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及出版
P3

電腦排版製作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及掌握 InDesign 軟件的版面製作
技巧及文字處理功能，並製作合適數碼檔案
以配合數碼輸出及印刷的要求；有系統地強
化學員的印刷知識及軟件應用技巧，以提高
學員的專業技能

訓練內容

構建出版文件，圖相處理，顏色處理，出血
的處理，中英文排版的特殊設定及輸出前的
檔案檢查，數碼輸出的處理，書冊製作，製
作 PDF 檔

入讀資格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及掌握 InDesign 軟件的高階功能
及版面設定，製作合適數碼檔案以配合數碼
輸出及印刷的要求；同時讓學員認識及掌握
高階電腦中英文排版、色彩控制、網上用檔
案製作及輸出技能，以提高學員在數碼生產
流程的專業技巧及信心

訓練內容

電腦排版進階技巧，顏色設定，複雜的繪圖
製作，進階相片圖形處理，圖層的進階應
用，複雜版面製作示範，多重主版頁面製
作，文字樣式設定，表格 / 圖表製作，進階
書冊製作，模擬印刷顏色效果，檢查及輸出
出版文件，進階置入圖像處理，與其他軟件
的配合及兼容，高階分色輸出設定，PDF 文
件檔製作

入讀資格

i.

現職印刷業或相關行業從業員，或有意
轉職相關行業工作及中三學歷程度人
士，以及通過入學試；或
ii.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電腦排版製
作 I 基礎證書（兼讀制）」；或
iii. 持有任何資歷級別二級與印刷及出版業
相關範圍證書；或
iv. 持有資歷架構「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在印
刷及出版業的能力單元評審中，取得「印
刷業桌上出版」或「印刷業數碼輸出」其
中一個專項達二級資歷資格

訓練期

20 小時

i.

現職印刷業或相關行業從業員，或有意
轉職相關行業工作及中三學歷程度人
士；及具有半年或以上基本 PC 電腦操作
經驗；或
ii. 持有任何資歷級別一級與印刷及出版業
相關範圍證書；或
iii. 持有資歷架構「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在印
刷及出版業的能力單元評審中，取得「印
刷業桌上出版」或「印刷業數碼輸出」其
中一個專項達一級資歷資格

訓練期

20 小時

上課模式

半日或晚間

全期學費

$0

/ $675 S / $2,250 $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P3

電腦排版製作 II 證書
（兼讀制）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課程編號

上課模式

半日或晚間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3589 5023

AT009ES /
AT005HS

全期學費

$0

/ $675 S / $2,250 $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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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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課程編號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3589 5023

AT022ES /
AT009HS

豁免繳費（適用於
每月收入 $0 至
$11,000 的學員）

S 高額資助學費（適用於
每月收入 $11,001 至
$19,500 的學員）

$ 一般資助學費（適用於
每月收入 $19,501或
以上的學員）

「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

P3

向量繪圖製作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及掌握 Illustrator 軟件的版面製作
技巧及文字處理功能，並製作合適數碼檔案
以配合數碼輸出及印刷的要求；有系統地強
化學員的印刷知識及軟件應用技巧，以提高
學員的專業技能

訓練內容

向量與點陣數碼影像之分別，版面及偏好設
定，工具箱及各功能面版的介紹，運用繪圖
工具，基本文字處理及效果製作，顏色的處
理，置入圖形處理，複合路徑的應用，物件
變形處理功能，圖層的應用、文字的處理，
疊印及疊印的設定，置入圖片處理，遮色片
的應用、多重物件處理功能，圖形、文字、
相片的拼合組版製作、文件的儲存、傳送轉
換及格式處理、輸出校樣及遙距校樣傳送、
輸出前的檔案檢查、製作 PDF 檔、數碼輸出
的處理

入讀資格

現職印刷業或相關行業從業員，或有意
轉職相關行業工作及中三學歷程度人
士；及具有半年或以上基本 PC 電腦操作
經驗；或
ii. 持有任何資歷級別一級與印刷及出版業
相關範圍證書；或
iii. 持有資歷架構「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在印
刷及出版業的能力單元評審中，取得「印
刷業桌上出版」或「印刷業數碼輸出」其
中一個專項達一級資歷資格

