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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包放最前

H 就業掛鈎課程(一般為全日制)                      6 具六個月(或以上)就業跟進服務的課程                       c 專業認證課程

「青年培育計劃」 青年培訓課程

康樂體育設施管理助理 H 6

基礎證書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從事康樂體育設施管理助理或相

關工作的基本職業技術，透過職業技能、個

人素養及基礎技能訓練，協助待業、待學青

年重新建立自信，培養積極的生活態度，訂

定明確的升學或就業目標

訓練內容 康樂體育業務的認識及發展，康樂體育設施

操作實務及日常營運，設施的認識與管理，

設施保養與維修實務，設施規劃管理與實務

工作，健體基礎指導，自我認識及管理，團

隊精神，求職技巧，外展歷奇訓練，中文，

英文及資訊科技

入讀資格 i. 15至20歲，中學畢業學歷程度或以下的

待業、待學青年；及

ii. 須通過面試

訓練期 300小時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課程編號

香港工會聯合會 2715 6671 / 

2568 9044

FU152DS

辦公室電腦技術支援助理 H 6

基礎證書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從事辦公室電腦技術支援助理或

相關工作的基本職業技術，透過職業技能、

個人素養及基礎技能訓練，協助待業、待學

青年重新建立自信，培養積極的生活態度，

訂定明確的升學或就業目標

訓練內容 行業簡介，基礎電腦認識，電腦裝嵌，辦公

室基礎網路系統概念，網路系統故障問題及

維修，基礎網頁保養技巧，網上資源應用，

生涯規劃，個人潛能成長營，面試求職技

巧，中文，英文及資訊科技

入讀資格 i. 15至20歲，中學畢業學歷程度或以下的

待業、待學青年；及

ii. 須通過面試

訓練期 300小時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課程編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612 1221 / 

2454 4801

EL046DS

繪本及漫畫助理基礎證書 H 6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從事繪本及漫畫助理或相關工作

的基本職業技術，透過職業技能、個人素養

及基礎技能訓練，協助待業、待學青年重新

建立自信，培養積極的生活態度，訂定明確

的升學或就業目標

訓練內容 行業簡介，漫畫基本工具運用，繪本基礎，

人物造型，創意文化發展，色彩運用及顏料

使用，寫作技巧訓練，生涯規劃，個人潛能

成長營，面試求職技巧，中文，英文及資訊

科技

入讀資格 i. 15至20歲，中學畢業學歷程度或以下的

待業、待學青年；及

ii. 須通過面試

訓練期 300小時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課程編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612 1221 / 

2454 4801

EL045DS

西式烹調助理基礎證書 H 6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從事西式烹調助理或相關工作的

基本職業技術，透過職業技能、個人素養及

基礎技能訓練，協助待業、待學青年重新建

立自信，培養積極的生活態度，訂定明確的

升學或就業目標

訓練內容 行業簡介，烹調及廚務訓練，膳食設計，營

養學基礎知識，廚房及飲食管理，服務程

序，團隊訓練營，生命教育，中文，英文及

資訊科技

入讀資格 i. 15至20歲，中學畢業學歷程度或以下的

待業、待學青年；及

ii. 須通過面試

訓練期 300小時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課程編號

循道衞理中心 2527 2250 MC053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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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包放最前

H 就業掛鈎課程(一般為全日制)                      6 具六個月(或以上)就業跟進服務的課程                       c 專業認證課程

「青年培育計劃」

咖啡店調配員基礎證書 H 6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從事咖啡店調配員或相關工作的

基本職業技術，透過職業技能、個人素養及

基礎技能訓練，協助待業、待學青年重新建

立自信，培養積極的生活態度，訂定明確的

升學或就業目標

訓練內容 行業簡介，咖啡基礎知識，沖煮咖啡實務操

作，咖啡品評，創業知識，顧客服務訓練，

自我管理，團隊精神及溝通技巧，認識工

作，中文，英文及資訊科技

入讀資格 i. 15至20歲，中學畢業學歷程度或以下的

待業、待學青年；及

ii. 須通過面試

訓練期 300小時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課程編號

香港青年協會 3113 7999 YG013DS

寵物美容助理基礎證書 H 6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從事寵物美容助理或相關工作的

基本職業技術，透過職業技能、個人素養及

基礎技能訓練，協助待業、待學青年重新建

立自信，培養積極的生活態度，訂定明確的

升學或就業目標

訓練內容 行業簡介，寵物認識，寵物美容用品及工具

認識，美容前準備，沖洗技巧，貓及犬造型

及修剪技巧，染毛技巧，顧客服務及銷售技

巧，貨品管理及收銀程序，店舖管理，歷奇

訓練，自我管理及人際傳意，就業輔導，中

文，英文及資訊科技

入讀資格 i. 15至20歲，中學畢業學歷程度或以下的

待業、待學青年；及

ii. 須通過面試

訓練期 300小時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課程編號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423 2993 / 

2436 2977

SK048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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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包放最前

H 就業掛鈎課程(一般為全日制)                      6 具六個月(或以上)就業跟進服務的課程                       c 專業認證課程

青年培訓課程

「Teen才再現」 H 6

計劃目標 幫助待業、待學青年增強其學習動力、認定未來升學或就業的方向。計劃分為興趣班及深化班兩個階段的培訓，以協助學員了

解自己的意向、鞏固自己的興趣及訂定培訓方向。學員必須在興趣班表現良好，始獲入讀深化班。畢業學員可因應個人興趣及

需要選擇繼續進修或就業。課程包括：

行業範疇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訓練內容

影藝文化 舞蹈表演訓練基礎證書 VT212DS 基本體能訓練，舞蹈訓練、表演及編排，英語及傳意技

巧，中文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數碼攝影及影片製作基礎證書 VT232DS 數碼攝影技巧，數碼影片製作技巧，英語及傳意技巧，

