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1頁 

機構名稱: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518 0978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港島南 

1 新來港人士基礎英語 16 日間 新來港人士 

2 基礎電腦應用班 20 日間 有興趣人士 

3 基礎職業普通話 16 日間 有興趣人士 

4 日常英語班 24 日間 有興趣人士 

5 日常普通話班 24 日間 有興趣人士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2頁 

機構名稱: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社會服務 

電話號碼: 2409 7711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葵青 

1 長者平板電腦進階應用班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2 長者基礎中文識字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3 長者普通話基礎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4 長者平板電腦社交網絡服務應用班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地區 :  西貢 

1 長者普通話基礎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地區 :  深水埗 

1 長者英文基本識字初班一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2 長者英文基本識字初班二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3 長者基礎中文識字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4 長者普通話基礎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地區 :  荃灣 

1 長者英文基本識字初班一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2 長者英文基本識字初班二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3 長者基礎中文識字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4 長者普通話基礎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3頁 

機構名稱: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715 9683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西貢 

1 書法識字班 12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2 「衣食住行」生活英語 12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3 Sing聲雙識 (英文生字班) 電影音樂篇 24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4 智能電話應用班 - 社交篇 (A) 14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5 長者智能電話應用班 - 基礎篇 (B) 14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地區 :  深水埗 

1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 18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地區 :  沙田 

1 長者電腦基礎班 16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2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 18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3 長者平板電腦基礎班 (B) 16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4 長者智能電話應用班 - 基礎篇 (A) 16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5 長者智能電話應用班 - 健康篇 16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6 長者智能電話應用班 - 社交篇 (B) 16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地區 :  黃大仙 

1 長者平板電腦基礎班 (A) 16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2 長者智能電話應用班 - 基礎篇 (A) 16 日間 退休或非在職人士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4頁 

機構名稱: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928 4008 / 2929 400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油尖旺 

1 長者英文基礎班 12 日間 長者 

2 長者醒腦智能手機班 12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5頁 

機構名稱: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787 5212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港島東 

1 基礎識字班 (一) 18 日間 長者 

2 基礎識字班 (四) 18 日間 長者 

3 基礎識字班 (五) 18 日間 長者 

4 婦女基礎普通話班 (一) 18 日間 婦女 

5 婦女基礎普通話班 (二) 18 日間 婦女 

6 婦女基礎普通話班 (三) 18 日間 婦女 

地區 :  觀塘 

1 英語進階班 (一) 18 日間 長者 

2 日常英語基礎班 (二) 18 日間 長者 

3 日常英語基礎班 (三) 18 日間 長者 

4 基礎識字班 (一) 18 日間 長者 

5 基礎識字班 (三) 18 日間 長者 

6 基礎識字班 (六) 18 日間 長者 

7 基本普通話班 (一) 18 日間 長者 

8 基本普通話班 (五) 18 日間 長者 

9 基本普通話班 (六) 18 日間 長者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6頁 

地區 :  葵青 

1 智慧電話傳智慧進階班 (長者課程) 18 日間 長者 

2 智慧電話傳智慧 (長者課程) 12 日間 長者 

3 基本普通話班 (四) 18 日間 長者 

4 基本普通話班 (六) 18 日間 長者 

5 識字遊世界 18 日間 長者 

地區 :  港島南 

1 基礎識字班 (一) 18 日間 長者 

2 基礎識字班 (二) 18 日間 長者 

3 基礎識字班 (三) 18 日間 長者 

4 基本普通話班 (四) 18 日間 長者 

5 基本普通話班 (五) 18 日間 長者 

6 基本普通話班 (六) 18 日間 長者 

地區 :  西貢 

1 基礎識字班 (一) 18 日間 長者 

2 基礎識字班 (三) 18 日間 長者 

3 基礎識字班 (六) 18 日間 長者 

4 基本普通話班 (一) 18 日間 長者 

5 基本普通話班 (五) 18 日間 長者 

6 基本普通話班 (六) 18 日間 長者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7頁 

地區 :  荃灣 

1 英語進階班 (一) 18 日間 長者 

2 智慧電話傳智慧進階班 (長者課程) 18 日間 長者 

3 普通話進階班 (一) 18 日間 長者 

4 日常英語基礎班 (二) 18 日間 長者 

5 日常英語基礎班 (三) 18 日間 長者 

6 智慧電話傳智慧 (長者課程) 12 日間 長者 

7 基本普通話班 (六) 18 日間 長者 

8 基本普通話班 (七) 18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8頁 

機構名稱: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電話號碼: 2357 9963 / 2727 123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觀塘 

1 長者中文進階班（A） 20 日間 長者 

2 長者中文進階班(B) 20 日間 長者 

3 均衡飲食有營人 16 日間 長者 

4 日常英文基本課程 20 日間 長者 

5 基礎手機應用程式運用 12 日間 長者 

6 長者普通話基礎班（A） 15 日間 長者 

7 長者普通話基礎班（B） 15 日間 長者 

8 手機即時通訊基本操作 12 日間 長者 

9 手機剪片速成班 12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9頁 

機構名稱:  香港基督教協基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463 2381 / 2608 291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屯門 

1 兒童心理學課程 12 日間 有興趣人士 

2 親子遊戲輔導基礎課程 12 日間 有興趣人士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10頁 

機構名稱: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莊重文敬老中心 

電話號碼: 2566 1448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灣仔 

1 長者中文班 (一) 18 日間 長者 

2 長者中文班 (二) 18 日間 長者 

3 長者中文班 (三) 18 日間 長者 

4 長者電腦班 18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5 長者英文班 (一) 18 日間 長者 

