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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B「人才發展計劃」課程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荔枝角)

免學費 // 有津貼 // 就業跟進

課程圖片只供參考*出席率須達80% 開課日期以中心最後公佈為準

6-7月金融證券投資

樹藝管理

包餅製作員

咖啡調製員

日本料理初級廚師

茶餐廳廚吧助理

點心製作員

地產代理(地產代理資格考試)

上課及報名地點:

長沙灣長裕街8號億京廣場一期7樓
(港鐵荔枝角站A出口近深水埗運動場)

3719 6600

新課程

包公開
考試費

* *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荔枝角)
ERB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教授超過49款麵包及西餅製作技巧，包括菠蘿包、
意大利香草麵包、粟子蛋糕、什果生日蛋糕、木糠
布甸蛋糕、拿破崙千層酥、雞肉蘑菇批、凍檸檬批
、蛋撻、法式朱古力撻、德國蘋果撻、意大利芝士
餅、馬卡龍曲奇、芒果慕絲、咖啡忌廉泡芙及薄餅
等。

日本料理初級廚師基礎證書
教授各式日本料理製作的基本方法及技巧，
包括刺身及壽司、蟹子沙律、日式海鮮濃湯
、照燒雞中翼、蒜片牛肉粒、滑蛋雞柳飯、
牛肉火鍋及日式蛋包飯等。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教授學員製作數十款不同款式的咖啡，包括
Espresso、花式咖啡的調製(Cappuccino及Cafe 
Latte)、土耳其咖啡等。此外，還會教授半自動
咖啡機的操作，以及認識不同品種的咖啡豆及咖
啡文化。



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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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 課程名稱 上課時數 

飲食 包餅製作員 232小時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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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料理初級廚師 200小時 (19天全日及 12天半日) 

泰越菜式廚務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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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心製作員 216小時 (20天全日及 14天半日) 

金融 金融證券投資 272小時 (25天全日及 18天半日) 

地產 地產代理(地產代理資格考試) 200小時 (19天全日及 12天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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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服務 防治蟲鼠處理員 108小時 (10天全日及 7天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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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 物流管理 244小時 (23天全日及 15天半日) 

美甲 美甲師 120小時 (11天全日及 8天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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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助理人員 196小時 (18天全日及 13天半日) 

網絡工程技術員 208小時 (19天全日及 14天半日) 

物業/保安 物業設施管理 144小時 (13天全日及 10天半日) 

會所及康樂助理 160小時 (15天全日及 10天半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 128小時 (12天全日及 8天半日) 

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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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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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技能培訓(兼讀制)課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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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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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 $3,250 

常用英語詞彙 III 18 堂(45) $825 $2,750 

職業英語 (聽力及會話) I 24 堂(60) 
下午 7 時至 9 時 30 分 

(星期一及三) 
$975 $3,250 

職業英語 (閱讀及寫作) I 24 堂(60) 

職業英語 (商業電郵寫作) 8 堂(30) 
下午 6 時 45 分至 9 時 45 分 

(星期一及星期三) 
$525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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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能提升計劃」(兼讀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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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函件符合資格豁免於「不收取通函」標貼機制
如你不欲收取通函郵件，請在信箱貼上「不收取通函」標貼，標貼可於全線郵政局、各區民政事務處的民政諮詢中心、公共屋邨辦事
處和個別私人屋苑的管理處免費索取。請注意，「不收取通函」標貼機制並不涵蓋由政府及相關機構、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選
舉候選人和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合資格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所投寄的通函郵件。

所有兼讀制課程接受電話留位！
(留位熱線︰3719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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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 時至 12 時 30 分 

$525 $1,750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  7 堂(24) 

婚禮花飾與宴會佈置 I  7 堂(26) $675 $2,250 

婚禮花飾與宴會佈置 II  7 堂(24) $525 $1,750 

節令點心認識與製作 6 堂(24)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375 $1,250 

素菜的認識與製作 7 堂(21) 上午 9 時至上午 12 時 30 分 

咖啡拉花藝術 5 堂(16) 上午 9 時至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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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6 時 45 分至 9 時 45 分 

泳客服務技巧 4 堂(16)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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