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餅製作員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荔枝角)
ERB「人才發展計劃」

有津貼
*

課程圖片只供參考*出席率須達80%

基本入讀資格：
- 15歲或以上、副學位程度或以下之香港合資格僱員
- 必須為失業、待業或失學人士

開課日期以中心最後公佈為準

更多課程，歡迎瀏覽網頁:

查詢電話: 3719-6600
查詢電郵: ivdc-lck@vtc.edu.hk

網上登記www.ivdc.edu.hk

就業掛鈎課程

上課及報名地點:

長沙灣

億京廣場一期7樓
長裕街8號

(港鐵荔枝角站A出口
 近深水埗運動場)

長沙灣廣場
荔枝角站A出口

永明

億京廣場I期

恩福堂

免學費

就業跟進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

其他課程

美甲師

金融證券投資

熱推課程10月
製作員

電腦輔助
珠寶設計

點心製作員製作員
咖啡調製員調製員

葡萄酒推廣員

泰越菜式廚務助理

茶餐廳廚吧助理

訓練期：160小時(15天全日及10天半日)

3719-6600 尚有其他課程，請瀏覽網頁:

www.ivdc.edu.hk

基本入讀資格：
15歲或以上、副學位程度或以下之香港合資格僱員。必須為失業、待業或失學人士。

查詢電話:

訓練期：232小時(22天全日及14天半日)

教授或介紹多款麵包及西餅*，例如︰
-菠蘿包        -栗子蛋糕     -檸檬批   -慕思蛋糕
-拿破崙千層酥  -雞肉磨菇批   -蛋撻     -意大利芝士餅
-馬卡龍曲奇    -忌廉泡夫     -薄餅 等等

基本入讀資格：

*教授或介紹的項目只供參考，部份項目由導師講解、示範或由學員親自製作。
 本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

教授或介紹多款不同的咖啡*，例如︰
-Espresso     -即溶咖啡   -花式咖啡的調製(Cappuccino及Café Latte)
-土耳其咖啡   -奶茶       -抹茶豆奶    -奶昔   等等
亦可認識不同品種的咖啡豆及咖啡文化。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ERB「人才發展計劃」就業掛鈎課程
範疇 基礎證書/證書課程 上課時數 

飲食 

包餅製作員 232 小時 (22 天全日及 14 天半日) 

點心製作員 216 小時 (20 天全日及 14 天半日) 

咖啡調製員 160 小時 (15 天全日及 10 天半日) 

茶餐廳廚吧助理 180 小時 (17 天全日及 11 天半日) 

泰越菜式廚務助理 160 小時 (15 天全日及 10 天半日) 

葡萄酒推廣員 176 小時 (16 天全日及 12 天半日) 

金融財務 金融證券投資 272 小時 (25 天全日及 18 天半日) 

地產代理 
地產代理 

(地產代理資格考試) 
200 小時 (19 天全日及 12 天半日) 

環境服務 
樹藝管理 220 小時 (21 天全日及 13 天半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 160 小時 (15 天全日及 10 天半日) 

物業管理 

及保安 

會所及康樂助理 160 小時 (15 天全日及 10 天半日) 

物業設施管理 144 小時 (13 天全日及 10 天半日) 

鐘錶及珠寶 

電腦輔助珠寶設計 216 小時 (20 天全日及 14 天半日) 

珠寶銷售員 156 小時 (15 天全日及 9 天半日) 

寶石及翡翠玉石首飾製作員 160 小時 (15 天全日及 10 天半日) 

資訊及 

通訊科技 
資訊科技助理人員 196 小時 (18 天全日及 13 天半日) 

教育康體 

健身指導員 

(體適能基礎證書公開考試) 
152 小時 (14 天全日及 10 天半日) 

歷奇活動助理 168 小時 (16 天全日及 10 天半日) 

美容 美甲師 120 小時 (11 天全日及 8 天半日) 

進出口 時尚服飾採購 248 小時 (23 天全日及 16 天半日) 

建造及裝修 
初級技術員(建築學) 296 小時 (28 天全日及 18 天半日) 

初級技術員(土木工程) 296 小時 (28 天全日及 18 天半日) 

印刷及出版 印刷電腦排版技術員 220 小時 (21 天全日及 13 天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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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技能培訓(兼讀制)課程(晚間制)

課程 堂數及時數 修讀期 
學費* 

高額資助 一般資助 

花藝設計及應用 I  7 堂(25 小時) 

上午 9 時至 12 時 30 分 

(星期三至五) 

$525 $1,750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  7 堂(24 小時) 

婚禮花飾與宴會佈置 I  7 堂(26 小時) $675 $2,250 

婚禮花飾與宴會佈置 II  7 堂(24 小時) $525 $1,750 

葡萄酒知識 I 8 堂(24 小時) 
下午 6 時 45 分至 9 時 45 分 

(星期一及三) 
$375 $1,250 

葡萄酒知識 II  4 堂(8 小時) 
下午 6 時 45 分至 8 時 45 分 

(星期一及三) 
$75 $250 

節令點心認識與製作 6 堂(24 小時)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星期一及三) 
$375 $1,250 

咖啡拉花藝術 5 堂(16 小時) 
上午 9 時至 12 時 

(星期三及五) 

$225 $750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考試 /  

強積金中介人考試備試 
4 堂(12 小時) 

下午 6 時 45 分至 9 時 45 分 

(星期一及星期三) 

泳客服務技巧 4 堂(16 小時) 
上午 9 時至下午 12 時 

(星期三及星期五) 

 

課程 堂數及時數 修讀期 
學費* 

高額資助 一般資助 

常用英語詞彙 I 10 堂(30 小時) 
下午 6 時 45 分至 9 時 45 分 

(星期一及三) 

$525 $1,750 

常用英語詞彙 II 20 堂(60 小時) $975 $3,250 

職業英語 (聽力及會話) I 24 堂(60 小時) 

下午 7 時至 9 時 30 分 

(星期一及三) 
$975 $3,250 職業英語 (聽力及會話) II 24 堂(60 小時) 

職業英語 (閱讀及寫作) I 24 堂(60 小時) 

職業英語 (商業電郵寫作) 10 堂(30 小時) 
下午 6 時 45 分至 9 時 45 分 

(星期一及星期三) 
$525 $1,750 

試算表 I 10 堂(30 小時) 
下午 6 時 45 分至 9 時 45 分 

(星期一及三) 
$350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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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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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能提升計劃」(兼讀制)課程(半日制/晚間制)

基本入讀資格：年齡在15歲或以上及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香港合資格僱員。
   必須為失業、待業或失學人士。 *如有更改，以僱員再培訓局之最新公布為準

待業或在職人士
均可報讀

新課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