6 長者英文班 (二) 18 日間 長者 

7 長者英文班 (三) 18 日間 長者 

8 長者普通話班 (一) 18 日間 長者 

9 長者普通話班 (二) 18 日間 長者 

10 長者普通話班 (三) 18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11頁 

機構名稱:  中國舞蹈藝術團 

電話號碼: 2148 1488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九龍

城 

1 少數族裔趣味中文 

修業時數 時間 

24 日間 

對象 

少數族裔 

地區 :  油尖旺 

1 少數族裔趣味中文 24 日間 少數族裔 

2 生活趣味普通話 24 日間 社區人士 

3 生活趣味普通話 24 晚間 社區人士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12頁 

機構名稱: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電話號碼: 2710 8313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葵青 

1 中度智障人士預防侵犯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15 晚間 

對象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2 中度智障人士預防侵犯課程 15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3 輕中度智障成人中文基礎識字班 15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4 輕中度智障成人中文基礎識字班 15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5 輕中度智障成人基本電腦課程 15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6 輕中度智障成人基本電腦課程 15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7 輕中度智障人士基礎英語會話課程 15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8 輕中度智障人士基礎英語會話課程 15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9 輕中度智障成人數字基礎運算班 15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10 輕中度智障成人數字基礎運算班 15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11 輕中度智障人士基礎普通話課程 18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12 輕中度智障人士基礎普通話課程 18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13 輕中度智障人士職安健課程 15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14 輕中度智障人士職安健課程 15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15 手機生活易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6 輕中度智障人士社交技巧訓練課程 15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17 輕中度智障人士社交技巧訓練課程 15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地區 :  屯門 

1 長者實用普通話課程 18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13頁 

機構名稱:  機電聯社會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3956 2310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灣仔 

1 長者普通話入門班 

修業時數 時間 

18 日間 

對象 

工人/低學歷/有興趣人士 

地區 :  油尖旺 

1 成人普通話進階班 18 日間 工人/低學歷/有興趣人士 

2 長者普通話進階班 18 日間 工人/低學歷/有興趣人士 

3 成人基礎英語課程 18 日間 工人/低學歷/有興趣人士 

4 長者基礎英語課程 18 日間 工人/低學歷/有興趣人士 

5 長者基礎互聯網基本認識、私穩及檔案防盜 15 

應用課程 

6 孩子管教技巧班 12 

日間 工人/低學歷/有興趣人士

日間 婦女 

7 英語面試及求職技巧課程 16 日間 在職或待業人士 

8 成人普通話入門班 18 日間 工人/低學歷/有興趣人士 

9 長者普通話入門班 18 日間 工人/低學歷/有興趣人士 

10 長者智能電話基礎課程 18 日間 長者/工人/有興趣人士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14頁 

機構名稱:  香港童軍總會 - 童軍知友社 

電話號碼: 2957 6499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油尖

旺 

1 Microsoft Outlook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24 日間 

對象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人士 

2 長者電腦進階課程 

3 Google雲端應用進階課程 

4 試算表進階課程 

5 演示軟件進階課程 

6 文書處理進階課程 

7 進階普通話 

8 長者手機進階課程 

9 CANVA線上設計課程 

24 日間 

24 日間 

24 日間 

24 日間 

24 日間 

24 日間 

15 日間 

24 日間 

已完成電腦入門課程或對電腦有
基礎認識的五十五歲或以上長者 

已完成Google雲端應用課程或
對Google 雲端應用有基本認識 

已完成試算表課程或對試算表有
基本認識的人士 

已完成演示軟件課程或對演示軟
件有基本認識的人士 

已完成文書處理課程或對文書處
理有基本認識之人士 

已完成基礎普通話班或對普通話
有基本認識之人士 

已完成長者手機入門課程或對手
機有一定認識的55歲或以上長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人士 

10 倉頡輸入法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人士 

11 長者電腦入門課程 24 日間 長者 

12 基礎普通話 24 日間 工廠工人/文職人員 

13 長者手機入門課程 15 日間 長者 

14 Google雲端應用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人士 

15 互聯網應用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人士 

16 網絡社交媒體應用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之人士 

17 微軟雲端服務應用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人士 

18 影片製作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人士 

19 試算表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基礎認識 

20 演示軟件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人士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15頁 

21 文書處理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之人士 

22 個人電腦與數碼工具同步應用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人士 

23 Photoshop影像處理初階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人士 

24 長者電腦深造課程 24 日間 已完成電腦入門課程或對電腦有
基礎認識的五十五歲或以上長者 

25 深造普通話 24 日間 已完成進階普通話班或對普通話
有基本認識之人士 

26 Snapseed俢圖軟件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人士 

27 VYOND 動畫短片製作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之人士 

28 WordPress 網誌網站課程 15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之人士 

29 ZOOM通訊應用課程 24 日間 對電腦有一定認識人士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16頁 

機構名稱:  循理會德田耆樂會所 

電話號碼: 2717 8000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觀塘 

1 長者中文基本識字班 (1) 16.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2 長者中文基本識字班 (2)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3 長者中文基本識字班 (3) 16.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17頁 

