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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僕人領袖 
‧ 編織卓爾夢想

培育僕人領袖
‧編織卓爾夢想

Weave Extraordinary 



課程旨在培育有志投身社會工作及服務社群的學生，課程

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並獲社會工作者

註冊局資歷認可，畢業生可成為註冊社會工作者。學生需

完成最少兩次分別 400 小時的實習，學院亦會安排 100

小時實習準備和工作坊等相關活動，幫助學生掌握實習時

所需的知識及技能。畢業生可於社會福利署或社福機構擔
修讀方式及年期 全日制（4 年）

教授語言 英語（特定科目例外）

簡穎賢是宏恩基督教學院「社會工作榮譽學士課程」的畢
業生，他畢業後數個月內即獲聘，現時於一間青少年社區中心
任職註冊社工。

他表示：「當初因為機緣巧合，讀中六的時候，我的家人
與朋友在談話間提及石硤尾有一間新的院校，開辦社工課程，
於是我便去了解，因而認識了宏恩這間院校。其後我再上網了
解宏恩社工課程的內容，知道這是學士學位課程，而且課程獲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認可，畢業後可成為註冊社工，所以我就報
讀了宏恩這個社工學位課程。」

入讀後，穎賢覺得宏恩的老師和同學們都很友善，他們都
很樂意互相交流，而且老師的教學態度認真，十分用心，使他
學會了很多知識。

除了學科上的知識外，實習經驗對社工學生也相當重要，
穎賢在三年級和四年級時都有進行實習，兩次實習的服務範疇
分別是家庭服務和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他認為：「學科上的理
論提供一個框架，可以為服務使用者分析，從而為他們度身訂
造適合他們的服務，因此在宏恩學習的知識對我的工作有很大

黎燕儀（Debbie）在宏恩基督教學院完成了「社會工作
榮譽學士課程」。由於小時候曾經有社工幫助過她，因此她希
望自己能夠在社工這個行業發展。Debbie 分享她的經歷時說：
「很感恩能夠達成夢想！我已經在社工這個行業工作了大約
十八年，現在於學校當駐校社工。我認為現今的中小學生，遇
到壓力時可能會產生很多負面思想，可能會觸發一些家庭問題
或社會問題，我希望當駐校社工可以輔導及幫助他們。」

Debbie 持有副學士學歷，同事知道宏恩有開辦社會工作
榮譽學士課程時便向她推介，她表示：「同事認為宏恩的老師
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師資良好，而且持有社工副學士或高級
文憑的同工，有機會申請三年級入學，只要修讀兩年就能夠獲
得學位資格。由於當時有很多同事都有學士學位，所以我也希
望能夠獲取更高學歷，於是便選擇入讀宏恩之『社會工作榮譽
學士課程』三年級。」

她憶述面試時，曾被問及作為專業社工如何幫助別人，而
且是用英文回答，當時感到宏恩的社工教學團隊十分認真和專
業。現在回想在宏恩的兩年學習生活，她說：「這個課程很值
得推介，很少學院會有『僕人領袖』（Servant Leadership）
這個學科，我學會以謙虛的態度待人處事，如何當一個真

簡穎賢
Kan Wing Yin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課程

畢業生

無心插柳柳成蔭 加入社工服務社群

以社工專業知識服務社群 極具意義

社會工作學院
School of Social Work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課程
〔接受一年級及三年級入學申請〕

黎燕儀
Debbie Lai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課程

畢業生

的幫助。」在宏恩學習期間，穎賢曾獲得多項獎學金，表揚他
在學術及其他範疇的傑出表現。

他希望將來成為一個專業社工，在家庭服務方面幫助有需
要的人士。由於提供家庭服務的社工需要有一定的年資及經驗，

所以他現在於青少年社區中心
任職社工，為兒童及青少年提
供服務，希望可以慢慢累積經
驗，為未來發展鋪路，幫助更
多有需要及不同階層人士。

正的領袖及與團隊合作。另外，『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亦是我喜愛的學科，我學會從不同角色思考，加強
分析能力。」

她表示，「宏恩的老師會跟同學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真
的很好，因為可以跟老師們互相交流。去年受疫情影響，宏恩
很快就決定採用網上教學，我十分欣賞學院在這方面處理得很
好。」如今她將所學的社工專業知識
服務於教育行業，並為有需要幫助的
社群提供支援及輔導，令她感到很有
意義。

