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ERB 30 培訓增值大獎」  

獲獎學員簡介  

 

吳彩鳳  

完成的 ERB 課程：保健員證書、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

基礎證書及 17 項護理相關的 ERB 技能提升課程  

 

事業發展路上  與 ERB 同行近 30 年  

 

彩鳳自 1993 年修讀 ERB 課程起，可謂與 ERB 結下不解緣。在完

成辦公室中文商業電腦操作、中文簿記、對外貿易運輸等 ERB 課

程後，彩鳳便投身成衣業從事跟單文員工作十多年。惟後來隨著香

港經濟轉型，成衣業大不如前，彩鳳希望透過修讀 ERB 課程學習

新技能，增值轉型。  

 

由於彩鳳深明護理工作的意義，她先後完成了「保健員證書」及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課程，並由 2015 年

起投身院舍護理工作至今，現於殘疾人士院舍任職保健員。期間她

積極進修，共完成 17 項護理相關的 ERB 技能提升課程，包括護

理人員醫藥物認識、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職業治療

護理技巧、物理治療護理技巧等，以持續提升技能，為服務對象提

供優質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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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金好  

完成的 ERB 課程：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及 19

項護理和中醫保健相關的 ERB 技能提升課程  

 

受惠醫護  回饋醫護  

 

金好曾任職幼稚園教師，婚後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專心照顧家庭逾

10 年。期間曾因家人住院，金好感受到醫護人員對家人的悉心照

顧，深受感動，加上當時子女已就讀中學，因此她決定透過再培訓

課程重返職場，加入護理行列，易地而處，服務他人。  

 

她於 2010 年完成 ERB「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課程，隨即投身護理工作至今，現時為長者中心護理員。12 年來，

金好積極進修增值，共完成 19 項與護理和中醫保健相關的 ERB 技

能提升課程，包括物理治療助理技巧、長者按摩及復康運動、長者

心理衞生及常見精神病的護理、安老服務溝通技巧、中醫學理論、

中藥保健食療知識、結腸造口護理等，以持續提升服務表現和擴闊

服務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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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年度「ERB 傑出學員獎」  

獲獎學員簡介  

 

林玉花  

完成的 ERB 課程：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及花藝設計

及應用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敢創敢試 以興趣成就事業  

 

玉花於 2005 年投身航空業任職空中服務員，及後晉升至督導管理

工作，於行業一做便 15 年。然而疫情嚴重衝擊航空業，一直認為

裁員不會找上門的玉花，在一夜之間成為失業大軍的一員。  

 

一下子要重新出發殊不簡單，但意志堅韌的玉花決心「落地」再出

發。想到自己對花藝有濃厚興趣，也曾試過親手製作花束，在同事

介紹下，玉花報讀了 ERB「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課程，期望將興趣發展成個人事業。  

 

玉花在 ERB 導師悉心教導下，不只增進了花藝知識與技巧，也掌

握到營運花店的竅門與商機，包括如何定價、市場走勢、成本控制

等；而導師的鼓勵與支持亦成為了她人生的轉捩點，燃起了她開設

花店的事業夢。她在畢業後開始籌備網上花店，由商標及網站設

計、牌照申請、推廣、製作，以至送貨都親力親為，創業路上五味

雜陳，全憑創意與信念引領向前。玉花感恩導師的鼓勵，在轉變中

勇於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她的花店現時運作順利，花藝作品亦屢

獲好評，期望未來能夠經營一間實體花店。  

 

玉花對經營花店有一個理念，除了發展業務，她更希望讓花藝作品

承載著愛、喜悅和祝福，帶給每位客人。她亦不時受邀到訪學校教

導長者插花，感受到分享花藝美的意義。  

 

轉業加上創業，一切從頭開始無疑充滿挑戰，但絕非不可為。玉花

身體力行示範了「態度」的關鍵，如何突破自己，積極進修，找尋

人生路上的種種可能。她希望藉以勉勵其他「行到水窮處」的人，

一樣可以和她一樣走出逆境，坐看雲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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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曉真  

完成的 ERB 課程：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一腔熱忱 開展護理事業  

 

曉真於 2015 年移居香港，面對截然不同的環境，她努力適應新生

活，並找到一份珠寶銷售工作。後來，為了悉心照顧家庭，她選擇

辭去工作，直至女兒出世，而丈夫正值待業，曉真面對經濟壓力，

決意重投職場。然而，疫情爆發影響市道，曉真求職多時也杳無音

訊。  

 

曉真重新思考事業路向，認識到安老及護理工作不但能夠幫助有

需要的病人或長者，更是充滿前景，因此她報讀 ERB「醫護支援

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課程，畢業後成功獲安老院聘用

為照顧員，踏上事業新里程。  

 