機構名稱:  蓬瀛仙館祥龍圍綜合服務中心 

電話號碼: 2929 0222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北區 

1 初級旅遊日語課程 16 日間 有興趣人士 

2 新來港人士適應課程-香港教育制度及育兒技 12 日間 新來港人士 

巧 

3 長者退休生活適應課程-中醫健康生活與我 16 日間 長者 

4 中文識字班 16 日間 長者 

5 長者學普通話班 16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18頁 

機構名稱:  匡智會 - 匡智成人教育服務 

電話號碼: 2676 0824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港島

東 

1 智障人士預防侵犯班 

修業時數 時間 

20 日間 

對象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智障人士危機應變訓練初階班 20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智障人士獨立生活技能進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4 智障人士生命教育班 20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5 智障人士職場錦囊 1: 職前準備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地區 :  九龍城 

1 智障人士情緒管理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智障人士健康教育初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智障人士獨立生活技能進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4 智障人士儀容與社交訓練初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5 智障人士人際溝通技巧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6 智障人士職場錦囊 1: 職前準備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地區 :  葵青 

1 智障人士預防侵犯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智障人士危機應變訓練初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智障人士職場錦囊 1: 職前準備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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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北區 

1 智障人士金錢管理基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智障人士危機應變訓練初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智障人士危機應變訓練進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4 智障人士健康教育初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5 智障人士儀容與社交訓練進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6 智障人士性教育進階班: 戀愛與婚姻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7 智障人士人際溝通技巧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8 智障人士職場錦囊 1: 職前準備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地區 

1 

:  西貢 

智障人士自信心提升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地區 

1 

:  深水埗 

智障人士生命教育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智障人士人際溝通技巧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地區 

1 

:  沙田 

智障人士健康教育初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智障人士健康教育進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智障人士獨立生活技能進階班 20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4 智障人士儀容與社交訓練初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5 智障人士人際溝通技巧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20頁 

地區 :  屯門 

1 智障人士預防侵犯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智障人士金錢管理基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智障人士危機應變訓練初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4 智障人士生命教育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5 智障人士生活英文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6 智障人士儀容與社交訓練初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7 智障人士性教育初探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8 智障人士性教育進階班: 戀愛與婚姻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9 智障人士人際溝通技巧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地區 

1 

:  大埔 

智障人士預防侵犯班 20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智障人士預防侵犯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智障人士危機應變訓練進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4 智障人士情緒管理班 20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5 智障人士情緒管理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6 智障人士健康教育初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7 智障人士儀容與社交訓練初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8 智障人士人際溝通技巧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地區 

1 

:  荃灣 

智障人士預防侵犯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智障人士金錢管理基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智障人士性教育初探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4 智障人士性教育進階班: 戀愛與婚姻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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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灣仔 

1 智障人士危機應變訓練初階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智障人士情緒管理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智障人士生命教育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4 智障人士人際溝通技巧班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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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電話號碼: 2337 2736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觀塘 

1 視障人士基礎英語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12 晚間 

對象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保健穴位按摩認知基礎課程 12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視障人士智能電話 - 工作及學習輔助功能應 12 

用課程 

4 視障人士基礎電腦應用課程 12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5 視障人士品味咖啡課程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6 視障人士智能電話及流動應用程式應用課程 12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23頁 

機構名稱: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3165 1600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黃大仙 

1 婦女情緒管理 15 日間 婦女 

2 九型性格與人際溝通技巧 15 日間 15歲至54歲人士 

3 長者資訊科技應用 20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4 個人成長及溝通技巧 24 日間 15歲至54歲人士 

5 長者智能手機應用 20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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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386 6256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北區 

1 婦女法律入門 12.5 日間 婦女 

地區 :  港島南 

1 做個出眾的女性教育課程 12 日間 婦女 

地區 :  深水埗 

1 婦女法律入門 12.5 晚間 婦女 

2 女性社會參與及社交能力培訓課程 12 晚間 婦女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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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電話號碼: 2419 0680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港島東 

1 長者中文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2 長者趣味英文班(一)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3 長者趣味英文班(二)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4 長者趣味英文班(三)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5 長者趣味英文班(四)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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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沙田 

1 長者普通話班 I 16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2 長者普通話班 II 16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3 長者普通話班 III 16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4 長者普通話班 IV 16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5 長者中文班 (甲)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6 長者中文班 (乙)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7 長者中文班 (丙)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8 長者中文班 (丁)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9 長者中文班 (戊)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10 長者中文班 (己)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11 長者中文寫字班 (甲)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12 長者中文寫字班 (乙)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13 長者中文寫字班 (丙)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14 長者中文寫字班 (丁)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15 長者中文寫字班 (己)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16 長者中文寫字班 (戊)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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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黃大仙 

1 基礎普通話班 (I)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2 基礎普通話班 (II)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3 易學英文班(I)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4 易學英文班(II)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5 易學英文班(III)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6 趣味識字班 (I)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7 趣味識字班 (II)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8 趣味識字班 (III)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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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復康會 

電話號碼: 2534 3588 / 2534 339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觀塘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設) 

而設) 

人士而設) 

設) 

士而設) 

設) 

設) 

障人士而設) 

而設) 

士而設) 

而 設 ) 

士而設) 

殘或器官殘障人士而設) 

1 MS Excel進階(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而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Photoshop 進階(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優質顧客服務及技巧(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 1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4 Animate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而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5 流動應用程式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 18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6 Google 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而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7 Illustrator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而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8 網上會議平台應用入門 (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 18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9 Photoshop 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10 Premiere Pro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11 WordPress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12 日常手機應用入門 (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 18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13 社交媒體平台生活及工作應用入門 (為肢體傷 18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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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屯門 

設) 

而設) 

設) 

士而設) 

設) 

設) 

而設) 

士而設) 