學生分享

任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ASWO) 或相等職

位；亦可選擇繼續進修研究院課程。

學生分享



學生分享

課程旨在教授學生心理學和輔導學相關領

域的知識；培育學生成為僕人領袖。畢業

生可以升讀宏恩基督教學院「心理學榮譽

學士課程」三年級，或報讀其他院校開辦

之相關領域銜接學位課程。

課程旨在裝備學生投身不同的專業，包括

輔導、公眾服務、執法、商業和非牟利機

構等或繼續深造心理學或相關學科。

修讀方式及年期 全日制（4 年）

教授語言 英語（特定科目例外）

修讀方式及年期 全日制（2 年）/ 兼讀制（3 年）

教授語言 英文為主，中文為輔（中文及部份
通識科目以中文教授）

成為宏恩一份子之前，關綺韻 （Gloria） 曾修讀護理學，
她為了應付家中長者突發的情緒及心理狀況，毅然轉戰修讀心
理學。在修讀心理學高級文憑課程期間，她獲安排於一間輔導
中心進行實習。修畢課程後，得到該中心負責人的推薦，入讀
宏恩的「心理學榮譽學士課程」三年級。

目前她正在修讀四年級之課程。由於今年是最後一年的課
程，要完成畢業專題研習，所以比較忙碌。在暑假期間，她曾
以暑期實習生的身份擔任心理學研究助理，獲益良多。現在她
亦有進行實習，她覺得：「實習的過程可以讓我有機會獲得更
多實際的體驗，幫助我了解更多關於畢業後可以從事與心理學
相關之工作。」除此之外，她說：「宏恩有很多不同的學習科
目，例如僕人領袖（Servant Leadership）、中國人的心理學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等，都十分有趣。我
認為這些都可以幫助我於日後工作時，更加明白自己需要做甚
麼來幫助別人。」

陳嘉盈（Irene）因為工作關係，經常與人接觸，因而對
人類的行為及心理興趣日增，亦希望加強自己與不同人士溝通
的技能，於是在網上搜尋相關的課程資料，最後以兼讀制模式
修讀宏恩的「心理及輔導學高級文憑課程」，目前她已經踏入
第二個學年的課程了。

今個學年，她覺得又興奮又緊張，因為在新學年可學習
到新的課題，去年她曾修讀「心理學基礎」（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而今年修讀的「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 是她在心理學科中覺得最有趣的科目。「認知心
理學」基本上是了解人的行為和思想，關於人對外在環境作出
的心理反應，她認為有關理論及知識可以套用在工作上，加強
對人的溝通技巧。透過將理論及所學的知識實踐在工作上，她
覺得：「修讀這個課程後，自己處事較之前冷靜，因為明白到
對方的反應是因為甚麼原因所致，所以對別人有更多的體諒，
亦多留意身邊的人和事，令我成長了不少。」

在社福界擁有八年前綫經驗的她，工作上需要面對很多有
困難的市民，他們可能有經濟困難、健康問題或家庭問題。她
雖然不是社工，但卻認為：「當第一次接觸市民的時候，我可
以作為一個聆聽者，這是要成為輔導人員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在我能力範圍之內會盡量幫忙，先舒緩對方的情緒困擾，然後
再幫他們解決問題。如果事情並非我能力範圍內可以處理的話，

關綺韻
Gloria Kwan
心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四年級學生

由護理轉攻心理學  領略「僕人領袖」真諦

修讀心理及輔導學  加強溝通技巧助人自助

心理學院
School of Psychology

心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心理及輔導學高級文憑課程
〔接受一年級及三年級入學申請〕

陳嘉盈
Irene Chan
心理及輔導學高級文憑課程

二年級學生

在宏恩，最令她喜出望外的卻是通識學科「僕人領袖」
（Servant Leadership）。 她表示：「透過這個科目，我學
懂個人領袖是為自己、僕人領袖則以他人為服侍對象，後者不
會以高高在上的身份去指揮一切的。」關於心理學的知識，
Gloria 對每一個範疇皆感興趣，包括異常心理學等臨牀心理學
分支。她打算畢業後，會先做一年關於輔導心理學的工作以累
積經驗，然後再進修其他關於心理學的課程，例如臨牀心理學。

可以轉介給專業人士跟進。」她表示：「在學習心理學學科後，
可以幫助我更加容易理解別人的困難及情緒，工作上減少了不
必要的情緒困擾，以及與市民爭拗而浪費的時間，因此更能精
準辨別出求助者的實際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

