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報讀課程須知......................................................................................................................................................... 3
幼兒英語及音樂劇綜合訓練課程......................................................................................................................... 8
兒童英詩朗讀班................................................................................................................................................... 10
兒童文學朗讀班................................................................................................................................................... 10
奧林匹克數學+珠心算課程 ................................................................................................................................ 11
奧林匹克數學課程............................................................................................................................................... 12
2022 奇趣聖誕日營.............................................................................................................................................. 13
我要高飛去........................................................................................................................................................... 14
繽 FUN 英語聖誕營............................................................................................................................................. 15
聖誕幼兒科學探索．電路積木........................................................................................................................... 16
聖誕編程電路工坊............................................................................................................................................... 16
聖誕 3D 低溫打印筆課程.................................................................................................................................... 17
圓碌碌寵物小精靈輕黏土班............................................................................................................................... 17
2022 年聖誕節自製科學玩具.............................................................................................................................. 18
僱員再培訓局資助課程....................................................................................................................................... 19
就業掛鈎課程....................................................................................................................................................... 19
僱員再培訓局資助課程 半日制或晚間制技能提升課程................................................................................. 22
僱員再培訓局資助課程 半日制或晚間制通用技能課程................................................................................. 29
職業語文............................................................................................................................................................... 29
荷蘭 DFA 專業花藝設計證書課程....................................................................................................................... 31
DFA 荷蘭專業花藝設計 （一） ........................................................................................................................ 32
DFA 荷蘭專業花藝設計 （二） ........................................................................................................................ 32
DFA 荷蘭專業花藝設計 （三） ........................................................................................................................ 33
DFA 荷蘭專業花藝設計（四）– 備試課程 ...................................................................................................... 33
奧數導師研習證書課程....................................................................................................................................... 34
珠心算導師研習證書課程................................................................................................................................... 34

香港童軍總會 - 童軍知友社教育委員會

香港童軍總會 - 綜合教育中心校董會

(2022/2023)

(2022）

主席：

林建華博士

副主席：

陳湛明博士

顧問：

歐陽卓倫太平紳士

主席：

林建華博士

校董：

徐小龍先生
陳樹鍈太平紳士

陳立志先生

陳立基先生

顏明仁博士

張俊平先生

李啓明博士
當然委員：

岑文光律師

徐小龍先生
陳樹鍈太平紳士
陳立基先生
張俊平先生

鄭國強先生
校監：

總幹事李思行女士

校長：

綜合教育中心經理鄭敏怡女士

岑文光律師
鄭國強先生

中心假期

總幹事李思行女士
委員：

吳龍昌先生
盧偉誠先生

日期

星期

假期

葉建生先生

2022 年 9 月 11 日

日

中秋節後第一日

丁偉明先生

2022 年 9 月 12 日

一

中秋節後第二日

譚兆炳先生

2022 年 10 月 1 日

六

國慶日

李晧君先生

2022 年 10 月 4 日

二

重陽節

顏瀚怡先生

2022 年 12 月 22 日

四

冬至#

梁偉倫博士

2022 年 12 月 25 日

日

聖誕節

吳兆文先生

2022 年 12 月 26 日

一

聖誕節後第一個周日

陳德恒先生

2022 年 12 月 27 日

二

聖誕節後第二個周日

郭慧良博士
張俊彥先生
葉浩然先生
林旭傑先生
李少鶴先生
秘書：

下列日期為中心假期，所有課程將暫停並順延一次，學員毋須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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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教育中心經理鄭敏怡女士

#備註：當天晚間之課程將暫停並順延。

報讀課程須知
(一) 報讀課程須知
1.

報名前必須詳閱課程手冊或有關章程資料。若有更改，本中
心將另行通告。

2.

報名者必須於上課前繳付學費，否則中心將保留拒絕讓學員
上課之權利及不保證保留學位。

3.

若以郵寄方式報名，請將課程報名表、支票及一個貼有$2 郵
票之回郵信封一併寄到本中心。

4

若課程報名人數不足或在特別情況下，本中心有權延期開課
或取消該課程及退還學費。

5.

除課程申請被拒或有關課程取消外，學員不得轉讀其他課程
或轉讓學籍；已開課之課程不得插班，本中心保留最終決定
權。

6.

凡已繳費及遞交報名表格者，若在課程開始時仍未接到任何
通知，則應按照正式收據上所列的日期、時間及地點上課。

7.

課程申請若不被中心接納或所選讀課程被取消，本中心將儘
快通知申請者。已繳款學費於一個月內以劃線支票退回 (以
信用咭繳費的申請者，將以信用咭退還學費)。學員須親身前
往本中心領取退款。

8.

所有課程並不保證會有續班或進階班，敬請留意。

9.

除免費講座外，本中心不接受電話留位或報名。

10. 中心有權在課堂上拍攝學員學習或活動之花絮，以作課程
推廣或宣傳用途。
11. 為保安理由，中心已在各課室及走廊位置裝上閉路電視供監
察及錄影。
12. 學員若因個人理由退出或缺席，本中心將不會安排補課、轉
班或退款。
13. 為確保課程質素，本中心之所有課程將隨市場價格調整，報名
前請先向職員查詢。
 在有爭議的情況下，本中心保留取錄與否的酌情權。

(四) 入學條件及取錄方式
1.

入學條件
(i)

所有課程只接受本中心會員報讀。詳情可參閱課程手
冊內會員申請表。

(ii) 個別課程設有特定收生標準，詳情可參閱課程手冊內
有關部份或課程單張。
2.

取錄方式
(i)

本中心所有課程以先到先得方式分配學額，額滿即
止。

(ii) 個別課程會採用其他方式取錄學員，詳情可參閱課程
手冊內有關部份或課程單張。

(五) 退款安排
1. 一經報名，除課程取消外，已繳交之學費概不退還。
2. 倘若課程未能如期開課，而學生又拒絕接受新安排，本中心會
在學生要求退回課程費用的一個月內，向學生全數或按比例退
回所收取的課程費用。
3.

倘若課程在開課後停辦，本中心在課程停辦後的一個月內，
向學生按比例退回所收取的課程費用。

4. 本中心會致電或以書面通知學生有關退款安排。十八歲以下的
學生可由家長或監護人代辦退款手續。
5. 退款一般以支票支付 (以信用咭繳費的申請者，將以信用咭退
還學費)。

(六) 假期及惡劣天氣的安排
1. 假期
除特別聲明外，凡公眾假期及中心假期，所有課程將暫停並
順延（請參閱中心假期表）。
2. 如遇颱風或天氣惡劣時，家長應視乎情況而決定是否讓子女出
席。 : 課程/考試照常
: 課程/考試延期

(二) 付款方法
1. 以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繳交學費，請以『香港童軍總會-綜合
教育中心』抬頭；報讀每個課程，請以『一人一票』形式繳交，
連同填妥的課程報名表格及所需證明文件（課程特別註明），
於截止日期前親臨或郵寄到「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
心八樓香港童軍總會- 綜合教育中心」辦理。
若郵寄報名表並需本中心寄回收據者，請隨報名表附上一個貼
上足夠郵資的回郵信封。
2. 以現金、易辦事（EPS）或信用咭繳費，請攜同報名費連同填
妥的報名表格及所需證明文件（課程特別註明），於截止日期
前親臨本中心辦理。
3. 勞工及福利局資助的成人教育課程只接受劃線支票 (請以『童
軍知友社』抬頭）付款。

(三) 證書簽發
由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學員完成任何課程，而出席率不少於 80%，
可於課程完結後 1 個月內自行申請領取聽講證書。本中心將於閣下
逞交申請表後 1 星期內聯絡申請人到中心領取，費用全免。
1. 修業證書
學員完成任何 CEF 認可課程，而出席率不少於指定要求（一般
為 80%或以上），通過考核及被評為及格者，可獲發修業證書。
2. 學員須在課程完結後三個月內到本中心領取證書。
3. 如需申請補發學業成績表或學費證明書，每項申請收費港幣
$30。
4. 本中心不設郵寄證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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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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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暴雨

8 號或以上風球
黑色暴雨
*上午課程/考試（8:30am - 1:00pm 前開始）: 6:15am 至開課
時間發出或仍懸掛
下午課程/考試（1:00pm – 5:30pm 前開始）: 11:00am 至開
課時間發出或仍懸掛
夜間課程/考試（5:30pm 或之後開始）: 3:00pm 至開課時間發
出或仍懸掛
如天文台於上課/考試期間內懸掛暴雨訊號，除非上課/考試場
地對學員構成威脅，否則所有已開始的課程/考試仍須繼續進
行。
3. 兒童及青少年課程如遇颱風或天氣惡劣時，家長應視乎情況而
決定是否讓子女出席。

劍橋及聖三一英語課程
劍橋及聖三一英語課程 由專業英語導師設計，透過一系列益智活動，如英語遊戲、互動練習、角色扮演，全面提
升學生在聽、講、讀、寫四個範疇的能力。課程採用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英文教材，亦根據劍橋及聖三一英語考試
大綱設計及編寫之教材與練習，務求令學生的英語程度達至認可國際水平。學生完成課程後可報考劍橋小學及劍
橋中學英語考試，以及聖三一國際英文口語考試，全面評估學生的英語水平。

課程特色
 20 年長期開辦此英語課程經驗，優質專業教學，卓越成績保證
 劍橋大學外語考試局 「Cambridge ESOL Exam Preparation Centre」培訓機構
及英國文化協會「Addvantage Partnership Programme」獲獎培訓機構(2018-2019)
 專業中外籍導師任教，擁有學位或以上學歷，師資優良
 緊貼正規中小學之全方位英語課程
 課程內容涵蓋聽、講、讀、寫四方面
 全期 20 堂，每周 1 堂，每堂 2 小時
 劍橋大學出版社之英文教材及定期編製實用筆記
 設個別英語學習評估以助家長掌握子女學習進度
 可報考劍橋中小學英語考試，學生於歷屆劍橋英語考試成績優異
 涵蓋聖三一口語考試內容，加強英語會話及糾正發音，可應考 GESE 聖三一國際英文口語考試
 IELTS 課程：全方位考試內容、精簡扼要筆記、掌握應考策略及詳盡分析多年考試題目，
為學生充分準備考試，考取最理想成績!

