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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 2月28日 保健員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3791 2240 >>

銅鑼灣 1月24日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循道衞理中心 2806 0062 >>

灣仔 1月19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循道衞理中心 2527 2250 >>

灣仔 1月22日 嬰幼兒照顧員基礎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2596 2589 >>

灣仔 2月6日 保健員證書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 3114 0199 >>

灣仔 2月26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 3114 0199 >>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尖沙咀 1月23日 金融證券投資證書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尖沙咀 1月26日 行政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尖沙咀 2月9日 辦公室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紅磡 1月18日 酒店房務員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91 >>

紅磡 1月19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57 >>

紅磡 1月23日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59 >>

紅磡 1月26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54 >>

紅磡 1月26日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57 >>

佐敦 1月22日 流動裝置應用程式開發人員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佐敦 2月1日 初級美容師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油麻地 1月18日 家務助理基礎證書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 2780 9293 >>

油麻地 1月18日 物業設施管理基礎證書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 2780 9293 >>

油麻地 1月19日 葡萄酒推廣員基礎證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770 8070 >>

油麻地 1月31日 酒店房務員基礎證書 青年會專業書院
2783 3500/

2783 3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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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 2月8日 初級網頁設計人員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
2179 1188 >>

旺角 1月22日 日本料理初級廚師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旺角 2月21日 保健按摩基礎證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770 8070 >>

旺角 2月22日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770 8070 >>

太子 2月1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太子 2月5日 保健按摩基礎證書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太子 2月26日 婚禮及宴會籌劃基礎證書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深水埗 1月18日 酒店房務員基礎證書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787 9967 >>

深水埗 2月27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454 4801 >>

長沙灣 1月23日 護理員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

長沙灣 1月26日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970 0800 >>

長沙灣 1月26日 點心製作員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

長沙灣 1月29日
健身指導員（體適能基礎證書公開考試）

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
3719 6600 >>

長沙灣 2月27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

長沙灣 2月28日 酒店房務員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

長沙灣 2月28日 點心製作員基礎證書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2654 6066 >>

石硤尾 2月26日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香港明愛 2777 5151 >>

黃大仙 2月26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46 3333 >>

彩虹 1月30日 資訊科技助理人員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2716 8812 >>

觀塘 1月23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2340 2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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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 1月18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 22176080 >>

將軍澳 1月19日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 2217 6080 >>

將軍澳 1月25日 酒店房務員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葵興 1月25日 茶餐廳廚吧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612 1221 >>

葵興 1月25日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418 98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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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 1月18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423 5042 >>

葵涌 1月19日 點心製作員基礎證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423 5042 >>

荃灣 1月18日 茶餐廳廚吧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2405 1555 >>

石籬 2月6日 物業維修基礎證書 職工盟培訓中心 2633 8860 >>

青衣 1月25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 2146 6388 >>

青衣 2月26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436 2977 >>

東涌 2月1 日 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2988 8112 >>

沙田圍 2月6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香港明愛 2637 2166 >>

馬鞍山 1月29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
3519 1700 >>

沙田 1月26日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06 3411 >>

大埔 2月28日 初級纖體技師基礎證書 職工盟培訓中心 2651 9833 >>

太和 2月28日 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2654 6066 >>

太和 2月28日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2654 6066 >>

粉嶺 1月31日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
2948 4848 >>

粉嶺 2月1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2654 9800 >>

粉嶺 2月28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2654 9800 >>

天水圍 1月19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970 0800 >>

洪水橋 1月22日 樹藝管理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3572 0644 >>

洪水橋 2月26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3572 0644 >>

屯門 1月22日 護理員基礎證書 香港明愛 2466 8772 >>

屯門 1月25日 保健員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454 4801 >>

屯門 2月23日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
2247 9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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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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