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特色

個人化的
職業技能訓練

全人發展 / 
生涯規劃教育

工作實習 / 就業
配對及支援服務

專業支援
及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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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採用單元制結構，學生能按個別能力和進度學習有關的職業
技能。除提供常規的職業技能訓練外，並設有通用單元：中文、
英文、實用數學、體育和全人發展課程。

中心致力推動全人發展，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性格、興趣和專
長。透過生涯規劃教育，培養學生認識自己，學習所需技能，再
配合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繼而制定適切的事業方向。

全人發展 / 生涯規劃教育

職業技能
訓練

中文

實用
數學

英文 體育

全人
發展

個人化的職業技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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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透過與業界及社區夥伴合作，提供技能訓練課程以配合市場需
要。工作實習是中心訓練重要的一環，藉以強化學生的職業技能及
自信心。同時，培養他們良好的工作習慣、建立積極的工作態度、
了解真實的工作環境和僱主的期望，讓他們畢業後更能適應工作環
境。

• 萊莎咖啡店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

• 滋味坊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葵涌）

• 食堂 / 職業訓練局葵涌大樓

• We Shine /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觀塘）

• 流動零售車仔檔 /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屯門及薄扶林）

• Shine社企餐廳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利臣山）

中心採用外展及社會企業模式訓練，設有下列訓練單位：

工作實習 / 就業配對及支援服務

從“工作培訓”到“個別支援”
的服務流程

工作實習/就業選配以適應工作

學生輔導主任與導師和支援服務同工一起，按學生的工作能力

和興趣安排合適的工作實習或就業安排，並提供工作實習/就

業前適應上的支援服務。

在工作實習/在職期初期

學生輔導主任與導師和支援服務同工合作，了解學生的需要 

並協助他們。支援服務包括：

• 探索學生的工作環境及提供適切的協助

• 如發現學生的工作技能尚有改善空間，學生輔導主任將與導

　師商討進一步學習的安排以配合工作需要

• 與學生的僱主/主管合作，共同評核學生在工作實習的表現，

　以及

• 與學生的僱主/主管商討工作上的調整，如重新安排工作流

　程，或透過專業輔導服務幫助學生適應工作。

在職跟進服務

為畢業生提供持續性工作探訪/電話跟進服務。有關工作技能提

升的事宜，學生輔導主任亦會轉介予中心導師跟進。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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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與健康教育服務

學生輔導服務

培訓及住宿服務

職業治療服務

• 小組輔導

• 個案輔導

• 工作體驗計劃

• 就業選配

• 就業跟進

• 社區活動的參與

• 護理服務 

• 急救服務

• 健康服務 

• 基本健康檢查和意見

• 學習獨立生活

• 學習社交技巧 

• 加強生活自理能力 

    及生活技能

• 感知及肢體功能評估

   和訓練

• 提供輔助器具 

• 個案評估及專業意見

• 環境評估及改良

透過專業支援服務，協助學生建立自我形象和良好的人際關係。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亦為學生提供多姿多采的課外活動，培養他們
的興趣，令校園生活更豐盛。此外，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屯門）
設有住宿設施，提供120個住宿名額，讓學生在互動生活環境中
掌握社會技巧，並培養獨立及自理能力。

專業支援及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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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觀塘 屯門 薄扶林

商業
FTB0101 辦公室實務 √ √
FTB0102 商業及零售服務 √ √ √
FTB0103 活動助理實務 √ √

資訊科技
FTT0201 電腦及網絡實務 √ √
FTT0202 設計及桌上出版 √ √ √

服務

FTS0301 包裝服務 √ √
FTS0302 綜合服務（備註1） √ √ √
FTS0303 飲食業實務（備註1） √ √ √
FTS0307 運動及康樂服務 √ √
FTS0308 健康護理實務 √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詳情
上課地點

觀塘 屯門 薄扶林

SS111001 快餐店營運實
務證書（備註1）

資歷架構(級別一) （備註2）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8/000571/L1
登記有效期：
01/09/2018 - 31/08/2020

√

SS111002 零售業營運實
務證書

資歷架構(級別一) （備註2）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8/000572/L1
登記有效期：
01/09/2018 - 31/08/2020

√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觀塘 屯門 薄扶林
FTS0309 甜品及包餅課程（備註1,3） √

