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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碼夢工場  
逢星期三晚上 6:30-9:00

開放電腦室予同學練習 
 

敬請以電話 2711 1974,傳真 2761 
4390, 電郵 alex.kwan@deaf.org.hk或
SMS 98341503 與 關先生預約！ 

就業服務中心-數碼夢工場 (2007-08) 
傷健共融 IT 增值課程 

 
費用：個別單元報讀收費$680 
受訓時間：每單元受訓 10 小時 《可個別單元報讀》 
查詢及報名：致電 2711 1974、傳真 2761 439, SMS 9834 1503 或電郵 alex.kwan@deaf.org.hk
聯絡: 關先生/賴小姐 

 
  

晚間課程  (上課時間：晚上 7時至 9時, 共十小時) 晚間課程  (上課時間：晚上 7時至 9時, 共十小時) 

(學費$680 / 單元)                 上課地點：將軍澳綜合服務中心 (學費$680 / 單元)                 上課地點：將軍澳綜合服務中心 

課程名稱 開班日期 導師 課程簡介 

辦公室技術支

援課程 I 
10/09 

(逢星期一) 

曾垂允先生：從事網路工程和各類電

腦維修，亦在本會任教多個不同電腦

課程。 

本課程適合有志從事辦公室電腦技術支援人士進修。完成後能

掌握電腦之基本維修、等安裝軟件；網絡系統、伺服器及網頁

伺服器之設定及管理等。 
 

3D 立體影像製作

課程 - 六角大王 
SUPER5 班 

10/9,11/9 或

15/9 
(逢星期一

或二) 

包括 3D 場景製作、製造立體造型、骨絡變化與表面上色等等。

3D 軟件六角大王 SUPER5 容易學習，非常適合對 3D 立體影像

繪圖有興趣初學者。SUPER5 可在家中電腦使用，且賺取收入。 

數碼廣告片課

程基礎拍攝 
與剪接篇 

10/9 或 11/9 
(逢星期一 
或二) 

課程教授從如何創作劇本，到基本拍攝技巧及攝錄機操作和剪

接程式操作等 

卡通動畫製作

入門 

10/9,11/9, 
14/9 或 15/9 

(逢星期一,
二,四或五) 

關漢昌先生(M.Jour, Dip. Rehab)：他從事

TVB 廠景攝影師和 ATV 新聞部編導共

十 四 年 ， 並 於 澳 洲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取得新聞碩士學位和香港

城市大學職業復康服務文憑，並先後

教授 AfterEffect 動畫和 Premiere 等影

像製作課程。 包括製作流程、劇本創作(需在課堂完成劇本功課)角色創作、

場景製作、製造造型、動作變化與表面上色等等。學員而完成

一段 30 秒以內卡通。 

數碼攝影加網頁

設計課程 – 
認識攝影 
(單元一) 

14/09 
(逢星期四) 

楊俊先生：畢業於浸會大學，獲文學

士(榮譽)學位，後進修平面設計及攝

影，獲專業攝影證書。並曾跟從攝影

藝術家陳紹文老師學習攝影。現從事

平面設計及攝影工作。曾為各類機構

設計通訊、單張、海報及攝影作品等，  

攝影在社會上的應用、攝影眼、數碼攝影 vs 傳統攝影、相機‧

鏡頭和照相機。數碼照相機的鏡頭、光圈、鏡片和視角。圖像

檔檔案格式的分別。視覺元素 Visual Elements-點‧線‧面、色

彩的應用 Colors、光與影 Light & Shadows 等。 

Access 2003  
使用初階 

14/09 
(逢星期四) 

王寶芝小姐：於專業進修學院(IVE 屯

門分校)修讀。 

由基礎開始教授 Access 2003 的基本功能。同學進而從商業應用

角度製作一個資料庫(適用於中小企公司；例如診所病人紀

錄)，並於堂上完成功課。 

基礎數碼設計 
入門 (單元一) 

15/09 
(逢星期五) 