她覺得每個人都不應看輕自己的能力，小人物也可以成就
大事。在宏恩，她從「僕人領袖」（Servant Leadership）的科
目學會了聆聽、貼地和處事要有周詳計劃，例如作決定前，先衡
量各種可行性。她最希望可以有「僕人領袖」中以精神治療他人，
她認為：「我覺得人與人的相處，應該互相配合及合作，而不是
命令式或服從式，所以我一直本着以僕人服侍的心去服務市民，
他們的笑容便是我工作的動力。」

完成高級文憑課程後，她計劃畢
業後以公餘時間繼續修讀心理學學位
課程，不斷自我增值。

學生分享



課程旨在培育學生成為商界人才，並服務

不同工商業及非牟利機構，畢業生如參與

澳洲管理會計師公會 (ICMA) 專業考試，

可豁免 16 個學分；畢業生可於不同範疇

的服務行業工作，包括金融及銀行服務、投資管理、酒店

及旅遊業、物流及運輸業、批發及零售業、管理顧問、網

絡營銷及廣告行業等；亦可申請與商業或管理學相關的研

究院課程。

課程為學生提供基礎的商業、市場推廣、

管理等知識，並聚焦在企業轉化部份，培

育學生適應香港未來的商界或政府組織的

需要，商學院會定期與業界合作，為學生

提供參觀公司以及職業輔導等服務，讓學

生取得寶貴的經驗。畢業生亦可以申請升讀宏恩基督教

學院的「服務管理榮譽學士課程」三年級，或報讀其他

院校開辦之相關領域的銜接學位課程。

修讀方式及年期 全日制（4 年）

教授語言 英語（特定科目例外）

修讀方式及年期 全日制（2 年）/ 兼讀制（3 年）

教授語言
英文為主，中文為輔（中文及部份
通識科目以中文教授）

李兆敦（Sheldon）從十三歲開始已在英國留學，2021
年在紐卡素諾森比亞大學修讀電腦科學與遊戲開發學位課程，
為二年級學生。由於英國新冠肺炎的疫情嚴重，他選擇推
遲完成學位課程，在暑假返回香港與家人相聚。電腦
及資訊科技相關學科是修讀電腦科學與遊戲開發學
位課程的主要重點，而經濟學、會計、市場營銷、統
計和服務質素管理等商業學科的學習機會非常有限。
Sheldon 很有興趣了解更多關於環球商業的知識，讓自
己在電腦科學之核心學科以外獲得多元化的知識，於是
想在回英國諾森比亞大學完成最後一年學位課程前，在
宏恩基督教學院修讀「轉化型商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雖然由開學至今，Sheldon 入讀宏恩只是兩個月的
時間，但已令他獲益良多：「商學院系主任楊博士的環

楊思齊（Victor）大學畢業後從事活動策劃及廣告業，
曾籌辦逾萬人的大型跑步盛事，現成立 Vision and Mission 
Consultancy，更榮獲《亞洲周刊》頒發之全球傑出青年領袖
獎項。由於資訊科技發達及社交平台的普及化，部份商品銷售
及服務提供都開始轉型，Victor 希望可以透過進修有關商業管
理課程自我增值。

由於工作關係，Victor 認識了宏恩基督教學院商學院副教
授兼系主任楊慕貞博士，楊博士推薦他修讀「轉化型商業管理
高級文憑課程」。 Victor選修了其中兩科：「創新服務品質管理」
（Innovative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及「人材培訓以
建設能力」（Talent Development for Capacity Building），
希望提升商業管理新型知識。其中「創新服務品質管理」科目
令他學會了實體宣傳以外還有其他不同形式的網上宣傳手法；
透過「人材培訓以建設能力」科目，他學會了以人為本，透過
人材培訓，從消費者的角度考慮制定營銷策略，以達成目標或
持續發展。

為二年級學生。由於英國新冠肺炎的疫情嚴重，他選擇推

李兆敦
Sheldon Lee
轉化型商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一年級學生

留英升讀電腦科學與遊戲開發
疫情下選擇推遲畢業及回港進修環球商業知識

修讀轉化型商業管理 傑出青年增值回饋社會

商學院
School of Business 

服務管理榮譽學士課程 轉化型商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接受一年級及三年級入學申請〕

球商業網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特別的是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提供了很多機會給同學參與各種國際交流

