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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再培訓局  

首階段恢復面授課堂課程名單  

（ 2020年 9月 1日起生效）  

（ *個別培訓機構會按其運作情況調整及決定復課安排。最終課程安排以培訓機構的最新公

布為準。學員及公眾人士請直接向相關培訓機構查詢。）  

 

一般人士課程（共 453項課程）  

1. 就業掛鈎課程   

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中醫保健 1. 中成藥零售管理證書  

交通及支援

服務 

2. 遊樂船隻操作員（遊樂船隻二級操作人證明書考試）

基礎證書 
 

3. 專業的士司機（的士筆試）基礎證書  

印刷及出版 4. 印刷電腦排版技術員基礎證書  

物業管理及

保安 

5. 物業服務證書  

6. 物業設施管理基礎證書  

7.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8. 會所及康樂助理基礎證書  

9.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金融財務 
10. 初級財務策劃員基礎證書  

11. 金融證券投資證書  

保險 12. 人壽保險中介人（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基礎證書  

商業 

13. 人力資源助理基礎證書  

14. 行政助理基礎證書  

15. 會計實務（LCCI Level 3 Accounting Examination）證

書 
 

16. 辦公室助理基礎證書  

17. 簿記（LCCI Level 1 Bookkeeping Examination）基礎

證書 
 

18. 簿記及會計（LCCI Level 2 Bookkeeping and 

Accounting Examination）基礎證書 
 

19. 犬隻訓練員證書  

20. 意見調查訪問員基礎證書  

進出口 
21. 船務及出入口實務基礎證書  

22. 採購助理基礎證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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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資訊及通訊

科技 

23. 流動裝置應用程式開發人員證書  

24. 動畫製作助理人員基礎證書  

25. 資訊科技助理人員基礎證書  

26. 電腦繪圖實習及圖則管理人員基礎證書  

27. 初級網頁設計人員基礎證書  

28. 網路工程技術員證書  

機電 

29. 機電工程繪圖員基礎證書  

30. 物業維修基礎證書  

31. 建築物防盜系統技工（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32. 普通焊接工（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33. 電氣佈線工（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34. 空調製冷設備技工（獨立系統）（中級工藝測試）基

礎證書 
 

35. 電機工程助理基礎證書  

旅遊 

36. 旅遊顧問基礎證書  

37. 項目及宴會管理證書  

38. 外遊領隊（外遊領隊核證考試）基礎證書  

鐘錶及珠寶 

39. 電腦輔助珠寶設計基礎證書  

40. 珠寶銷售員基礎證書  

41. 寶石及翡翠玉石首飾製作員基礎證書  

42. 鐘錶維修服務助理基礎證書  

社會服務 
43. 社福活動助理基礎證書  

44. 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  

建造及裝修 

45. 裝修防水助理基礎證書  

46. 裝修水喉工（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47. 裝修砌磚工（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48. 裝修髹漆及裝飾工（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家居服務 

49. 家務助理基礎證書  

50. 專業摩登大妗員基礎證書  

51. 嬰幼兒照顧員基礎證書  

酒店 
52. 酒店房務員基礎證書  

53. 酒店前堂服務員基礎證書  

教育康體 
54. 幼兒遊戲小組導師助理證書  

55. 學校庶務員基礎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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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設計 
56. TTA創意工業（平面設計）基礎證書  

57. TTA創意工業（室內設計）基礎證書  

飲食 

58. 日本料理初級廚師基礎證書  

59.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60. 侍酒員基礎證書  

61. 葡萄酒推廣員基礎證書  

62. 初級中式烹調師（國家職業資格）基礎證書  

63. 初級中式麵點師（國家職業資格）基礎證書  

64. 初級西式烹調師（國家職業資格）基礎證書  

65. 初級西式麵點師（國家職業資格）基礎證書  

66. 泰越菜式廚務助理基礎證書  

67. 茶餐廳廚吧助理基礎證書  

68. 廚務助理基礎證書  

69. 餐飲及宴會服務員基礎證書  

70. 點心製作員基礎證書  

環境服務 

71. 有機農務助理基礎證書  

72.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73. 園藝助理基礎證書  

74. 樹藝管理證書  

75. 環境潔淨服務員基礎證書  

地產代理 
76. 地產代理（地產代理資格考試）基礎證書  

77. 地產營業員（地產營業員資格考試）基礎證書  

服裝製品及

紡織 

78. 時尚服飾採購證書 
 

影藝文化 
79. 剪接助理基礎證書  

80. 小丑藝術表演人員基礎證書  

零售 
81. 零售店務員基礎證書  

82. 寵物美容及店務助理基礎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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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能提升課程 

