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RB「人才發展計劃」課程 

新技能提升計劃 – 印刷業 
 

技能提升計劃課程已由僱員再培訓局(ERB)接手續辦，計劃名為「新技能提升計劃」，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亦成為 ERB 委任培訓機構，開辦「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 
 

2014 年 4 月份課程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一般資助

學費 

高額資助

學費 

 AT011ES 電腦繪圖(Illustrator CS) I 基礎證書 (兼讀制) 28/4 - 23/6/14 逢星期一 晚上 7:00 - 9:30 $1,250 $375 

 AT013ES 電腦小版製作(InDesign CS) II 證書 (兼讀制) 25/4 - 13/6/14 逢星期五 晚上 7:00 - 9:30 $1,750 $525 

 AT020ES 基礎電子書刊出版證書 (兼讀制) 24/4 - 5/6/14 逢星期四 晚上 7:00 - 10:00 $1,250 $375 

報名須知： 

1. 報讀資格：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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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香港永久居民及新來港定

居人士)；及 

II. 15 歲或以上，副學位程度或以下(包括高級文憑、文憑及證書)；及 

III. 具備該課程要求的入讀資格 (請參閱每個課程的入學資格)  

2. 學費分為三類： 

I. 「一般資助學費」: 報讀學員如每月收入為港幣$19,501 或以上，須繳付「一般資助學費」 

II. 「高額資助學費」: 報讀學員如每月收入為港幣$9,001 - $19,500，可申請繳交「高額資助學費」 

III. 「豁免繳費」: 報讀學員如每月收入為港幣$9,000 或以下或沒有收入，可申請「豁免繳費」 

3. 學員出席率不足： 

I. ERB 規定所有符合資格獲「豁免繳費」或繳付「高額資助學費」之學員，其出席率必須達 80%或以上。

若出席率不足 80%，ERB 會向學員追收部份課程學費 (金額相等於有關課程的「高額資助學費」)。 

4. 上課地點：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 將軍澳景嶺路 3 號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D 座地下 D004 室 

(港鐵調景嶺站 A2 出口對面，只須步行兩分鐘即可到達) 

查詢：歐小姐  電話：3928-2545  傳真：3928-2546 

有關以上課程詳情及其它課程，請瀏覽中心網址：www.aptec.hkprinters.org 

本中心上課編號: ATTK 



 

 
 

 
 

 

專為包裝盒設計師而設  

紙品包裝盒製作技巧課程 
課程編號： MD472 

課程對象： 包裝盒或平面設計師，具有 Adobe Illustrator 

           及 PhotoShop 使用經驗更佳 

日期：  10/4 至 22/5/2014 (逢星期四) *1/5 假期 

時間： 晚上 7:00 至 9:30（共 6 節、15 小時） 

上課地點： 卓越培訓發展中心 (印刷業) 

費用： HK$2,2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或 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1,980 
 

專為從事印刷人士而設 

數碼印刷色彩管理課程 
課程編號： MD453 

課程對象： 印刷車間指導／經理、車長、生產部門主管、

           品質控制部門經理、技術員等 

日期：  7/5 至 4/6/2014 (逢星期三)  

時間： 晚上 7:00 至 10:00（共 5 節、15 小時） 

上課地點：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費用： HK$2,7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或 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2,430 
 

專為印刷客戶服務及設計師而設 

印刷概論証書課程 
課程編號： MD466 

課程對象： 設計師、市場推廣員、營銷員、初入印刷行業

從業員和各行業需要與印刷公司接觸之人仕 

日期：  22/4 至 3/6/2014(逢星期二) *6/5 假期 

時間： 晚上 7:00 至 9:30（共 6 節、15 小時） 

上課地點：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及 

           卓越培訓發展中心 (印刷業) 

費用： HK$2,0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或 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1,800 
 

專為營業員及客戶服務員而設 

印刷估價實務工作坊 
課程編號： PM84 

課程對象： 印刷營業部、客戶服務部、估價部和採購部的

從業員，以及對印刷估價有興趣之人士 

日期：  26/4 至 31/5/2014 (逢星期六)   

時間： 下午 2:30 至 5:00（共 6 節、15 小時） 

上課地點：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費用： HK$1,5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或 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1,350       

專為生產管理人員而設 

ISO 12647:2013 版本概論課程 
課程編號： MD469 

課程對象： 生產管理人員、品質控制員、技術員等 

日期：  28/4/2014 (星期一) 

時間： 下午 2:30 至 5:30（共 1 節、3 小時） 

上課地點：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費用： HK$6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540 

由香港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撥款資助 

實踐色彩管理工作坊系列 
工作坊 1：量度及評估印刷品色彩工作坊 

對象：印刷買家（凡需要使用印刷服務的各行各業之人士）

工作坊 2：設計師及攝影師的色彩管理工作坊 

對象：從事平面設計及數碼攝影之人士 

工作坊 3：印刷色彩管理工作坊 
對象：印刷從業員 
時間：晚上 7:00 至 10:00（共 4 節、12 小時/ 工作坊） 
上課地點：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費用：HK$100 / 工作坊 (原費：HK$2,200) 

查詢：岑小姐  電話：(852) 3928-2549   

傳真：(852) 3928-2546 

有關課程詳情、報名表下載及其他專題課程，請瀏覽中心網址：www.aptec.hkprinters.org 
 

印前及印刷專題課程系列 
適合印刷及印前從業員、印刷買家、市場推廣員及設計師
(2014 年 4 月至 5 月份課程系列)

確認開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