面對院舍的繁忙工作，曉真全力以赴，對院友愛護有加，得到上司

及同儕的認同。為了兼顧家庭與工作，曉真選擇夜班當值，使得白

天可以照顧家人。此舉無疑減少了休息時間，但她未有放棄，更於

工作中找到一份使命感，愈發喜歡安老護理的工作。  

 

曉真作為兩孩之母，仍不忘積極學習、奮發向上。她入職後完成了

急救證書課程，並計劃報讀保健員及英語課程，提升行業知識和專

業技能，為院友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她亦盼望透過自身的經歷，鼓

勵更多「有心人」加入踏實而具意義的護理行業。  

 

 

 

胡森源  

完成的 ERB 課程：金融證券投資證書  

 

目標清晰 勇敢追夢  

 

森源中學畢業後在親戚介紹下投身保險業，初出茅廬的他明白行

內競爭激烈，亦發現自己在行業知識及銷售技巧上力有不逮，遂決

定離職再進修增值。為了裝備自己，他選擇了修讀 ERB「金融證

券投資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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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不倦的森源上課表現出眾，在課堂以外亦會主動請教導師及

前輩，以提升行業知識及待人處事的態度。畢業後，森源重新投入

金融證劵及保險業發展，將課堂知識活學活用，汲取經驗不斷改

進，終於成為專業投資顧問。其一絲不苟和勤奮上進的工作態度贏

得上司和同事的讚賞，並獲頒發不同的獎項，年僅 20 歲的森源更

在短短 3 個月內獲晉升成為經理。  

 

一路走來，森源深明在行內發展殊不輕易，所以不時與畢業同學分

享就業資訊，關顧他們，更在空餘時間參與社福活動，回饋社會。

森源亦計劃繼續進修，目標在 30 歲前考取工商管理碩士學歷，提

升專業知識，為顧客提供更佳服務，成為金融保險業專才。森源亦

希望透過自己的小故事，勉勵青年人，要以無比的勇氣面對挑戰，

提升個人能力，定能克服困難，為自己的人生帶來更多機遇和無限

可能。  

 

 

 

郭志雄  

完成的 ERB 課程：社福活動助理基礎證書  

 

讓愛延續   以生命影響生命  

 

志雄從事資訊科技工作逾十年，生活一直安穩。不料太太在 2008

年被診斷患上重疾失明，改寫了他的人生軌道。迎來巨變，志雄辭

去工作全職照顧太太，直至她最終在 12 年後離世。憑著堅韌的意

志，志雄走出傷痛，並計劃重投職場。  

 

太太接受治療期間，他們獲得社福機構及相關人士的專業協助及

關懷，志雄對此銘感於心，太太遺願也希望他日後可以回饋社會，

幫助有需要的人。為一圓摯親的心願，志雄報讀了 ERB「社福活

動助理基礎證書」課程，轉換跑道，立志投身社福界。離開職場多

年，加上適逢疫情，要重新就業並不容易，但志雄憑著誠懇的態度

和不懈努力，成功加入院社任職活動助理，負責照顧院內的智障人

士。  

 

在工作上，志雄需要處理情緒波動的院友，在入職初期難免會感到

吃力；然而堅毅樂觀的他深信累積經驗後必定能勝任工作。隨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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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院友日漸熟絡，工作變得得心應手，他在院友的每一個笑容中找

到工作最大的滿足感。對志雄而言，活動統籌工作別具意義，既能

將快樂帶給他人，也透過幫助別人而重新建立自身價值。  

 

人生總有順逆。志雄表示：「儘管離開職場多年，但憑著堅定信念，

積極向前，終會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他已定下進修計劃，修讀護理相關課程，進一步提升專業知識和技

能，為事業繼續奮鬥。  

 

 

 

陳海燕  

完成的 ERB 課程：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心懷關愛 敬業樂業  

 

海燕從事製衣業工作超過廿年，惟因市場轉變，加上疫情影響，她

無奈離開以往的工作崗位。後來海燕的父親因病住院，期間得到醫

護人員悉心照顧，令她深受感動。在父親離世後，她立志加入醫護

行業為服務社群出一分力。  

 

她當初報讀 ERB「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課

程時，也曾擔心過自己的體能和記性已不如從前，未能應付學習，

但最後憑藉堅強的毅力和努力，順利完成課程。難得的是她並不只

獨善其身，更兼任班長，積極協助同學，在班中發放正能量，鼓勵

同學們一起努力，以投身行業服務社群為目標。  

 

畢業後，海燕入職成為醫院病房助理，負責照顧走在生命最後階段

的年老病人。她敬業樂業，不辭勞苦地悉心照料每一位病人，也喜

歡跟他們聊天，因為她深信心靈支持對老人家來說是另一種靈丹

妙藥。海燕的上司十分欣賞她對工作的熱誠，不時鼓勵她學習新技

能，為未來事業發展鋪路。  

 