梁知行先生(Peter)(聽障導師)：畢業於

軟硬體，主修多媒體設計，從事出版

社及平面設計多年；現為平面設計師。 

從基礎開始教授如何使用一些電腦程式如 Photoshop或 Illustrator
來設計。 

網上創意設計課

程 – Flash 
 設計與技術  

(單元一) 

15/09 
(逢星期五) 

陳媛敏小姐(聽障導師)：從事設計和網

頁設計多年，曾任職城市大學從事設

計，現為多媒體設計師。 

互聯網今天已成為大眾的日常溝通的渠道，一般中學生已經能

編寫網頁。故已略懂編寫網頁的你，如想突圍而出的話，發展

設計美學的觸覺才是致勝之道。本課程幫你在網上有效地表達

創意。 
                        

午間課程  (上課時間：下午 2時 30 分至 4時 30 分, 共十小時) 

(學費$680 / 單元 同類課程三個單元報讀九折)          上課地點：將軍澳綜合服務中心 
 日期 導師 課程簡介 

3D 立體影像製作課程

- 六角大王 3D 班 

包括 3D 場景製作、製造立體造型、骨絡變化與表面上色等等。

3D 軟件六角大王 SUPER5 容易學習，非常適合對 3D 立體影像繪

圖有興趣初學者。SUPER5 可在家中電腦使用，且賺取收入。 
中小企應用網頁設計

課程入門篇 (單元一) 
使用 Dreamweaver 和其他免費設計程式作網頁製作。內容包括課

堂實習、網頁美化方法和 Photoshop 於網頁製作的應用等等。 

卡通動畫製作 
入門 

關漢昌先生(M.Jour, Dip. Rehab)
及本會其他導師  

包括製作流程、劇本創作(需在課堂完成劇本功課)角色創作、場

景製作、製造造型、動作變化與表面上色等等。學員而完成一

段 30 秒以內卡通。 

數碼平面設計課程 
- Photoshop 篇 

(單元一) 

趙耀昌先生：畢業於專業進修

學院(IVE 沙田分校)，主修產品

設計(Products Design)，現為平面

設計師。 

以設計師工作方向，由淺入深教授 Photoshop 在設計上的應用，

並教授學員設計工業上的工作標準，特別適合需在工作上增值

的你。 

數碼相片專業 
後期處理 

16/09 
 (逢星期六) 

William 先生(B.A Design) 專業平

面設計師和攝影師。 
本課程會站在專業平面設計師和攝影師兩方面角度教授如何處

理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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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課程 (上課時間：早上十時至十二時, 共十小時) 
(學費$300 / 單元 同類課程三個單元報讀九折)         上課地點：將軍澳綜合服務中心 

課程名稱 單元 日期 課程簡介 

3D 立體影像製作課程 -六角大王 

SUPER5 班 
-- 

包括 3D 場景製作、製造立體造型、骨絡變化與表面上色等等。3D 軟件六角

大王 SUPER5 容易學習，非常適合對 3D 立體影像繪圖有興趣初學者。SUPER5

可在家中電腦使用，且賺取收入。 

網頁設計課程 -家長入門篇 單元一 

因今天家長要在面對子女 IT 功課時(例如編寫網頁)有困難。本課程為家長

而設計，會教授使用 Dreamweaver 和其他免費設計程式作網頁製作。內容

包括課堂實習、網頁美化方法等等。 

數碼錄像拍攝課程 – 

基礎拍攝篇 
單元一 以本港電視台的標準由淺入深教授數碼錄像拍攝技巧。 

數碼錄像剪輯課程 - 剪接篇 單元二 剪接程式操作、配樂與混音工具認識及使用等。 

數碼錄像剪輯課程 - 電腦動畫篇 單元三 2D 片頭和特效設計示範、藍板特效拍攝和輸出技巧等。 

卡通動畫製作入門  

27/09 

(逢星期四) 