活動，探索世界。此外，同學亦願意互相分
享，每個人都是獨特，有着不同的背景。」

他希望在宏恩學習過程中能與同學有
更多的接觸和交流，互相學習，相信此對
將來的發展有莫大的幫助。

Victor 分享：「我選擇進修時會考慮課程內容及學習氣氛，
而非在意課程銜頭，我很慶幸選擇了宏恩。」在修讀課程期間，
他曾參加宏恩為他安排的各類商會活動和研討會，他直言：「宏
恩老師跟學生們亦師亦友，不但保持恒常溝通，課餘時還會一
起遠足，感受到過往大學時期未曾有過的人情味！」

身為年輕初創企業家，Victor 懂
得以謙卑、感恩之心回饋公眾。他還表
示考慮攻讀線上營銷的課程，進一步了
解更多網上宣傳和建立品牌的手法。

學生分享

學生分享

楊思齊
Victor Yeung

轉化型商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學生



李兆敦
Sheldon Lee
轉化型商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一年級學生

學生分享

修讀方式及年期 全日制（4 年）/ 兼讀制（6 年）

教授語言
基督教事工之專業科目以中文為
主，英文為輔，通識科目以英文為
主，中文為輔。

修讀方式及年期 全日制（2 年）/ 兼讀制（3 年）

教授語言
基督教事工之專業科目以中文為
主，英文為輔。大部份通識科目以
英文為主，中文為輔。

現正修讀「基督教事工榮譽學士課程」的陳昭傑，自小就
到教會參加崇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在中學的時候有選
修倫理與宗教這個科目，希望可以基督教的事工來幫助一些有
需要的人。

昭傑坦言：「我在 JUPAS 選擇的首三個志願都是關於宗
教的課程，可惜在放榜後，我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獲的成績
一般，未能入讀心儀的學科，當時亦不知道可以到哪裏修讀宗
教相關的課程，感到前路徬徨之際，經祈禱後，從升學指南刊
物中見到宏恩基督教學院有開辦『基督教事工榮譽學士課程』，
於是決定報讀此課程。」他笑言：「我跟宏恩，真的有點緣份！」

入讀課程後，昭傑對課程有更深入的認識，他說：「本以
為這個課程屬於文科，以背誦為主，比較沉悶；但後來發現課
程十分有趣，它從學術理論探討神學，從多角度了解聖經。課
程亦是獲政府資歷架構認可，畢業後出路選擇較多。而且跟同

在成長的階段，經歷重重考驗的梁晉榮（Patrick）現正於
宏恩修讀「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課程」。今年是 Patrick 在宏
恩學習的第二年，他認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對於自己能夠修
讀這個資歷架構第 4 級別課程，他很是感恩。

Patrick 分享他這十多年來的經歷：「我於中學畢業後曾
從事飲食業、文職工作及貨車司機，期間因誤入歧途，迷失方
向而影響工作。後來得到社工的幫助，逐漸尋回自己的出路，
當時亦透過教會認識了很多有基督教信仰的朋友，後來於
2014 年決志信主。我希望分享自己過往的經歷去幫助一群邊
緣青少年，提醒他們要抗拒誘惑。當時我曾經想修讀社會工
作課程，後來參加了工作假期計劃，去了澳洲工作了兩年，體
驗不同的生活。回港後，我在學友社之《出路指南》見到宏恩
開辦『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課程』，當時已對此課程萌生興趣，
但由於已報讀了毅進文憑（社會服務）課程，所以待完成毅進
課程後才作打算。畢業後，我便決定再到宏恩報讀『基督教事
工高級文憑課程』。」

基督教事工課程 榮神益人  跟宏恩真的有點緣份

修讀基督教事工課程  見證生命的改變

課程後才作打算。畢業後，我便決定再到宏恩報讀『基督教事

基督教事工學院
School of Christian Ministry

基督教事工榮譽學士課程 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課程 
〔接受一年級及三年級入學申請〕

梁晉榮
Patrick Leung

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課程

二年級學生

在宏恩過往一年的學習，無論在學業或社會服務方面，
Patrick 都全力以赴，更獲學院頒發「最佳學業表現獎」、「最
佳社會服務獎」及「加拿大神召會─屬靈領袖獎」，以表揚他
在學業上的努力付出，以及在社福機構和教會參與的社區及義
工服務，包括長者、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幫助殘疾人士及福音
戒毒人士等。現在 Patrick 參加了學院之學長計劃，亦是敬拜
隊成員，希望可以多些為學院及學生服務。他計劃完成高級文