備註：
1. 學生必須於入學後接受一次自費的健康檢查，證明符合食物處理人員的健康水平。
2. 該課程現正進行由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局)提供的課程定期覆審程序，課程的覆審結  
    果將取決於評審局的最終評審。
3. 申請入讀同學必須為展亮技能發展中心或綜合職業訓練中心畢業生。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將於2020 / 21學年開辦下列二年全日制課程：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將於2020 / 21學年開辦下列一年全日制課程：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將於2020 / 21學年開辦下列半年全日制課程：

全日制課程總覽

簡介

服務對象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為職業訓練局（VTC）機構成員之一，專為15歲
或以上殘疾人士提供職業訓練以協助他們公開就業。展亮技能發展
中心設有三個職業訓練場地，即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觀塘)、展亮技
能發展中心（屯門）和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薄扶林）。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為殘疾人士提供職業評估服務、全日制和部分
時間制訓練課程，以及提供輔助器材、復康和住宿服務。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致力為15歲或以上（備註），有特殊教育需要（包括
注意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聽障、智障、肢體傷殘、精神
病、特殊學習困難、言語障礙、器官殘障、視障）和有基本自我照
顧能力的人士提供職業教育、復康、技能訓練及專業支援服務，以
助他們發展潛能，融入社會。

備註：
申請人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無居留及工作限
制之合法香港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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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實務
（課程編號：FTB0101）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觀塘及屯門）

學習目標

讓學生認識辦公室的日常運作，學習文書處理及文儀器材的操作。

學生須修讀通用單元，包括中文、英文、實用數學、體育和全人發
展課程，以及下列行業單元：

畢業生可處理基本文職工作，例如：
文員及辦公室助理等。

課程內容

• 電腦應用
• 文儀器材操作
• 檔案處理
• 郵件處理

就業

2年

修讀期 

• 英文文書處理
• 中文文書處理
• 辦公室服務

申請日期

入學前面試

開學日期

證書

學費

申請方法、程序及所需文件

校巴

全日制課程通常於每年一月開始接受下學年度課程的申請。

申請人必須在入學前出席面試，面試時請出示下列文件正本：

2020年9月

學生通過評核並符合出席率要求，可獲頒發證書。

全日制課程學費全免。

申請人可自行報讀全日制課程或經由社工、老師或機構轉介。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觀塘及屯門）設有可供輪椅使用者上落的巴
士，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有困難的學生提供服務。

1.

1.

2.

2.

3.

3.

4.
5.

申請表格可於中心網頁（www.shine.edu.hk）下載或親臨各中心
秘書處索取。

填妥申請表格連同一切有關文件（如醫療、心理、聽覺、職業
評估或個案撮要等報告）交回所選擇之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申請人必須持有三年以內有效的職業評估報告。

中心會根據職業評估報告，安排申請人入讀中心的課程。

有關學歷證件正本；及

申請人近照壹張（照片要求大小：38毫米乘50毫米），請貼於申
請表格上。

宿舍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屯門）設有住宿設施，提供120個住宿名額，
讓學生在互動生活環境中掌握社交技巧，並培養獨立及自理能力。

商業分流

（非永久性居民須帶同香港身份證及簽證身份書 / 旅遊証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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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零售服務
（課程編號：FTB0102）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觀塘、屯門
及薄扶林）

學習目標

讓學生認識店鋪營運的日常工作，學習處理貨品陳列、店舖存貨、
零售系統的操作。

學生須修讀通用單元，包括中文、英文、實用數學、體育和全人發
展課程，以及下列行業單元：

畢業生可處理一般售貨員工作，例如：
售貨員助理、商店助理及收銀員等。
 

課程內容

• 電腦應用
• 文儀器材操作
• 零售實務
• 禮品包裝  

就業

2年

修讀期 

• 店鋪清潔
• 便利店實務
• 花店零售實務

活動助理實務
（課程編號：FTB0103）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觀塘及屯門）

學習目標

讓學生認識活動助理的職責，學習一般文書處理、基本攝影攝錄技
巧、活動籌辦及接待工作。

學生須修讀通用單元，包括中文、英文、實用數學、體育和全人發
展課程，以及下列行業單元：

畢業生可處理一般文職工作，例如：
文員、電話接待員及活動助理等。

課程內容

• 電腦應用
• 文儀器材操作
• 基本文書處理
• 康樂及體育活動協作

就業

2年

修讀期 

• 音響器材操作
• 基礎攝影技巧
• 基礎錄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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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及桌上出版
（課程編號：FTT0202）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觀塘、屯門
及薄扶林）

