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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掛鈎課程基本入讀資格 : 



1. 馬鞍山恆安邨商場 304 室(NTHO) 

2. 馬鞍山利安邨利榮樓 A 翼(NTLO) 

基礎證書 

NT105DS 

課程目標: 
1.讓學員掌握婚嫁大妗行業的基本工作知識及技能； 

2.認識婚嫁禮儀程序、禁忌、應有的工作態度及職責； 

3.掌握與客戶溝通的技巧； 

4.建立摩登大妗員的專業形象； 

5.協助學員入職大妗員工作。 

 

學習成效:  
(一) 完成「技能訓練」後，學員能夠： 

● 掌握對婚嫁禮儀程序及禁忌； 

● 熟識大妗員行業的知識及技能，並具專業的工作態

度及職責；及 

● 掌握與客戶溝通的技巧 

 

(二) 完成「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單元後，學員能夠： 

● 認識和應用自我及情緒管理的基本技巧； 

● 運用基本溝通及建立人際關係的技巧； 

● 建立正面的工作態度；及 

培訓期 136小時，共 21天（全日： 13天，半日： 8天） 

入讀資格 
● 小六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及 

● 能閱讀及書寫中文、操流利廣東話；及 

● 須具備就業意欲；及 

● 有興趣從事大妗工作；及 

● 須通過面試 

就業掛鈎課程基本入讀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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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掛鈎課程基本入讀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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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掛鈎課程基本入讀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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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掛鈎課程基本入讀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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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掛鈎課程基本入讀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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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掛鈎課程基本入讀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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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掛鈎課程基本入讀資格 : 



基礎證書 

NT077DS 

  初級美容師 

金融證券投資  
證書 

NT137DS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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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效: 
  

◇ 香港金融體系，證券、期權及期貨，基本證券及期貨規例； 
◇ 股本及債務市場，外匯及衍生產品市場，金融投資風險管理； 
◇ 證券市場管理，證券分析； 
◇ 顧客服務技巧； 
◇ 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修讀期:  272小時(全日 25天及半日 18天)  

入讀資格: 
1.申請人必須為香港合資格僱員； 

2.年齡在 18 歲或以上之人士； 

3.中六學歷程度，或具中五學歷程度及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教學語言: 粵語，中文筆記 

訓練內容: 
 

(一) 行業概況 1.行業簡介及發展近況  2.行業工作文化  3.有關崗位的責任、角色及專業操守 

(二) 基本證券及期貨規例  1.香港金融業監管概覽 2.相關香港法例及新《公司條例》的原則 3.證券及期貨條例 

4.發牌及註冊與附屬條例  5.業務操守與客戶關係  6.業務運作與常規   7.在香港交易所的參與    

8.企業融資及證監會的認可產品   9.市場失當行為及不當交易行為 

(三) 金融市場  1.環球金融體系   2.香港的金融體系   3.股本市場   4.債務市場   5.外匯及衍生工具市場 

6.財務風險管理   7.在金融界的應用 

(四) 證券  1.證券投資概覽   2.香港聯合交易所—集資市場及交易市場   3.市場參與者   4.證券類別 

5.證券市場管理 6.證券分析 

(五) 顧客服務  1.概念及產品   2.供應者及接收者   3.溝通的藝術   4.態度與回報   5.認識顧客及顧客所需 

6.顧客服務的指標及素質量度 

(六) 個人素養  1.自我認識及管理 2.思維及情緒管理 3.工作服務文化及技巧 4.溝通技巧、人際關係及團隊精神 

馬鞍山恆安邨商場 304 室(NTHO) 

就業掛鈎課程基本入讀資格 : 



馬鞍山利安邨利榮樓 A 翼(NTLO) 

電腦概念和鍵盤操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課程內容 認識電腦基本概念，鍵盤操作、指法及快速鍵，滑鼠的操作技巧，視窗系統的基本操作，

檔案管理及資料夾的基本操作，附屬應用程式，週邊設備（如印表機、掃瞄器），電腦 
病毒及防毒軟件的認識 

入讀資格  i. 小一學歷程度；及 ii. 通過簡單英文測試 

訓練期 24 小時，8 節                                              

  

倉頡輸入法基礎證書 (兼讀制) 

  

課程內容 倉頡輸入法簡介，安裝、設定、新增、刪除輸入法，認識倉頡字根及其在鍵盤上的分佈，
認識輔助字型，取碼通則及拆字，例外字、異體字、全形及半形字，標點符號的輸入 