- 此機構尾 -

1 MS Excel進階(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而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Photoshop 進階(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Animate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而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4 流動應用程式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 18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5 Google 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而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6 Illustrator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而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7 Photoshop 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士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8 Premiere Pro入門(為肢體傷殘或器官殘障人 24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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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旺角持續教育中心) 

電話號碼: 3476 1300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深水埗 

1 基本日常英語會話 20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2 基本英語國際音標班 20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3 成人中文識字班 20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4 新來港人士英文識字班 24 晚間 新來港人士 

5 基本英語拼音班 20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6 成人基本教育班 - 英文(小六)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7 從零開始學中文 20 晚間 不諳中文之人士 

地區 :  黃大仙 

1 成人中文識字班 20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2 新來港人士英文識字班 24 晚間 新來港人士 

3 基本英語拼音班 20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4 從零開始學中文 20 晚間 不諳中文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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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油尖旺 

1 成人基本教育班 - 中文(小一)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2 成人基本教育班 - 中文(小二)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3 成人基本教育班 - 中文(小三)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4 成人基本教育班 - 中文(小四)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5 成人基本教育班 - 中文(小六)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6 成人基本教育班 - 中文(中二)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7 成人基本教育班 - 英文(小一)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8 成人基本教育班 - 英文(小二)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9 成人基本教育班 - 英文(小三)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10 成人基本教育班 - 英文(小四)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11 成人基本教育班 - 英文(小五)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12 成人基本教育班 - 英文(中一)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13 成人基本教育班 - 英文(中二)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14 成人基本教育班 - 英文(中三) 38 晚間 低學歷全職/兼職人士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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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長青松柏中心) 

電話號碼: 2433 1666 / 3476 130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葵青 

1 長者英文生字班 12 日間 長者 

2 長者基礎識字班 12 日間 長者 

3 長者手機基礎入門 12 日間 長者 

4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 12 日間 長者 

5 長者平板電腦應用入門 16 日間 長者 

6 長者進階識字班 12 日間 長者 

7 長者英文會話基礎班 12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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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電話號碼: 2676 2525 / 3476 130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北區 

1 長者實用英語會話班 12 日間 低學歷人士 

2 長者英文生字班 12 日間 低學歷人士 

3 長者基礎普通話 12 日間 低學歷人士 

4 長者基礎中文班 12 日間 低學歷人士 

5 長者基礎中文進階班 12 日間 低學歷人士 

6 長者普通話會話班 12 日間 低學歷人士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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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電話號碼: 2778 8131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深水

埗 

1 智障人士智能電話/平板電腦應用班 

修業時數 時間 

16 晚間 

對象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2 智障人士基礎英文課程 16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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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35頁 

機構名稱:  僑港潮州普慶念佛社瀝源邨老人中心 

電話號碼: 2695 4181 / 2695 417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沙田 

1 生活易中文班(一) 24 日間 長者 

2 生活易中文班(二) 24 日間 長者 

3 生活易中文班(三) 24 日間 長者 

4 長者中文識字班(一) 24 日間 長者 

5 長者中文識字班(二) 24 日間 長者 

6 長者中文識字班(三) 24 日間 長者 

7 長者英文識字班(一) 24 日間 長者 

8 長者英文識字班(二) 24 日間 長者 

9 長者英文識字班(三) 24 日間 長者 

10 認識基本法(一) 24 日間 長者 

11 認識基本法(二) 24 日間 長者 

12 認識基本法(三) 24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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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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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工聯康齡服務社 

電話號碼: 2329 8906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九龍城 

1 長者智能手機進階課程 15 日間 長者 

2 長者英文識字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3 長者智能手機基礎課程 15 日間 長者 

4 日常實用普通話 15 日間 長者 

5 如何使用智能手機電子支付平台 15 日間 長者 

6 網上視像會議軟件學習 15 日間 長者 

7 退休適應課程-如何有效與人溝通 12 日間 長者 

地區 :  觀塘 

1 長者智能手機進階課程 15 日間 長者 

2 長者英文識字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3 長者基礎中文識字班 15 日間 長者 

4 長者智能手機基礎課程 15 日間 長者 

5 網上視像會議軟件學習 15 日間 長者 

6 退休適應課程-如何有效與人溝通 12 日間 長者 

地區 :  港島南 

1 長者基礎中文識字班 15 日間 長者 

地區 :  沙田 

1 長者智能手機進階課程 15 日間 長者 

2 長者智能手機基礎課程 15 日間 長者 

地區 :  荃灣 

1 長者智能手機進階課程 15 日間 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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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黃大仙 

1 日常實用普通話進階 15 日間 長者 

2 網上視像會議軟件學習 15 日間 長者 

3 長者唱遊學普通話 15 日間 長者 

地區 :  油尖旺 

1 日常實用普通話進階 15 日間 長者 

2 長者智能手機進階課程 15 日間 長者 

3 長者智能手機基礎課程 15 日間 長者 

4 日常實用普通話 15 日間 長者 

5 長者唱遊學英語 15 日間 長者 

6 長者唱遊學普通話 15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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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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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電話號碼: 2265 3895 / 2926 122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九龍城 