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中醫保健 

1. 中醫學理論基礎證書（兼讀制）  

2. 中藥保健食療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3. 中藥配劑基礎證書（兼讀制）  

4. 慢性病調理知識（婦女疾病）基礎證書（兼讀

制） 
 

5. 慢性病調理知識（痛風及關節炎）基礎證書（兼

讀制） 
 

6. 慢性病調理知識（糖尿病及高血壓）基礎證書

（兼讀制） 
 

7. 中醫藥眼科保健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8. 中藥美容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交通及支援服務 

9. 公共小巴司機職前訓練基礎證書（兼讀制）  

10. 專業的士司機培訓（溝通技巧及顧客服務）基礎

證書（兼讀制） 
 

11. 專業的士司機培訓（實務運作知識）基礎證書

（兼讀制） 
 

12. 專業的士司機培訓（無障礙服務）基礎證書（兼

讀制） 
 

13. 隧道交通督導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印刷及出版 

14. 3D打印技術基礎證書（兼讀制）  

15. 向量繪圖製作 II證書（兼讀制）  

16. 向量繪圖製作 I基礎證書（兼讀制）  

17. 電腦排版製作 II證書（兼讀制）  

18. 電腦排版製作 I基礎證書（兼讀制）  

19. 數碼印刷品質控制基礎證書（兼讀制）  

20. 電子書編輯證書（兼讀制）  

21. 色彩管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服裝製品及紡織 

22. 3D虛擬服裝製作證書（兼讀制）  

23. 電腦服裝紙樣製作（上身）證書（兼讀制）  

24. 男士訂製西裝縫製工藝證書（兼讀制）  

25. 服裝款式細節工藝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26. 紙樣設計及立體量裁技巧 III基礎證書（兼讀制）  

27. 紙樣設計及立體量裁技巧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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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服裝製品及紡織 

28. 紙樣設計及立體量裁技巧 I基礎證書（兼讀制）  

29. 胸圍產品知識 I（開發）基礎證書（兼讀制）  

30. 胸圍產品知識 II（紙樣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物流 
31. 陸路運輸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32. 物流區塊鏈實務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物業管理及保安 

33. 物業管理中文書寫技巧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34. 物業管理中文書寫技巧 I基礎證書（兼讀制）  

35. 會所及康樂設施運作及實務基礎證書（兼讀制）  

36. 會所活動籌劃與實務基礎證書（兼讀制）  

37. 物業及設施管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38. 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 - 質素保證系統基礎證書

（兼讀制） 
 

39. 保安業督導證書（兼讀制）  

40. 保安實務基礎證書（兼讀制）  

41. 物業管理電子化營運系統基礎證書（兼讀制）  

42. 物業管理地方選舉宣傳限制知識基礎證書（兼讀

制） 
 

43. 物業管理客戶服務英語（詞彙）基礎證書（兼讀

制） 
 

44. 物業管理客戶服務英語（會話）基礎證書（兼讀

制） 
 

45. 物業管理督導技巧（員工督導）基礎證書（兼讀

制） 
 

46. 物業管理督導技巧（緊急事故應變）證書（兼讀

制） 
 

47. 物業管理緊急事故應變措施及保險知識基礎證書

（兼讀制） 
 

48. 物業管理環保及節能基礎證書（兼讀制）  

49. 物業管理禮賓服務基礎證書（兼讀制）  

50. 保安及物業管理調解技巧訓練基礎證書（兼讀

制） 
 

51. 建築物維修保養（木、鐵器設施）基礎證書（兼

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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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物業管理及保安 

