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目標 

本課程為對葡萄酒有興趣之人士而設；透過理論及實習令學員了解葡

萄酒的知識和品嚐技能。內容包括：釀酒過程、葡萄酒出產地認

識、品酒技巧、學習各種酒標籤和術語等等。 

(酒標籤：Chardonnay, Pinot Noir, Cabernet Sauvignon, Merlot, 

Sauvignon Blanc, and Syrah) 
 

課程特色 
英國葡萄酒與烈酒信託基金會（WSET）成立於 1969 年，致力

提供高質量葡萄酒和烈酒的教育和培訓，此機構所頒授的學歷資

格是在行內最具認受性的專業資格之一。本校於 2010 年已獲該會認

可並成為培訓機構。 
 
本校亦誠邀梁淑意小姐（Rebecca）擔任此課程的導師。梁小姐不但是英國葡萄酒

與烈酒信託基金會的會員，亦為國際葡萄酒評審及 WSET 國際認可導師；並在頭

條日報撰寫品酒專欄及主持網上信報視聽頻道(「美酒主義」)節目。 

 
*於 2015 年 4 月 29 日起生效 
 
本書院的酒類課程皆於提供其專業性及職業性的訓練和發展，及推廣安全及健康的品嚐含酒精的飲料。The College aims to facilitate professional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 knowledge of wines & spirits, and promote safe and healthy consumption of alcoholic drinks. 

  WSET Levels 1 and 2 
第一級葡萄酒證書及/或第二級葡萄酒與烈酒證書 

WSET Level 3 
第三級葡萄酒與烈酒證書 

開課日期 
Level 1/ Levels 1 and 2: 2015 年 9 月份，逢星期四 
Level 2: 2015 年 9 月份，逢星期四 

2015 年 7 月 21 日，逢星期二 

學費 

Level 1: HK$2,200 (全期) 
Level 2: HK$6,800 (全期) 
Levels 1 and 2: HK$4,240 x 2 期 
(總數: HK$8,480) 

Level 3: HK$4,990 x 2 期 
(總數: HK$9,980*) 
二人同行學費優惠: $18960 
(平均每位: $9480) 

(已包括材料及考試費用) (已包括材料及考試費用) 

節數 
Level 1 (3 節, 共 7.5 小時) 
Level 2 (8 節, 共 20 小時) 
Levels 1 and 2 (11 節, 共 27.5 小時) 

Level 3 (14 節, 共 35 小時) 

語言 授課：英文為主，輔以適當粵語/中文；考試：英文 

章程 
第一級葡萄酒證書：www.wsetglobal.com/documents/l1_wines_spec_2012_eng.pdf 
第二級葡萄酒與烈酒證書：www.wsetglobal.com/documents/l2wsspec.pdf 
第三級葡萄酒與烈酒證書： www.wsetglobal.com/documents/l3_wines_spec_2012_eng.pdf  

入學資格 年滿 18 歲及已完成中五課程，對美酒有興趣人士 
上課時間 7:00 p.m. – 9:30 p.m. 
上課地點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YMCA of Hong Kong），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41 號 6 樓 
查詢電話 2268-7733 
網址 www.ymcahkcollege.edu.hk 

School Reg. No. 51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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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 
有關本校報名表上提供的個人資料，將作處理 閣下報讀本校課程/活動的有關
事宜。如合辦、協辦課程/活動，該資料將按需要交予有關機構。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任何 閣下提供的資料。 

個人資料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1. 姓名 (必須與身份證上姓名相同)                                       

 

 

 

                                                                                                      

英文姓氏(Surname)       英文名字(Given name)        中文姓名 

2. 性別 (請以表示)： 

(    )男 

(    )女 

3. 出生日期： 

(日/月/年) 

     /     /        

4.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5.  電話號碼： 

住宅:               辦公室:                     

流動:                         

6. 地址：                                                                              

7. 電郵地址：                                                                                 

8. 如有退還，支票收款人姓名(須與銀行戶口姓名相同，並請以英文正楷大楷填寫):                                            

 

參加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港青”)活動約定 

1. 在選擇參加是項活動，參加者認知及自願接受涉及個人受傷或損失的危險。損傷範圍可由較輕微的肌肉、關節及韌帶扭傷、瘀傷、

裂傷至嚴重受傷如骨折、腦震盪等，甚至引致傷殘或死亡。 

2. 參加者同意採取適當行為和方法確保安全及避免自身和他人受傷。參加者必須嚴格遵守港青提供的安全條例，規則及建議。 

3. 參加者明白及同意免除港青及其代理人、服務人員和僱員的責任，不會因參加活動、使用場地、器材或設施而可能蒙受的損傷、

受傷、疾病、死亡、遺失或向該機構和人士進行任何和所有索償。 

4. 所有課程/活動之詳情以最新公佈為準，本會/本校將保留更改任何資料之權利，亦會儘快通知參加者有關改動。 

5. 本會於課堂/活動時所拍攝的相片或錄像，將會用作宣傳或推廣之用。若參加者不欲於課堂或活動中被拍攝或將有關資料作其他

用途，本會歡迎參加者直接向職員反映，本會樂意為 閣下作出相應安排。 

 

簽署:                                                 日期:                                          

 
報名指引 
A. 即場報名 
1. 請填妥申請表格及以現金或一張劃線支票繳交 HK$50 報名費用。如以劃線支票繳款，抬頭請寫上「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或「YMCA 

of Hong Kong」。請在支票背面寫上聯絡電話號碼、申請人姓名及課程/活動名稱。 
2. 請於課程/活動開始最少七日前將申請表格及 HK$50 報名費用遞交到位於本會大堂的會員服務部。 

B. 郵遞報名 
1. 每一個課程/活動，請附上一張劃線支票繳交 HK$50 報名費用，抬頭請寫上「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或「YMCA of Hong Kong」。請

在支票背面寫上聯絡電話號碼、申請人姓名及課程/活動名稱。 
2. 請於課程/活動開始最少七日前(以郵戳為準)，將填妥的申請表格及支票寄回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四十一號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會員

服務部收。 
C. 收取最新資訊 
請問 閣下願意收取到有關本校課程/活動的最新資訊嗎? (請以表示) 

   好，請透過郵遞/電郵方式       不用，謝謝 
D. 注意事項 
1. 在遞交申請後，所繳交的款項將不獲退還或轉讓，除非: 

• 課程/活動未能舉行 
• 課程/活動提前結束，所有繳交的款項會將會於課程/活動結束後四至六個星期內退還 

2. 假若本課程/活動報名人數不足，本校有權取消該課程/活動及儘量安排類似課程/活動。如本校最終未能安排類似課程/活動，已繳

交之費用將會以支票及郵寄退還。 

課程名稱/ 編號：英國葡萄酒及烈酒專業認可資格課程 

（請以表示）  Level 1  Level 2 

  Levels 1 + 2  Level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