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每月學費

$1,280

逢星期三

(每星期二堂)

01.06.2023

03.06.2023

7:00-10:00pm

2:00-5:00pm

或

3:30-6:30pm
$1,280

$2,300

高級室內與環境設計文憑課程

INTERIOR &

ENVIRONMENTAL

DESIGN HIGHER DIPLOMA

COURSE

(全期13個月)

日校

逢星期六

(每星期二堂)

7:00-10:00pm夜校

週末 03.06.2023

01.06.2023

深入了解工商設計之基礎與概念，同時加強對各美術設計的

認識，進一歩了解商業設計的意義，包括造形學、超視覺素

描、構成、立體設計、綜合電腦、字體運用及各類高階課程

，包括草圖設計、數碼攝影、廣告設計、包裝設計、海報設

計、作品集等。

1/3

01.06.2023

2:00-4:00pm

4:00-6:00pm

逢星期四

(每星期二堂)

$2,300
適合已修讀室內與環境設計文憑課程或同等學歷人仕進修。

課程內容包括：

深入了解室內設計之基礎與概念，同時加強對空間運用的認

識，進一歩了解室內設計的意義，包括施工圖學、空間設

計、傢俬結構、構想圖、設計史及各類高階課程，包括高階

3DS Max、機電應用、材料運用、表達技巧、作品集研討，電

腦軟件 : AutoCAD、Photoshop、AUTODESK 3DS Max 等。

2:00-5:00pm

或

3:30-6:30pm

$2,300

$2,300

$1,280

$1,280

$2,300

2:00-6:30pm

2:00-4:00pm

4:00-6:00pm

主要為工商界培育室內設計師而設。適合喜愛該課程人仕進

修。課程內容包括：

$1,280

7:00-10:00pm

深入理解時尚品牌的建立及形成，改革創新和規劃開發，從

而加強品牌升格為國際一線的步伐。

本課程分為2個專題單元教授：(1) 品牌定位、潮流分析、工

作管理、成本預算、設計方案;

(2) 時裝設計、時裝平面設計、樣品制作、時裝畫冊設計、店

面形象設計。

設計概念、繪圖學、室設描繪、色彩、透視工程圖、各類室

內設計知識、平面、各類繪圖表現、照明、 空間規劃、裝飾

美學、物料運用、材料與工程、立體施工圖則、環境科學、

展覽館、商店設計、混合媒介、設計方法、室設攝影、模型

製作、作品集研討，電腦軟件：Illustrator、CorelDRAW、

Photoshop、AutoCAD、AUTODESK 3DS Max等。

7:00-10:00pm

2:00-4:00pm

4:00-6:00pm

逢星期六

(每星期二堂)

7:00-10:00pm

逢星期四

(每星期二堂)

逢星期二至四

(每星期五堂)

10:30-12:30pm

2:00-4:00pm

逢星期一

(每星期二堂)

逢星期六

(每星期二堂)

2:00-5:00pm

或

3:30-6:30pm

日校

逢星期六

(每星期二堂)

逢星期二至四

(每星期五堂)

下午

下午 01.06.2023

03.06.2023

05.06.2023

07.06.2023

01.06.2023

01.06.2023

週末 03.06.2023

室內與環境設計文憑課程

INTERIOR &

ENVIRONMENTAL

DESIGN DIPLOMA COURSE

(全期13個月) 週末

01.06.2023

夜校

下午

07.06.2023

逢星期四

(每星期三堂)

逢星期四

(每星期三堂)

逢星期三

(每星期二堂)

逢星期二至四

(每星期五堂)

30-4-23/T1-004-11

課程內容簡介

7:00-10:00pm

逢星期二至四

(每星期五堂)

01.06.2023

夜校

主要為工商業培育專業設計師而設。

課程內容包括：

各科文憑課程各科文憑課程各科文憑課程各科文憑課程

2:00-4:00pm

4:00-6:00pm

高級工商設計文憑課程

COMMERCIAL DESIGN

HIGHER DIPLOMA COURSE

(全期13個月)

逢星期四

(每星期三堂)

逢星期二至四

(每星期五堂)

01.06.2023

10:30-12:30pm

2:00-4:00pm

逢星期四

(每星期二堂)