劍橋中小學英語考試由英國最具規模的海外考試機構劍橋大學英語考試局主辦，並由英國文化協會在香港設立
官方考試中心。小學階段之英語測試共分為三個級別：Starters (小學第一級)、Movers (小學第二級)及 Flyers (小學
第三級)。 中學階段之英語測試共分為五個級別：KET (中學第一級)、PET (中學第二級)、FCE (中學第三級)、CAE
(中學第四級)及 CPE (中學第五級)。
聖三一國際英文口語考試(Trinity Graded Examinations in Spoken English/ Trinity GESE)由認可國際水平的考試機
構倫敦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London)舉辦。適合四歲或以上的學生參加，該考試分為 12 個級別，著重會話
能力考核，以評估學生英語溝通能力。
雅思國際英語水平測試(IELTS)由劍橋大學英語考試局主辦。由於 IELTS 著重測試考生實際運用英語能力多於
英文文法辭彙的知識，所以此測試深受各國大學及專上院校的認可。

課程設計導師簡介
Miss Lo 是「劍橋及聖三一英語課程」的專業設計及主任導師，她擁有英語教育碩士文憑，曾任商業機構、大學
校外進修學院、政府再培訓課程及多間青少年中心的英文導師。近年，Miss Lo 致力幫助中小學生提升英文程度
至國際水平，曾為數十間中小學設計英語課程。多年來學生透過修讀「劍橋及聖三一英語課程」，均能提高英語
的聽、講、讀和寫能力，並在公開試中取得好成績，而且增強了運用英語的自信心，為他們升讀小學、中學及大
學作好最充份準備。
Dr. Chung: 擁有博士學位, 劍橋及聖三一英語課程學術顧問, 豐富專業培訓經驗, 曾為英國大學及多間大學進修學院教
授課程。 近年, Dr. Chung 致力幫助中小學生提高英語程度至國際水平, 亦協助他們改善英文寫作及面試技巧及全方
位學習方法, Dr. Chung 著有暢銷書《學習有方》。

課程內容
甲部：英語閱讀及寫作 English Reading & Writing（英語導師教授）
級別
Pre-Starters
（一般適合幼稚園初班至中班學生）
Starters 1
（一般適合幼稚園中班至高班學生）
Starters 2
（一般適合幼稚園高班至小一學生）
Movers
（一般適合小二至小三學生）
Flyers
（一般適合小四至小五學生）
KET for Schools
（一般適合小六至中一學生）
PET for Schools
（一般適合中二學生）
FCE for Schools
（一般適合中三學生）
CAE
（一般適合中四學生）
IELTS
（一般適合中五至中六學生）

課程內容
(1) 看圖學習詞語
(2) 基本認詞串字
(3) 閱讀簡單句子
(4) 益智活動學英文
(1) 詞語的辨識
(2) 簡單文法的認識
(3) 串字及看圖寫字
(4) 簡單句子理解
(1) 詞語的辨識
(2) 基本文法的認識
(3) 看圖英文串字
(4) 簡易閱讀理解
(1) 詞語的運用
(2) 文法認識
(3) 句子及文章理解
(4) 看圖造句
(1) 句子理解
(2) 文法認識與運用
(3) 閱讀理解
(4) 看圖寫短文
(1) 文法運用
(2) 詞語句子運用
(3) 閱讀理解
(4) 簡單寫作
(1) 日常生活訊息理解
(2) 多樣化閱讀理解
(3) 詞語及文法的應用
(4) 實用文寫作
(1) 文法及句式變化
(2) 全方位英語文法運用
(3) 多樣化閱讀理解
(4) 學術應用文寫作
(1) 實用英語文法應用
(2) 高級英語能力運用
(3) 深層次的閱讀理解
(4) 多類型的學術寫作
(1) 掌握段落及文章重點
(2) 略讀及掃讀技巧
(3) 句子修飾及闡述方法
(4) 筆記記錄技巧
(5) 表達觀點寫作
*各級學生須學習及掌握該級別指定的英文詞語、句式及文法，並能靈活運用自如。

乙部：英語聆聽及會話 English Listening & Speaking（外籍英語導師 / Dr. Chung / Miss Lo 教授）
級別
Pre-Starters / 聖三一第一級
（一般適合幼稚園初班至中班學生）
Starters 1 / 聖三一第二級
（一般適合幼稚園中班至高班學生）
Starters 2 / 聖三一第三級
（一般適合幼稚園高班至小一學生）
Movers / 聖三一第四級
（一般適合小二至小三學生）
Flyers / 聖三一第五級
（一般適合小四至小五學生）
KET for Schools / 聖三一第六級
（一般適合小六至中一學生）
PET for Schools / 聖三一第七級
（一般適合中二學生）
FCE for Schools / 聖三一第八級
（一般適合中三學生）
CAE / 聖三一第九級
（一般適合中四學生）
IELTS / 聖三一第十級
（一般適合中五至中六學生）

(1)
(3)
(1)
(2)
(1)
(2)
(1)
(3)
(1)
(3)
(1)
(4)
(1)
(4)
(1)
(4)
(1)
(4)
(1)
(4)

課程內容
簡單日常對話
(2) 詞語正確發音(Phonics)
音樂唱遊兒歌
(4) 互動遊戲學英文
閒談用語（問候、個人、家庭及喜好）
圖片簡單描述
(3) 物件簡單描述
閒談應對（問候、個人、家庭及喜好）
圖片描述
(3) 物件描述
閒談會話（個人及興趣、學校生活及家庭）
(2) 圖片理解
物件描述
(4) 編說故事
(5) 日常生活內容
日常會話（家庭資料、校園生活及課外活動）
(2) 圖片分析
生活訊息交流
(4) 敘述故事
(5)日常生活交談
聆聽技巧訓練
(2) 日常生活交談
(3) 情景對話短講
活動訊息交流（娛樂消閑、學校內外活動等）
(5) 生活體驗題目
聆聽技巧練習
(2) 實用情景對話
(3) 短講
生活經驗交流（生活體驗、社交活動及旅遊等）
(5) 意見交流
綜合英語聆聽技巧
(2) 日常及學校生活交流
(3) 英語應對技巧
口語表能力（訪問、討論、匯報及情景分析等）
(5) 分半鐘短講
有效英語聆聽 (2) 全方位英語互動交流 (3) 深層對話技巧
實用英語表達（意見、分析、討論及建議等）
(5) 兩分鐘短講
聆聽重點及整理資料 (2) 兩分鐘短講
(3) 答題的不同應對技巧
表達、闡述、對比及分析技巧
(5) 深層交流對話

*各級學生須仔細聆聽光碟並完成練習，從中學習並掌握聆聽技巧，同時學會如何運用正確的發音、語調及文法表達英語內容。

級別資料
Pre-Starters / Starters 1: 幼兒/幼稚園課程
Starters 2 / Movers / Flyers / KET for Schools / PET for Schools / FCE for Schools :
Pre-Starters / 聖三一第一級（一般適合幼稚園初班至中班學生）
課程編號
課程日期
星期

中小學課程

時間

堂數

日
22SYL310A
17/7/2022 – 11/12/2022
Starters 1 / 聖三一第二級（一般適合幼稚園中班至高班學生）
課程編號
課程日期
星期

11:00am – 1:00pm

20

時間

堂數

六
22SYL311C
16/7/2022 – 10/12/2022
Starters 2 / 聖三一第三級（一般適合幼稚園高班至小一學生）
課程編號
課程日期
星期

10:00am – 12:00pm

20

時間

堂數

日
22SYL312A
17/7/2022 – 11/12/2022
11:00am – 1:00pm
20
Movers /聖三一第四級（一般適合小二至小三學生/ 持有 Starters 公開試 13 盾或以上成績之學生）
課程編號
課程日期
星期
時間
堂數
日
22SYL313A
17/7/2022 – 11/12/2022
11:00am – 1:00pm
20
Flyers / 聖三一第五級（一般適合小四至小五學生/ 持有 Movers 公開試 13 盾或以上成績之學生）
課程編號
課程日期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1,300 x 5 期
學費
$1,300 x 5 期
學費
$1,300 x 5 期
學費
$1,300 x 5 期

學費
$1,300
x5期
六
22SYL314C
16/7/2022 – 10/12/2022
3:00pm – 5:00pm
20
KET for Schools / 聖三一第六級（一般適合小六至中一學生/ 持有 Flyers 公開試 13 盾或以上成績之學生）
課程編號
課程日期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22SYL315B

15/7/2022 – 25/11/2022

五

5:30pm – 7:30pm

$1,400 x 5 期
20
六
22SYL315C
16/7/2022 – 10/12/2022
3:00pm – 5:00pm
PET for Schools / 聖三一第七級（一般適合中二學生 / 持有 KET 公開試 Pass with Merit 或以上成績之學生）
課程編號
課程日期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1,400 x 5 期
五
22SYL316B
15/7/2022 – 25/11/2022
5:30pm – 7:30pm
20
FCE for Schools / 聖三一第八級（一般適合中三學生 / 持有 PET 公開試 Pass with Merit 或以上成績之學生）
課程編號
課程日期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1,500 x 5 期
日
22SYL317A
17/7/2022 – 11/12/2022
1:00pm – 3:00pm
20

每班名額 16 人，額滿即止！
Pre-Starters 及 Starters 1: 人數達 10 人或以上有 1 名助教協助*
(*如遇特殊情況，中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入讀課程及考試安排
就讀幼稚園中班或以上之學生須參加入學測試，中心將按照學生的入學測試成績，安排就讀最適合的英語級別。
為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及協助學生作考試前之最佳準備，本中心會於課程內為他們安排模擬考試及升級考試，然後根據每位
學生之實際程度決定是否推薦其報考公開試及升讀更高級別之課程。如學生未能達至升讀更高級別課程之指定要求，本中心
會建議有關學生重修該級別以鞏固其英文基礎。根據以往 20 多年教學經驗，本中心建議學生須修讀同一級別之課程最少兩個
學期(即 40 堂)，才嘗試升讀較高級別之課程，為將來升學作出充分的英語準備及打好穩固英語根基。

各級別課程所需教材及筆記
級別

教科書費用

筆記費用

合計

Pre-Starters

$140

$100

$240

Starters 1 / 2

$250

$100

$350

Movers

$220

$100

$320

Flyers

$220

$100

$320

KET for Schools

$270

$100

$370

PET for Schools

$290

$100

$390

FCE for Schools

$530

$100

$630

所有教科書必須於 5 月 29 日前經由本中心統一向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訂購。教科書將於第四堂或
之前派發給各學員，但若送貨因船期延誤問題，便會安排稍遲派發。另本中心將派發筆記，請於繳交學費時同時繳付教科書
費用及筆記費用。