憑課程後再升讀宏恩之「基督教事工榮
譽學士課程」三年級，將來可以在教會
或基督教機構為青少年及年青人提供
有需要的服務或輔導。

學生分享

學相處後，發現他們都很友善，樂意溝通和交流。」

由於他過往在教會得到前輩的關
懷和栽培成長，因此很想成為教牧一
份子，未來能夠在教會工作，服侍年
輕人，他又認為，宗教可以改變人的
生命及導人向善，所以他希望在完成
課程後，可以在教會侍奉，幫助更
多年輕人或繼續進修碩士課程。

陳昭傑
Chan Chiu Kit

基督教事工榮譽學士課程

一年級學生

課程為學生提供基礎神學知識、聖經知識、

實用輔導技巧和通識教育。畢業生能充份

理解人類的行為和基督教價值，具備良好

的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能以專業水平於

教會、信仰團體或非牟利機構等組織工作。

畢業生可申請升讀宏恩基督教學院的「基督教事工榮譽

學士課程」三年級；或申請香港或海外神學院開辦的基

督教學士銜接學位課程。

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神學知識、聖經知

識、教牧輔導及領導技巧。畢業生可從事

教牧人員或教師，若畢業生有心志於中小

學教授宗教教育科目，可申請修讀學位教

師教育文憑 / 證書課程，也可在不同的非牟利機構服侍及

申請政府職位。進修方面，可以申請相關之研究生課程，

例如神學、宗教研究、基督教事工、輔導和社會服務管理。



課程旨在教育和培訓學生，以專業知識和基督的愛服務

幼兒教育界。畢業生可向教育局申請註冊為合格幼稚園

教師；亦可向社會福利署申請註冊為合資格的幼兒工作

員和幼兒中心主管；及獲社會福利署認可為特殊幼兒工

作員，可投身幼兒教育行業或繼續進修。實習對學生掌

握教學技巧及與幼兒相處十分重要，學生將獲安排於本

地不同的幼稚園或幼兒中心實習，取得寶貴的前線經驗。

修讀方式及年期 全日制（2 年）

教授語言
英文為主，中文為輔
 （中文及實習科目除外）

幼兒教育學院
School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由於年幼時受幼稚園老師啟蒙，陳堯早在小學時期已經立
志將來要成為幼稚園老師，家人亦十分鼓勵她。因此，在疫情
下她仍然堅持理想，選擇修讀幼兒教育課程，向夢想進發。

在中學期間，陳堯修讀了高中應用學習課程之「應用心理
學」，為修讀幼兒教育課程作好準備；加上自己已考獲鋼琴試
五級程度，相信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陳堯憶述：「在2021年應考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
時，我在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Concourse） 留意到宏
恩基督教學院有提供『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於是透過
E-App 申請報讀有關課程。其後宏恩安排我進行面試，在面
試過程中感受到老師的親切關懷，而且十分友善，當時已經留
下深刻的印象。放榜後，我的 DSE 成績達標，因而決定前往
宏恩辦理註冊手續，開始修讀『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雖然在宏恩上課的日子不算太長，但陳堯已經開始學習很
多有關幼兒教育的理論及實際知識，包括兒童發展、創意藝術
及如何寫教案等等；其中學習如何寫教案最具挑戰性及很有新

立志將來成為幼師 修讀幼教課程向夢想進發

學」，為修讀幼兒教育課程作好準備；加上自己已考獲鋼琴試

E-App 申請報讀有關課程。其後宏恩安排我進行面試，在面
試過程中感受到老師的親切關懷，而且十分友善，當時已經留
下深刻的印象。放榜後，我的 DSE 成績達標，因而決定前往

雖然在宏恩上課的日子不算太長，但陳堯已經開始學習很
多有關幼兒教育的理論及實際知識，包括兒童發展、創意藝術
及如何寫教案等等；其中學習如何寫教案最具挑戰性及很有新

陳堯
Chan Yiu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一年級學生

鮮感，而學習如何設計幼教課程亦是宏恩「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課程」之重點科目。