2:00-6:30pm

01.06.2023

工商設計文憑課程

COMMERCIAL DESIGN

DIPLOMA COURSE

(全期13個月)

2:00-6:30pm

時裝設計文憑課程

FASHION DESIGN

DIPLOMA COURSE

(全期13個月)

日校

日校

01.06.2023

01.06.2023

下午

夜校

下午

夜校

$2,300

10:30-12:30pm

2:00-4:00pm

素描、水彩、噴畫、平面設計、色彩學、美術史、繪畫技巧

及字體設計、草圖設計、數碼攝影、正稿製作、廣告設計、

商標設計、包裝設計、海報設計、作品集等。Power Macintosh

及 PC 電腦之操作技術、設計軟件之認識、運用及輸出，其中

包括 Illustrator、InDesign、Photoshop、CorelDRAW、

Dreamweaver/Flash。

適合已修讀時裝設計文憑課程或同等學歷人仕進修。

課程內容包括：

時裝設計概念、描繪技法、描繪風格、種類分析、色彩與圖

案、裁剪縫製、花布設計、設計草圖表現法、時裝美學觀

念、飾物設計與製作、各類服裝設計知識、原料與配料、舞

台服裝、服裝史、立體量裁、外型細部、紙樣製作、名師名

牌、作品集研討，電腦軟件：Illustrator、Photoshop 等。

特為喜愛時裝設計人仕，培訓專業時裝設計師而設。

課程內容包括：

適合已修讀工商設計文憑課程或同等學歷人仕進修。

課程內容包括：

$1,280

01.06.2023

以上課程未經「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

高級時裝設計文憑課程

FASHION DESIGN

HIGHER DIPLOMA COURSE

(全期13個月)

日校 01.06.2023

夜校

2:00-6:30pm

10:30-12:30pm

2:00-4:00pm

逢星期四

(每星期三堂)

逢星期二至四

(每星期五堂)

開課日期

4:00-7:00pm

10:30-12:30pm

2:00-4:00pm

日校

2:00-6:30pm

逢星期四

(每星期三堂)

上課日期

週末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每月學費

2/3

07.06.2023
逢星期三

(每星期二堂)
7:00-10:00pm

週末 03.06.2023

逢星期六

(由校方編排

其中二堂)

2:00-3:30pm

3:30-5:00pm

5:00-6:30pm

電腦/手繪珠寶設計

及行業運作文憑課程

COMPUTER/SKETCH JEWELRY

DESIGN & JEWELRY

INDUSTRY OPERATION

DIPLOMA COURSE

(全期9個月)
夜校 07.06.2023

逢星期三

(每星期二堂)

週末 03.06.2023
逢星期六

(每星期二堂)

專業數碼攝影文憑課程

PROFESSIONAL DIGITAL

PHOTOGRAPHY DIPLOMA

COURSE

(全期6個月)

週末

30-4-23/T1-004-11

各科文憑課程各科文憑課程各科文憑課程各科文憑課程
上課日期 課程內容簡介

2:00-4:30pm
(1) 專業數碼攝影部分，將分為 8 個專題教授 : 專業型數碼相

機、專業4x5相機及專業數碼背認知，專業型燈光器材認知、

燈光效果佈置及處理，拍攝背景設置及道具安排，創意商品

攝影，廣告人像攝影，建築及室內設計攝影，旅遊 / 風景攝

影，紀實攝影。

(2) 數碼圖像處理及色彩管理部分，將分為 3 個專題教授 : 圖

像處理，色彩管理，圖像輸出 。

適合已修讀高級純藝術文憑課程或同等學歷人仕進修。

課程內容包括：

藝術基礎與理論、中西美術史、速寫、素描初高級、人物體

描繪、立體雕塑、水彩油畫初高級、 水墨、書法國畫、當代

名家講座、藝術創作與作品集指導。

適合有志成為藝術家、美術教師、藝術愛好者進修。

課程內容包括：

本文憑分電腦珠寶設計、手繪珠寶設計和珠寶行業的認識及

電腦化介紹等。

本課程分為4個專題單元教授：

本課程分為2個專題單元教授：

$1,280

夜校 07.06.2023
逢星期三

(每星期一堂)
7:00-9:30pm

03.06.2023
逢星期六

(每星期一堂)