包括製作流程、劇本創作(需在課堂完成劇本功課)、角色創作、場景製作、

造型、動作變化與表面上色等等。學員並需完成一段 30 秒以內卡通。 
 

6 小時[一天制] 課程   (上課時間: 早上十時至一時，下午二時至五時) 
       (學費$300 / 單元 同類課程三個單元報讀九折)     上課地點：將軍澳綜合服務中心 

                  課程名稱 單元 日期 課程簡介 

3D 立體影像製作課程 -六角大王 
SUPER5 班 -- 

包括 3D 場景製作、製造立體造型、骨絡變化與表面上色等等。3D 軟件六角

大王 SUPER5 容易學習，非常適合對 3D 立體影像繪圖有興趣初學者。SUPER5
可在家中電腦使用，且賺取收入。 

在職人士網頁設計課程  - 
本課程會教授使用 Dreamweaver 和其他免費設計程式作網頁製作。內容包括

課堂實習、網頁美化方法等等。 
在職人士數碼錄像拍攝課程 單元一 基本拍攝技巧及攝錄機操作和拍攝理論等。 
在職人士數碼錄像剪輯課程 單元二 剪接程式操作、配樂與混音工具認識及使用等。 
在職人士電腦片頭製作課程 單元三 2D 片頭和特效設計示範、藍板特效拍攝和輸出技巧等。 

在職人士 Photoshop 課程 單元一 以設計師工作方向，由淺入深教授 Photoshop 在設計上的應用。並教授學員

設計工業上的工作標準，特別適合需在工作上增值的你。 
在職人士 illustrator 課程 單元二 平面設計與字體設計的認識、Illustrator 及設計技巧的應用等。 

在職人士桌上出版(印刷)課程 單元三 教授如何配合應用於工作間海報設計、相片。單張設計和輸出(紙張)所需注

意與考慮等等。 

卡通動畫製作入門 - 

11/09/07 起  
逢星期二、

三或四開班 

包括製作流程、劇本創作(需在課堂完成劇本功課)、角色創作、場景製作、

造型、動作變化與表面上色等等。學員並需完成一段 30 秒以內卡通。 
 

註：本廣告內資料和課程安排會有可能臨時轉變，恕不另行通知。 
                                                 

「即取證件相」服務  
就業服務中心 

招募滋味閣學員 
如你仍在待業，你會否考慮參加本中心滋

味閣的訓練呢？從而提升工作技能，增加

就業機會呢？有關詳情如下：  

內容： 

1) 訓練學員學習待人處事的態度，款客

禮儀。 

2) 學習操作收銀機、理貨、零售技巧、

一般清潔、製作簡單飲品及小食。 

時間：星期一至五，晚上6時至9時30分 

時期：為期三個月 

地點：新界將軍澳尚德邨尚美樓六樓 

津貼：受訓期間，每月可獲津貼 $1,250。

查詢及報名：就業服務中心 

李姑娘或郭姑娘 

電話:2711 1974 / 傳真:2761 4390 

拍攝證件相詳情： 
地點：將軍澳綜合服務中心 
時間：星期一至五：中心日間辦公時間 

逢星期二：晚上 6 時 30 分至 9 時 
報名：請先與職員關先生聯絡，確定時間。 

(電話：2711 1974；傳真：2761 4390) 
費用： 5 張      - $15 (優惠券不適用) 

12 張 (1 打) - $ 25 
24 張 (2 打) - $ 30 

備註：1) 相片：彩色數碼護照相(45x50mm) 
  2) 壹小時內可取相片。 

 即取證件相$5 折扣優惠券 
本券使用條件： 
-  有效日期：即日至 30/9/2007 (日/月/年) 
-  持券人士可憑此券當港幣$5 拍攝數碼證件相片(需符合有關條

款) 
-  祇適用於香港聾人福利促進會數碼夢工場的證件相拍攝服務。 
- 每人每次祇可使用一張優惠券。 
- 不得塗改此券, 否則此作廢。影印本同樣有效。 
- 本會對此即取證件相$5折扣優惠券的使用有最終決定權, 任何

人不得異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