報名及繳費方法
學員於報名時，必須提交由其就讀日校發出之成績表（包括操行項目）副本給本中心參考，以便本中心為學員編排適合之班
別。學費以 5 期按月等額收取，支票請以『香港童軍總會 - 綜合教育中心』名義抬頭，繳費支票金額及日期如下表：
級別

第一期學費 第二期學費

第三期學費

第四期學費 第五期學費

Pre-Starters / Starters 1 / Starters 2 / Movers / Flyers

$1,300

$1,300

$1,300

$1,300

$1,300

KET for Schools / PET for Schools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500
報名日期

$1,500

$1,500

$1,500

$1,500

1/8/2022

1/9/2022

1/10/2022

1/11/2022

FCE for Schools
支票日期

**學生必須準時繳交每期學費，以確保修讀課程之學位，敬請各家長密切關注，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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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課程
2 張證書

幼兒英語及音樂劇綜合訓練課程

幼兒/幼稚園課程

London College of Music – Say it with Music
&
Trinity College – Music and Speech Musical performance

課程為 3-5 歲小朋友而設，強調學習英語的動機在於溝通及內心感受，課程主張生動活潑和富有趣味的互動交流，
透過排練音樂劇，增強公開演說技巧，令小朋友放膽表現自己，更有自信與別人溝通。老師於課堂內運用動作、
音樂、聲音及故事等，訓練小朋友的表演技巧，發揮想像力，讓他們在演說、戲劇及音樂方面打好基礎。
本課程透過朗讀 (read aloud) 、唱歌 (songs)、英語對答 (oral)、看圖故事 (story)、角式扮演 (role play)、
身體動作 (actions)及表情 (feelings)等，讓小朋友提高對學習英語的興趣，培養其自發性及持久性的學習態
度。通過各方面練習, 為小朋友建立語言技巧及信心。
小朋友的挑戰

小朋友的得著

Students’Challenges

Students’Reward

1. Songs: Happy Songs

跟外籍英語老師學好每一個英文

唱英文歌曲, 配合動作及表情

咬字發音，身體及語言配合

2. Story: Disney and friends

訓練合作性及表現自己，發揮想像力，

將迪士尼及寓言故事帶到班房及家中
Story1: Pinocchio and his red nose

在演說、戲劇及音樂方面打好基礎

Story 2: The Hare and the Tortoise
Story 3: The Lion and the Mouse

3. Conversation: Talk about your story
和外籍英語老師對話 , 回答問題

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

完成 30 小時課程後，凡出席率達 80%者，經導師推薦可代報考(LCM) Say It With Music- Early Learning Group
Stage 1 考 試 及 報 名 參 加 由 英 國 聖 三 一 學 院 舉 辦 之 <Trinity Bronze Young Performers Musical Theatre
Certificate> 銅證書音樂劇表演測試。

英國倫敦音樂學院

+

英國聖三一學院

(LCM) 證書

音樂劇表演證書

<Certificate in Early

<Trinity

Learning: Music and

Performers’ Certificate’>

Speech>

‘Bronze

Young

測試內容：
4 - 8 位小朋友為一組，由英語老師帶領考試
第一部份：同學由英語老師帶領唱出 4-5 首兒歌，配合動作表現
第二部份：同學由英語老師帶領參與一個 3-5 分鐘英語音樂劇或遊戲活動， 包括對白，動作，
表情等 。
第三部份：考官發問關於樂曲之問題，如：可否講述歌曲 / 故事所描述之動物，
Examiner: Is Pinocchio a good child?
Student: Yes, he is an honest boy.
測試成績準則：
考官着重小朋友英語之發音及動作之表現
參與及投入感
自我控制需要完成之動作
對考官所發問之問題的反應，開口與英語老師交談
表現學生之自信心
上課時數：10 小時

每班名額：16 人 (師生比例: 1:8)

導師資料：外籍英語導師任教

教學語言：英語

入學資格： 3-5 歲

新生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星期

時間

22SYL381E

15/10/2022 – 17/12/2022

六

11:00am – 12:00pm

22SYL381F

15/10/2022 – 17/12/2022

六

2:30pm – 3:30pm

22SYL381G

16/10/2022 – 18/12/2022

日

10:00am – 11:00am

22SYL381H

16/10/2022 – 18/12/2022

日

1:00pm – 2:00pm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星期

時間

22SYL380F

15/10/2022 – 17/12/2022

六

10:00am – 11:00am

22SYL380G

15/10/2022 – 17/12/2022

六

12:00pm - 1:00pm

22SYL380H

15/10/2022 – 17/12/2022

六

3:30pm - 4:30pm

22SYL380I

16/10/2022 – 18/12/2022

日

11:00am - 12:00pm

22SYL380J

16/10/2022 – 18/12/2022

日

2:00pm - 3:00pm

堂數

學費

10

$1,800

堂數

學費

10

$1,800

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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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英詩朗讀班
課程簡介：
「英詩及西方文學朗讀」的好處及成效
1.
記憶力加強，提高專注力；氣質自然改善，修養提高

幼兒/幼稚園課程

2.

語文能力提升；帶動其他學科成績（如文學、歷史及數學等）

3.

培養讀書興趣

課程內容：
三、四歲小朋友，能夠朗誦莎士比亞及亞里士多德等文學名著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如果自小培育兒童背誦經典
文學，能增強兒童記憶潛能、陶冶性情、培育健全人格。每堂加插數句日常英文常用語（Useful English Sentences）
。
在兩文三語中，香港之孩子尤其抗拒英語，這可能是他們較少接觸外語的緣故。要使英語讀得更流暢，必先要多讀及
多聽。透過英詩朗讀班的培訓，能去除孩子對英語的恐懼及使他們讀出更標準的英語。若能多朗讀英文常用語，可讓
孩子在不知不覺間掌握日常生活之英文用語，亦可漸漸令孩子的寫作能力及英文水準提高。
學員可獲安排參與各公開活動表演或比賽
上課時數：
教學語言：
入學資格：
課程編號
22SYL329I
22SYL329J
22SYL329K
22SYL329L
教材費︰$30

6 小時
粵語及英語
3-6 歲

每班名額：

6人

開課日期
17/9/2022 – 29/10/2022
(*1/10 停課)
18/9/2022 – 23/10/2022
6/11/2022 – 11/12/2022
12/11/2022 – 17/12/2022
(第一堂直接向導師購買)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六

3:00pm - 4:00pm

6

$830

日
日
六

10:00am - 11:00am
10:00am - 11:00am
3:00pm - 4:00pm

6
6
6

$830
$830
$830

兒童文學朗讀班
課程簡介：
「文學朗讀」的好處及成效

幼兒/幼稚園課程

1. 記憶力加強，提高專注力；氣質自然改善，修養提高
2. 語文能力提升；帶動其他學科成績（如：文學、歷史及數學等）
3. 培養讀書興趣
課程內容：
 每期文學朗讀班均選用不同的教材，包括歷史悠久的古代著作（例如「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老子」、「莊子」、「弟子規」及「詩詞」等）。
學員可獲安排參與各公開活動表演或比賽
上課時數：
6 小時 每班名額：
6人
教學語言：
粵語
入學資格：
3-6 歲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22SYL364I
17/9/2022 – 29/10/2022(*1/10 停課)
22SYL364J
18/9/2022 – 23/10/2022
22SYL364K
6/11/2022 – 11/12/2022
22SYL364L
12/11/2022 – 17/12/2022
教材費︰$60 (第一堂直接向導師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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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六
日
日
六

時間
2:00pm - 3:00pm
11:00am – 12:00pm
11:00am – 12:00pm
2:00pm - 3:00pm

堂數
6
6
6
6

學費
$830
$830
$830
$830

奧林匹克數學+珠心算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結合奧林匹克數學及珠心算兩部份，打破傳統的教學方法，學員除學習速算技巧外，亦可透過奧數訓練邏輯思考
及解難題，對學習數學十分有幫助。配合珠心算速算法學習，相輔相成讓大腦思考題目，再運用速算法運算，提升學
員的數學能力及學習興趣。由導師帶領學員去探索問題，讓學員經過獨立思考、分組討論、遊戲及比賽等活動中學習，
培養學員靈敏的思考力，增強學員的記憶力及集中力。
課程適合 K2 至小二學員，分階段進行，每階段分 6 期上課，完成每一階段課程後學員可應考珠心算國際證書評級試，
並可獲頒發證書。

優惠期內報讀
學費即減$1000

上課時數：15 小時
每班名額：4-10 人
教學語言：粵語

導師資料：由以下其中一位導師任教，Mr. Chu、Ms. Erin、Ms. Mandy、Ms. Lau、Ms. Tang 及 Ms. Law，導師均持
有「國際數學(珠算) 協會」的奧林匹克數訓練員資格、
「珠心算等級鑒定合格證書」及「世界珠算心算聯合會證
書」
，具有至少 6 至 12 年教授珠心算之經驗，包括喇沙小學、瑪利諾修院學校、中華基督教會基慧(馬灣)小學、聖
方濟各英文小學、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協和幼稚園、玫瑰崗學校幼稚園、東涌天主教幼稚園、觀塘浸信會彩明幼
稚園等等。
入學資格：基礎班 (K2-K3)；進階班 (P1-P2)
幼兒/幼稚園課程

基礎班(K2-K3)
課程編號

階段

22SYN201C+

基礎第 1 期

22SYN201D+

基礎第 1 期

開課日期
3/9/2022– 19/11/2022
(*10/9 及 1/10 停課)
26/11/2022 – 28/01/2023

星期
六
六

時間
1:30pm – 3:00pm
1:30pm – 3:00pm

堂數

每期學費

10

$2,500

10

$2,500

堂數

每期學費

10

$2,500

10

$2,500

教材費︰基礎第 1 期教材費(書本及算盤)$300，其後每期教材費$200
中小學課程

進階班(P1-P2)
課程編號
22SYN202C+
22SYN202D+

階段

開課日期

星期

時間

進階第 1 期

3/9/2022– 19/11/2022

六

12:00pm – 1:30pm

六

12:00pm – 1:30pm

(*10/9 及 1/10 停課)
進階第 1 期

26/11/2022 – 28/01/2023

教材費︰進階第 1 期教材費$300，其後每期教材費$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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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數學課程
課程內容：
奧林匹克數學在國際上有一百多年歷史，奧林匹克數學著重以趣味性的數學題啟發學生的智能。本課程是一套完整系
統的訓練課程，富趣味性、挑戰性、靈活性、持久性及完整系統的訓練。每週一個小專題，每日思考三小題，舉一反 三。
課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老師引導學生思考，並進行遊戲比賽，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及合作精神。
配合小學課程以多元化的數學題目，多層次多變化的思考題以擴充課堂數學，使學校的學習得到補充。著重訓練分析 理
解能力，提高學生數學能力，讓他們在考試中獲取更理想成績。
入讀/升讀模式：
優惠期內報讀學
 課程分為 4 個級別，學生可按照就讀年級而入讀適合的級別：
費即享 8 折優惠
 中級班：小三至小四學生
 先修班：幼稚園高班（K3）學生
 初級班：小一至小二學生
每個級別分為 4 個單元，如舊生已屆乎升讀較高級別之年齡，學生無需完成現正就讀級別之所有單元，即可升讀
 較高級別。修畢每個級別課程的時間約需一年（每冊書共 20 週，1 年課程合共用書 2 冊）
 如學生已於某個級別完成全部 4 個單元，即使年齡未符合升讀較高級別之要求，亦可升讀有關級別。
 課程屬延續性，學生可於任何一個單元加入課程。
教材：指定教材採用中國北京奧林匹克數學中心所編印的課本
各級別所採用的課本安排
級別
課程對象
先修班
幼稚園高班
小一及小二
初級班
小一及小二
小三至小四
中級班
小三至小四
小五至小六
高級班
小五至小六

