective way.

Topics

• Startup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echnopreneurship 

• Case studies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company visits

• Creative thinking 

• Business innovation design

• Pitching and presentation

JSP B301F
Creativity in Entrepreneurial Challenges

Entrepreneurship is not for teenagers! 

Who says so? 

Young students like you may have more creative ideas 
than adults. The question is how you can turn your 
innovative ideas into reality.

Let us take you to a journey of entrepreneurship: how a 
creative idea can be converted to a successful business.

April 2022

12-14  & 19-20

本課程的宗旨是協助你了解在商業環境中

創意的應用，讓你認識有關的基礎概念及

理論，以及創意思考的方法和過程。不管

你將來修讀商科與否，創新思維讓你擴闊

眼界、激發冒險精神和解難能力，對未來

的學習都有所裨益。

學習成果

修畢本課程後，你應能達至以下的學習 

成果：

‧ 解釋及應用創業的基本概念

‧ 掌握創新思維的技巧

‧ 分析企業創新的需求，並提出可行的方

案以滿足需求

‧ 清楚講解創新的方案

學習模式

除課堂教學外，本課程亦會運用多種互動

學習模式，如小組討論、短片、企業參觀

及客席講者分享，讓你在輕鬆及有趣的環

境中學習不同的概念、知識和技能。

課程內容

‧ 創新企業、社會企業、科技創業

‧ 企業創新個案分析

‧ 創新企業參觀 

‧ 創意思維方法

‧ 企業創新方案制定及展示

JSP B301CF
從創意到創業

創業精神是成年人的專利？

當然不是！作為年輕學生的你可能有 

更多創新點子！

那麼，如何運用你的創意思維去開創 

事業呢？

本課程帶你認識：創意→創新→創業，

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

2022年4月

19-22日



JSP B304CF
理財有道

俗語說：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財務計劃不是成年人的專利，作為年輕

學生的你更需要從小培養理財觀念！

那麼，你可以如何運用財務策劃的知識

來增加你的財富呢？

本課程將帶你認識增加財富的過程，探

索其中的奧秘。

JSP B307CF
搵食⋯搵到食

你喜歡香港的美食嗎？香港作為世界知

名的美食天堂，食肆林立，提供不同種

類的菜式，絕對是四處「搵食」的好 

地方！

但你熟悉香港的餐飲業嗎？你知道在香

港可找到多少種類的菜式嗎？本課程有

助你認識香港餐飲業的概況和最新發

展，以及食肆的實際運作。也許有一

天，你將會在這個「搵到食」的行業中

一展所長，開展你的事業。

本課程的宗旨是幫助你學習餐飲業的基本

知識，包括不同種類的食肆和菜式發展，

以及從事餐飲服務業工作的前景。

學習成果

修畢本課程後，你應能達至以下的學習 

成果：

‧ 闡述香港經濟中餐飲業的重要性

‧ 說明不同種類食肆的特點和基本運作

‧ 設計菜單

‧ 概述餐飲服務業的事業發展

學習模式

除課堂講授外，本課程亦會運用不同的互

動學習模式，如小組討論、短片、角色扮

演、企業參觀和客席講者分享，讓你在輕

鬆和有趣的環境中學習有關餐飲的概念、

知識和技能。

課程內容

‧ 香港餐飲業的歷史和重要性

‧ 不同菜式種類的食肆及其基本運作

‧ 菜式發展的趨勢

‧ 菜單設計

‧ 餐飲業的事業出路

‧ 簡報和回饋

本課程的宗旨是協助你建立正確的財富觀

念，了解個人財務計劃的重要性，從中學

習到投資管理及風險管理的知識，對投資

理財更感興趣。

學習成果

修畢本課程後，你應能達至以下的學習 

成果：

‧ 了解財務策劃過程的基本概念

‧ 分析不同種類的投資工具及其特點

‧ 應用日常生活中的投資理論

‧ 了解香港金融市場及香港交易所的運作

‧ 向持分者講解財務策劃的方案

學習模式

除課堂教授外，本課程亦會運用多種互動

學習模式，如小組討論、短片、企業參觀

及客席講者分享，讓你在輕鬆及有趣的環

境中學習不同的概念、知識和技能。

課程內容

‧ 介紹財務策劃的重要性

‧ 金融世界的簡介

‧ 闡述現金流的重要性

‧ 香港金融市場的概述

‧ 財務職業規劃及個人財務計劃的制定及

展示

2022年4月

11-13日
2022年4月

11-14 日

本課程旨在幫助你了解會計界的不同領

域；你將透過課堂練習、討論及研討會等

活動學習資訊科技對會計師的角色及日常

工作的影響；你亦會學習到如何利用軟件

分析企業的表現。

學習成果

修畢本課程後，你應能達至以下的學習 

成果：

‧ 討論人工智能和機械人在會計的應用。

‧ 描述並解釋調解和仲裁的重要性。

‧ 使用信息技術來分析公司績效。

‧ 討論專業會計師的職業發展。

學習模式

除課堂教授外，本課程亦會運用多種互動

學習模式，如小組討論、短片、企業參觀

及客席講者分享，讓你在輕鬆及有趣的環

境中學習不同的概念、知識和技能。

課程內容

‧ 會計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 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在會計業的應用