學習目標

讓學生掌握數碼攝影及排版知識 ，學習圖像處理軟件及設計 。

學生須修讀通用單元，包括中文、英文、實用數學、體育和全人發
展課程，以及下列行業單元：

畢業生可處理一般攝影及桌上出版的
工作，例如：攝影助理、桌上出版助
理、廣告公司製作助理及圖像編輯或
修圖助理等。
 

2年

課程內容

• 電腦週邊設備的基本操作
• 互聯網實務
• 數碼器材的使用
• 攝影入門

就業

修讀期 

• 桌上排版軟件應用
• 平面設計
• 桌上出版

電腦及網絡實務
（課程編號：FTT0201）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觀塘及屯門）

學習目標

讓學生學習電腦及常用軟件的裝配，系統及網絡應用的知識，加深
對電腦操作及網絡的認識。

學生須修讀通用單元，包括中文、英文、實用數學、體育和全人發
展課程，以及下列行業單元：

畢業生可處理電腦及網絡之相關工作，
例如：電腦操作助理，電腦及網絡安 
裝助理等。

課程內容

• 電腦週邊設備的基本操作
• 互聯網實務
• 多媒體器材的使用
• 硬件裝配實務

  
就業

• 操作系統實務
• 工具及應用軟件實務
• 基本網絡知識及實務

2年

修讀期 

資訊科技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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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服務
（課程編號：FTS0302）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觀塘、屯門
及薄扶林）

學習目標

讓學生學習服務性行業所需的技能，如汽車美容、房務、倉務、清
潔、園藝等，認識不同的服務性行業，為日後就業作更佳裝備。

學生須修讀通用單元，包括中文、英文、實用數學、體育和全人發
展課程，以及下列行業單元：

畢業生可投身不同行業的服務性工作，
例如：清潔員、餐廳助理及倉務助理
等。

備註：
學生必須於入學後接受一次自費的健康檢查，證明符
合食物處理人員的健康水平。

課程內容

• 清潔實務
• 倉務運作
• 茶水及小食服務
• 汽車美容

• 房務
• 專項清潔
• 園藝

就業

2年

修讀期 

包裝服務
（課程編號：FTS0301）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觀塘及屯門）

學習目標

讓學生學習不同類型物品的包裝方法及技巧，如禮品包裝、紙品製
作等，加深對產品包裝行業的相關認識。

學生須修讀通用單元，包括中文、英文、實用數學、體育和全人發
展課程，以及下列行業單元：

畢業生可投身一般包裝相關行業，例如：
包裝員及貨倉助理等。

課程內容

• 清潔實務
• 倉務運作
• 消費品包裝
• 乾貨包裝

• 運輸包裝
• 禮品包裝
• 紙品製作

就業

服務分流

2年

修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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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及康樂服務
（課程編號：FTS0307）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屯門及薄扶林）

學習目標

讓學生認識體育、運動及康樂管理的行業，學習訂場及營地安排、
會所服務及康體活動支援等工作。

學生須修讀通用單元，包括中文、英文、實用數學、體育和全人發
展課程，以及下列行業單元：

畢業生可投身運動及康樂相關行業，
例如：康樂運動助理、會所助理、體
育館場務員等。

課程內容

• 清潔實務
• 倉務運作
• 客戶服務及訂場實務
• 室內康體活動實務

就業

• 室外康體活動實務
• 會所服務實務
• 營地運作及歷奇活動實務

2年

修讀期 

備註： 
學生必須於入學後接受一次自費的健康檢查，證明符
合食物處理人員的健康水平。

飲食業實務
（課程編號：FTS0303）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觀塘、屯門
及薄扶林）