7:00-9:30pm

(1) 深入學習商品攝影部分包括珠寶及手錶攝影、高反光物品

攝影、飲品及食物攝影、電子及玩具產品攝影、手袋及皮革

產品攝影、創意商品攝影;

(2) 人物攝影部分包括人物攝影、婚紗人像攝影、 廣告人像

攝影、時裝攝影、人體攝影和外景場地 / 大型製作攝影;

(3) 其他攝影部分包括婚禮攝影、新聞攝影、紀實攝影、藝術

攝影、建築 / 室內設計攝影和旅遊 / 風景攝影;

(4) 數碼圖像處理、修描及色彩管理部分包括 Photoshop、圖

像調校、圖像修描、濾鏡運用及圖層處理、色彩管理和圖像

輸出。

$1,280

夜校 01.06.2023
逢星期四

(每星期二堂)
7:00-10:00pm

深入了解藝術基礎與概念，炭筆繪畫技巧 (靜物、人物及抽

象)，油畫進階 (靜物、人物及概念)，中國書法進階，中國水

墨進階，現代視覺藝術導賞及作品集指導等。本課程着重藝

術創作。

2:00-3:30pm

3:30-5:00pm

5:00-6:30pm

夜校

開課日期

7:00-10:00pm

高級專業電腦插圖文憑課程

COMPUTER ILLUSTRATION

DESIGN HIGHER DIPLOMA

COURSE

(全期13個月)

夜校

高級純藝術文憑課程

FINE ART HIGHER DIPLOMA

COURSE

(全期13個月)

週末 03.06.2023

高級純藝術深造文憑課程

FINE ART HIGHER DIPLOMA

ADVANCED COURSE

(全期13個月)

高級專業數碼攝影文憑課程

PROFESSIONAL DIGITAL

PHOTOGRAPHY HIGHER

DIPLOMA COURSE

(全期9個月)

週末 03.06.2023
逢星期六

(每星期一堂)

夜校 01.06.2023
逢星期四

(每星期一堂)

意念插圖、高級素描、電腦繪圖 Illustrator、立體素描、混合

媒介、感性色彩、電腦插圖 Photoshop及Painter、漫畫插圖、

超視覺插圖、電腦插圖 3D Max及作品集研討等。該課程除對

插圖作較深入研討外，同時進入設計之更高層面探討。

逢星期四

(每星期二堂)

2:00-4:30pm

逢星期六

(由校方編排

其中二堂)

4:00-5:30pm

5:30-7:00pm

7:00-8:30pm

8:30-10:00pm

夜校

週末

01.06.2023

$1,280
2:00-3:30pm

3:30-5:00pm

5:00-6:30pm

適合已修讀高級專業電腦插圖文憑課程或同等學歷人士進

修。課程內容包括：

適合愛好插圖與描繪人仕或有志成為專業及電腦插圖師而

設。課程內容包括：

$1,280

內容講授如何全面認識珠寶行業，有關行業設計師的工作情

況，及如何發展自己的設計事業。

課程內容深入淺出，適合初學者。課程也論述珠寶設計師工

作時所面對的困難及其解決方法。

在課程中也加強了對珠寶設計的創新及變化，深入討論設計

師如何增值。

以上課程未經「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

深入了解插圖設計的基礎與概念，同時增強手繪及電腦的插

圖技巧，擴闊創作空間，提升現有水平。課程內容豐富，理

論與實踐并重，帶引學生進入更高的層次，包括構圖學、意

念速寫、色彩創作、氣氛營造、媒介運用、材質塑造、風格

分析、插圖媒體、作品集研討，電腦軟件 : Photoshop、

CorelPAINTER、AUTODESK 3DS Max 等。
01.06.2023

逢星期四

(每星期二堂)
7:00-10:00pm

03.06.2023

逢星期六

(由校方編排

其中二堂)
高級專業電腦插圖深造文憑課程

COMPUTER ILLUSTRATION

DESIGN HIGHER DIPLOMA

ADVANCED COURSE

(全期13個月)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每月學費

週末

7:00pm - 10:00pm

01.06.2023

03.06.2023

10:00am-1:00pm03.06.2023

夜校

逢星期四

(每星期二堂)

