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2年度下學期 - 資訊科技分享小組

時 間：晚上7時至9時 (Adobe Photoshop 教學工作坊進階班︰晚上7時至9時30分) 
名 額：每堂 20名
費 用：每堂 $50（逸夫書院學生出席課堂，可獲全數退回費用，其他人士將不獲退款）
地 點：康本國際學術園課室（請參考各班上課課室）

*因應疫情的最新發展，或會改為zoom授課。將於開課前一星期以電郵通知確實。

教學語言：廣東話講解，輔以英文資料
報名日期：[第一階段] 2022年1月13日 (四) – 1月20日 (四)  (此階段只接受逸夫書院學生及教職員報名）；

[第二階段] 2022年1月21日 (五) – 1月27日 (四) (此階段接受所有中大學生及教職員報名）
報 名方法︰進入報名連結填妥資料，並於3個工作天內將入數記錄上載至網上表格https://bit.ly/3zFZu0B
查 詢：陳小姐（電郵︰eugenechan@cuhk.edu.hk／電話︰3943 8597）

[初階]
2022年2月17日 (星期四) 
 主要用途
 操作介面
 常用功能和基礎操作
 檔案格式及應用

[進階]
2022年2月24日 (星期四) 
 其餘高階操作
 設計及其版入門
 跨軟件操作及應用

[初階]
第一堂：2022年2月7日 (星期一)  
內容：基本操作一
 軟件介面及操作概念
 部分基礎工具，以及和他們相應的輔助功能（如：選取工具、鋼筆工具功能等）

[進階]
第一堂：2022年2月14日 (星期一)  
內容：繪圖及平面設計一：
 部份進階操作（文字封套、紋理加入、 字體設計、剪裁遮色片）
 個人化的製作 / 繪圖技巧

第二堂：2022年2月21日 (星期一)  
內容：繪圖及平面設計二
 其他的進階操作（按例子示範，歡迎同學提出）
 平面設計中的概念和參考方法
 不同類型素材的運用，以及網絡素材的搜尋

[初階]
第一堂：2022年2月8日 (星期二)  
 Premiere Pro 導入影片及素材
 各介面及按鈕之應用
 基本剪接技巧、過場，以及影片輸出處理

[進階]
第一堂：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  
 進階影像處理、基本影片及音效特效
 基本調色
 關鍵幀基本操作、基本動畫處理

第二堂：2022年2月22日 (星期二)  
 製作字幕、進階影片特效及處理
 進階影片調色處理
 音效處理

Adobe Illustrator
教學工作坊

Adobe InDesign
教學工作坊

Adobe Premiere Pro
教學工作坊

https://bit.ly/3JYGpLH

https://bit.ly/31IDqFZ

https://bit.ly/3r5OyFF

導師︰黎靖林同學
地點︰康本國際學術園407室

備註︰ [初階] 適合任何程度者；
[進階] 適合略懂軟件者

本課程使用Adobe Illustrator CC 或以上的版本。
參加者請留意軟件版本的下載和更新。如使用的
版本較舊，在軟件操作上可能會和課程示範有所
出入。並請帶備已安裝Adobe Illustrator CC 或

以上的版本的電腦上課
(Adobe Illustrator CC 或以上的試用版可

於網上下載）

導師︰譚兆盈同學
地點︰康本國際學術園406室

備註︰[初階] 適合任何程度者；
[進階] 適合略懂軟件者

參加者請帶備已安裝 InDesign的電腦上課
(InDesign 的試用版可於網上下載）

導師︰李灝同學
地點︰康本國際學術園408室

備註︰ [初階] 適合任何程度者；
[進階] 適合略懂軟件者

參加者請帶備已安裝Adobe Premiere Pro的電腦
上課(Adobe Premiere Pro的試用版可於網上下載）

最普及的繪圖軟件，向量圖檔方便無限縮放，非常適合用來做圖形創作及設計排版

專業的排版和頁面設計軟件，尤其應用於宣傳單張、書刊、雜誌排版設計上

非線性編輯的影片剪輯軟件，可用於圖像設計，影片編輯與網頁開發



2021-22年度下學期 - 資訊科技分享小組

[初階]
第一堂：2022年2月11日 (星期五)
內容：基本操作一：認識Photoshop介紹界面
 軟件介面及操作概念
 部分基礎工具（如：圖層、新增及編輯文字、形狀等）

第二堂 ：2022年2月18日 (星期五) 
內容：基本操作二：「去背」、基礎設計
 製作個人資料圖片【上莊必學】
 「去背」（如：套索工具等）
 其他基礎工具（如：筆刷、製作圖片背景等）

第三堂 ：2022年2月25日 (星期五) 
內容：基本操作三：「執相」
 修圖技巧（如：更改照片大小、改變照片形狀、移除物件、調色等）

[進階]
第一堂：2022年3月4日 (星期五)
內容：平面設計一
 拼貼圖案、運用網絡素材（如：色板、剪裁遮色片）
 字體進階設計、各種文字效果（如：霓虹燈文字效果）

第二堂 ：2022年3月11日 (星期五) 
內容：平面設計二
 平面設計概念和參考（如：形狀運用）
 繪圖技巧

https://bit.ly/3f8biPR

導師︰何綺綾同學
地點︰康本國際學術園409室

備註︰ [初階] 適合任何程度者；
[進階] 適合略懂軟件者

本課程僅使用 Photoshop CC 2018 版本。參加者請帶備
已安裝 Photoshop CC 2018 或較新版本的電腦上課。

（Photoshop CC 2018 試用版可於網上下載）

當今最好的通用美術平面設計軟件

https://bit.ly/33lWWZz

[進階]

2022年3月2日 (星期三)

 Excel函數

 樞紐分析表

 自訂函數

 Excel常見問題及電腦測試問題

 實用表格製作

強大的數據資料庫，應用公式和函數，製作統計圖表等

導師︰譚兆盈同學
地點︰康本國際學術園407室

備註︰適合略懂軟件者
參加同學必須帶備已安裝Microsoft Excel 的電腦上課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shown in Chinese, which is the teaching language of IT Sharing Sessions. For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oster, please contact Ms. Eugene CHAN at 3943 8597.)

Adobe Photoshop
教學工作坊

Microsoft Excel
教學工作坊

https://bit.ly/3zFZu0B

上載付款記錄

1月27日(星期四)中午12時
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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