課本
第一冊下（第 11-20 課）
第三冊上（第 1-10 課）
第三冊下（第 11-20 課）
第五冊上（第 1-10 課）
第五冊下（第 11-20 課）
第七冊上（第 1-10 課）
第七冊下（第 11-20 課）

第一冊上（第 1-10 課）
第二冊上（第 1-10 課）
第二冊下（第 11-20 課）
第四冊上（第 1-10 課）
第四冊下（第 11-20 課）
第六冊上（第 1-10 課）
第六冊下（第 11-20 課）

上課時數：10 小時
每班名額：10 人

教學語言：粵語

導師資料：持奧林匹克導師研習證書導師

中小學課程

入學資格：K3 至小六
課程級別（對象）

課程編號

先修（幼稚園高班） 22SYN116D+
先修（幼稚園高班） 22SYN116E+
初班（小一至小二） 22SYN117D+
初班（小一至小二） 22SYN117E+
中班（小三至小四） 22SYN114D+
中班（小三至小四） 22SYN114E+
教材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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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9/2022 – 19/11/2022
(*10/9 及 1/10 停課)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六

1:30pm – 2:30pm

10

$1,250

26/11/2022 – 28/1/2023
3/9/2022 – 19/11/2022
(*10/9 及 1/10 停課)

六

1:30pm – 2:30pm

10

$1,250

六

1:30pm – 2:30pm

10

$1,250

26/11/2022 – 28/1/2023
3/9/2022 – 19/11/2022
(*10/9 及 1/10 停課)

六

1:30pm – 2:30pm

10

$1,250

六

1:30pm – 2:30pm

10

$1,250

26/11/2022 – 28/1/2023

六

1:30pm – 2:30pm

10

$1,250

2022 年聖誕特備課程

2022 奇趣聖誕日營

28/12

29/12

30/12

聖誕故事學語文

齊做聖誕小樂器

齊唱聖誕頌

做個聖誕 STEAM 實驗

創意舞蹈迎聖誕

聖誕老人大變身

聖誕氣球對對碰

聖誕童話小演員

變變變，我是魔術師

上課時數：

9 小時

每班名額：

16 人

導師：

經驗幼兒導師

K1 至 K3

(師生比例： 1：8)

幼兒/幼稚園課程

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

時間

星期

堂數

學費

22SYM131B+

28/12/2022 - 30/12/2022

10:00am - 1:00pm

三至五

3

$1,200

筆記費：$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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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高飛去
協辦機構：香港航天學會

中小學課程

每課透過不同理論解說，學員將能即堂在工作坊作 DIY 製作。課題將能豐富小孩子對航空及航天的知識庫，刺激其小
宇宙發揮。
單元一：

單元二：

我要做個飛機師

我要做個飛機師

理論

理論

1.

想飛的故事

1.

飛行控制面

2.

航空器介紹

2.

飛行動力 (課程附有模擬飛行，學員可透過示範

3.

飛機各部份名稱

4.

飛行原理 (課程附有模擬飛行，學員可透過示範

3.

認識機場

加強認識飛機之飛行動作)

4.

不明飛行物體

加強認識飛機之飛行動作。)

工作坊

工作坊

1.

飛行員造型照

1. 迴轉滑翔機

2.

小型滑翔機

2. 彈射飛機

3.

紙飛機製作

3. 旋轉楓之籽

4.

紙圈滑翔機

4. 小飛碟

我要做個太空人

我要做個太空人

理論

理論

1.

日常航天科技

1. 太空探索

2.

航天器介紹

2. 太陽神計劃

3.

我要做個太空人

3. 太空穿梭機

4.

航天飛行原理

4. 國際太空站

工作坊

工作坊

1.

旋翼飛行器

1. 動力小飛機

2.

汽球直昇機

2. 小型單翼機

3.

航天員造型照

3. 汽球小火箭

4.

迷你小火箭

4. 氣壓小火箭

上課時數：
教學語言：

4 小時
粵語 (K3 至小三)

每班名額：
導師資料：

20 人
香港航天學會導師任教

單元一：
課程編號
22SYT500C(飛機師)
22SYT500D(太空人)

組別
K3至P3 (幼童組)

課程日期

上課時間

22/12及23/12 (四及五)

10:00am – 12:00pm

22/12及23/12 (四及五)

1:00pm – 3:00pm

課程日期

上課時間

28/12及29/12 (三及四)

10:00am – 12:00pm

28/12及29/12 (三及四)

1:00pm – 3:00pm

費用
$700

單元二：
課程編號
22SYT504C(飛機師)
22SYT504D(太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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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K3至P3 (幼童組)

費用
$700

繽 FUN 英語聖誕營
課程簡介：
此英語聖誕營是特別為幼稚園學生而設計的創意英語活動。豐富經驗的英語導師指導下，學習藝術品製作、表演藝術
及音樂知識。在為期 3 天的聖誕營裏，學員定能快快樂樂，歡歡喜喜，充份體驗學習英語及藝術所帶來的無限樂趣，
讓我們一起歡渡佳節吧！
內容：

Session
Greeting
Fun Reading
Activities
Challenge
Bible Study
Exciting
Good Bye
上課時數：9 小時

28 Dec (Wed)

Best Wishes

29 Dec (Thurs)
30 Dec (Fri)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Christmas Story Book
Present Wrapping
Nice Decoration
Christmas Deco Art
Bible Stories
Christmas Games, Carol and Play
Round-up Activities

每班名額：12 人

導師：外籍英語導師或 Miss Lo (劍橋及聖三一英語課程主任導師，英語教育碩士文憑，中小學英語課程專業導師。)

初級：K1 至 K3

幼兒/幼稚園課程

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22SYL330C+

28/12/2022 - 30/12/2022

三至五

10:00am – 1:00pm

3

$1,600

材料費$150

返回目錄

聖誕幼兒科學探索．電路積木
課程簡介：
A) 幼兒科學探索 ── 學習力學和聲音傳遞，體驗科學的樂趣。
B) 幼兒電子電路積木 ── 將導線、和燈泡等電子零件變成拼裝積木形態，鈕扣連接組裝電路，不但較安全，還可拆
開再重組，方便作更多嘗試。
課程內容：
幼兒科學探索

幼兒電子電路積木(58 種拼法)

1. 雪熊不倒翁

1. 磁控、手控與光控電路

2. 七彩音樂架

2. 串聯與並聯電路

上課時數：4 小時

每班名額：16 人(師生比例 1:8)

教學語言：粵語

導師資料：持大專學位

入學資格：4-6 歲
課程編號

22SYE603C+
22SYE603D+

日期

星期

上 課 時 間

堂數

學費

22/12/2022 –23/12/2022

四及五

12:00pm – 2:00pm

2

$300

29/12/2022 –30/12/2022

四及五

2:00pm – 4:00pm

2

$300

材料費$170 (包括幼兒科學材料兩套及幼兒電子電路積木套件一套)

聖誕編程電路工坊
課程簡介：

中小學課程

課程由兩部分組成：
A) 紙電路工坊 ── 善用導電膠紙，簡化電路接駁過程，重點學習電子零件的用途。
B) 編程電路積木── 無需電腦及手機，只需操作 6 個編程按鍵，連接電路積木零件便可快速設計程式，馬上能看或
聽到「光、聲、電」效果。
課程內容：
紙電路工坊

編程電路積木

1. 音樂彩燈聖誕樹

1. LED 燈閃爍變化

2. 七彩變色發光小屋

2. 音樂間斷唱響
3. 動物叫聲編程
4. 混合聲光樂
5. 串聯和並聯電路

上課時數：6 小時

每班名額：20 人(師生比例 1:10)

教學語言：粵語

導師資料：持大專學位

入學資格：7-12 歲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上 課 時 間

堂數

學費

22SYE604D+

22/12/2022– 23/12/2022

四及五

9:00am – 12:00pm

2

$500

材料費$280 (包括紙電路材料兩套及編程電路積木套件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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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 3D 低溫打印筆課程
課程簡介：

中小學課程

3D 低溫打印筆──配合紙模進行 3D 創作
課程內容：
薑餅人
聖誕樹
上課時數：3 小時
每班名額：20 人 (師生比例 1:10)
導師資料：持大專學位

入學資格：7-12 歲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22SYT606D+

23/12/2022

五

3:00pm – 6:00pm

1

$250

22SYT606E+

28/12/2022

三

2:00pm – 5:00pm

1

$250

材料費︰$280 (包括低溫打印筆一支)
*請學員自攜俗稱「尿袋」的外置充電器上課。

圓碌碌寵物小精靈輕黏土班

中小學課程

課程簡介：

圍繞第一至第四代的小精靈，製作 19 個大小跟乒乓球相若的作品。另附彩頁製作手冊，每個步驟都配圖文說明。
課程內容：
1. 精靈球

2. 小火龍

3. 車厘龜

4．奇異種子

5. 比卡超

6. 霸王花

7. 鯉魚王

8. 瑪力露

9. 蚊香蝌蚪

10. 耿鬼

11. 卡比獸

12. 皮皮

13. 傻鴨

14. 喵喵怪

15. 吉利蛋

16. 伊貝

17. 菊草葉

18. 火稚雞

19. 波克基斯

上課時數：9 小時
每班名額：20 人 (師生比例 1:10)
導師資料：持大專學位

入學資格：7-12 歲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22SYE605D+

28/12/2022 – 30/12/2022

三至五

10:00am – 1:00pm

3

$750

材料費︰$210 (包括輕黏土材料包一套，可完成 19 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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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聖誕節自製科學玩具
課程內容：
課堂分折教導下，孩子可以親自透過原材料進行裁剪創造設計，體驗自行組裝。寓制作及探索趣味玩具中學習科學科
技原理知識，啟發科技創造思維，豐富自信及探索的精神。每堂包括一切材料，學員可以帶自己的作品回家，再次實
驗與家人朋友分享。
上課時數：2.5 小時