52. 建築物維修保養（水泥設施）基礎證書（兼讀

制） 
 

53. 建築物維修保養（水喉設施）基礎證書（兼讀

制） 
 

54. 業戶會議籌備技巧證書（兼讀制）  

保險 

55. 人壽保險相關法例基礎證書（兼讀制）  

56. 財務策劃（退休策劃）基礎證書（兼讀制）  

57. 商業保險相關法例及索償基礎證書（兼讀制）  

58.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考試／強積金中介人考試備試

基礎證書（兼讀制） 
 

59. 強制性保險條例及索償（汽車）基礎證書（兼讀

制） 
 

60. 強制性保險條例及索償（僱員補償）基礎證書

（兼讀制） 
 

建造及裝修 

61. 裝修電腦繪圖基礎證書（兼讀制）  

62. 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建築工程）基礎證書（兼讀

制） 
 

63. 裝修髹漆及裝飾工技能測試備試證書（兼讀制）  

64. 鋼筋屈紮工技能測試備試證書（兼讀制）  

65. 裝修水喉工中級工藝測試備試基礎證書（兼讀制）  

美容 

66. 美容相關電器安全守則基礎證書（兼讀制）  

67. 營養知識 I（體重管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68. 營養知識 II（美容護理）證書（兼讀制）  

69. 養生美容外敷物料調配技巧證書（兼讀制）  

70. 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71. 美容護理 I基礎證書（兼讀制）  

72. 香薰美容（花卉水）基礎證書（兼讀制）  

美髮 

73. 美髮業有效人際關係基礎證書（兼讀制）  

74. 美髮業設計基礎證書（兼讀制）  

75. 美髮業潮流趨勢證書（兼讀制）  

76. 男士理髮（職業水平）基礎證書（兼讀制）  

77. 染髮知識與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78. 洗髮、護髮、捲髮及吹髮知識與技巧基礎證書（兼

讀制） 
 

79. 假髮護理知識與技巧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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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美髮 

80. 假髮護理知識與技巧 I基礎證書（兼讀制）  

81. 剪吹髮知識與技巧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82. 剪吹髮知識與技巧 I基礎證書（兼讀制）  

83. 剪吹髮造型證書（兼讀制）  

84. 晚妝髮型知識與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85. 晚妝髮型造型證書（兼讀制）  

86. 電髮知識與技巧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87. 電髮知識與技巧 I基礎證書（兼讀制）  

88. 電髮造型證書（兼讀制）  

89. 蓋白髮、染色及挑染知識與技巧基礎證書（兼讀

制） 
 

90. 頭髮及頭皮護理（問題頭髮及頭皮）證書（兼讀

制） 
 

家居服務 

91. 長者保健飲食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92. 家常中式保健飲食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93. 陪月員護理知識（母乳餵哺及嬰兒特殊照顧）基

礎證書（兼讀制） 
 

94. 陪月員護理知識（嬰兒發展）基礎證書（兼讀制）  

95. 陪月滋補飲食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96. 幼兒照顧基礎證書（兼讀制）  

97. 家務助理中西式宴客菜式基礎證書（兼讀制）  

98. 家務助理長者餐膳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99. 家務助理家居清潔技巧及衣物護理基礎證書（兼讀

制） 
 

100. 家務助理家常廚藝基礎證書（兼讀制）  

101. 家務助理素菜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02. 家務助理清潔技巧（新裝修的居所）基礎證書（兼

讀制） 
 

103. 家務助理園藝及植物護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104. 家務助理節令食品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05. 家常日本菜式製作（主食）基礎證書（兼讀制）  

106. 家常日本菜式製作（前菜及小食）基礎證書（兼讀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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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家居服務 

107. 家常東南亞菜式製作（星馬、印尼及越式）基礎證

書（兼讀制） 
 

108. 家常東南亞菜式製作（泰式）基礎證書（兼讀制）  

109. 陪月員烹調技巧（產後坐月滋補湯水）基礎證書

（兼讀制） 
 

110. 陪月員烹調技巧（產後坐月菜式）基礎證書（兼讀

制） 
 

111. 陪月員護理知識（嬰兒疾病及常用藥物認知）基礎

證書（兼讀制） 
 

112. 嬰兒護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113. 兒童特別照顧及教導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114. 陪月員解難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健康護理 