學習目標

讓學生學習飲食行業不同崗位的基本知識及工作技能，如廚務、烘
焙、廳面、水吧等，為日後就業作更佳裝備。

學生須修讀通用單元，包括中文、英文、實用數學、體育和全人發
展課程，以及下列行業單元：

畢業生可投身飲食相關行業，例如：
初級廚師、侍應及廚房助理等。

課程內容

• 清潔實務
• 倉務運作
• 廚務工作
• 烘焙

就業

2年

修讀期 

• 廳面服務
• 烹調技巧
• 水吧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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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品及包餅課程
（課程編號：FTS0309）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薄扶林）

學習目標

透過理論及實務訓練，讓學員學習西式甜品和包餅製作的認識及技
巧。

學生須修讀下列行業單元：

畢業生可投身飲食業相關行業，例如：
初級麵包/糕餅師傅、麵包店店務助理、
侍應等。

課程內容

• 甜品製作
• 麵包蛋糕製作

就業

半年

修讀期 

健康護理實務
（課程編號：FTS0308）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觀塘）

學習目標

讓學生認識護理院舍的日常工作，學習長者護理技巧、院舍活動協
作及助理員職務等知識。

學生須修讀通用單元，包括中文、英文、實用數學、體育和全人發
展課程，以及下列行業單元：

畢業生可投身護理院舍相關行業，例如：
護理員、護理助理員等。

課程內容

• 清潔實務
• 倉務運作
• 助理員之角色與責任
• 職業安全及環境衞生

就業

• 院舍工作實務
• 長者護理實務
• 院舍活動協作

2年

修讀期 
備註：
1. 學生必須於入學後接受一次自費的健康檢查，證     
    明符合食物處理人員的健康水平。
2. 申請入讀同學必須為展亮技能發展中心或綜合職 
    業訓練中心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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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可投身快餐相關行業工作，例如餐務助理，店務員，店務助
理等。

就業

1年

修讀期 

快餐店營運實務證書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觀塘）

學習目標

讓學生學習快餐店營運的方法及技巧，如餐飲製作、庫存管理等，
加深對飲食行業的相關認識。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8/000571/L1
登記有效期：01/09/2018 - 31/08/2020)

學生須修讀以下單元：

課程內容

• 基礎烹調技巧及備貨工作

• 快餐飲食入門

• 基礎快餐廳面實務

• 基礎餐飲製作

• 基礎庫存實務

• 基礎清潔實務

• 基礎職場電腦應用

• 全人發展：基礎職場技巧

• 實務訓練

（課程編號：SS111001）

資歷架構級別一課程

備註：
1.  學生必須於入學後接受一次自費的健康檢查， 
     證明符合食物處理人員的健康水平。
2. 本課程現正進行由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評審局)提供的課程定期覆審程序，課程的 
     覆審結果將取決於評審局的最終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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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可投身零售相關行業工作，例如店務員，收銀員，店務助理
等。

就業

備註：
本課程現正進行由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評審局)提供的課程定期覆審程序，課程的覆審
結果將取決於評審局的最終評審。

1年

修讀期 

零售業營運實務證書 開辦中心：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屯門）

學習目標

讓學生學習店鋪營運的方法及技巧，如顧客服務技巧等，加深對零
售業的相關認識。

學生須修讀以下單元：

課程內容

• 基礎零售店實務

• 零售業入門

• 基礎店鋪清潔

• 基礎顧客服務技巧

• 基礎庫存實務

• 基礎清潔實務

• 基礎職場電腦應用

• 全人發展：基礎職場技巧

• 實務訓練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8/000572/L1
登記有效期：01/09/2018 - 31/08/2020)

（課程編號：SS1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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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調適課程是高中課程的選修科目，課程著重實用的學習元
素。在新學制下，智障學生可在中五及中六年級選擇應用學習調適
課程作為選修科目。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將於2020 / 22學年開辦下列高中應用學習調適
課程：

1. 採用互動教學模式，模擬實際工作環境，從實務訓練中學習。
2. 著 重 培 養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力 和 職 業 認 識 。
3. 因應學生程度及表現擬訂個別學習計劃，跟進學生的進度。
4. 採 用 持 續 及 多 樣 化 的 評 核 方 法 ， 評 估 學 生 學 習 表 現 。