至於未來的發展方面，她計劃畢業後投身幼兒教育工作，
成為專業幼稚園老師或學前遊戲學習班（Playgroup）的老師，

將所學的知識應用在幼兒教育方面。她
表示：「待工作穩定後，我會考慮繼
續進修幼兒教育學位課程，因為作為
一位專業幼稚園老師是需要不斷自我
增值的。」

學生分享

林灝然（Jason）已經在宏恩完成了「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課程」。Jason 本來主修酒店款待，在酒店服務了一段日子，
惟輪班工作打亂了作息生活，感到不太適應。後來朋友向他介
紹宏恩的幼師課程，啟發了他對事業及前途的考慮，令他決心
藉進修改變現狀。

由酒店前台接待員轉為幼師，除了因為開朗外向、善於跟
小孩互動的個性外，亦因為 Jason 的個人經歷：「我有兩個弟
弟，我自問小時候沒有當好榜樣，令他們的成長得不到很好的
指引，這是我的一點遺憾！因此，當幼師算是一種彌補，讓我
學習如何做一個優秀老師，為下一代貢獻。」

畢業後，他在一所基督教幼稚園任教學助理。回想過往兩
年在宏恩的學習，他印象深刻，並憶述：「入學不久，學院為
學生安排了到三所幼稚園的考察機會，我跟同學一起觀課，並
跟幼稚園校長作交流，得知男幼師並不罕見，而且很受幼稚園
歡迎，多數負責教授體育、科學常識及行政工作，可見各幼稚
園都需要男老師加入幼教行列。同時，在參觀的過程及活動中，
發現小孩子不但沒有抗拒我，反而令我覺得自己在孩子群中頗
受歡迎呢！自此，我肯定自己沒有選擇錯誤。另外，學院跟基
督教幼稚園有密切聯繫，而且有強大的幼稚園網絡供學生實習，

林灝然
Jason Lam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畢業生

課程結合理論與實習 靈活運用於幼稚園教學
我可以獲安排到最鄰近自己居住地點的一所幼稚園實習工作，
實在非常難得和感恩。」

至於課堂方面，Jason 分享：「我學會了編寫教案，因應
不同幼兒的程度編寫適合他們的學習活動及制定每個活動的學
習目標。另外，我會觀察小朋友的行為，了解他們是否有特殊
學習需要，課堂的知識令我更加清楚如何與小朋友相處。」

Jason 期望將來成為一位出色、稱職及專業的幼師。至於
未來的計劃方面，他打算先工作一年，
再報讀學位課程，自我增值之餘，亦
可加強競爭力。另外，他亦會考慮進
修體適能或其他學術科目，讓自己可
以在幼稚園教學上更靈活運用所學去
幫助小朋友或教一些新知識給他們。

學生分享

學生需完成駐校體驗（共 160 小時），教

學實習（8 星期共 360 小時）及實習工作

坊（共 42 小時）。



這是個為期一年的全日制基礎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另

一專上教育升學途徑。課程強調語言學習，以提升學生

的語文水平。教學語言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為

學生銜接宏恩基督教學院開辦的課程或將來升學發展奠

定穩固基礎。課程將教授不同領域的知識，鞏固學生的

學習能力，讓學生有充足準備持續發展。畢業生可以升

讀宏恩基督教學院的高級文憑課程或個別院校的副學位

課程（視乎不同院校的入學要求）。

修讀方式及年期 全日制（1 年）

教授語言
英文為主，中文為輔
 （特定科目除外）

通識教育學院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大學基礎文憑課程

來自國際學校的胡洪銘 (Isaac)，現正修讀宏恩之「大學
基礎文憑課程」，起初都是經過朋友的推介
才認識這個課程。入讀這個課程後，Isaac 體
會到在宏恩可以輕鬆地讓他學習：「我最欣賞
老師對學生的關懷及適切的教導，當學生遇到
學習上的困難時，老師會十分樂意幫助我們解
決疑難。另外，這個課程的上課時間十分彈性，
而且學院位置鄰近石硤尾港鐵站，交通十分方
便。」

喜愛運動的 Isaac，期望完成一年的文憑
課程後，再繼續進修或考慮投考紀律部隊。他說：
「我的夢想是成為消防員，我希望在這一年，可

來自國際學校的胡洪銘 (Isaac)，現正修讀宏恩之「大學

喜愛運動的 Isaac，期望完成一年的文憑
課程後，再繼續進修或考慮投考紀律部隊。他說：
「我的夢想是成為消防員，我希望在這一年，可

修讀大學基礎文憑課程  裝備自己為夢想鋪路

以好好分配我的學習、活動及作息時間，
課餘時去練習體能，希望每個星期有三
至五次體能訓練及跑步，鍛練體魄，相
信有了文憑基礎，再進修及計劃未來工
作會有莫大的幫助。」