訓練期

20 小時

上課模式

半日或晚間

全期學費

$0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及掌握 Illustrator 軟件的高階功能
及版面設定，製作合適數碼檔案以配合數碼
輸出及印刷的要求；同時讓學員認識及掌握
高階電腦繪圖、色彩控制、網上用檔案製作
及輸出技能，以提高學員在數碼生產流程的
專業技巧及信心

訓練內容

進階繪圖功能及應用技巧，向量與點陣圖的
關係及互相轉換及配合使用，進階濾鏡應
用，標題字的特別效果應用，自動描圖功
能，主要繪圖風格的技巧及應用，顏色的進
階應用，ICC 特性檔處理，圖形、文字和圖
相的特別效果製作，多元化版面設計製作示
範及技巧分享，高階輸出需知，製作 PDF 檔
案的優點、應用範圍及技巧，與其他電腦繪
圖及排版軟件的兼容

入讀資格

i.

現職印刷業或相關行業從業員，或有意
轉職相關行業工作及中三學歷程度人
士，以及通過入學試；或
ii.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向量繪圖製
作 I 基礎證書（兼讀制）」；或
iii. 持有任何資歷級別二級與印刷及出版業
相關範圍證書；或
iv. 持有資歷架構「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在印
刷及出版業的能力單元評審中，取得「印
刷業桌上出版」或「印刷業數碼輸出」其
中一個專項達二級資歷資格

訓練期

20 小時

上課模式

半日或晚間

全期學費

$0

i.

/ $675 S / $2,250 $

P3

向量繪圖製作 II 證書
（兼讀制）

/ $675 S / $2,250 $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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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3589 5023

AT011ES /
AT006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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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課程編號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3589 5023

AT015ES /
AT007HS

豁免繳費（適用於
每月收入 $0 至
$11,000 的學員）

S 高額資助學費（適用於
每月收入 $11,001 至
$19,500 的學員）

$ 一般資助學費（適用於
每月收入 $19,501或
以上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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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及出版
P3

3D 打印技術基礎證書
（兼讀制）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 3D 打印技術的入門知識，並能掌
握 3D 打印基本應用技巧，以提高學員的專業
技能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數碼印刷生產流程及品質控制的
原理，並於日常工作中按照指示控制數碼印
刷品的品質。

訓練內容

3D 打印技術的種類及發展，3D 打印物料之
規格及限制，3D 打印機的選擇及應用，3D
繪圖技術及 3D 打印技術的基本原理及應用，
3D 繪圖電腦軟件的介紹，3D 打印機的基本
操作原理，常見 3D 打印的問題及處理方法

訓練內容

數碼印刷簡介，數據化生產過程及品質控
制，數碼印刷的注意事項

入讀資格

i.

訓練期

21 小時

上課模式

半日或晚間

全期學費

$0

入讀資格

i.
ii.

具印刷業工作經驗；或
有意從事 3D 打印工作、中三學歷程度；
及具一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人士；或
iii. 持有任何資歷級別一級與印刷及出版業
相關的證書；或
iv. 持有資歷架構「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在印
刷及出版業的能力單元評審中，取得任
何一個專項達一級資歷資格

訓練期

30 小時

上課模式

半日或晚間

全期學費

$0

/ $675 S / $2,250 $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課程編號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2711 9296

CT377ES /
CT377HS

職業訓練局（匯縱專業發展中心）

3907 6789

VT267ES /
VT267HS

P 半日或晚間制課程

現職或曾從事印刷及出版業工作、中三
學歷程度；或
ii. 持有任何資歷級別一級與印刷及出版業
相關的證書；或
iii. 持有資歷架構「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在印
刷及出版業的能力單元評審中，取得任
何專項達一級資歷資格

/ $675 S / $2,250 $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請向下列培訓機構查詢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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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印刷品質控制基礎證書 P 3
（兼讀制）

3 中三或以下學歷人士
可以報讀的課程

C 專業認證課程

培訓機構

查詢電話

課程編號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3589 5023

AT024ES /
AT024HS

豁免繳費（適用於
每月收入 $0 至
$11,000 的學員）

S 高額資助學費（適用於
每月收入 $11,001 至
$19,500 的學員）

$ 一般資助學費（適用於
每月收入 $19,501或
以上的學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