課程由教育局統籌收生，學費將每年作出調整。

課程特色

報名方法及學費

學習範疇 課程 課程結構 課程對象
地點

觀塘 屯門

創意學習 數碼攝影及桌
上出版設計

• 基礎平面設計
• 基礎設計軟件應用
• 數碼攝影入門
• 桌上出版

輕度智障 √

服務

包餅製作

• 包餅廚房實務
• 基本烹調方法
• 基礎麵包製作
• 基礎西點實務製作
• 飲食安全衞生

輕度智障 √ √

禮品製作及
包裝

• 潮流飾物製作
• 花藝
• 禮品包裝

輕度智障 / 能
力較佳的中度

智障
√

高中應用學習調適課程總覽

商業分流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因應就業市場所需開辦部分時間制課程，制訂合
適的課程內容，以切合殘疾人士的特定職業需要，為有特殊教育需
要人士能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

中心提供的部分時間制課程設計靈活，切合不同殘疾人士的需要，
並强調從實務中學習，採用互動教學模式，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及興趣，從而强化學生的行業知識及工作技能。如有需要，機構可
聯絡各中心安排課程及上課地點。有關課程的最新資訊可瀏覽中心
網頁或致電各中心查詢。

• 零售服務

• 節日飾物工藝

• 中英文文書處理

• 基本捲紙工藝

• 蝶古巴特拼貼

　藝術

• 影片剪輯軟件–
　Adobe Premiere  
    CS6

• 電子書設計及製作

• 基本應用攝影

　基礎（廣告）

• 基礎數碼攝影

• 個人電腦實務

• 咖啡製作及拉花

• 節慶食品製作

• 特式蛋糕及曲奇 
    製作

• 烘焙及餅食製造

• 港式茶餐廳飲品
　及小食製作

服務分流資訊科技分流

課程簡介

相關課程

部分時間制課程總覽

（課程費用由教育局及所屬學校資助，學生毋須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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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宿舍費：於每年8月、12月及4月分三期繳交。2019/20年，已領 
    取傷殘津貼的宿生每期費用為港幣$3,420；沒有領取傷殘津貼的     
    宿生每期費用為港幣$3,250。2020/21年之收費將會按年調整，     
    合資格的學生可申請宿費減免。
　 
2. 冷氣費：於每年8月及4月分兩期繳交，每期費用為港幣$480 
  （按年調整）。
　 
3. 膳食費：宿舍費已包括住宿期間早、午、晚餐及水果供應。

4. 參與活動費：宿生自行繳付外出交通車資或部分活動費用。 
  （本宿舍為社署規管之持牌殘疾人士院舍）  

收費

備註：
1.  如選擇需要中心宿舍服務，申請人需要接受並通過入宿前面試評估及自費體格檢查。未能適應 
     宿舍生活之宿生 ，將會安排退宿。

為提升學生的自我照顧能力，為日後獨立生活作好準備，展亮技能
發展中心（屯門）設有120個宿舍名額。有興趣申請入住學生宿舍
的同學，可以向屯門中心提交申請。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屯門）附有12間設備完善的獨立宿舍。每間均
設有客飯廳、睡房、廚房、浴室及洗手間供宿生使用。

住宿期間，宿生在導師安排及指導下，學習生活技能，如到市場購
買生活物品、煮食、洗碗碟、洗衣服、打掃及執拾房間等。

以小組形式，教導宿生獨立生活及自我照顧技巧，如金錢運用、時
間安排、社交技巧等。並舉辦興趣小組，如紀律訓練小組、園藝
組、詠春班、香薰班、羽毛球班、跳舞班等。

宿舍鼓勵同學善用餘暇，培養生活情趣。空餘時間，同學除可欣賞
電視節目外，更可閱讀圖書、參加各樣棋類及球類活動。導師亦會
帶同宿生到附近社區，如購物中心、圖書館、大會堂、社區會堂和
體育館等，認識及參與各樣文娛活動。宿舍亦會舉辦聯歡會、自助
餐及旅行等，使宿舍生活更充實。

服務目的

宿舍設施

生活起居訓練

家舍會及興趣小組

餘暇活動

宿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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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非上述所提及的服務對象，其他15歲或以上有需要的殘疾人士可
申請綜合職業評估服務。這是一個全面的評估，綜合各專業人員，
如醫生、社工、展能就業主任、職業治療師及評估導師的意見，以
小組及個別形式為有特殊教育需要人士進行評估。

