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 就業掛鈎課程(一般為全日制)     3 中三或以下學歷人士可以報讀的課程     6 具六個月(或以上)就業跟進服務的課程     U 設有「提升就業服務」的課程     c 專業認證課程
71

建造及裝修 就業掛鈎課程

初級技術員（建築學） h u c
證書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建築技術員的工作及實務技能，

以符合見習技術員的基本入職要求

訓練內容 行業簡介，基礎建造科學，建造材料，屋宇

建造原理及應用實務，工料量度原理及應用

實務，職業安全與健康及工地考察，個人素

養及求職技巧

入讀資格 中五學歷程度（未達中五學歷程度而具工作

經驗的申請人，必須通過入學評估審核其學

術能力）

訓練期 296小時（約13週）

註 一 . 學員於相關課堂符合指定出席率要求及

通過評核，可獲發勞工處認可的「強制性

基本安全訓練（平安咭）」的獨立證明書；

課程已包括考試費用

二 . 課程只提供英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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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訓練局（匯縱專業發展中心） 3907 6789 VT076DS

初級技術員（土木工程） h u c
證書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土木工程技術員的工作及實務技

能，以符合見習技術員的基本入職要求

訓練內容 行業簡介，工程科學，初級土地測量，建築

材料及建築科技，土木工程施工，工料量度

及相關文件準備，職業安全與健康及工地考

察，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入讀資格 中五學歷程度（未達中五學歷程度而具工作

經驗的申請人，必須通過入學評估審核其學

術能力）

訓練期 296小時（約13週）

註 一 . 學員於相關課堂符合指定出席率要求及

通過評核，可獲發勞工處認可的「強制性

基本安全訓練（平安咭）」的獨立證明書；

課程已包括考試費用

二 . 課程只提供英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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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訓練局（匯縱專業發展中心） 3907 6789 VT077DS

裝修防水助理基礎證書 h 3 c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及掌握裝修工程中的防水技術，

協助學員入職裝修防水工程的相關工作

訓練內容 行業文化及概況，水的特性及來源，裝修防

水失效的原因，一般樓宇常見漏水的特徵、

成因及處理，測試暗藏冷熱水管漏水問題，

確定漏水源頭的方法，浴室、廚房或露台地

面滲漏，蓄水試漏，補漏材料的運用，納米

材料的特性及運用，修補時應注意事項及風

險評估，勞工處認可的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

（平安咭）（註），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入讀資格 i. 18歲或以上；及

ii. 小六學歷程度；及

iii. 能閱讀及書寫中文

訓練期 132小時（約8週）

註 學員於相關課堂符合指定出席率要求及通過

評核，可獲發勞工處認可的「強制性基本安

全訓練（平安咭）」的獨立證明書；課程已包

括考試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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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127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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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及裝修

裝修髹漆工 h 3 6 c
（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及掌握髹漆工藝的基本技術，協

助學員應考建造業議會認可的「髹漆及裝飾

工中級工藝測試證明書（中工）」（註一），以

符合本地建造工地內從事建造業工作（半熟

練技術工人）的註冊資格，從而入職髹漆工

藝工作

訓練內容 建造及裝修業認識，業界有關法規認識，髹

漆工藝原理，認識裝修圖則，環保漆油及選

用，工具的使用，各式噴漆技巧，認識牆紙

的種類，裱貼牆紙的技巧，勞工處認可的強

制性基本安全訓練（平安咭）（註二），個人素

養及求職技巧

入讀資格 i. 18歲或以上；及

ii. 小六學歷程度

訓練期 160小時（約8週）

註 一 . 本課程的期末考試為「髹漆及裝飾工中級

工藝測試證明書（中工）」公開考試，目

的為協助學員獲取入職所需認證或專業

資格

二 . 學員於相關課堂符合指定出席率要求及

通過評核，可獲發勞工處認可的「強制性

基本安全訓練（平安咭）」的獨立證明書；

課程已包括考試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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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165DS

裝修水喉工 h 3 6 c
（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及掌握水喉工藝的基本技術，協

助學員應考建造業議會認可的「水喉工中級

工藝測試證明書（中工）」（註一），以符合本

地建造工地內從事建造業工作（半熟練技術

工人）的註冊資格，從而入職裝修工程中的

水喉工藝工作

訓練內容 建造及裝修業認識，業界有關法規認識，供

水系統簡介，施工圖則及程序，工料量度，

安裝喉管、接駁及測試，安裝沖廁水箱及花

灑等潔具，勞工處認可的強制性基本安全訓

練（平安咭）（註二），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入讀資格 i. 18歲或以上；及

ii. 小六學歷程度

訓練期 160小時（約8週）

註 一 . 本課程的期末考試為「水喉工中級工藝測

試證明書（中工）」公開考試，目的為協

助學員獲取所需認證或專業資格

二 . 學員於相關課堂符合指定出席率要求及

通過評核，可獲發勞工處認可的「強制性

基本安全訓練（平安咭）」的獨立證明書；

課程已包括考試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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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工程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2332 7279 / 

8108 5000

AE005DS

香港職工會聯盟 3758 5454 / 

2332 9368

CU153DS

香港工會聯合會 2715 6671 / 

2568 9044

FU167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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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掛鈎課程

裝修砌磚工 h 3 6 c
（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及掌握泥水工藝的基本技術，協