入讀資格  i.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電腦概念和鍵盤操作基礎證書（兼讀制）」或同等資
歷；或 ii. 通過基本電腦知識入學測試  

訓練期 30 小時，10 節                                                 

  

文書處理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課程內容 MS Word 操作介面的介紹，檔案的處理，文字的編輯技巧，段落格式及版面設定，表格
的製作和應用，插入及編輯物件，列印文件  

入讀資格  i.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電腦概念和鍵盤操作基礎證書（兼讀制）」或同等資歷；
或 ii. 通過基本電腦知識入學測試  

訓練期 30 小時，10 節                                                 

  

文書處理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課程內容 自訂工具列、功能表項目及快速鍵，插入附註與註腳、書籤、快速組件及簽名欄，插入及
編輯方程式，設定佈景主題、版面設定及頁面背景，插入目錄、引文與書目、標號、圖表
目錄、交互參照、項目標記及索引，合併列印，追蹤修訂，表格的進階應用，自動校正及
自動圖文集的應用，範本及樣式的運用，文件復修、保護文件及密碼設定 

入讀資格  i.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文書處理 I 基礎證書（兼讀制）」或同等資歷；或 
ii. 通過基本文書處理知識入學測試 

訓練期 30 小時，10 節                                                         

  

申請類別 入息水平 
**報讀通用技能課程或技能提升課程 的申請者                                         學員申請豁免繳費或繳付「高額資助學費」 
1. 基本入讀資格： 

    a) 香港合資格僱員（即合法在香港居留並可無條件自由受僱或工作的人士， 

         包括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定居人士） 

    b) 年齡在 15 歲或以上；學歷在副學位程度或以下 

    c)  具備符合課程的入讀資格，包括個別課程根據行業/職位的發牌條件或法例要求 



馬鞍山利安邨利榮樓 A 翼(NTLO) 

課程內容 MS PowerPoint 操作介面，檔案的處理，報表精靈、範本及投影片母片的應用，文字效
果，圖片效果，快取圖案、文字方塊、表格、圖表及組織圖的應用，多媒體運用（聲音，
影片及動畫），多媒體及互動式簡報製作，投影片的放映（如自訂動畫、動作設定及投影
片切換）及列印，工作上的應用  

入讀資格  i.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電腦概念和鍵盤操作基礎證書（兼讀制）」或同等資歷；
或 ii. 通過基本電腦知識入學測試  

訓練期 30 小時，10 節                                               

課程內容 儲存格格式進階處理，函數與公式的進階運用，資料庫功能的運用，樞紐分析表及圖表，
連結及內嵌，範本的製作和使用，自訂報表的製作，處理多個工作表及合併彙算功能介紹 

入讀資格  i .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試算表 I 基礎證書（兼讀制）」或同等資歷；或 
ii. 通過基本試算表知識入學測試 

訓練期 30 小時，10 節                                                 

試算表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課程內容 互聯網的認識、基本概念及功能，瀏覽器及搜尋器的應用，電子郵件及即時通訊服務，工
作上互聯網的應用，Adobe Reader 及 Java Software Plugin 的介紹，知識產權、版權
法、非法下載、個人資料保護及有關法律的認識，網絡安全意識，密碼安全性，認識電腦
病毒、互聯網防毒軟件及防火牆 

入讀資格  i.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電腦概念和鍵盤操作基礎證書（兼讀制）」或同等資歷；
或 ii. 通過基本電腦知識入學測試  

訓練期 30 小時，10 節                                                     

演示軟件應用基礎證書（兼讀制）  

    

互聯網應用基礎證書（兼讀制） 

    

試算表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課程內容 MS Excel 操作介面的介紹，檔案的處理，儲存格的輸入、編輯、移動、刪除及自動格式

化，儲存格的基本運算和函數功能，工作表的編輯，資料篩選及排序，圖表製作和應用，
列印的步驟，多視窗的管理 

入讀資格  i.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電腦概念和鍵盤操作基礎證書（兼讀制）」或同等資歷；
或 ii. 通過基本電腦知識入學測試  

訓練期 30 小時，10 節                                                 

  

申請類別 入息水平 
**報讀通用技能課程或技能提升課程 的申請者                                         學員申請豁免繳費或繳付「高額資助學費」 
1. 基本入讀資格： 

    a) 香港合資格僱員（即合法在香港居留並可無條件自由受僱或工作的人士， 

         包括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定居人士） 

    b) 年齡在 15 歲或以上；學歷在副學位程度或以下 

    c)  具備符合課程的入讀資格，包括個別課程根據行業/職位的發牌條件或法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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