115. 安老服務常用的醫學詞彙及藥物認識證書（兼讀

制） 
 

116. 安老院舍營運管理證書（兼讀制）  

117. 感染控制基礎證書（兼讀制）  

118. 醫療護理文件記錄及檔案處理基礎證書（兼讀

制） 
 

119. 醫療護理常用英語 I基礎證書（兼讀制）  

120. 護理人員醫藥認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121. 醫療護理職業安全及健康基礎證書（兼讀制）  

122. 醫護人員無菌操作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123. 安老服務溝通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124. 安老院舍優質顧客服務證書（兼讀制）  

125. 虐老認知及預防基礎證書（兼讀制）  

126. 職業治療護理技巧（精神病）基礎證書（兼讀

制） 
 

127. 職業治療護理技巧 II（認知障礙症）基礎證書

（兼讀制） 
 

128. 醫療護理人員溝通技巧及優質服務基礎證書（兼

讀制） 
 

129. 醫療護理常用英語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130. 護理員進階訓練基礎證書（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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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商業 

131. LCCI Level 1 簿記考試備試基礎證書（兼讀制）  

132. LCCI Level 2 成本會計考試備試基礎證書（兼讀

制） 
 

133. LCCI Level 2 電腦簿記考試備試基礎證書（兼讀

制） 
 

134. LCCI Level 2 簿記及會計考試備試基礎證書（兼

讀制） 
 

135. LCCI Level 3 會計考試備試證書（兼讀制）  

136. 人力資源管理（人事檔案管理）證書（兼讀制）  

137.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管理）證書（兼讀制）  

138. 人力資源管理（面試安排）基礎證書（兼讀制）  

139. 人力資源管理（員工成本及招聘預算）證書（兼

讀制） 
 

140. 人力資源管理（資料處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141. 人力資源管理（薪金及福利系統）證書（兼讀制）  

142. 小本創業 II（財務管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143. 香港利得稅原理及應用證書（兼讀制）  

144. 香港商業法例（合約法）基礎證書（兼讀制）  

145. 香港商業法例（勞工法）證書（兼讀制）  

146. 婚禮及宴會實務技能（司儀技巧）基礎證書（兼

讀制） 
 

147. 創新商業設計思維技巧證書（兼讀制）  

148. 網上商業（O2O營銷）基礎證書（兼讀制）  

149. 網上商業（中國數碼營銷）基礎證書（兼讀制）  

150. 網上商業（社交網絡營銷）基礎證書（兼讀制）  

151. 網上商業（關鍵意見領袖營銷策略）證書（兼讀

制） 
 

152. 網上創業（營運及市場推廣）基礎證書（兼讀制）  

153. 小本創業 I（營運入門）基礎證書（兼讀制）  

154. 品牌建立概念基礎證書（兼讀制）  

155. 項目管理考試（CAPM）備試證書（兼讀制）  

156. 網上商業（保安）基礎證書（兼讀制）  

教育康體 

157. 大型體育活動管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158. 指導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159. 泳客服務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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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進出口 

160. 計算貨運成本證書（兼讀制）  

161. 船務文件處理 I（貿易流程及電子報關）基礎證

書（兼讀制） 
 

162. 船務文件處理 II（信用證實務）基礎證書（兼讀

制） 
 

163. 貨物清關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164. 進出口法例基礎證書（兼讀制）  

飲食 

165. 保健及食療營養的應用基礎證書（兼讀制）  

166. 食物衞生證書（兼讀制）  

167. 飲食業電腦培訓 II證書（兼讀制）  

168. 飲食業電腦培訓 I基礎證書（兼讀制）  

169. 中式冷盤醬汁的認識與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70. 中式熱盤醬汁的認識與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71. 日本清酒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172. 朱古力製作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173. 朱古力製作 I基礎證書（兼讀制）  

174. 西式餐飲食品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75. 西餅製作（蛋糕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176. 西餅製作（撻及批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177. 西餅製作（雜餅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178. 咖哩菜式的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79. 咖啡拉花藝術基礎證書（兼讀制）  

180. 法式甜品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81. 素菜的認識與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82. 烹調日本菜式技巧（燒物）基礎證書（兼讀制）  

183. 烹調西式主菜技巧（牛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184. 烹調西式主菜技巧（貝介類及魚類）基礎證書（兼