‧ 調解與仲裁的介紹

‧ 專業會計師的職業發展

‧ 個案分析與反饋

JSP B303CF
未來的會計師

你知道嗎...

未來的會計師有什麼職責？

未來的會計師需要哪些特質？

如何透過科技把枯燥乏味的會計資料轉

化成生動的故事以傳達你的想法、說服

你的聽眾？

本課程能協助你找出上述問題的答案！

2022年4月

11-14 日



JSP B308CF
綠．續旅遊

可持續發展是世界大趨勢，旅遊業也不

例外。

可持續發展和旅遊有什麼關係？

綠色旅遊又是否屬於可持續旅遊的 

一種？

文化保育跟可持續旅遊有關嗎？

這些問題將在本課程為你一一解答，讓

你做個跟得上潮流的旅遊達人。

本課程的宗旨是介紹可持續旅遊的基本概

念。課程重點是在推動城市旅遊的經濟效

益上，積極進行文化保育及環境保護，讓

下一代也能享用我們現有的資源。

學習成果

修畢本課程後，你應能達至以下的學習 

成果：

‧ 了解及闡釋可持續旅遊的三大範疇

‧ 探討在香港推動可持續旅遊的重要性

‧ 解釋可持續旅遊的發展趨勢

‧ 描述可持續旅遊的就業前景

學習模式

除課堂教授外，本課程亦會運用多種互動

學習模式，如小組討論、短片、企業參

觀、工作坊及客席講者分享，讓你在輕鬆

及有趣的環境中學習不同的概念、知識和

技能。

課程內容

‧ 可持續旅遊的認知及重要性

‧ 社區旅遊

‧ 生態旅遊 

‧ 遊客管理

‧ 可持續旅遊的就業前景

2022年4月

19-22日 JSP B310CF
玩@勿喪志

成語: 玩物喪志 - 指沉迷於玩樂，使人

喪失積極進取的志向

若然能玩得醒目，玩樂能夠培養你成為

未來體康行業的領袖

參加「玩@勿喪志」課程，讓我們一起

玩一起做領袖

本課程利用多種體驗式活動，幫助你了解

體康行業發展，同時建立成為領袖的基

礎；你將透過不同遊戲課堂及傑出運動員

分享中學習領導才能。

本課程旨在加深你對大學學習生活的了

解，對有志於體康管理的同學最為適合。

學習成果

修畢本課程後，你應能達至以下的學習 

成果：

‧ 了解體康行業發展趨勢

‧ 建立帶領體驗式學習的基本技巧

‧ 透過應用所學知識和技巧，鞏固學習 

成果

學習模式

除課堂教授外，本課程亦會運用多種互動

學習模式，如小組討論、企業參觀及客席

講者分享，讓你在輕鬆及有趣的環境中學

習不同的概念、知識和技能。

課程內容

‧ 初探香港體康發展

‧ 領導才能及體驗式學習的原則

‧ 領導體驗式學習的基礎技巧

JSP B311CF
“風”儉由人

俗語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作為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提