（為期11天）

主要包括：
• 能力傾向測試
• 體格評估
• 學科測驗
• 肌能測試
• 興趣測試
• 職務工作評估
• 個別面見（了解背景、探討工作期望及興趣）
• 日常生活基本知識測試

綜合職業評估

評估內容

專項職業評估

專項職業評估的主要服務對象為15歲或以上的：
• 特殊學校準離校生
• 庇護工場工友、輔助就業服務使用者、展能中心 / 日間訓練
　中心學員及輪候以上服務的申請者；或
• 任何有興趣申請報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提供之「部分時間制課
　程」及「高中應用學習調適課程」的殘疾人士。

（為期3天）

主要包括：

評估內容

• 能力傾向測試
• 肌能測試
• 興趣測試
• 日常生活基本知識測試
• 學科測驗

展亮職業評估服務

24 25



為入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和VTC機構成員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

1. 提供輔助器材、特殊教育需要評估及諮詢服務；

2. 提供輔助器材借用服務，例如輪椅、助行器具、視像放大機、
　電腦點字顯示器等；

3. 製作個人化的輔助器材，例如適合輪椅使用者於課室使用的升降 
　桌、扶手及小型斜台等；或

4. 於在學期間提供特別豁免 / 特別考試安排諮詢服務。

此外，本中心亦為有就業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諮詢及支援服務。

展亮輔助器材及資源中心

26 27



聯絡方法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屯門）

地址：新界屯門豐安街1號
電話：2452 8901
傳真：2457 6207
電郵：shinetm@vtc.edu.hk
辦公時間：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龍運 路線 下車站

A33X 機場(地面運輸中心)  富泰邨 豐景園

E33 機場(地面運輸中心)  屯門市中心 豐景園

小巴 路線 下車站

44 上水站  屯門碼頭 豐景園

44B1 落馬洲轉車站  屯門碼頭 豐景園

輕鐵 路線 下車站

507 屯門碼頭  田景 豐景園

614 屯門碼頭  元朗 豐景園

614P 屯門碼頭  兆康 豐景園

城巴 路線 下車站

B3 深圳灣口岸  屯門碼頭 豐景園

*特別班次：請參閱巴士公司提供之時間表

九巴 路線 下車站

60M 荃灣站  屯門站 豐景園

60X 佐敦(西九龍站)  屯門市中心 豐景園

61M 荔景(北)  友愛(南) 友愛(南)總站

61X 九龍城碼頭  屯門市中心 豐景園

62X* 鯉魚門邨  屯門市中心 豐景園

259D 鯉魚門邨  龍門居 豐景園

263 沙田站  屯門站 豐景園

961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山景 豐景園

N260* 美孚  屯門碼頭 豐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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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薄扶林）

地址：香港薄扶林道147號4樓
電話：2538 3292
傳真：2538 3299
電郵：shinep@vtc.edu.hk
辦公時間：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特別班次：請參閱巴士公司提供之時間表