讀制） 
 

185. 烹調西式主菜技巧（家禽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186. 烹調西式主菜技巧（豬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187. 烹調西式主菜技巧（薯菜及蔬果類）基礎證書（兼

讀制） 
 

188. 烹調西式湯類技巧（忌廉湯及凍湯）基礎證書（兼

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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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飲食 

189. 烹調西式頭盤技巧（蛋類及沙律類）基礎證書（兼

讀制） 
 

190. 節令點心認識與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91. 粵式禮餅的認識及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92. 葡萄酒知識 II證書（兼讀制）  

193. 葡萄酒知識 I證書（兼讀制）  

194. 潮州菜的認識與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95. 蔬果雕花的認識與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96. 燒味部認識與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197. 雞尾酒調製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198. 麵包製作（咸包及酥包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199. 麵包製作（健康包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200. 麵包製作（經典包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201. 侍應服務培訓基礎證書（兼讀制）  

資訊及通訊科技 

202. Android流動裝置應用程式開發 II證書（兼讀制）  

203. Web2.0 網頁程式編寫證書（兼讀制）  

204. 區塊鏈應用開發證書（兼讀制）  

205. Android 流動裝置應用程式開發 I證書（兼讀制）  

206. iPhone及 iPad 應用程式開發證書（兼讀制）  

207. 網絡管理證書（兼讀制）  

影藝文化 

208. 短片剪輯技巧 I（錄像剪接）基礎證書（兼讀

制） 
 

209. 短片剪輯技巧 II（後期特效）基礎證書（兼讀

制） 
 

210. 電視及電影編劇技巧證書（兼讀制）  

211. 小丑藝術表演進階技巧（化妝及雜耍）證書（兼讀

制） 
 

212. 小丑藝術表演進階技巧（氣球及魔術）證書（兼讀

制） 
 

213. 視像宣傳套件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機電 

214. B級電業工程人員註冊考試備試證書（兼讀制）  

215. 可編程序控制器（PLC）應用 I基礎證書（兼讀

制） 
 

216. 可編程序控制器（PLC）應用 II證書（兼讀制）  

217. 可編程序控制器（PLC）應用 III證書（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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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機電 

218. 空調製冷系統理論基礎證書（兼讀制）  

219. 屋宇裝備工程 AutoCAD電腦繪圖 I基礎證書

（兼讀制） 
 

220. 屋宇裝備工程 AutoCAD電腦繪圖 II基礎證書

（兼讀制） 
 

221. 屋宇裝備工程AutoCAD電腦繪圖 III證書（兼讀

制） 
 

222. 屋宇裝備能源效益實務技能 III證書（兼讀制）  

223. 屋宇裝備智能系統證書（兼讀制）  

224. 控制電路 I基礎證書（兼讀制）  

225. 控制電路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226. 控制電路（變頻器及不間斷電源供應器）基礎證

書（兼讀制） 
 

227. 電工技能測驗 I（技術知識）備試證書（兼讀

制） 
 

228. 機電業智慧城市與網路科技應用知識基礎證書 

（兼讀制） 
 

229. 避雷裝置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230. 焊接實務技能（水務喉管）II基礎證書（兼讀制）  

231. 焊接實務技能（水務喉管）I基礎證書（兼讀制）  

232. 電力工程（完工及定期）測試及儀錶使用基礎證書

（兼讀制） 
 

233. 電工技能測驗 II（實務）備試證書（兼讀制）  

234. 機電工程原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235. 空調製冷設備技工（獨立系統） 中級工藝測試備

試基礎證書（兼讀制） 
 

236. 普通焊接工中級工藝測試備試基礎證書（兼讀制）  

環境服務 

237. 生態園藝及生境營造基礎證書（兼讀制）  

238. 園藝保養（垂直綠化）證書（兼讀制）  

239. 園藝保養（屋頂綠化）證書（兼讀制）  

240. 園藝業之職業安全及健康基礎證書（兼讀制）  

241. 園藝業初級管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242. 網上花店營運實務基礎證書（兼讀制）  

243. 廚餘處理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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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環境服務 

244. 簡易植物學基礎證書（兼讀制）  

245. 公廁清潔實務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246.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節日花飾）基礎證書（兼讀制）  