胡洪銘
Isaac Wu 

大學基礎文憑課程

一年級學生

學生分享

盧諾謙現在是宏恩基督教學院的「大學基礎文憑課程」一
年級學生，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憶述：「我認識宏恩這
間學院是因為我讀中六的時候，宏恩有職員到過我的學校進行
升學講座，當時我被學院的宗教課程深深吸引。」一向對宗教
課程有濃厚興趣的他，於講座完畢後申請報讀宏恩之「基督教
事工高級文憑課程」。但是後來他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不
太理想，未能順利入讀該課程，於是他在非政府組織的機構工
作了一年，在這一年內他思前想後始終都想繼續學業，所以他
今年決定報讀宏恩的「大學基礎文憑課程」，希望這一年的課
程可以幫助自己適應上課及打好基礎，預備升讀高級文憑課程。

諾謙以前並不喜歡中學的校園生活，但入讀宏恩後，他認
識了不少對他很好的朋友，他有時在課堂後會繼續留在學院跟
朋友互相聊天及交流。他認為：「宏恩這間學院的設施很完善，
老師及同學都很有人情味，學習的過程中得到關懷，實在很感
恩，而且學院的位置又近港鐵站，十分方便，因此我很喜歡這
裏學習。」

報讀「大學基礎文憑課程」 鞏固根基升讀高級文憑課程

他計劃明年畢業後會繼續進修，希望繼續於宏恩升讀「基
督教事工高級文憑課程」或「轉化型商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希望將來可以當牧師或從商，所以會繼續進修，增值自己。

盧諾謙
Lo Nok Him
大學基礎文憑課程

一年級學生

學生分享



網上報名

現時開辦課程：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課程 (全日制)

‧心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全日制)

‧服務管理榮譽學士課程 (全日制)

‧基督教事工榮譽學士課程 (全日制 / 兼讀制)

接受一年級及
三年級入學申請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心理及輔導學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 兼讀制)

‧轉化型商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 兼讀制)

‧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 兼讀制) 

業界或有興趣人士
可選擇兼讀制課程

‧大學基礎文憑課程 (全日制)

宏恩致力栽培學生具備 
「CHRIST」的價值：

C  Commitment 承擔
H  Humility 謙卑
R  Resilience 堅毅     
I  Integrity 誠信
S  Service 服侍      
T  Teamwork 團隊合作

入學要求：

詳情及最新資料
請參考學院網站：
www.gcc.edu.hk

報名方法： 

‧ 登入宏恩基督教學院網上入學申請系統
 (www.gcc.edu.hk/appForm)
‧ 經 E-App 遞交報名申請
‧ 親臨學院辦理報名手續

報名費： 

每個課程HK$150
(所有申請人將被安排進行面試，取錄結果將於面試後公佈。)

查詢及報名：

 5804 4143    5804 4140  宏恩基督教學院
 registry@gratia.edu.hk    www.gcc.edu.hk   iAMgratian         
    九龍石硤尾偉智街 5號（港鐵石硤尾站C出口）

一年級入學：

‧ 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 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成績達 3級
或以上及數學及通識教育達 2級或以上 (3322)；或

‧ 具備與香港中學文憑試同等學歷；及
‧ 必須通過面試。

三年級入學：

‧ 修畢本地或海外認可機構之相關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或
‧ 完成宏恩基督教學院相關高級文憑課程；及
‧ 必須通過面試。

榮譽學士課程

‧ 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 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成績達
 2 級或以上及其餘三科科目達 2級或以上 (22222)；或
‧ 具備與中學文憑試同等學歷；或
‧ 修畢基礎文憑課程、副學士先修課程或毅進文憑課程；或
‧ 完成宏恩基督教學院的大學基礎文憑課程；或
‧ 於入學年度年滿 21 歲或以上；及
‧ 必須通過面試。

高級文憑課程

‧ 完成中六（新高中學制）；或
‧ 於入學年度年滿 21 歲；及
‧ 必須通過面試。

文憑課程

學院簡介：

宏恩基督教學院於 2015 年成立，按《專上
學院條例》（第 320 章）註冊，所有課程已
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學院
為一所提供博雅與專業教育的私立基督教專
上學院，課程結合基督信仰及學術教育，培
育才德兼備的僕人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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