每班名額：20 人

教學語言：粵語

導師資料：持大學學位

冬日森林探索小科學(4-6 歲)
自製觀鳥光學望遠鏡(學習光學原理)

自製槓桿力學啄木鳥(學習槓桿力學原理)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上 課 時 間

堂數

學費

22SYE209E+

28/12/2022

三

10:30am - 1:00pm

1

$290

幼兒/幼稚園課程

材料費︰$70

冬日環保光能風力水科學(6-9 歲)
冬日環保光能風力水科學

鹽水發電風扇、風力發電小燈、太陽能報時鐘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上 課 時 間

堂數

學費

22SYE211F+

28/12/2022

三

2:00pm – 4:30pm

1

$290

材料費︰$80

中小學課程

聖誔歡樂嘉年華(5-8 歲)
自制聖誕老人電動車

自制歡樂電動泡泡槍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上 課 時 間

堂數

學費

22SYE212C+

29/12/2022

四

10:30am - 1:00pm

1

$290
中小學課程

材料費︰$80(學生請自備 2 粒 2A 電池)

智能應用科學(5-8 歲)
拍掌前進小跑車(學習光控電子科學)

生物接近警報器(學習紅外線電子科學)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上 課 時 間

堂數

學費

22SYE213B+

29/12/2022

四

2:00pm – 4:30pm

1

$290
中小學課程

材料費︰$80(學生請自備 2 粒 2A 電池)

聖誔繪畫歡樂嘉年華(5-8 歲)
學習利用水彩及蠟筆繪畫，並學習製作小黏土
聖誔角落生物水彩畫及小黏土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上 課 時 間

堂數

學費

22SYE214A+

28/12/2022

三

2:00pm – 4:30pm

1

$290

材料費︰$50

中小學課程

僱員再培訓局資助課程

就業掛鈎課程
課程名稱
保健員證書(FS016DS)
 完成中五學歷程度至副位程度或
以下；已完成中五全科課程或具同
等學歷(須呈交學歷證明副本)
 對長者護理工作有興趣
 須通過本中心之筆試及面試
 符合社會福利署訂定的保健員牌
照發牌條件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FS017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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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能外勤工作
護理員基礎證書(FS022DS)
 小六學歷程度或以上；及
 操流利廣東話及懂書寫中文；及
 未曾修讀僱員再培訓局的「家居長
者照顧員證書」課程；或
 未曾修讀僱員再培訓局的「長者照
顧基礎證書 (兼讀制)」課程及「長
者護理基礎證書 (兼讀制)」課程
 須有意投身為護理相關行業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FS024DS)
 中三學歷程度；及
 能明白簡單英文；及
 具就業意欲；及
 對病人護理工作有興趣

課程簡介

培訓時數

行業介紹，保健員的職責及註冊程序，長者的生
理及心理變化，長者護理技巧、量度生命表徵，
呼吸、循環、排泄、皮膚、消化系統等疾病及治 29 天全日課程（每天 8
療，老年痴呆症、失禁等護理技巧，安老院服務 小時）及 20 天半日課
及管理、護理人員的法律責任，藥物的基本認 程（每節 4 小時），合
共 312 小時
識，特別膳食的認識及餐單設計，運動、復康及
扶抱技巧，長者及安老院常見的意外，傷口護理
及感染控制，急救學及心肺復甦法的認識，善終
服務簡介，院舍參觀及實習，個人素養及求職技
巧
15 天全日課程（每天 8
小時）及 10 天半日課
程（每節
4 小時），合
行業簡介、花店營運、花藝技巧 (基本花束、花
共 160 小時
籃的製作及設計、節日花藝設計與櫥窗佈置、婚
禮花飾與宴會佈置、葬禮花飾與會場佈置) 、個
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行業簡介；老化認知；護理訓練技能如長者日常
照顧；腰背護理及搬移技巧，與長者及有關人士 14 天全日課程（每天 8
的溝通，外出參觀，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小時）及 10 天半日課
程（每節 4 小時）
，合
共 152 小時

行業簡介、醫護人員的角色和責任、人體基本結 19天全日課程(每天8
構、功能及病理認知、起居照顧技巧、病人護理
小時)及13天半日課程
技巧、藥物認識、環境衛生及安全、感染控制、
(每節4小時)，合共204
職安健常識、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小時

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書(FS029DS)
 中五學歷程度；或
 中三學歷程度及兩年或以上工作
經驗

行業介紹，人體活動科學及人體生理學的基
13天全日課程(每天8
本概念，長者復康，認知障礙症復康，骨科復康
小時)及10天半日課程
及助行器的使用，認識常見復康用品，
(每節4小時)，合共144
家居環境安全，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小時

物理治療助理基礎證書(FS028DS)
 中五學歷程度；或
 中三學歷程度及兩年或以上工作
經驗

行業介紹，物理治療的簡介，基本疾病認識，認
識及使用物理治療儀器，物理治療的
基本技巧，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13天全日課程(每天8
小時)及10天半日課程
(每節4小時)，合共144
小時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FS030DS)
 中三學歷程度；或
 小六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
作經驗

咖啡的基本知識，沖煮咖啡的工具及材料，不同 15天全日課程(每天8
沖煮咖啡的技巧，半自動咖啡機的操作及花式咖
小時)及10天半日課程
啡的調製，咖啡店的運作及咖啡調製員的角色，
奶茶沖製方法，其他飲品沖製技巧，實地工作環 (每節4小時)，合共160
境體驗，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小時
 以上上課日期以本中心最後公佈為準，如課程報讀人數不足，本中心保留延期開班之權利。
每班人數：20 人
就業服務：完成課程及考試合格之學員，本中心會協助轉介就業
培訓津貼：符合資格之學員，於課程完結後可獲僱員再培訓局發放培訓津貼
報讀資格：



年滿 15 歲或以上之失業人士



學歷在副學位程度或以下



香港合資格僱員



具備就業意慾及必須通過本中心之面試

* 個別課程入讀要求不同，請參閱個別課程之收生要求

返回目錄

僱員再培訓局資助課程
職位空缺登記
本社乃隸屬香港童軍總會，一直以培訓社會人才，發展個人潛能，以達致提高自我質素為目標。
本社在僱員再培訓局的資助下，正舉辦多項就業掛掛課程。現誠意推介本社之畢業學員，希望貴公司可提供就業機會
給學員。
服務模式
本社已有多年舉辦再培訓課程之經驗，運用先進的管理方法及系統化運作模式為再培訓畢業學員統籌及安排就業。本
社課室寬敞，設備完善，並聘請具多年相關培訓及工作經驗之導師。藉着以上各優良條件，積極培訓一些具質素之學
員。
服務監察
為確保課程於推行時能達至專業水平，本社舉辦之培訓課程均由中央統籌，以確保質素及妥善調配資源。申請者必須
通過本社之面試，才可報讀有關課程。
此外，學員需在完成課程後通過筆試及實務試及格，並獲頒發僱員再培訓局證書後，才獲本社推薦入職。
課程名單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保健員證書

護理員基礎證書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 基礎證書
物理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本社備有多名畢業學員供僱主選擇，僱主及學員均免收佣金。
誠意因應僱主之不同需要作特別轉介。
歡迎致電 2957 6496 李小姐 / 2957 6493 張小姐 聯絡

******************************************************************************************************
歡迎僱主填寫以下回條，傳真至 2302 1410 或電郵至 ec@scout.org.hk ，以便跟進。

職位空缺登記回條
公司名稱：
聯絡人：

職位：

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WhatsApp：

聯絡地址：
職位名稱：

空缺數目：

主要職責：

工作時間：每天

要求學歷：

薪金：

工作地點：

輪班工作：

需要

小時

□不需要

僱員再培訓局資助課程
半日制或晚間制技能提升課程
物業管理及保安業
課程名稱
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 - 質素保證系統基礎證書(兼讀
制)(QAS) FS025HS
對象︰
- 年滿18歲或以上；及具工作經驗；及
- 通過中文入學筆試（如申請者達小六學歷程度，可

課程簡介






豁免筆試）；及
- 符合《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中對年齡、體格



及品行的要求。

保安護衛員的角色及一般職責
與保安服務相關的法例和規定
保安服務對健康和安全的要求
保安服務從業人員應有的行為
和表現標準
對受保護場地提供保安服務時
的政策，程序和指引

學費

$1,250 一般資助# /

$375 高額資助#

* 根據《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規定，申請「保安人
員許可證」必須年滿18歲或以上。
共 18 小時
健康護理
課程名稱
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I證書(兼讀制)
FS042HS / FS046ES
對象︰1)現職殘疾人士院舍而根據《安老院規例》註冊
的保健員；或
2)非現職殘疾人士院舍而根據《安老院規例》註
冊的保健員

課程簡介

本課程加強學員在殘疾人士院舍
任職保健員所需的健康護理知識
及起居照顧的專業技能。如非現職
殘疾人士院舍而根據《安老院規

註：
一. 如報讀人士為現職殘疾人士院舍而根據《安老院
規例》註冊的保健員須提交由現職機構／僱主發
出的現職殘疾人士院舍證明書。「殘疾人士院舍
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 I 證書 (兼讀制)」及「殘
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II 證書(兼讀

例》註冊的保健員成功修畢「殘疾
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 I
證書 (兼讀制)」及「殘疾人士院
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 II 證書
(兼讀制)」課程，可向社會福利署
申請註冊為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

制)」課程已獲社會福利署（社署）認可，現職殘
疾人士院舍的學員成功修畢「殘疾人士院舍保健
員護理技巧增修 I 證書 (兼讀制)」課程後可憑
本局證書根據《殘疾人士院舍規例》向社署申請
註冊為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以便於殘疾人士院
舍任職保健員職位。
二. 如報讀人士為非現職殘疾人士院舍而根據《安老
院規例》註冊的保健員，可繼續報讀由本局舉辦
的「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II 證書
(兼讀制)」課程。學員成功修畢上述兩個課程後，
可憑本局證書根據《殘疾人士院舍規例》向社署