247.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葬禮花飾）基礎證書（兼讀制）  

248.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I證書（兼讀制）  

249.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250. 花藝設計及應用 I基礎證書（兼讀制）  

251. 婚禮花飾與宴會佈置 III（教堂場地佈置）證書（兼

讀制） 
 

252. 婚禮花飾與宴會佈置 III證書（兼讀制）  

253. 婚禮花飾與宴會佈置 II證書（兼讀制）  

254. 婚禮花飾與宴會佈置 I基礎證書（兼讀制）  

255. 植物辨認及種植基礎證書（兼讀制）  

256. 環境潔淨實務基礎證書（兼讀制）  

257. 有機耕作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258. 草地保養 II證書（兼讀制）  

259. 草地保養 I基礎證書（兼讀制）  

260. 基本樹藝學證書（兼讀制）  

261. 園藝保養（施肥、病蟲害的防治）基礎證書（兼讀

制） 
 

262. 園藝保養（修剪、淋水）基礎證書（兼讀制）  

263. 園藝保養（機械操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264. 樹木保育及危機評估證書（兼讀制）  

265. 樹藝業專業能力評估備試證書（兼讀制）  

266. 攀樹及樹上操作技巧證書（兼讀制）  

鐘錶及珠寶 

267. 珠寶產品採購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268. 珠寶設計基礎證書（兼讀制）  

269. 電腦輔助珠寶繪圖及設計（JewelCAD）I證書

（兼讀制） 
 

270. 機械機芯結構證書（兼讀制）  

271. 玉石與翡翠知識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272. 玉石與翡翠知識 I基礎證書（兼讀制）  

273. 寶石理論及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274. 寶石鑑定基礎證書（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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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鐘錶及珠寶 
275. 鑽石及模仿品理論基礎證書（兼讀制）  

276. 鐘錶售後維修接待技巧證書（兼讀制）  

零售 

277. 零售業店舖營運（支付方法及相關欺詐）基礎證

書（兼讀制） 
 

278. 零售業英語會話（一般行業）I基礎證書（兼讀

制） 
 

279. 零售業英語會話（一般行業）II基礎證書（兼讀

制） 
 

280. 零售業英語會話（鞋類、時裝及成衣、兒童用品

及產品）基礎證書（兼讀制） 
 

281. 零售業普通話會話（一般行業）I基礎證書（兼

讀制） 
 

酒店 

282. 酒店制服及布草服務基礎證書（兼讀制）  

283. 酒店房務員實務技能基礎證書（兼讀制）  

284. 酒店保安服務基礎證書（兼讀制）  

285. 酒店業英語基礎證書（兼讀制）  

旅遊 

286. 生態旅遊導賞（地質公園 - 火山岩地貌）證書（兼

讀制） 
 

287. 生態旅遊導賞（地質公園 - 沉積岩地貌）證書（兼

讀制） 
 

288. 旅遊業顧客服務（投訴處理）基礎證書（兼讀

制） 
 

289. 旅遊業顧客服務（事故處理）基礎證書（兼讀

制） 
 

290. 旅遊業顧客服務（情商管理）基礎證書（兼讀

制） 
 

291. 旅遊業顧客服務（親善溝通）基礎證書（兼讀

制） 
 

292. 機場地勤旅客服務基礎證書（兼讀制）  

設計 
293. 室內設計立體展示技巧證書（兼讀制）  

294. 室內設計應用證書（兼讀制）  

社會服務 

295. 社會企業營運（入門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296. 社會企業營運（招聘及工作分配知識）證書（兼

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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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社會服務 

297. 社會企業營運（財務報表知識）證書（兼讀制）  

298. 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課餘託管技巧基礎證書（兼讀

制） 
 

地產代理 

299. 地產代理業物業估價（入門知識）基礎證書（兼

讀制） 
 

300. 地產代理業香港境外物業銷售知識基礎證書（兼

讀制） 
 

301. 地產代理業解難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302. 地產代理業銷售知識及技巧（非住宅物業）基礎

證書（兼讀制） 
 

金融財務 

303. AFP™資格認證備試課程（兼讀制）  

304. 金融服務（內地經濟發展）證書（兼讀制）  

305. 金融服務（財務報表分析）證書（兼讀制）  

 

