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編號： NT120DS
學員認識花店營運、銷貨記錄及存貨核對、店舖運作及收銀程序；
及讓學員掌握花藝製作之基本技巧；及協助學員入職花店或其他零
售店務的相關工作。
培訓期

160 小時，共 25 天（全日： 15 天，半日： 10 天）

入讀資格 中三學歷程度，或小六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及具基本英語閱讀及溝通能力

美甲師基礎證書
課程編號： NT101DS
讓學員認識及掌握助理美甲師的基本知識及技巧，以應付業內人力需
求；讓學員明白本港美甲業的行業文化及要求，並掌握顧客服務知識及
技巧；協助畢業學員入職有關工作，例如美甲師／美甲助理。
培訓期

120 小時，共 19 天（全日： 11 天，半日： 8 天）

入讀資格

中三學歷程度；或小六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
作經驗；及能閱讀及書寫一般中文

初級美容師基礎證書
課程編號： NT077DS
讓學員認識及掌握初級美容師的基本知識及技巧，了解本港美容業的行
業文化及要求，並掌握顧客服務知識及技巧，協助學員投身美容工作。
培訓期
入讀資格
就業掛鈎課程基本入讀資格：

180 小時，共 28 天（全日： 17 天，半日： 11 天）
中三學歷程度；能閱讀及書寫一般中文；及
具就業意欲；及對美容工作有興趣；及須通過面試。

點心製作員基礎證書
課程編號： NT114DS 上課地點： NTLO
使學員能掌握基本的點心製作及廚房工作及實務技能，以符合初級點心
製作員的基本入職要求。
培訓期

216 小時，共 34 天（全日： 20 天，半日： 14 天）

入讀資格

中三學歷程度；或小六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茶餐廳廚吧助理基礎證書
課程編號： NT119DS 上課地點： NTLO
讓學員了解茶餐廳運作，認識一般茶餐廳食品及飲品製作技巧，以及
認識廚務的工作及職責，以投身茶餐廳廚吧助理或相關工作。
培訓期

180 小時，共 28 天（全日： 17 天，半日： 11 天）
小六學歷程度（申請人如未達小六程度，須通過中文閱讀

入讀資格 能力測試）；及具兩年工作經驗；及能應付體力勞動性工
作及長期站立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課程編號： NT115DS 上課地點： NTLO
讓學員認識基本的咖啡知識及文化，調製基本咖啡及其
他飲品的技巧；以協助畢業學員入職相關的工作。
培訓期

160 小時，共 25 天（全日： 15 天，半日： 10 天）

入讀資格 中三學歷程度，或小六學歷程度及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金融證券投資證書
課程編號： NT1137DS 上課地點： NTHO
讓學員認識基本證券及期貨規例，了解金融市場的運作，認識為客戶提供證
券分析及風險管理服務的知識和技巧，以入職金融投資顧問或相關工作。
培訓期

272 小時，共 43 天（全日： 25 天，半日： 18 天）

入讀資格 中六學歷程度；或中五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就業掛鈎課程基本入讀資格：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課程編號： NT017DR
讓學員認識一般類型建築物的日常保安工作，入門的基礎實務
知識，以及應有的工作態度，以協助學員入職有關工作。
培訓期

128 小時，共 20 天（全日： 12 天，半日： 8 天）

入讀資格

18 歲或以上；及小六學歷程度（未達小六學歷程度者，按面
試表現決定取錄與否）；及符合「保安人員許可證」發證要求。

陪月員基礎證書
課程編號： NT038DR 上課地點： NTHO
讓學員了解迎接新成員的準備； 2.讓學員認識及掌握產後的護理
技巧及產婦心理特性； 3.讓學員認識產後的傳統習俗及坐月食
療；及 4.讓學員掌握初生嬰兒的餵食及日常照顧技巧。
培訓期

152 小時，共 24 天（全日： 14 天，半日： 10 天）

入讀資格

中一學歷程度（如學歷程度未達中一者，須通過入學測試）；
及能閱讀一般中文；及須為法例（幼兒服務條例 15A 條）規定
的可擔任幼兒托管人的人士；及未曾修讀 ERB 的「嬰兒照顧基
礎證書（兼讀制）」或「產婦護理基礎證書（兼讀制）課程。

家務助理基礎證書
課程編號： NT012DR 上課地點： NTHO
讓學員掌握家居清潔原理、程序和技巧，認識衣物處理方法及洗熨技
巧，掌握各類人士的基本照顧技巧，以投身家務助理或相關工作。
培訓期

128 小時，共 20 天（全日： 12 天，半日： 8 天）

入讀資格

能閱讀一般中文

專業摩登大妗員基礎證書
課程編號： NT105DS 上課地點： NTHO/NTLO
讓學員認識婚嫁禮儀程序、禁忌、應有的工作態度及職責，並掌握
婚嫁大妗行業的基本工作知識及技能、與客戶溝通的技巧，從而協
助學員入職大妗員或相關工作，建立摩登大妗員的專業形象。
培訓期

136 小時，共 21 天（全日： 13 天，半日： 8 天）

入讀資格 1.小六學歷程度；及 2.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及
3.能閱讀及書寫中文、操流利廣東話。
就業掛鈎課程基本入讀資格：

課程編號
NT006HG / NT008EG
NT008HG / NT010EG
NT010HG / NT012EG
NT009HG / NT011EG
NT011HG / NT013EG
NT007HG / NT009EG

 通用技能課程－
電腦概念和鍵盤操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文書處理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文書處理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試算表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試算表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倉頡輸入法基礎證書 (兼讀制)



上課地點

NT035HG / NT027EG 互聯網應用基礎證書（兼讀制）
NT013HG / NT069EG
課程編號
NT022HG / NT020EG
NT023HG / NT021EG
NT085HG / NT085EG
課程編號
NT040HS
NT062HS / NT080ES
NT098HS

演示軟件應用基礎證書（兼讀制）
◢◢ 通用技能課程－
◢◢
職業英語(閱讀及寫作)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職業英語(閱讀及寫作)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職業英語(閱讀及寫作) I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上課地點

上課地點

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 -質素保證系統
陪月滋補飲食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陪月員烹調技巧(產後坐月菜式)基礎證書（兼讀制）

NT003HR

家務助理中西式宴客菜式基礎證書（兼讀制）

NT017HR

家務助理家常廚藝基礎證書（兼讀制）

NT056HS
NT057HS

家常東南亞菜式製作
家常東南亞菜式製作(泰式)基礎證書（兼讀制）

NT048HS

家常日本菜式製作(主食)基礎證書（兼讀制）

NT049HS
NT084HS
NT045HS
NT106ES
NT118HS
NT133HS
NT117HS
NT096HS

家常日本菜式製作(前菜及小食)基礎證書（兼讀制）
咖啡拉花藝術基礎證書（兼讀制）
嬰兒護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中醫藥保健概念基礎證書（兼讀制）
花藝設計及應用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 (節日花飾) 基礎證書 (兼讀制)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I 證書 (兼讀制)

**報讀 通用技能課程 或 技能提升課程 的申請者
申請類別

入息水平

豁免繳費

沒有收入或低收入
(每月收入為$12000 或以下)

繳付「高額資助學費」 每月收入為$12,001 至$20,000
繳付「一般資助學費」 每月收入為$20,001 或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