1 全面基礎英語班 16 晚間 青少年 

2 日劇學日語 12 晚間 有興趣人士 

3 旅遊日語入門 12 晚間 有興趣人士 

4 韓流韓語入門 12 晚間 有興趣人士 

5 旅遊韓語入門 12 晚間 有興趣人士 

地區 :  觀塘 

1 餐飲業基礎溝通英語 12 晚間 需要進修基礎英語的人士 

2 零售業基礎溝通英語 12 晚間 需要進修基礎英語的人士 

3 少數族裔基礎中文口語班 12 晚間 少數族裔 

地區 :  深水埗 

1 少數族裔基礎中文口語班 12 晚間 少數族裔 

地區 :  沙田 

1 Excel商業應用進階 12 晚間 有興趣人士 

2 零售業基礎溝通英語 12 晚間 需要進修基礎英語的人士 

3 全面基礎英語班 16 晚間 青少年 

4 日劇學日語 12 晚間 有興趣人士 

5 旅遊日語入門 12 晚間 有興趣人士 

6 韓流韓語入門 12 晚間 有興趣人士 

7 旅遊韓語入門 12 晚間 有興趣人士 

8 Excel商業應用入門 12 晚間 有興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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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元朗 

1 少數族裔基礎中文口語班 12 晚間 少數族裔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40頁 

機構名稱:  香港互勵會曹舒菊英老人中心 

電話號碼: 2755 4846 / 2318 120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黃大仙 

1 長者普通話進階應用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2 長者學寫中文字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3 基礎資訊運用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4 長者英語入門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5 長者普通話基礎應用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6 長者識字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7 Microsoft Office 電腦應用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8 英文會話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9 長者身心健康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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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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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新移民服務協會 

電話號碼: 2406 0070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深水

埗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1 新來港成人小學英語班 (初級)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2 新來港成人小學英語班 (第二級)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3 新來港成人小學英語班 (第三級)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4 新來港成人小學英語班 (第四級)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5 新來港成人小學英語班 (第五級)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6 新來港成人小學英語班 (第六級)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7 新來港成人小學英語班 (第七級)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8 新來港成人小學英語班 (第八級)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9 廣東話速成班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10 長者Android智能手機應用 (基礎班) 16 日間 長者 

11 情緒管理 16 日間 新來港人士 

12 新來港英文會話訓練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13 九型人格父母與子女溝通 1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14 長者人際溝通技巧 16 日間 新來港人士 

15 婦女人際溝通技巧 16 日間 新來港人士 

16 處理衝突 16 日間 新來港人士 

17 親子溝通技巧班 16 日間 新來港人士 

18 新來港英語拼音班(初階)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19 新來港英語拼音班(第二級)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20 新來港英語拼音班(第三級) 20 日間 新來港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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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家庭與婚姻關係 16 日間 新來港人士 

22 自我認識及有效人際溝通關係 16 日間 新來港人士 

23 婦女情緒管理 16 日間 新來港人士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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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互勵會鄭裕彤敬老中心 

電話號碼: 2330 9682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九龍城 

1 長者普通話進階應用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2 長者英語入門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3 資訊基礎運用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4 長者普通話基礎應用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5 基礎平板電腦運用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6 長者識字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7 長者普通話入門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8 英文會話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9 長者智能手機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10 電腦應用打字班 24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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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電話號碼: 2717 7491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觀塘 

1 長者普通話初級班 18 日間 長者 

2 長者中文基礎班 18 日間 長者 

3 長者電腦基礎班 18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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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勞資關係協進會 

電話號碼: 2729 4296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深水埗 

1 基礎智能手機班 16 晚間 有興趣人士 

2 長者基礎智能手機班 16 日間 有興趣人士 

3 基礎上網 16 日間 有興趣人士 

4 長者退休適應課程 12 日間 有興趣人士 

5 新來港人士適應班 12 日間 新來港人士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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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號碼: 2322 1293 / 2336 555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黃大仙 

1 長者基礎中文班 15 日間 長者 

2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 18 日間 長者 

3 手機應用程式班 18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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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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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九龍城基督徒會 

電話號碼: 2382 1202 / 2716 370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九龍

城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課程 

1 成人電腦進階班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2 中文倉頡輸入法初班 24 日間 有興趣人士 

3 成人電腦入門班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4 新來港人士日常廣東話班 15 日間 新來港人士 

5 成人日常英語會話初班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6 成人英文文法初班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7 成人英語拼音初班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8 成人日文初班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9 成人普通話初班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10 成人英文基礎課程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11 成人英文進階課程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12 成人日常英語會話進階班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13 成人英文文法進階班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14 成人英語拼音進階班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15 成人普通話進階班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16 初級手語課程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17 iPhone 智能手機操作進階班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18 iPhone 智能手機操作入門 18 日間 有興趣人士 

19 親子溝通及子女管教技巧(小學階段) 20 日間 有興趣人士 

20 親子溝通及子女管教技巧 (小學階段) - 延伸 20 日間 有興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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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長者智能手機操作進階班 (Android) 18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22 長者智能手機操作入門 (Android) 18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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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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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九龍婦女聯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3617 9059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深水埗 

1 基礎電腦班 16 日間 婦女 

2 日常英語課程 16 日間 婦女 

3 資訊科技應用課程 16 日間 婦女 

4 少數族裔適應課 16 日間 少數族裔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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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光愛中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427 1003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葵青 

1 長者智能手機入門班 12 日間 退休人士 

2 長者退休生活規劃課程 16 日間 退休人士 

3 長者英文初階班 12 日間 退休人士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第51頁 

機構名稱:  樂智協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428 6261 / 2341 183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觀塘 

1 智障人士基礎英文會話課程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2 智障人士獨立生活技能課程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地區 :  葵青 

1 智障人士基礎英文會話課程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2 智障人士獨立生活技能課程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地區 :  北區 

1 智障人士獨立生活技能課程 20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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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循道教會助學基金 

