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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23號(港鐵油麻地站A2出口)

電話: 27833500／2783 3509

甲部：個人及報讀課程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姓氏先行）：

性別

香港身份證號碼：

：男／女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通訊地址：
新生 舊生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Coffee Skills
咖啡技巧專業文憑

報讀課程: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課程費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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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短期課程－學員守則

一般守則
1. 上課時請攜備有效之課程收據，以資證明。
2. 課室內不准吸煙及飲食。
3. 上課時請關掉手提電話、或改成＜震動模式＞。
4. 未經導師或本校職員許可及安排，學員不得擅用本校之教學用具、電腦及其他文儀用具。學員如有損毀本校公物，必須負責賠償或修理。
5. 請愛護公物，個人重要物品，如銀包、身份證等，學員應隨身攜帶，不應留在課室內。
6. 若上課期間身體不適或遇其他事故，學員須盡快通知本校職員或導師，以便即時處理。
出席證書
1. 學員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可向本校申請課程《出席證書》。
2. 每張《出席證書》收費為港幣五十元，學員需於課程完結後三個月內，到本校辦理申請手續。
3. 本校收到學員之申請後，會於兩個星期後發出有關證明書。學員需自行回校領取，本校不作另行通知。
完成證書
1. 學員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及評核合格，可向本校申請課程《完成證書》。
2. 每張《完成證書》收費為港幣五十元，學員需於課程完結後三個月內，到本校辦理申請手續。
3. 本校收到學員之申請後，會於兩個星期後發出有關證明書。學員需自行回校領取，本校不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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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安排
1. 凡於下列假期及事項，當日課程將會順延或另作安排：

公眾假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颱風警號（八號或以上）或極端情況
2. 本校為教育局註冊學校，有關停課之安排將依教育局宣布為准。
退款安排
1. 如課程因收生不足而取消，除已繳付的學費外，其他已繳交之費用恕不退還。

丙部：聲明

個人資料使用
青年會專業書院擬使用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 姓名、聯絡電話、通訊地址、電郵地址等，提供有關青年會專業書院的任何課程，招生及活動推廣資訊。如閣下不同意上述
安排，請在以下方格加上剔號。
 本人不同意青年會專業書院使用本人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 姓名、聯絡電話、通訊地址、電郵地址等，提供有關青年會專業書院的任何課程，招生及活動推廣資訊。
如閣下希望停止接收上述資訊或更改個人資料，請連同閣下已登記的姓名、聯絡電話、通訊地址及電郵地址，電郵（programme@coc.cymca.edu.hk）或傳真（2740 9420）通知
本校。
個人資料收集及用途
1.
申請人/學員於其課程申請及入學登記時所填報的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通訊地址、電郵地址等。青年會專業書院將會用於處理閣下與課程有關的入學申請及行政相關用途：
2.
處理一切有關青年會專業書院的入學申請及相關用途。
3.
申請資料及學生記錄會用於與統計及分析相關用途。報名表及有關個人資料於青年會專業書院收生程序後銷毀。然而，若申請人於報名表表示願意收到青年會專業書院的資訊，則該申請資料將被保留。
4.
儲存報讀記錄的申請人資料於本校電腦系統內。
5.
若申請人表示願意收到青年會專業書院資訊，申請資料將被保留作青年會專業書院的任何課程、招生及活動推廣資訊。
6.
青年會專業書院會對申請人/學員的資料絕對保密，但可將申請人/學員的資料，給予對本院有保密承諾的任何人士或其代表。用於入學申請及行政相關用途。
7.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 申請人/學員有權
A.
查閱青年會專業書院是否持有他的個人資料
B.
要求獲得上述資料的副本;及
C.
要求青年會專業書院更正他的個人資料
申請人/學員必須提供足夠資料予青年會專業書院以識別身份，否則本院有權拒絕上述要求。
8.
申請人/學員如欲查閱個人資料，須以書面形式向青年會專業書院提出，地址如下：青年會專業書院 九龍窩打老道 23 號。
9.
根據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青年會專業書院保留權利收取查閱資料所需行政費用。

ymcacoc

6743 3557

Course Code / 課程編號: PDCS

2783 3501
九龍窩打老道23號 (港鐵油麻地站A2出口)
23 Waterloo Road, Kowloon (Exit A2, MTR Yaumatei Station)

Coffee

Coffee

• 教授有關咖啡、食品衛生和安全、客戶服務及行業
相關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提升學生工作潛能
• 為欲從事專業咖啡的學生提供專業咖啡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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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 students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coffee skills,

food hygiene and safety, customer service skills and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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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specialty coffe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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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合格學員可獲SCA頒發以下證書：
SCA咖啡入門證書
SCA咖啡師(濃縮咖啡)基礎單元證書 或
SCA咖啡沖煮基礎單元證書
• 增強學員的就業能力
• 與行業專家交流

Discover new opportunities and industry insights by

• 課程獲新特蘭大學香港分校認可

Programme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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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將裝備學員考取「精品咖啡協會」(SCA)多個咖啡單元證書 。

students who wish to pursue in professional coffee career
reaching industry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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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與行業專家交流，發掘新的機會和見解

Programme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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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 完成「咖啡技巧專業文憑」並達到課程要求的學員，可分別獲COC
及新特蘭大學香港分校頒發《完成證書》乙張
• 學員亦可獨立單元報讀，每科$3,200

Prepare students to take the examinations of certain

c

Programme Content

certificate courses offered by 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
(SCA). Those who pass the examinations will be awarded

1. Fundamentals of Specialty Coffee

the following certificates presented by SCA:

2. Brewing and Barista Skills

SCA Certificate in Introduction to Coffee

3. Principles of Mixology

SCA Certificate in Barista Skills (Foundation) or SCA

4. Sensory Evaluation

Certificate in Brewing (Foundation)

5. Gastronomy and Innovation

Increase employability of students

6. Health and Safety in Food and

Allow students to connect with industry professionals

課程內容
1. 精品咖啡基礎
2. 咖啡沖煮及製作技巧
3. 調酒學
4. 美食學感官品鑒
5. 美食學與創意
6. 餐飲業衛生及安全

Beverage Industry

The programme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in Hong Kong
Participants who complete the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Coffee Skills” and meet the course requirements will be
awarded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by COC and the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in Hong Kong

Duration
：One-year Part-time
Medium of Instruction ：English (Supplemented
with Cantonese)
Total Hours
：180
Tuition Fee
：HK$18,800
(By installments)

Students may also apply for the modules individually

Admission Requirement

which costs HK$3,200 each

•

Registration is open to all

修讀模式

: 1年兼讀制

授課語言

: 英文並輔以中文

時數

: 180小時

課程費用

: 港幣 $18,800

入學要求
• 歡迎任何人士報讀

(可分期繳付）
本中心保留更改所有課程內容等細節權利
YMCACOC reserves all rights to amend the content and schedule of the programme without prior no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