供各類型的金融服務，吸引了眾多金融

機構。 香港的金融市場非常安全，因

為它在符合國際標準與有效風險管理機

制下運作。

金融業在2020年擁有超過273,000名

勞動力，佔香港勞動人口近7.5％，對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約佔23％。

本課程將帶你認識風險管理的過程，探

索其中的奧秘。

風險管理是理解、分析和解決潛在風險以確

保實現目標的過程。每間公司都要承擔風

險，也要管理這些風險，以降低其影響。此

外，風險管理對於個人理財同樣重要。只要

風險管理得宜，它就不是一件壞事。

本課程旨在幫助你獲得有關風險管理的基礎

知識，尤其是金融機構在風險管理領域的應

用。你更可以了解相關行業的職業發展。

學習成果

修畢本課程後，你應能達至以下的學習 

成果：

‧ 定義並解釋風險管理概念

‧ 討論風險管理對各種財務工具的重要性

‧ 解釋香港目前的風險管理趨勢

‧ 描述風險管理行業的職業發展

學習模式

除課堂教授外，本課程亦會運用多種互動學

習模式，如小組討論、短片、企業參觀及客

席講者分享，讓你在輕鬆及有趣的環境中學

習不同的概念、知識和技能。

課程內容

‧ 風險管理的概念和重要性

‧ 個人層面的風險管理

‧ 香港金融市場

‧ 風險管理領域的職業道路

‧ 演講和反饋

2022年4月

19-22日
2022年4月

13-14 及19-21日



JSP B312CF
神級搞手工作室

本課程旨在介紹不同活動的設計和計

劃，幫助高中生掌握活動策劃的基礎知

識和技巧。通過認識不同種類的活動，

例如：婚禮統籌，會議及展覽等等，以

掌握設計、統籌及成功執行活動的基本

技巧。

本課程旨在介紹活動策劃的基本技能。你

將能夠掌握創建和管理活動的基本知識，

例如如何設計和策劃活動、掌握活動策劃

的步驟及元素、組織節目、活動預算、市

場營銷和風險管理。

學習成果

修畢本課程後，你應能達至以下的學習 

成果：

‧ 了解活動策劃的原則

‧ 培養活動策劃的基本技能

‧ 利用所學的知識和實踐技能來創建成功

的活動

學習模式

除課堂教授外，本課程亦會運用多種互動

學習模式，如小組討論、短片、企業參觀

及客席講者分享，讓你在輕鬆及有趣的環

境中學習不同的概念、知識和技能。

課程內容

‧ 活動設計和計劃

‧ 活動策劃

‧ 活動預算及贊助

‧ 組織節目及娛樂表演

‧ 市場營銷及宣傳

‧ 活動管理

‧ 活動風險管理

JSP B314CF
翻轉KOL教室

現在經常聽到Youtuber、KOL、網紅

等詞語，不少年輕一代甚至視他們為

偶像，那你們有沒有想過成為一名KOL

呢？

若能夠靈活運用社交媒體，不但能推銷

自己，甚至能成你的競爭優勢。

參加「翻轉KOL教室」，一起了解如何

成為一名優秀的網絡紅人吧！

JSP B315CF
商貿「鏈」の事

什麼是供應鏈管理？

供應鏈管理如何影響你的日常生活?

如何運用新科技在供應鏈管理為你帶來

便利？

上述問題，本課程將為你找出答案！

本課程的宗旨是協助你瞭解現今最流行的

社交媒體，藉著社交媒體的運用，讓高中

生也能成為關鍵意見領袖(KOL)，助你成功

推銷自己，發展未來事業。

學習成果

修畢本課程後，你應能達至以下的學習 

成果：

‧ 定義及解釋現今新型的社交媒體與傳統

媒體的差異以及影響力

‧ 討論社交媒體的運作過程

‧ 解釋如何選擇一個最適合宣傳自己的社

交媒體，並且能運用不同策略及戰術

‧ 描述如何持續營運該社交媒體，並且瞭

解其監測及測量的方式

學習模式

除課堂教授外，本課程亦會運用多種互動

學習模式，如小組討論、短片製作、企業

參觀及客席講者分享，讓你在輕鬆及有趣

的環境中學習不同的概念、知識和技能。

課程內容

‧ 現代市場營銷：社交媒體與傳統媒體

‧ 市場目標定位

‧ 外部環境及內部環境

‧ SWOT 分析

‧ 4Ps

‧ 不同社交媒體的應用

本課程的宗旨是介紹商業世界中有關供應

鏈的業務運作模式。除了課堂講座，實地

考察以及行業領袖的分享，你還可透過企

業資源管理(ERP)系統模擬遊戲，獲得經營

業務的實踐經驗並且擴闊眼界。

學習成果

修畢本課程後，你應能達至以下的學習 

成果：

‧ 了解供應鏈管理有關的概念

‧ 在業務營運中應用相關概念

‧ 描述供應鏈行業的就業前景

學習模式

除課堂教授外，本課程亦會運用多種互動

學習模式，如小組討論、短片、企業參觀

及客席講者分享，讓你在輕鬆及有趣的環

境中學習不同的概念、知識和技能。

課程內容

‧ 供應鏈管理之概念和重要性

‧ 有關供應鏈管理的信息技術應用

‧ 供應鏈中的風險和可持續性

‧ 了解有關業務營運流程

‧ 供應鏈行業就業前景

2022年4月

12-14 日
2022年4月

12-14 日
2022年4月

12-14 及19-20 日



Company 
visit

Professional 
sharing

Latte making workshop

Local snacks 
making 

Floor curling experience

Cultural 
t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