3. 通用技能課程 

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通用技能 

1. 個人素養基礎證書（兼讀制）  

2. 個人素養證書（兼讀制）  

3. 求職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4. 求職技巧證書（兼讀制）  

5. 職場通用技能（情緒管理及團隊精神）基礎證書

（兼讀制） 
 

6. 職場通用技能（溝通技巧及顧客服務）基礎證書

（兼讀制） 
 

7. 職場通用技能（督導及團隊管理）證書（兼讀制）  

8. 職場通用技能（解難技巧）證書（兼讀制）  

9. 職場通用技能（誠信操守及優質服務）基礎證書

（兼讀制） 
 

10. 職場通用技能（領導技巧及員工管理）證書（兼

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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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資訊科技應用 

11. 互聯網應用基礎證書（兼讀制）  

12. 文書處理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13. 文書處理 I基礎證書（兼讀制）  

14. 倉頡輸入法基礎證書（兼讀制）  

15. 雲端計算及應用證書（兼讀制）  

16. 試算表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17. 試算表 I基礎證書（兼讀制）  

18. 資料庫商業應用證書（兼讀制）  

19. 資料庫應用基礎證書（兼讀制）  

20. 電腦概念和鍵盤操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21. 電腦操作系統基礎證書（兼讀制）  

22. 電腦操作初探基礎證書（兼讀制）  

23. 演示軟件應用基礎證書（兼讀制）  

24. 網頁製作技巧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25. 網頁製作技巧 I基礎證書（兼讀制）  

26. 網頁繪圖基礎證書（兼讀制）  

27. 數據分析基本概念及應用技巧證書（兼讀制）  

28. 人工智能知識及應用證書（兼讀制）  

29. 區塊鏈知識及應用證書（兼讀制）  

30. 電腦動畫製作 II 證書（兼讀制）  

31. 資訊科技應用訓練（初階）基礎證書  

32. 資訊科技應用訓練（高階）基礎證書  

33. 電腦硬件裝嵌基礎證書（兼讀制）  

34. 網絡系統保安及防火牆設定基礎證書（兼讀制）  

35. 電腦動畫製作 I證書（兼讀制）  

36. 網頁圖像及動畫製作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職業語文 

37. 英語閱讀及寫作訓練證書（兼讀制）  

38. 常用英語語法 III基礎證書（兼讀制）  

39. 常用英語語法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40. 常用英語語法 I基礎證書（兼讀制）  

41. 職業英語（商業電郵寫作）證書（兼讀制）  

42. 職業英語（聆聽技巧）證書（兼讀制）  

43. 職業英語（閱讀及寫作）III證書（兼讀制）  

44. 職業英語（閱讀及寫作）II基礎證書（兼讀制）  

45. 職業英語（閱讀及寫作）I基礎證書（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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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範疇 課程* 

課程已涵蓋於

「特別・愛增值」

計劃 2之下 

職業語文 

46. 英語訓練（初階）基礎證書   

47. 英語訓練（高階）基礎證書   

48. 普通話訓練（初階）基礎證書   

49. 普通話訓練（高階）基礎證書   

50. 行政人員英語證書（兼讀制）  

51. 英語面試技巧訓練證書（兼讀制）  

52. 英語聽力及會話訓練證書（兼讀制）  

53.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備試證書（兼讀制）  

54. 常用英語詞彙應用 III基礎證書（兼讀制）  

55. 常用英語詞彙應用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56. 常用英語詞彙應用 I基礎證書（兼讀制）  

57. 職場社交英語訓練證書（兼讀制）  

58. 職業英語（客戶應對技巧）證書（兼讀制）  

59. 職業英語（簡報技巧）證書（兼讀制）  

60. 職業英語（聽力及會話）III證書（兼讀制）  

61. 職業英語（聽力及會話）II基礎證書（兼讀制）  

62. 職業英語（聽力及會話）I基礎證書（兼讀制）  

63. 職業普通話 III（中港貿易）證書（兼讀制）  

64. 職業普通話 III（商務溝通）證書（兼讀制）  

65. 職業普通話 II基礎證書（兼讀制）  

66. 職業普通話 I基礎證書（兼讀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