週末

主力介紹不同軟件的長處與特性，點陣式 bitmap

(Photoshop)、手繪壓力版 (Wacom 手寫板)、模仿性軟件

(Painter)、立體性 (AUTODESK 3DS Max) 等軟件，通過科技互

相配合提升美術創意，發揮最佳效果，達到設計的目的。學

員有電腦基礎操作及美術描繪經驗更佳。

Flash 可製作網絡上之動畫，使網頁更加生動、有趣。

Dreamweaver 可製作網頁大綱，兼容性比較大。

深入了解時尚品牌的營運原理，如何建立及形成、品牌定

位、潮流分析、改革創新、規劃、開發及執行運作、成本預

算、設計方案、時裝畫冊及店面形像設計等，從而加強品牌

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加快升格為國際一線品牌的步伐。

2:00-5:00pm

7:00-10:00pm

本課程針對喜愛數碼繪畫人仕而設。

課程內容包括：

適合已修讀時裝設計文憑課程或同等學歷人仕進修

課程內容包括:

3/3

01.06.2023
逢星期四

(每星期二堂)
7:00-10:00pm

逢星期六

(每星期二堂)

週末

逢星期四

(每星期二堂)網頁設計文憑課程

WEB DESIGN

DIPLOMA COURSE

(全期2個月)

$1,280

註     : 報名時請以EPS / 支票繳費 查詢電話：2806 0228 Email : dsign1st@netvigator.com

夜校 01.06.2023

逢星期六

(每星期二堂)

網址：www.designfirst.edu.hk

地址 : 香港銅鑼灣蓮花宮東街一至九號地下至四樓 (約二萬呎) (港鐵天后站A1出口，中華游樂會停車場對面) 

7:00pm - 10:00pm

4:00pm-7:00pm

30-4-23/T1-004-11

各科文憑課程各科文憑課程各科文憑課程各科文憑課程
上課日期 課程內容簡介開課日期

10:00am-1:00pm

7:00pm - 10:00pm

7:00pm - 10:00pm

10:00am-1:00pm

夜校

$1,280

課程內容包括：

逢星期五

(每星期二堂)

逢星期六

(每星期二堂)

逢星期三

(每星期二堂)

本課程介紹基本平面設計理論及實踐，包括骨格應用、造形

美學等。並配合繪圖軟件 Illustrator 及圖像修輯軟件 Photoshop

製作。學員必須完成課程內容所需之設計功課。

電腦包裝設計文憑課程

COMPUTER PACKAGING

DESIGN DIPLOMA COURSE

(全期3個月)

02.06.2023

週末 03.06.2023

電腦平面設計文憑課程

COMPUTER GRAPHIC

DESIGN DIPLOMA COURSE

(全期4.5個月)

電腦書刊設計文憑課程

COMPUTER PUBLICATION

DESIGN DIPLOMA COURSE

(全期3個月)

07.06.2023

週末 03.06.2023

夜校

逢星期六

(每星期二堂)

逢星期六

(每星期二堂)

夜校 07.06.2023
逢星期三

(每星期二堂)

週末 03.06.2023

$1,280

課程內容包括：

書刊細至單張、小冊子大至畫冊年刊，均是很好的宣傳媒

介。本課程介紹書刊設計之元素、技巧，並配合排版軟件

InDesign 教導製作書刊的要决。學員必須完成課程內所需之

書刊功課。 $1,280

本課程針對有興趣包裝設計人仕而設。

課程內容包括：

詳盡介紹包裝設計概念、歷史及設計原理，探討未來設計風

格等，利用 Illustrator、Photoshop 等軟件配合達到包裝設計最

佳的效果，包括意念表達及正稿產生製作。學員需有電腦基

礎操作及美術描繪經驗。

$1,280

課程內容包括：

$1,280

以上課程未經「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

逢星期六

(每星期二堂)
2:00-5:00pm

時裝品牌規劃文憑課程

FASHION BRANDING

DESIGN DIPLOMA COURSE

(全期4.5個月)

專業電腦插圖文憑課程

COMPUTER ILLUSTRATION

DESIGN DIPLOMA COURSE

(全期4.5個月)

夜校

03.06.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