助學員應考建造業議會認可的「砌磚工中級

工藝測試證明書（中工）」（註一），以符合本

地建造工地內從事建造業工作（半熟練技術

工人）的註冊資格，從而入職裝修工程中的

泥水工藝工作

訓練內容 建造及裝修業認識，業界有關法規認識，批

盪的施工程序，底層、光滑面和粗面批盪的

技術，砌磚的施工程序，築砌紅磚磚牆和見

光面砂磚磚柱，鋪瓦的施工程序，鋪砌柱位

及牆身釉面瓦技巧，勞工處認可的強制性基

本安全訓練（平安咭）（註二），個人素養及求

職技巧

入讀資格 i. 18歲或以上；及

ii. 小六學歷程度

訓練期 160小時（約8週）

註 一 . 本課程的期末考試為「砌磚工中級工藝測

試證明書（中工）」公開考試，目的為協

助學員獲取所需認證或專業資格

二 . 學員於相關課堂符合指定出席率要求及

通過評核，可獲發勞工處認可的「強制性

基本安全訓練（平安咭）」的獨立證明書；

課程已包括考試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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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166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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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建造及裝修

p 半日或晚間制課程                      3 中三或以下學歷人士可以報讀的課程                       c 專業認證課程                        $ 一般資助學費                        s 高額資助學費

裝修電腦繪圖基礎證書 P 3
（兼讀制）

課程目標 為現職大廈維修及裝修業的管工及技工提供

基礎電腦繪圖的訓練，讓他們能應用電腦輔

助繪圖，以製作圖則

訓練內容 簡介施工圖則及大樣圖則，圖則與施工圖及

材料的配合，電腦繪圖的基本應用及概念，

繪圖的訓練，圖則製作

入讀資格 i. 具一年或以上大廈維修及裝修有關工作

經驗；及

ii. 須通過電腦操作能力測試

訓練期 30小時

上課模式 半日或晚間

全期學費 $2,250 $ / $67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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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2711 9296

CT218ES / 

CT235HS

裝修水喉工 P 3
（技能測試備試課程）
證書（兼讀制）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水喉工藝的理論知識及實務技

能，鼓勵畢業學員報考「水喉工技能測試（大

工）」，以符合本地建造工地內從事水喉工作

的註冊資格，成為「註冊熟練技工」

訓練內容 理解施工章程規格、建築圖則、大樣圖紙及

圖表，常用材料的名稱、規格、特性及用

途，與行業相關的水務條例，工料量度的方

法，安全守則及措施，常用的各種手動及電

動工具，各類喉管、潔具及排水系統接駁，

冷熱水供應系統及附屬設備安裝，「水喉工

技能測試（大工）」項目訓練

入讀資格 i. 18歲或以上；及

ii. 具四年或以上水喉工相關工作經驗；或

持有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或前建造業訓

練局、工業學院或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頒

發的水喉相關技工證書，並具三年水喉

工相關工作經驗；或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裝修水喉

工（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或建造業

議會「水喉工中級工藝測試證明書（中

工）」，並於取得該資歷後具一年水喉工

相關工作經驗；及

iii. 持有「氣體焊接安全訓練證明書」

訓練期 42小時

上課模式 半日或晚間

全期學費 $4,250 $ / $1,275 s

註 課程不包括公開考試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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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職工會聯盟 3758 5454 / 

2332 9368

CU432ES / 

CU432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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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

p 半日或晚間制課程                      3 中三或以下學歷人士可以報讀的課程                       c 專業認證課程                        $ 一般資助學費                        s 高額資助學費

水喉潔具工藝 I基礎證書 P 3
（兼讀制）

課程目標 讓學員對有關建築物及水務法例、屋宇的供

水種類、排水所用的材料及更改排水安裝有

所認識，並能成為一專多能的技工

訓練內容 安全知識及操守，有關建築物及水務的法

例，施工程序撮要及須知，認識屋宇的供水

種類，認識供排水所用的材料，更改排水安

裝

入讀資格 現職裝修行業及屋宇維修工程從業員

訓練期 30小時

上課模式 半日或晚間

全期學費 $2,750 $ / $82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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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工程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2332 7279 / 

8108 5000

AE011ES / 

AE011HS

水喉潔具工藝 II基礎證書 P 3
（兼讀制）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不同種類的水喉潔具及常見的問

題和維修方法，學習安裝潔具及座廁，並接

駁有關潔具的喉管，以達至較全面的工藝水

平

訓練內容 安全知識及操守，潔具及座廁的安裝，力臣

接駁方法，不同種類的水喉潔具的認識，裝

修常見的問題和維修方法，新材料及技術認

識

入讀資格 i. 現職裝修行業、屋宇及大廈維修的水喉

從業員，並具一年或以上工作經驗；或

ii. 現職裝修行業、屋宇及大廈維修的水喉

從業員，並持有「水喉潔具工藝基礎單元

證書」或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水喉潔

具工藝 I基礎證書（兼讀制）」

訓練期 30小時

上課模式 半日或晚間

全期學費 $2,250 $ / $67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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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工程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2332 7279 / 

8108 5000

AE012ES / 

AE012HS

水喉潔具工藝 III證書 P 3
（兼讀制）

課程目標 讓學員加強對供水管道與管件接駁的知識，

同時掌握供水管道的安裝、維修及保養的方

法，以達至較全面的工藝水平

訓練內容 供水管道與管件接駁方法及安全要求，供水

管道的安裝╱維修及保養，絞管紋操作方法

及操作安全事項

入讀資格 i. 現職裝修行業、屋宇維修工程及大廈維

修的水喉從業員，並具一年或以上工作

經驗；或

ii. 持有「水喉潔具工藝進階單元證書」或由

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水喉潔具工藝 II基

礎證書（兼讀制）」

訓練期 30小時

上課模式 半日或晚間

全期學費 $2,750 $ / $82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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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工程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2332 7279 / 

8108 5000

AE013ES / 

AE013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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