香港的康復服務及相關法例
殘疾人士的生理狀況及護理
殘疾人士的心理及精神狀況及
護理
殘疾人士護理知識
參觀殘疾人士康復服務單位

學費

$1,250 一般資助# /
$375 高額資助#

申請註冊為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以便於殘疾人
士院舍任職保健員職位。根據社署的要求，學員
必須於12個月內完成上述兩個課程，方符合註冊
成為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的要求。
共17小時

殘 疾 人 士 院 舍保 健員 護理 技 巧增 修 II證 書 (兼 讀制 )
FS041HS / FS048ES
對象︰ (1) 非現職殘疾人士院舍而根據《安老院規例》
註冊的保健員及已成功修畢僱員再培訓局
的「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單元
證書( I )」課程

讓學員掌握在殘疾人士院舍任職
保健員所需的健康護理知識及起
居照顧的專業技能。如學員成功修
畢「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
增修 I 證書 (兼讀制)」及「殘疾

註：「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I 證書(兼

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 II

讀制)」及「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II 證

證書 (兼讀制)」課程，可向社會

書(兼讀制)」課程已獲社會福利署（社署）認可，學

福利署申請註冊為殘疾人士院舍

員成功修畢兩個課程後，可憑本局證書根據《殘疾人

保健員。

士院舍規例》向社署申請註冊為殘疾人士院舍保健
員，以便於殘疾人士院舍任職保健員職位。根據社署
的要求，學員必須於12個月內完成上述兩個課程，方
符合註冊成為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的要求。

$4,750 一般資助# /
$1,425 高額資助#






康復的基本概念
殘疾人士的心理及精神狀況及
護理
殘疾人士護理知識
殘疾人士院舍參觀及實習

共57小時
醫 護 支 援 人 員 護 理 技 巧 I 基 礎 證 書（ 兼 讀 制 ） FS088ES

對象︰ i. 中三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及
ii. 能明白簡單英文
iii.未曾修讀僱員再培訓局的「醫護支援人員基礎
證書」課程

本課程讓學員認識香港醫院服務
概況、病房環境衞生、職安健知識、
溝通技巧、病人入院、出院及轉送
技巧，並掌握感染控制的基本技巧
及為病人量度生命表徵的技巧。

$4,750 一般資助# /
$1,425 高額資助#

共73小時 (19節)
註：按照醫院管理局的要求，學員必須於 6 個月內
完 成 「 醫 護 支 援 人員護理 技 巧 I 基礎 證 書 （ 兼 讀
制）」及 「 醫護支援人員護理技巧 II 基礎證書（兼
讀制）」課程。
醫 護 支 援 人 員 護 理 技 巧 II 基 礎 證 書（ 兼 讀 制 ） FS089ES

對象︰ i. 中三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及
ii. 能明白簡單英文；及
iii.未曾修讀僱員再培訓局的「醫護支援人員基礎
證書」課程；及
iv. 已完成醫 護 支 援 人 員 護 理 技 巧 I 基 礎
證書（兼讀制）
共 112 小時 (28 節)
註：按照醫院管理局的要求，學員必須於 6 個月內
完成「 醫護支援人員護理技巧 I 基礎證書（兼讀
制）」及 「 醫護支援人員護理技巧 II 基礎證書（兼
讀制）」課程。

本課程讓學員認識及掌握在醫院環
境下的病人起居照顧及護理技巧，包
括皮膚處理、體位擺放、 扶抱轉移、
口腔護理、沐浴及餵食等 。

$7,250 一般資助# /
$2,175 高額資助#

物理治療護理技巧 I (物理治療儀器認識) 基礎證書
(兼讀制) FS073HS/FS073ES
對象︰醫療、健康護理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相關行業工
作、中五學歷程度及具工作經驗，或中三學歷程度及具
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人士

本課程讓學員掌握物理治療護理相
關工作的基本知識和實務技能，以協
助物理治療師對患者進行康復治療。
行業介紹，物理治療的定義及概念，
物理治療儀器的認識及操作，外出參
觀

$1,750 一般資助# /
$525 高額資助#

共29小時
物理治療護理技巧 II (骨骼及關節疾病) 基礎證書
(兼讀制) FS082HS/FS082ES
對象︰醫療、健康護理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相關行業工
作、中五學歷程度及具工作經驗，或中三學歷程度及具
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人士；及
已完成「物理治療護理技巧I(物理治療儀器認識) 基礎
證書(兼讀制) 」課程
共45小時

本課程讓學員掌握物理治療護理相
關工作的基本知識和實務技能，以協
助物理治療師對患者進行康復治療。
常見骨骼/關節疾病, 運動治療學的
基本概念和相關技巧訓練，帶領小組
運動技巧，被動式運動、伸展運動及
肌力鍛煉

物理治療護理技巧 II (腦神經系統及內科疾病) 基礎

本課程讓學員掌握物理治療護理相

證書 (兼讀制) FS074HS/FS074ES

關工作的基本知識和實務技能，以協
助物理治療師對患者進行康復治療。

對象︰醫療、健康護理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相關行業工
作、中五學歷程度及具工作經驗，或中三學歷程度及具
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人士；及
已完成「物理治療護理技巧I(物理治療儀器認識) 基礎
證書(兼讀制) 」課程

$2,750 一般資助# /
$825 高額資助#

$2,750 一般資助# /
$825 高額資助#

常見腦神經系統疾病及相關治療概
念及護理方法，輪椅及助行器的使用
技巧，扶抱及轉移技巧

共40小時
職業治療護理技巧(精神病)基礎證書(兼讀
制)FS068ES/FS068HS
對象︰具一年或以上職業治療助理工作經驗，或已完成

精神病的基本認識、精神病復康 、

僱員再培訓局的「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書」課程；及醫

緊急事故處理

$2,250 一般資助# /
$675 高額資助#

療、健康護理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相關行業工作、中五
學歷程度及具工作經驗，或中三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
上工作經驗的人士
共30小時
職業治療助理實踐技巧I（日常生活活動訓練）基礎證書
(兼讀制）
對象︰i. 醫療、健康護理從業員；或
ii. 有意轉職相關行業工作、
iii. 中五學歷程度及具工作經驗，或
iv. 中三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人
士
共33小時
本課程屬「零存整付」證書計劃下其中一項指定的
半日或晚間制課程。學員成功完成是項課程及其餘4
項指定的半日或晚間制課程，包括「職業治療助理實踐
技巧II（中風及骨科疾病）基礎證書（兼讀制）」、
「職業
治療助理實踐技巧II（認知障礙症）基礎證書（兼讀制）
」
、
「個人素養基礎證書（兼讀制）」，以及「求職技巧基礎
證書（兼讀制）」，可獲頒發「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課程的證書。

行業介紹，人體活動科學及人體生理
學的基本概念，日常生活活動訓練技
巧

$2,250 一般資助# /
$675 高額資助#

職業治療助理實踐技巧II（中風及骨科疾病）基礎證書
（兼讀制）
對象︰i. 醫療、健康護理從業員；或
ii. 有意轉職相關行業工作、
iii. 中五學歷程度及具工作經驗，或
iv. 中三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人
士
v. 已完成「職業治療護理技巧I（日常生活活動訓
練）基礎證書（兼讀制）」課程
共38小時

人體老化認識，中風復康的護理知
識，骨科復康及助行器的使用，認識
常見復康用品

$2,250 一般資助# /
$675 高額資助#

本課程屬「零存整付」證書計劃下其中一項指定的半日
或晚間制課程。學員成功完成是項課程及其餘4項指定的
半日或晚間制課程，包括「職業治療助理實踐技巧I（日
常生活活動訓練） 基礎證書（兼讀制）」、「職業治療
助理實踐技巧II（認知障礙症）基礎證書（兼讀制）」、
「個人素養基礎證書（兼讀制）」，以及「求職技巧基
礎證書（兼讀制）」，可獲頒發「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
書」課程的證書。
職業治療助理實踐技巧II（認知障礙症）基礎證書（兼
讀制）
對象︰i. 醫療、健康護理從業員；或
ii. 有意轉職相關行業工作、
iii. 中五學歷程度及具工作經驗，或
iv. 中三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人
士
v. 已完成「職業治療護理技巧I（日常生活活動訓
練）基礎證書（兼讀制）」課程
共43小時

認知障礙症復康護理知識，
家居環境安全

$2,750 一般資助# /
$825 高額資助#

本課程屬「零存整付」證書計劃下其中一項指定的半日
或晚間制課程。學員成功完成是項課程及其餘4項指定的
半日或晚間制課程，包括「職業治療助理實踐技巧 I（日
常生活 活動訓練）基礎證書（兼讀制）」、「職業治療
助理實踐技巧II（中風及骨科疾病）基礎證書（兼讀
制）」、「個人素養基礎證書（兼讀制）」，以及「求
職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可獲頒發「職業治療助
理基礎證書」課程的證書。
飲食業
課程名稱
咖啡拉花藝術基礎證書 (兼讀制) FS081HS
對象︰1. 現職咖啡調製工作的從業員；或
2. 完成僱員再培訓局「咖啡調製員基礎證
書」課程或同等資歷
共16小時
咖啡烘焙基礎證書 (兼讀制) FS083HS
對象︰1. 現職或曾從事咖啡調製工作；或
2. 完成僱員再培訓局「咖啡調製員基礎證
書」課程或同等資歷
共28小時

課程簡介
咖啡沖調及打奶技巧、咖啡拉花基本技巧
及原理、咖啡拉花藝術的基本及進階圖案

咖啡生豆認識、烘焙咖啡的原理及實務技
巧、咖啡烘焙的品質監控

學費
$1,250 一般資助#/
$375 高額資助#

$2,250 一般資助#/
$675 高額資助#

環境服務業
課程名稱
花藝設計及應用I基礎證書(兼讀制) FS032HS / FS034ES
對象︰(1) 現職園藝或花藝業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環境服務
業的人士；及
(2) 小六學歷程度（如申請者未達小六學歷程度須
通過中文入學筆試）

共25小時

課程簡介
處理鮮花基本步驟及花束設計、花藝設
計的基柱技巧及鮮花籃設計、花材形態
認識及鮮花禮品籃設計、顏色配襯技巧
及藝術絲花、乾花設計原理和技巧、運

$2,250 一般資助#
/ $675 高額資助#

用線條與空間設計的效果、花藝業的職
業安全及健康知識

花藝設計及應用II基礎證書(兼讀制)FS034HS / FS026ES
對象︰(1) 現職園藝或花藝業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環境服務