中文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魔術及表演藝術基礎證書 VT233DS 魔術技巧、以氣球製作各種飾物技巧，現場表演訓練，

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資訊及通訊科技 多媒體卡通片製作基礎證書 VT209DS 基礎繪畫，繪畫卡通人物技巧，應用電腦軟件繪畫基本

卡通，電腦動畫知識，運用電腦製作基本卡通動畫，英

語及傳意技巧，中文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智能設備支援助理基礎證書 VT240DS 電力與電子基礎，電腦及其網絡辨識和安裝，智能設

備、流動通訊網絡結構、手提電話測試和維修，智能設

備檢測與維護，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及普通話，資訊

科技及生活技能

電子及電腦製作組裝基礎證書 VT210DS 電子及電腦製作組裝，電腦網絡及電腦製作組裝，樂高

機械人模型組合編製程序及控制，英語及傳意技巧，中

文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機電 空調製冷基礎證書 VT215DS 基礎職業安全與健康，基本工場實務，基本空調製冷喉

管加工，窗口式空調器的基本安裝與維修，基本空調電

學，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活

技能

機械工程技術基礎證書 VT237DS 機械維修的安全措施，常用機械加工方法和技巧，機械

裝配、薄片和喉管構製的應用，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

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屋宇裝備與生活基礎證書 VT216DS 冷氣及通風系統，消防系統，水務系統，電氣裝置，英

語及傳意技巧，中文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飲食 特色餐飲及美食製作基礎證書 VT236DS 飲食業知識，餐飲知識，食品製作訓練，款待技巧及營

運知識，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

生活技能

烘焙製作助理基礎證書 VT241DS 烘焙行業概況及業界運作模式介紹，製作麵包、西餅及

甜品技巧，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及普通話，資訊科技

及生活技能

書冊1501046_Book_A.indb   135 16/3/15   5:09 PM



136

公事包放最前

H 就業掛鈎課程(一般為全日制)                      6 具六個月(或以上)就業跟進服務的課程                       c 專業認證課程

「青年培育計劃」

行業範疇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訓練內容

商業 辦公室實務基礎證書 VT227DS 辦公室實務，商業禮儀，文書處理，基本會計及簿記，

資料庫處理，進出口貨物報關，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

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婚禮統籌師基礎證書 VT228DS 婚禮統籌及管理，特色婚禮，婚禮程序設計，顧客服務

及溝通技巧，新娘化妝及設計，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

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設計 平面傳意設計基礎證書 VT234DS 平面設計基礎，應用電腦軟件在平面傳意、使用字體及

專項設計，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及普通話，資訊科技

及生活技能

美容 美容護理基礎證書 VT203DS 美容院環境及專業形象，皮膚結構和功能，一般皮膚護

理，化妝技巧，指甲構造及疾病，毛髮構造和各種脫毛

方法，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

活技能

化妝及髮飾造型基礎證書 VT218DS 美容院環境及專業形象，化妝技巧，髮飾造型，英語及

傳意技巧，中文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美髮 髮型設計基礎證書 VT204DS 髮型設計的基礎知識與實習，基本髮型設計、簡單的剪

髮及吹髮技巧，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及普通話，資訊

科技及生活技能

交通及支援服務 汽車及電單車維修基礎證書 VT238DS 汽車維修保養基礎，汽車電器保養基礎，汽車發動機、

汽車傳動系統及汽車柴油系統維修基礎，電單車維修基

礎，電氣系統檢測及輔件安裝，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

及普通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教育康體 足球及健身助教訓練基礎證書 VT206DS 足球基礎技術，體適能的基本概念，運動科學，運動管

理，健身器材應用，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及普通話，

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入讀資格 i. 15至20歲待學、待業青年；及

ii. 中學畢業學歷程度或以下；及

iii. 須通過面試

訓練期 300小時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 3519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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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包放最前

H 就業掛鈎課程(一般為全日制)                      6 具六個月(或以上)就業跟進服務的課程                       c 專業認證課程

青年培訓課程

「青出於『南』」 H 6

計劃目標 為待業、待學之少數族裔青年提供職業技能、語文和生活技能訓練，以提升學員求職能力、社會適應力及融合能力。課程包

括：

行業範疇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訓練內容

商業 辦公室實務基礎證書 VT302DS 辦公室實務，商業禮儀，文書處理，基本會計及簿記，

資料庫處理，進出口貨物報關，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

及廣東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飲食 西式餐飲服務基礎證書 VT306DS 西餐服務，餐具的辨認及餐飲服務程序，英語及傳意技

巧，中文及廣東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咖啡店操作基礎證書 VT310DS 店舖及廚房運作，咖啡和小食製作，優質服務，英語及

傳意技巧，中文及廣東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資訊及通訊科技 電子及電腦網絡安裝基礎證書 VT311DS 電子及電腦製作組裝，電腦網絡及電腦製作組裝，電腦

控制模型組合及程序編製，英語及傳意技巧，中文及廣

東話，資訊科技及生活技能

入讀資格 i. 15至20歲待學、待業的少數族裔青年；

及

ii. 中學畢業學歷程度或以下；及

iii. 須通過面試

訓練期 300小時

註 「青出於『南』」不設「青年培育計劃」課程的

第一階段；

課程以英語授課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 3519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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