電話號碼: 2351 7393 / 2251 088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黃大

仙 

1 殘疾人士電腦操作及基本手機應用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16 晚間 

對象 

殘疾人士(身體弱能) 

2 殘疾人士普通話會話課程 20 晚間 殘疾人士(身體弱能)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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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旺角街坊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395 3107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油尖

旺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1 長者Android手機App進階課程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2 長者Android手機App應用入門課程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3 婦女中文倉頡輸入法班 22 日間 婦女 

4 婦女電腦文書處理基礎入門班 22 日間 婦女 

5 長者韓語入門課程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6 長者身心健康及社交技巧課程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7 長者電腦社交媒體應用入門課程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8 長者Google應用電腦入門課程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9 歌唱學普通話課程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10 婦女簡易影片製作入門班 12 日間 婦女 

11 婦女中文簡報應用入門班 18 日間 婦女 

12 長者實用普通話拼音課程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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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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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611 9508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葵青 

1 基礎英語拼音班 20 晚間 有興趣人士 

2 旅遊英語會話班 20 晚間 有興趣人士 

3 普通話拼音入門班 20 晚間 有興趣人士 

地區 :  荃灣 

1 進階英語拼音 20 晚間 有興趣人士 

2 進階日語 24 晚間 有興趣人士 

3 進階普通話 24 晚間 有興趣人士 

4 長者「有腦」 20 日間 有興趣人士 

5 基礎英語拼音班 20 晚間 有興趣人士 

6 基礎日語 24 晚間 有興趣人士 

7 基礎韓語 24 晚間 有興趣人士 

8 基本普通話 24 晚間 有興趣人士 

9 基本手語 20 晚間 有興趣人士 

10 長者智能手機 16 日間 有興趣人士 

11 旅遊英語會話班 20 晚間 有興趣人士 

12 旅遊日語 20 晚間 有興趣人士 

13 旅遊韓語 20 晚間 有興趣人士 

14 旅遊普通話 20 晚間 有興趣人士 

15 普通話日常會話 20 晚間 有興趣人士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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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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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晨曦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714 2434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西貢 

1 基礎英語會話課程 24 日間 戒毒康復者 

2 基礎普通話會話課程 24 日間 戒毒康復者 

3 少數族裔適應課程 24 日間 少數族裔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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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聖雅各福群會 

電話號碼: 2835 4337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中西區 

1 基礎普通話會話 12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2 公民教育知多點 12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3 生活英語會話 12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4 認識情緒及情緒管理 12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5 個人衛生自理 12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地區 :  港島東 

1 基礎普通話會話 12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2 公民教育知多點 12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3 個人衛生自理 12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地區 :  港島南 

1 中文書寫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2 環境保護概念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3 認識情緒及情緒管理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4 基本數學概念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5 社交技巧訓練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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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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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灣仔 

1 智障人士預防侵犯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2 工作場所溝通技巧訓練班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3 危機應變與社區安全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4 金錢運用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5 預防家居陷阱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6 認識情緒及情緒管理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7 唱歌學英文生字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8 基本數學概念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9 社交技巧訓練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 此機構尾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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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嗇色園 

電話號碼: 2321 2014 / 2327 814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九龍城 

1 長者識字班 18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2 長者智能手提電話基礎班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3 長者普通話班 18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4 長者英文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地區 :  大埔 

1 長者識字班 18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2 長者普通話班 18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地區 :  黃大仙 

1 長者識字班 18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2 長者智能手提電話基礎班 12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3 長者普通話班 18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4 長者英文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長者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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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戒毒會 

電話號碼: 2527 7726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離島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1 成人基本電腦課程 12 日間 戒毒康復人士 

地區 :  北區 

1 基礎英語會話課程 12 日間 女性戒毒康復者 

2 基礎韓語班 12 日間 女性戒毒康復者 

地區 :  沙田 

1 英文基本課程 15 日間 女性戒毒康復者 

2 普通話基本課程 15 日間 女性戒毒康復者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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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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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南葵涌社會服務處 

電話號碼: 2743 0900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葵青 

1 成人英語班(進階) 22 日間 成人 

2 成人進階普通話班 24 日間 成人 

3 成人基礎英語班(小一程度) 18 日間 成人 

4 成人基礎普通話班 24 日間 成人 

5 成人平板電腦及智能電話應用班 (基礎) 18 日間 成人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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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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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沙田居民協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633 5077 / 2691 803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沙田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1 成人英語班初階 16 日間 有興趣人士 

2 成人英語班中階 16 日間 有興趣人士 

3 成人英語班進階 16 日間 有興趣人士 

4 長者手機應用班 (I) 12 日間 長者 

5 長者手機應用班 (II) 12 日間 長者 

6 長者手機應用班 (III) 12 日間 長者 

7 成人普通話 (一) 16 日間 有興趣人士 

8 成人普通話 (二) 16 日間 有興趣人士 

9 成人普通話 (三) 16 日間 有興趣人士 

10 長者輕鬆學普通話 (一) 16 日間 婦女 

11 長者輕鬆學普通話 (二) 16 日間 婦女 

12 長者輕鬆學普通話 (三) 16 日間 婦女 

13 長者英語班初階 16 日間 婦女 

14 長者英語班中階 16 日間 婦女 

15 婦女英語班初階 16 日間 婦女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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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沙田浸信會 

電話號碼: 5307 8809 / 2632 898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沙田 

1 新來港人士英文基礎班 15 日間 新來港人士 

2 長者智能手機應用課程 12 日間 長者 

地區 :  油尖旺 

1 少數族裔人士日常廣東話及趣味中文班 12 日間 少數族裔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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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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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東華三院 