城巴 路線 下車站

A10 機場  鴨脷洲(利樂街) 薄扶林村

7 石排灣  中環碼頭 薄扶林村

37A 置富花園  中環 (循環線) 薄扶林村

37B 置富花園  金鐘 (循環線) 薄扶林村

37X* 置富花園  金鐘 (循環線) 薄扶林村

40 灣仔北  華富(北) 薄扶林村

40M 金鐘(政府總部)  華富(北) 薄扶林村

40P* 華富(北)  羅便臣道 薄扶林村

71 黃竹坑  中環(林士街) (循環線) 薄扶林村

71P* 深灣  中環碼頭 薄扶林村

90B 金鐘(東)  海怡半島 薄扶林村

93C* 鴨脷洲大街  堅道 薄扶林村

973 尖沙咀(麼地道)  赤柱市場 薄扶林村

新巴 路線 下車站

4 華富(南)  中環 薄扶林村

4X 華富(南)  中環(交易廣場) 薄扶林村

30X 數碼港  中環(交易廣場) 薄扶林村

91 中環碼頭  鴨脷洲邨 薄扶林村

93* 鴨脷洲邨  羅便臣道 薄扶林村

93A* 利東邨  羅便臣道 薄扶林村

94* 中環碼頭  利東邨 薄扶林村

970 蘇屋邨  數碼港 薄扶林村

970X 蘇屋邨  香港仔 薄扶林村

38 置富花園  北角碼頭 置富花園

專線小巴 路線 下車站

22 薄扶林花園  中環(交易廣場) 薄扶林村

22S 薄扶林花園  中環(中環碼頭) 薄扶林村

23 堅尼地城站  華富邨(循環線) 薄扶林村

23M 置富花園  堅尼地城站 薄扶林村

31 銅鑼灣(謝斐道)  田灣邨 薄扶林村

63 海怡半島  瑪麗醫院 薄扶林村

港鐵 路線 下車站

堅尼地城站 轉小巴23M(往置富花園) 薄扶林村

堅尼地城站 轉小巴23(往薄扶林村) 薄扶林村

香港大學站 轉小巴22(往薄扶林花園) 薄扶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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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觀塘）

地址：九龍觀塘觀塘道487號 
電話：2270 0900
傳真：2357 4042
電郵：shinekt@vtc.edu.hk
辦公時間：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九巴 路線— 下車站

14 鯉魚門邨  中港碼頭 觀塘法院

14X 油塘(祟德圍)  尖沙咀 (循環線) 觀塘法院

11B 觀塘(翠屏道)  九龍城碼頭 觀塘游泳池

11C 上秀茂坪  竹園邨 觀塘游泳池

15 紅磡(紅鸞道)  平田 觀塘游泳池

38 葵盛(東)  平田 觀塘游泳池

42C 青衣長亨邨  藍田站 觀塘游泳池

89C 恆安  觀塘(翠屏道) 觀塘游泳池

89D* 烏溪沙站  藍田站 觀塘游泳池

258D 寶田  藍田站 觀塘游泳池

259D 龍門居  鯉魚門邨 觀塘游泳池

277E 天平邨  藍田站 觀塘游泳池

277X 聯和墟  藍田站 觀塘游泳池

296A 尚德  牛頭角站 (循環線) 觀塘游泳池

13M 觀塘(雅麗道)  寶達 (循環線) 觀塘站

14B 藍田(廣田邨)  牛頭角 觀塘站

15A 慈雲山(北)  平田 觀塘站

16 藍田(廣田邨)  旺角(柏景灣) 觀塘站

16M 觀塘站  藍田(康華苑) (循環線) 觀塘站

40P* 荃灣石圍角  觀塘碼頭 觀塘站

89 瀝源  觀塘站 觀塘站

89B 沙田圍  觀塘站 觀塘站

89X 沙田站  觀塘(翠屏道) 觀塘站

98A 坑口(北) (將軍澳醫院)  牛頭角站 (循環線) 觀塘站

234C* 深井  觀塘站 觀塘站

93K 寶林  旺角東站 Apm創紀之城5期

296C 尚德  長沙灣(海盈邨) 創紀之城

*特別班次：請參閱巴士公司提供之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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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亮職業評估服務 
地址：九龍觀塘觀塘道487號250室
電話：2270 0950
傳真：2172 6020
電郵：shinevas@vtc.edu.hk
辦公時間：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
     （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展亮輔助器材
及資源中心
地址：九龍觀塘觀塘道487號229室/
           新界屯門豐安街1號022室
電話：2452 7604
傳真：2452 7678
電郵：shinetarc@vtc.edu.hk
辦公時間：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
     （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城巴 路線 下車站

A22 藍田站  機場(地面運輸中心) 觀塘法院

N29 將軍澳(康盛花園)  東涌站 觀塘站

N619* 順利邨  中環(港澳碼頭) 觀塘站

619P* 順利邨  中環(港澳碼頭) 觀塘站

619 順利邨  中環(港澳碼頭) 觀塘站

606X 九龍灣  小西灣(藍灣半島) 觀塘站

606 彩雲(豐盛街)  小西灣(藍灣半島) 觀塘站

606A 彩雲(豐盛街)  耀東邨 觀塘站

小巴 路線 下車站

47 順利邨  觀塘站 觀塘站

103 清水灣  觀塘碼頭 觀塘站

港鐵 路線 下車站

觀塘站 D1出口

*特別班次：請參閱巴士公司提供之時間表

新巴 路線 下車站

601 寶達  金鐘(東) 觀塘游泳池

601P* 寶達  上環 觀塘站

641 啟德(啟睛邨)  中環(港澳碼頭) 觀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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