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銅鑼灣 歡迎查詢 物理治療護理技巧基礎證書 (兼讀制) 循道衞理中心 2806 0062 >>

天后 11月15日 常用英語詞彙 I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明愛 3521 1071 >>

灣仔 11月14日 物業管理禮賓服務基礎證書 (兼讀制) 循道衞理中心 2527 2250 >>

灣仔 11月16日 電腦操作系統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2833 6131 >>

灣仔 11月24日 中醫藥保健概念基礎證書 (兼讀制)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 3114 0199 >>

灣仔 12月2日 中藥配劑基礎證書 (兼讀制)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 3114 0199 >>

灣仔 12月4日 互聯網應用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2833 6518 >>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尖沙咀 11月15日 電睫毛及植睫毛技巧證書 (兼讀制) 皇家國際教育學院 2369 7368 >>

尖沙咀 11月27日 美容儀器運用基礎證書 (兼讀制) 皇家國際教育學院 2369 7368 >>

尖沙咀 11月30日 LCCI Level 3 會計考試備試證書 (兼讀制)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尖沙咀 12月7日
強烈脈衝光儀器操作員技能測驗備試證書

(兼讀制)
皇家國際教育學院 2369 7368 >>

尖沙咀 12月12日 職業英語 (聽力及會話) I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尖沙咀 12月15日 香港利得稅原理及應用證書	 (兼讀制)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尖沙咀 12月20日
安老院保健員實務精修證書 (傷口護理及餵食)

(兼讀制)
香港老年學會 2775 5756 >>

佐敦 11月27日 常用英語詞彙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

佐敦 12月5日 花藝設計及應用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

佐敦 12月11日 長者照顧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

油麻地 11月17日 美容護理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青年會專業書院
2783 3500/

2783 3509
>>

 2017年 11 至 12 月開課

「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及通用技能培訓課程(半日或晚間制)

九 龍

島港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1194
http://www.cice.edu.hk/SearchCourseDetail.aspx?id=1378&type=SINGLE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5447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5130&tc_id=24096750235028022
http://vassaricms.org/index.php/news/course/2010-02-18-08-31-44/2010-02-19-03-29-46
http://vassaricms.org/index.php/news/course/2010-02-18-08-31-44/2010-03-11-03-53-58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5115&tc_id=24096750235028022
http://www.royalintercollege.com/erb/
http://www.royalintercollege.com/erb/
http://www.hksc.edu.hk/new/tc/day_diploma_business.php?mcat=5&cat=1353&scat=3194
http://www.royalintercollege.com/erb/
http://www.hksc.edu.hk/new/tc/day_diploma_business.php?mcat=5&cat=1353&scat=3168
http://www.hksc.edu.hk/new/tc/day_diploma_business.php?mcat=5&cat=1353&scat=3194
http://www.hkag.org/Courses/erb_sus005HS.html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4147&tc_id=24096750235027971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4205&tc_id=24096750235027971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4142&tc_id=24096750235027971
http://www.ymca.edu.hk/course/美容護理-i-基礎證書-兼讀制/
http://www.ftu.org.hk/zh-hant/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油麻地 12月4日 小本創業 I (營運入門)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青年會專業書院
2783 3500/

2783 3509
>>

太子 11月30日 四季色彩學 II (形象風格)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2326 7862 >>

黃大仙 11月27日 職業普通話 I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2326 7862 >>

黃大仙 12月5日
陪月員護理知識 (嬰兒疾病及常用藥物認知)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2326 7862 >>

黃大仙 12月11日 營養知識 I (體重管理)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46 3333 >>

黃大仙 12月13日
陪月員護理知識 (母乳餵哺及嬰兒特殊照顧)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2326 7862 >>

黃大仙 12月14日 慢性病調理知識 (婦女疾病)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2326 7862 >>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東涌 11月23日 文書處理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2988 8112 >>

東涌 12月11日 電腦操作初探基礎證書 (兼讀制)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2988 8112 >>

東涌 12月13日 演示軟件應用基礎證書 (兼讀制)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2988 8112 >>

東涌 12月22日 常用英語詞彙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2988 8112 >>

屯門 11月22日 職業普通話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明愛 2456 0770 >>

更多ERB課程 >>
  以上資料如有改動，以培訓機構最新的資料為準。

  課程內容、報名及開課詳情，請直接與培訓機構查詢。

新 界

http://www.ymca.edu.hk/course/小本創業基礎證書兼讀制/
http://newcourse.hkeds.org/#sus
http://newcourse.hkeds.org/#sus
http://newcourse.hkeds.org/#sus
http://www.ce.ywca.org.hk/index.php?option=com_resource&view=list&category_id=4&Itemid=82&lang=zh
http://newcourse.hkeds.org/#sus
http://newcourse.hkeds.org/#sus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6286&tc_id=24096750235028082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6263&tc_id=24096750235028082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6298&tc_id=24096750235028082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6260&tc_id=24096750235028082
http://www.cice.edu.hk/SearchCourseDetail.aspx?id=1309&type=SINGLE
http://www.erb.org/training_courses/erb_courses/course_categories/zh/
http://www.erb.org/25/home/
http://www.erb.org/
https://www.facebook.com/MyER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