電話號碼: 2859 7636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九龍城 

1 長者基礎中文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2 長者普通話班 15 日間 55歲或以上人士 

地區 :  港島南 

1 長者英語社交會話班 12 日間 長者 

2 長者普通話會話班 12 日間 長者 

3 基礎中文識字班 12 日間 認知缺損 / 情緒困擾人士 / 精神
病康復者 

4 基礎英文識字班 12 日間 認知缺損 / 情緒困擾人士 / 精神
病康復者 

5 基礎中文毛筆書法識字班 12 日間 認知缺損 / 情緒困擾人士 / 精神
病康復者 

6 長者中文成語故事班 12 日間 長者 

7 長者數學常識班 12 日間 長者 

8 基本平板電腦及智能電話應用班 16 日間 情緒困擾人士 / 精神病康復者 

9 基本平板電腦班 12 日間 認知缺損 / 情緒困擾人士 / 精神
病康復者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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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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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天水圍婦聯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254 7109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元朗 

1 成人遙距學習應用程式課程 12 日間 40歲或以上人士 

2 成人英語課程 (購物) 12 日間 40歲或以上人士 

3 成人英語課程 (旅遊) 12 日間 40歲或以上人士 

4 成人手機攝影剪接課程 12 日間 40歲或以上人士 

5 長者實用手機apps課程 12 日間 長者 

6 成人普通話課程 (旅遊) 12 日間 40歲或以上人士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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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課程 (機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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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勞聯智康協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784 5300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九龍城 

1 長者智能電話初階課程 12 日間 長者 

2 長者智能電話進階課程 12 日間 長者 

地區 :  觀塘 

1 長者基礎普通話入門班 18 日間 長者 

2 長者智能電話初階課程 12 日間 長者 

3 長者智能電話進階課程 12 日間 長者 

地區 :  葵青 

1 長者基礎普通話入門班 18 日間 長者 

2 長者智能電話初階課程 12 日間 長者 

3 長者智能電話進階課程 12 日間 長者 

地區 :  深水埗 

1 長者英語初階課程 18 日間 長者 

2 長者基礎普通話入門班 18 日間 長者 

3 長者智能電話初階課程 12 日間 長者 

4 長者智能電話進階課程 12 日間 長者 

5 長者智能電話社交軟件應用課程 12 日間 長者 

地區 :  屯門 

1 長者英語初階課程 18 日間 長者 

2 長者基礎普通話入門班 18 日間 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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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大埔 

1 長者健康飲食知識 12 日間 長者 

2 長者基礎普通話入門班 18 日間 長者 

3 長者智能電話初階課程 12 日間 長者 

4 長者智能電話進階課程 12 日間 長者 

地區 :  油尖旺 

1 長者互聯網基本認識、私隱保障及檔案防盜 15 日間 長者 
應用課程 

2 長者智能電話社交軟件應用課程 12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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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智天使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805 8844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深水

埗 

1 「幫緊你幫緊你」智障人士社區資源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16 晚間 

對象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2 「識法有辦法」智障人士基本法律常識課程 16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3 「舌尖上的健康」智障人士飲食營養課程 16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4 Google Apps 智障人士應用課程 16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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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電話號碼: 3643 0283 / 2416 838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中西

區 

1 智障人士手語進階班 

修業時數 時間 

24 晚間 

對象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2 智障人士基礎藝術班 24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3 智障人士手語初階班 24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4 智障人士社交技巧訓練班 24 晚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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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仁愛堂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882 9936 / 2655 774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沙田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1 長者中文基礎識字班 12 日間 長者 

地區 :  屯門 

1 長者Android 手機 / 平板電腦操作班 12 日間 長者 

2 長者基礎中文班 15 日間 長者 

3 長者英文基本識字班 15 日間 長者 

4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 15 日間 長者 

地區 :  灣仔 

1 長者Android 手機 / 平板電腦操作班 12 日間 長者 

2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 15 日間 長者 

地區 :  元朗 

1 長者基礎普通話班 15 日間 長者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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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循道衞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電話號碼: 2251 0883 / 2251 089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九龍城 

1 普通話會話延續班 (B) 20 日間 長者 

2 長者中國語文及文學課程 20 日間 長者 

3 普通話會話入門班 (B) 20 日間 長者 

4 智能手機基礎班 20 日間 長者 

地區 :  黃大仙 

1 中國詩詞淺談 12 日間 長者 

2 基本電腦操作高班 15 日間 50歲或以上人士 

3 普通話會話高班 20 日間 50歲或以上人士 

4 普通話拼音高班 20 日間 50歲或以上人士 

5 電腦基本課程 - Microsoft Office 15 日間 50歲或以上人士 

6 電腦基本課程-互聯網應用 15 日間 50歲或以上人士 

7 中文進階班 12 日間 長者 

8 中文基礎班 12 日間 長者 

9 中文輸入法 (速成) 12 日間 50歲或以上人士 

10 基本電腦操作初班 15 日間 50歲或以上人士 

11 普通話會話初班 20 日間 50歲或以上人士 

12 普通話拼音初班 20 日間 50歲或以上人士 

13 普通話會話中班 20 日間 50歲或以上人士 

14 普通話拼音中班 20 日間 50歲或以上人士 

15 長者智能手機應用班 12 日間 50歲或以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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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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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圓玄軒婦女中心 