歐式花 藝之特色與 風格及碟/ 盆花擺

業及通過中文入學筆試的人士（如申請者達小六

設 、結構性技巧應用與花瓶擺設、作

學歷程度，可豁免筆試）；及

品選材、空間、線條、色彩、質感的使

(2)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花藝設計及應用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或「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
理基礎證書」

共24小時
花藝設計及應用II(節日花飾)基礎證書(兼讀
制)FS075HS / FS075ES
對象︰(1) 現職園藝或花藝業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環境



學費

用要訣、認識不同植物的特性及盆栽組
合設計、祝賀花籃之製作、產品展示技
巧及櫥窗佈置

服務業及通過中文入學筆試的人士（如申請者

主要節日及特別場合的花飾的基本

達小六學歷程度，可豁免筆試）；及

知識、主要節日及特別場合的花飾禮

(2)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花藝設計及應

$2,250 一般資助#
/ $675 高額資助#

品設計及製作技巧

$2,250 一般資助#
/ $675 高額資助#

用I 基礎證書(兼讀制)」或「花店實務及花
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或同等資歷；或具一
年或以上花藝相關工作經驗

共24小時
花藝設計及應用II(葬禮花飾)基礎證書(兼讀制)FS076HS
/ FS076ES
對象︰(1) 現職園藝或花藝業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環境服
務業及通過中文入學筆試的人士（如申請者達小
六學歷程度，可豁免筆試）；及



(2)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花藝設計及應用I

靈堂花飾佈置的基本知識、葬禮花飾
的設計及製作技巧

$2,250 一般資助#
/ $675 高額資助#

基礎證書(兼讀制)」或「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
助理基礎證書」或同等資歷；或具一年或以上
花藝相關工作經驗

共24小時
花藝設計及應用III證書(兼讀制)FS037HS /FS040ES
對象︰(1) 現職園藝或花藝業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環境

服務業人士；及
(2)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花藝設計及應

用II基礎證書(兼讀制)」
共35小時
婚禮花飾設計及應用I (花卉首飾) 基礎證書(兼讀制)
FS084HS
對象︰(1) 現職園藝或花藝業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環境

服務業的人士；及

創意花束製作、潮流格調類別與設計形
式、瓶花擺設與藝術潮流創作、環境與
空間佈置、色彩運用技巧

$2,750 一般資助# /
$825 高額資助#

婚禮花卉首飾的基本知識 (婚禮花卉
首飾的主要種類、選取合適的花卉首
飾，以配合新娘的造型)、婚禮花卉首
飾的製作技巧

$1,750 一般資助# /
$525 高額資助#

(2) 小六學歷程度（如申請者未達小六學歷程

度須通過中文入學筆試）；及
(3) 持有相關課程證書（例如「花店實務及花

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花藝設計及應
用 I 基礎證書（兼讀制）」等）
共24小時
婚禮花飾設計及應用II (桌面及花車佈置) 證書(兼讀制)
FS086HS
對象︰(1) 現職園藝或花藝業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環

境服務業的人士；及
(2) 小六學歷程度（如申請者未達小六學歷

程度須通過中文入學筆試）；及
(3) 持有「婚禮花飾設計及應用I（花卉首飾）
基礎證書（兼讀制）」或「婚禮花飾設計

宴會桌面花飾基本知識、宴會桌面花飾

及應用II（新娘捧花）證書（兼讀制）」或

的設計及製作技巧、花車佈置基本知識

$1,750 一般資助# /
$525 高額資助#

同等資歷（例如「花藝設計及應用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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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禮花飾）基礎證書（兼讀
制）」等）

共24小時
婚禮花飾設計及應用II(新娘捧花)證書(兼讀制)
FS085HS
對象︰(1) 現職園藝或花藝業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環境服
務業的人士；及
(2) 小六學歷程度（如申請者未達小六學歷程度
須通過中文入學筆試）
；及
(3) 持有「婚禮花飾設計及應用I（花卉首飾）
基礎證書（兼讀制）」或「婚禮花飾

新娘捧花的基本知識、新娘捧花的設計

設計及應用II（桌面及花車佈置）證

及製作技巧

$1,750 一般資助# /
$525 高額資助#

書（兼讀制）
」或同等資歷（例如「花
藝設計及應用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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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禮花飾）基礎證書（兼
讀制）」等）

共24小時
婚禮花飾設計及應用III (一般場地佈置) 證書(兼讀制)
FS087HS
對象︰(1) 現職園藝或花藝業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環境服
務業的人士；及
(2) 小六學歷程度（如申請者未達小六學歷程度
須通過中文入學筆試）
；及
(3) 持有關桌面花飾或大型花藝佈置的課程

一般婚禮場地設計概念、婚禮場地策
劃、婚禮場地佈置實務 (花柱、拱門)

$1,750 一般資助# /
$525 高額資助#

證書（例如「婚禮花飾設計及應用II（桌
面及花車佈置）證書（兼讀制）」或「婚
禮花飾設計及應用III（教堂場地佈置）
證書（兼讀制）」等）或同等資歷（例如
「花藝設計及應用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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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禮花飾）基礎證書（兼讀制）
」等）

共24小時
婚禮花飾設計及應用III（教堂場地佈置）證書
（兼讀制）FS069HS / FS069ES
對象︰(1) 現職園藝或花藝業從業員或有意轉職環
境服務業的人士；及

(2) 小六學歷程度（如申請者未達小六學歷
程度須通過中文入學筆試）；及

(3) 持有關桌面花飾或大型花藝佈置的課程
證書（例如「婚禮花飾設計及應用II（桌

地的不同設計風格)、教堂婚禮花飾佈

面及花車佈置）證書（兼讀制）」或「婚

置實務 (教堂婚禮花飾佈置相關的注

禮花飾設計及應用III（一般場地佈置）

意事項、教堂婚禮花飾佈置項目的製作

證書（兼讀制）」等）或同等資歷（例如

技巧)

「花藝設計及應用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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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禮花飾）基礎證書（兼讀制）
」等）

共24小時

返回目錄

教堂婚禮場地設計概念 (教堂婚禮場

$2,250 一般資助#
/$675 高額資助#

僱員再培訓局資助課程
半日制或晚間制通用技能課程
職業語文
課程名稱
職業普通話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FS051HG / FS044EG
對象︰ (1) 中三學歷程度 或
(2) 小六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

一般/高額
資助學費

課程簡介
聲母、韻母、聲調、變調、輕聲、兒化、多音、
拼音練習、粵普詞彙對照、粵普語法比較
稱呼與問好、數量和時間、季節與天氣、交通
工具、香港地名、辦公室用語、零售業用語、服
務業用語、旅遊業用語、應徵及面試

$3,750 一般資助# /
$1,125 高額資助#

鞏固拼音知識、鞏固語音知識、粵普詞彙比較、

$3,750 一般資助# /
$1,125 高額資助#

工作經驗
共60小時
職業普通話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FS045HG / FS045EG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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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職業普
通話I 基礎證書(兼讀制)」；或具初級普
通話程度(完成不少於60小時普通話課

粵普語法比較、綜合拼音練習、工作溝通對話、
簡單報告、討論、綜合聽力訓練、日常對話 、工
作場所應對、討論和提議、介紹工作、會話複習、
報告工作過程、解決問題的方法、小組討論的技
巧、綜合會話練習

程)；或通過評核測試
共60小時
個人素養課程
課程名稱
個人素養基礎證書(兼讀制)

課程簡介


自我認識及管理，思維及情緒管理，工作

FS055EG

服務文化及技巧，溝通技巧，人際關係及

對象︰15歲或以上具副學位學歷或以下人

團隊精神概念等

一般/高額資助學費
$1,250 一般資助# /
$375 高額資助#

士（包括新來港人士）
共20小時
求職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求職面試基本技巧

FS056EG



相關勞工條例簡介

對象︰15歲或以上具副學位學歷或以下人



職業安全及健康簡介

$750 一般資助# /
$225 高額資助#

士（包括新來港人士）
共12小時
資訊科技應用課程
課程名稱
文書處理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FS005EG)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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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30 小時
文 書 處 理 II 基 礎 證 書 ( 兼 讀 制 )
(FS008HG/FS049EG)
對象︰i.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文

課程簡介

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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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 一般資助# /
$450 高額資助#

附註與註腳的運用，合併列印，自動較正及自
動圖文集之應用，插入文字方塊、圖片及繪圖
的技巧，簡單排版及文字藝術師的介紹，大綱

$2,250 一般資助# /
$450 高額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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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共 30 小時

模式，檔案連結，範本及樣式的運用，工具列，
自訂快速鍵及功能表項目，目錄功能，追踨修
訂，文件復修及表格的進階應用，文書工具、
保護文件及密碼設定

試算表 I 基礎證書（兼讀制）(FS004EG)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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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30 小時
試算表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FS054EG)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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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基本試算表知識入學測試
共 30 小時
演示軟件應用基礎證書(兼讀制)
(FS044HG/FS050EG)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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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30 小時
倉頡輸入法基礎證書（兼讀制）
(FS003EG)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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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30 小時
互聯網應用基礎證書（兼讀制）(FS006HG)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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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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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 一般資助# /
$450 高額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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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 一般資助# /
$450 高額資助#

Power Point 操件介面，檔案的處理，精靈報
表，文字效果，圖片效果，快取圖案及文字方
塊，多媒體運用（聲音，影片及動畫）
，投影片
母片的應用，工作上的應用，多媒體簡報製作

$2,250 一般資助# /
$450 高額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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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 一般資助# /
$350 高額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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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 一般資助# /
$450 高額資助#

共 30 小時

#一般及高額資助
學費的定義

失業或月入$ 12,500 或以下

月入$12,501 - $20,000

月入$20,001 或以上

可申請豁免繳交學費

高額資助之學費

一般資助之學費

好消息：
由2014年4月1日起，申請人在申請報讀課程時，可選擇以下報讀安排：
(i) 在同一培訓機構同時報讀兩個就業掛鈎課程；或
(ii) 在同一培訓機構同時報讀及入讀多於一個半日或晚間制非就業掛鈎課程。
就上述安排，申請人只可二擇其一。惟申請人在入讀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時，則只可同時入讀晚間制的基礎技能（職
業語文、商業運算及資訊科技應用）課程，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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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DFA 專業花藝設計證書課程