電話號碼: 2559 8472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中西

區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1 日語初班 20 日間 社區人士 

2 兒童心理學及溝通 20 日間 社區人士 

3 旅遊日語班 20 日間 社區人士 

4 實用生活英文課程 16 日間 社區人士 

5 基礎普通話班 20 日間 社區人士 

6 實用生活普通話 20 日間 社區人士 

7 日常智能電話應用程式使用進階 12 日間 社區人士 

8 英文會話基礎班 16 日間 社區人士 

9 英文文法課程 16 日間 社區人士 

10 英文文法進階課程 16 日間 社區人士 

11 網上購物流程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2 英文語音提升班 18 日間 社區人士 

13 電話拍攝進階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4 普通話會話進階班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5 普通話會話基礎班 20 日間 社區人士 

16 智能電話進階實用課程 16 日間 社區人士 

17 長者智能電話應用課程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8 旅遊普通話班 20 日間 社區人士 

19 平板電腦應用課程 12 日間 社區人士 

20 手機拍照及攝錄篇 12 日間 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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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網上視像會議應用程式 12 日間 社區人士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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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圓玄學院賽馬會觀塘社會服務中心 

電話號碼: 2157 0768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觀塘 

1 英文說話班 12 日間 社區人士 

2 英文拼音班 16 日間 社區人士 

3 英文實用班 16 日間 社區人士 

4 英文句子及文法班 16 日間 社區人士 

5 専業親子遊戲及家居訓練 12 日間 社區人士 

6 歌曲學英文 12 日間 社區人士 

7 普通話說話與翻譯 20 日間 社區人士 

8 普通話拼音班 16 日間 社區人士 

9 智能電話APP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0 智能電話基礎班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1 智能電話攝影及修圖 16 日間 社區人士 

12 智能電話實用班 16 日間 社區人士 

13 智能電話社交平台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4 特殊幼兒康復系統及資源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5 視像會議學習班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6 網上購物程序及技巧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7 優質子女管教 16 日間 社區人士 

18 掌握兒童心理 16 日間 社區人士 

19 掌握糼兒心理 16 日間 社區人士 

20 特殊學習需要及訓練 16 日間 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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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圓玄學院 - 粉嶺社會服務中心 

電話號碼: 2683 0983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北區 

1 英文文法進階課程 16 日間 社區人士 

2 日語初班 20 日間 社區人士 

3 手機應用程式-即時通訊篇 12 日間 社區人士 

4 智能電話應用程式~健康與衛生篇 12 日間 社區人士 

5 電話拍攝進階 12 日間 社區人士 

6 旅遊日語班 20 日間 社區人士 

7 旅遊普通話班 20 日間 社區人士 

8 網上視像會議應用程式 12 日間 社區人士 

9 基礎英文班 16 日間 社區人士 

10 實用生活英文課程 16 日間 社區人士 

11 基礎普通話班 20 日間 社區人士 

12 實用生活普通話 20 日間 社區人士 

13 日常智能電話應用程式使用進階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4 英文會話基礎班 16 日間 社區人士 

15 英文文法課程 16 日間 社區人士 

16 實用網上購物流程 12 日間 社區人士 

17 英文語音提升班 18 日間 18歲或以上人士 

18 普通話入門班 20 日間 社區人士 

19 普通話會話基礎班 20 日間 社區人士 

20 長者智能電話進階實用課程 16 日間 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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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長者智能電話應用課程 12 日間 社區人士 

22 平板電腦應用課程 12 日間 社區人士 

23 平板電腦入門 14 日間 社區人士 

24 智能電話拍照及攝錄篇 12 日間 社區人士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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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 周宋主愛青年中心 

電話號碼: 2473 6717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元朗 

1 電腦進階課程(蘋果系統) 6 日間 長者 

2 電腦基本課程 (智能手機) 12 日間 長者 

3 特殊教育課程(中文識字及應用) 8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身體弱能)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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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柴灣區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6361 1707 / 2556 12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港島

東 

1 家長教孩子數學班 

修業時數 時間 

16 日間 

對象 

家長 / 有興趣人士 

2 家長教孩子寫字班 16 日間 家長 / 有興趣人士 

3 家長教孩子英文班 16 晚間 家長 / 有興趣人士 

4 通用規範漢字(簡體字)學習班 16 晚間 有興趣人士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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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心意習 

電話號碼: 6884 8339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沙田 

1 婦女基礎英語應用班 1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12 晚間 婦女 

2 婦女普通話應用會話班 1 12 晚間 婦女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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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電話號碼: 2720 2001 

成人教育課程 修業時數 時間 對象 

地區 :  深水埗 

1 職涯規劃與求職面試技巧 15 日間 新來港人士 

2 溝通技巧與人際關係 15 日間 新來港人士 

3 幼兒與兒童心理發展基礎課程 15 日間 新來港人士 

4 有效情緒與壓力管理課程 15 日間 新來港人士 

5 新來港人士生活適應課程 15 日間 新來港人士 

6 子女管教與相處技巧 15 日間 新來港人士 

7 義工訓練實踐計劃課程 15 日間 新來港人士 

- 此機構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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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翠業坊 

電話號碼: 2905 5333 

成人教育課程

地區 :  觀塘 

1 智障人士社交技巧初班 

修業時數 時間 

12 日間 

對象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2 智障人士生活中文班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3 智障人士金錢管理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4 智隌人士資訊科技訓練課程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5 智障人生死教育課程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6 智障人士自理及生活技能訓練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7 智障人士數學班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8 智障人士性教育課程 12 日間 殘疾人士(智力弱能) 

- 此機構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