成人課程

本課程專為有志透過正規之花藝技術訓練，提升個人專業知識之人士而設，課程由本中心 DFA 荷蘭花藝導師編寫，內
容根據 DFA 荷蘭花藝專科考試最新的評核要求作藍本，任教導師均擁有多年教授此課程經驗，對於課題內容及考試技
巧具備豐富經驗，採用嶄新的教材與教學方式，是集合理論與實習的專科課程。
課程內容教授歐洲花藝之設計原理及要素與設計技巧的訓練，實習項目主要針對 DFA（Dutch Flower Arrangements）
以下考核範圍之專題，分別如下：


瓶花擺設（Vase Arrangement）



葬禮擺設（Funeral Arrangement）



平碟擺設（Dish/Plate Arrangement）



主體佈置（Decoration of an Object）



壁飾佈置（Wall Decoration）



手綁花束（Hand-tied Bouquet）



襟花設計（Flower Decoration in form of a Corsage）



餐桌佈置（Table Decoration）



新娘捧花（Bridal Bouquet）



考生自選 (Student’s Choice)

歐盟認證之專業技能資格
以上 9 個專題劃分四個階段進行：荷蘭 DFA 專業花藝設計一、二、三及四， 完成後可由導師推薦報考在港舉辦之「荷
蘭 DFA 花藝專科」公開考試（需另繳交考試費）
，而考核範圍是涵蓋整個課程一至四的各項花藝習作，合格者可獲 DFA
荷蘭花藝專科證書，由荷蘭專業實務花藝工業組織（VBW）頒發，此證書獲荷蘭農業部長認可，其資格為歐盟認證之專
業技術標準。
備註：
- 學員需自備個人之花藝用品，例如：花剪、花刀、花器、鐵線、花貼…..等等。
- 學員必須修畢四個階段課程 (其出席率不少於 80%)
- 荷蘭專科考試將於 11 月及 5 月在港進行 (考試日期及詳情以荷蘭註冊學院最新公佈為準)
認可教授導師：
 陳麗玲女士
1. DFA 荷蘭花藝導師、荷蘭 ADFA 高級花藝專才
2. 二十多年籌辦及教授花藝相關課程、新技能提升花藝課程導師、僱員再培訓局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課程導師
3. 於荷蘭及德國進修歐洲花藝技術與交流
 鄧自愛女士
 DFA 荷蘭花藝導師、荷蘭 ADFA 高級花藝專才
 具多年教授荷蘭 DFA 花藝專業課程及相關花藝課程經驗

9/2020 年度在港舉行之[DFA 荷蘭花藝專科公開考試]本中心報考學員
全體成功通過考核，獲取歐盟認證之專業技能資格及證書
[為使每個學員得到導師之專業指導，每班名額不多於 12 人，欲報從速]

DFA 荷蘭專業花藝設計 （一）
課程內容：
此課程主要讓學員認識荷蘭花藝的特色與設計原理及基本技巧之應用，例如花材之形態與應用、手綑原理、混合與組
群形式、鐵線技巧等等，並為學習荷蘭花藝奠立重要的基石。內容包括：花卉植物的認識、處理及保養鮮花的知識、
介紹不同工具、器皿及裝飾品、使用花刀切割花莖方法、介紹不同裝飾品與器皿、設計及節日的重要。
實習科目：手綁花束、襟花設計、平碟擺設、葬禮擺設、主體佈置、壁飾佈置及新娘捧花等
上課時數：24 小時

每班名額：9-12 人

教學語言：粵語

入學資格：任何對花藝有興趣之 18 歲或以上人士

凡於 2022 年 11 月 19 日或之前報讀荷蘭 DFA 專業花藝設計（一）
，
可享$200
課程編號
22SAI101B+

開課日期
3/12/2022 - 7/1/2023
(24/12, 31/12 停課)

學費減免優惠!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六

10:00am–5:00pm

4

$3,150

筆記費用: $50
花材費用：$2,700（請於首堂繳交導師）
※ 學員需自備個人花藝工具及用品，例如：花剪、花刀、鐵線、花貼、花器等等

DFA 荷蘭專業花藝設計 （二）
課程內容：
學員掌握了一定之花藝基礎及技巧後，繼而學習各類花型風格及其設計特色，以及顏色選配方
式及配襯技巧，內容包括認識色彩學原理、顏色配襯方式與象徵意義、花藝設計原理及要素、
荷蘭花藝風格演繹對稱與不對稱之花型、封閉與開放形式之空間設計，透過各類作品研習，學
員能夠將所學知識實踐於作品中。
實習項目：手綁花束、瓶花設計、襟花設計、平碟擺設、葬禮擺設、壁飾佈置及新娘捧花等
上課時數：30 小時
每班名額：9-12 人
教學語言：粵語
入學資格：於本中心修畢「DFA 荷蘭專業花藝設計一」或
曾修讀相關 DFA 荷蘭花藝課程之 18 歲或以上人士(需出示相關證明)
課程編號
22SAI102C+
筆記費用: $50

開課日期
14/1/2023 – 18/2/2023
(21/1 停課)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六

10:00am-5:00pm

5

$4,000

花材費用：$3,600（花材費於首堂繳交）

※ 學員需自備個人花藝工具及用品，例如：花剪、花刀、鐵線、花貼、部份花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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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A 荷蘭專業花藝設計 （三）
課程內容：
此課程及實習項目是圍繞 DFA 考核範圍中之自選考試項目而設計，對於花材與物料的選
擇、顏色配襯、各項設計技巧與應用等有更高的要求，學員需獨立挑選恰當之材料並有
效地運用於設計品上，而作品亦包括各類設計基柱之結構處理及裝置技巧，例如鐵線、
黏貼、捆綁及鐵線、螺旋式捆縛、花泥、鐵網技巧、結構技巧以及植物及非植物素材之
應用及選擇。
實習項目：手綁花束、瓶花設計、平碟擺設、葬禮擺設、壁飾佈置、考生自選項目（學
員需自備所選設計項目物料及花材）及新娘捧花等
上課時數：36 小時
每班名額：9-12 人
教學語言：粵語
入學資格：完成「DFA 荷蘭專業花藝設計 (二) 」或
曾修讀相關 DFA 荷蘭花藝課程之 18 歲或以上人士(需出示相關證明)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星期
時間
1/12/2022 – 23/3/2023
22SAI103E+
四
2:00pm – 5:36pm
(22/12, 19/1, 26/1 停課)
1/12/2022 – 23/3/2023
22SAI103F+
四
6:24pm – 10:00pm
(22/12, 19/1, 26/1 停課)
筆記費用: $50

堂數

學費

10

$5,000

10

$5,000

花材費用：$4,000（花材費於首堂繳交）

※ 學員需自備個人花藝工具及用品，例如：花剪、花刀、鐵線、花貼、部份花器等等

DFA 荷蘭專業花藝設計（四）– 備試課程
課程內容：
本課程為已報考「DFA 荷蘭專科生實習考試」的人士而編制，著重技巧的訓練與技術分析，
適合完成「荷蘭 DFA 花藝設計三」之學員，教授內容會更深入地講解考試內容及每項作品
要求、評分準則、時間控制等等，並設兩天全日上課，以模擬考試形式進行(每次 5 科)，
導師會為學員跟進及修正設計技術，為迎接考試作好準備。
實習科目：考核範圍內之 9 個專題項目
上課時數：43 小時
教學語言：粵語
入學資格：報考 2022 年度荷蘭花藝專業考試之 18 歲或以上之本中心學員
課程編號
22SAI104A+

課程日期
17/9/2022 – 12/11/2022
(*1/10，8/10及22/10停課)

星期

上課時間

堂數

學費

六

9:50am-6:00pm

6

$6,000

筆記費用: $50
花材費用：$7,300 （請於首堂繳交導師）
（包括堂上實習及兩次模擬考試之花材及基本物料，惟考生個人自選科之花材需自備）
※ 學員需自備個人花藝工具及用品，例如：花剪、花刀、鐵線、花貼、部份花器等等
返回目錄

奧數導師研習證書課程
課程內容：
你有志成為一位奧林匹克數學導師嗎?學員可透過報讀此課程而掌握如何教授小學奧林匹克數學。學員成功完成課程
後，將會獲頒證書，成積優異之學員可獲以時薪形式安排到小學或中心實習，為期三個月。
1.

奧林匹克數學簡介

2.

小學奧數專題 80 講

3.

備課技巧

4. 奧數在小學之發展
上課時數：21 小時

5.

模擬教學

6.

數學比賽專題

每班名額：16 人
教學語言：粵語
導

師：導師有多年奧數培訓經驗，華羅庚數學比賽特級教訓員並曾榮獲廣州奧林匹克學校頒發特級教練稱號。

入學資格：中五程度或以上，對奧林匹克數有興趣的人士
證書頒發：學員出席率必須達 80%，功課及考試合格後，將會獲頒發「國際數學珠算協會」證書
課程特色：成績優異學員可獲以時薪形式安排到小學或中心實習，為期三個月。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22SAV100F+

30/9/2022 – 11/11/2022

五

7:00pm – 10:00pm

7

$5,000

22SAV100G+

18/11/2022 – 30/12/2022

五

7:00pm – 10:00pm

7

$5,000

教材費用︰$520(12 本奧數教材)
考試費用︰$400

珠心算導師研習證書課程
課程簡介：
此課程專為在職幼稚園老師或有意從事珠心算導師而設，學員可透過此課程而掌握如何教授珠心算。學員成功完成課程後，
將會獲頒「世界珠算心算聯合會」證書。此證書為世界珠心算界公認，
「世珠聯」是世界珠心算界最具權威性組織之一。
1. 珠心算簡介

3. 備課技巧

2. 珠心算在幼稚園之發展

4. 珠心算專題

5. 模擬教學

上課時數：12.5 小時
每班名額：16 人
教學語言：粵語
導

師：導師有多年珠心算培訓經驗。

入學資格：中五程度或以上，對珠心算有興趣的人士
證書頒發：學員出席率必須達 80%，功課及考試合格後，將會獲頒發「世界珠算心算聯合會」證書
課程特色：成績優異學員可獲以時薪形式安排到幼稚園或青少年中心實習，為期三個月。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星期

時間

堂數

學費

22SAV101G+

6/9/2022 – 11/10/2022(*4/10 停課)

二

7:15pm – 9:45pm

5

$2,800

22SAV101H+

18/10/2022 – 15/11/2022

二

7:15pm – 9:45pm

5

$2,800

22SAV101I+

22/11/2022 – 20/12/2022

二

7:15pm – 9:45pm

5

$2,800

教材費用︰$350(算盤及書本 6 本)
考試費用︰$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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