常言道「活到老、學到老」。雖然醫院的工作繁忙，但海燕堅守信

念，繼續修讀 ERB 健康護理課程，提升行業知識及技能，裝備自

己以更好應付工作需要，並為病人提供更全面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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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基  

完成的 ERB 課程：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千里馬哪裡都遇百樂  

 

榮基從事酒店及旅遊業逾三十年，但一場疫情卻令他逃不過失業

的命運。抱有「打不死」精神的榮基沒有自怨自艾，作為「後 50」

他敢於轉換跑道，重新出發。  

 

榮基報讀了 ERB「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課程，他在課

堂上表現投入，並擔任班長，主動協助同學及處理班務，他更鼓勵

同學在入職前報讀急救證書課程，裝備多元技能。  

 

畢業後，榮基獲物業管理公司聘任為禮賓員。由資深領隊變為保安

新丁，堅毅和樂天的榮基很快便適應下來，將過往所累積的工作經

驗充分發揮到新崗位上。憑著他多年豐富的待客經驗、應變能力和

處事態度，他轉眼間便已「解鎖」新技能，從小型維修保養，調解

糾紛，到處理突發情況，都能得心應手；精通外語的他更獲委派接

待公司管理層，以外語介紹禮賓員工作。榮基不但獲得上司的重用

及同事的愛戴，亦得到業戶的讚賞。  

 

人生總有高山低谷，榮基相信只要努力前行，把握時間增值，提升

專業知識和資歷，機會總會留給有準備的人。他希望可以繼續把正

能量傳遞給身邊人，並以自身經歷勉勵同路人勇於面對挑戰，讓知

識成就第二人生。  

 

 

 

閉曉容  

完成的 ERB 課程：保健員證書  

 

感恩知足 懷理想不言棄  

 

曉容於 2017 年移居香港，由於要適應新環境，加上需要照顧家庭，

所以她一直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樂觀積極的曉容未有放棄，更把握時間先後修讀 ERB 會計及英語

課程，增值自己。當她得知考取保健員資格後能夠投身安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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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從事自己喜歡的護理工作，遂報讀 ERB「保健員證書」課程。  

 

曉容認真學習，畢業後入職日間護理中心成為護理員，為體弱長者

提供照顧服務，協助他們參與復康運動和社交活動。在疫情嚴峻期

間，不少長者都憂心忡忡，即使回到日間護理中心也少現笑顏。曉

容陪伴長者度過這段日子，扮演一個「聆聽者」的角色，因為她認

為心靈上的關懷至為重要，她耐心聆聽他們的需要，分擔他們的心

事，為長者帶來溫暖和安慰。回望過去，儘管曉容入職時疫情正值

嚴峻，但是她秉持護理服務的初心，堅守前線崗位，盡心盡意照顧

長者。工作時她又樂意與同事分享經驗和交流心得。憑藉熱誠和愛

心，曉容深得上司、同儕和長者的信任與讚賞。  

 

除了工作，曉容在家庭裡亦努力做好「照顧者」的角色，成為子女

的好榜樣。作為母親，她對下一代的啟發正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楷

模，她的長子以優異成績考入大學，修讀物理治療學士學位課程，

亦以投身醫護服務行業為目標，延續媽媽的事業與夢想。  

 

 

 

葉銘森  

完成的 ERB 課程：「物業管理客戶服務專員基礎證書」度身訂造課

程及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質素保證系統基礎證書（兼讀制）  

 

敢於嘗試 讓學習成為遠航動力  

 

銘森的中學文憑試成績未如理想，加上欠缺全職工作經驗，在求職

路上遇上不少困難。積極樂觀的銘森卻沒有氣餒，把握機會進修增

值，為未來事業發展作好準備，她深信只要不斷嘗試，總會找到適

合自己的路。  

 

銘森在進修期間曾從事自由工作，但有感自由職業非長遠之計，在

家人的鼓勵下，決定報讀 ERB「物業管理客戶服務專員基礎證書」

度身訂造課程，畢業後加入物業管理公司成為客戶服務大使，既可

累積工作經驗及獲取穩定收入，又可了解更多行業前景，以釐訂自

己的事業方向。  

 

新崗位的工作既充實又充滿挑戰。作為職場新人，銘森入職初期在

工作上也偶有「蝦碌」，但她用心學習，汲取這些經驗及上司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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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不斷完善自己，也視之為磨練意志的機會。  

 

銘森的工作表現獲得上司的賞識和認同，亦深得顧客的讚賞，及後

獲公司升任為助理客戶服務主任。銘森希望將來能參與更多業務

上的策劃工作，並繼續進修，以考取房屋管理專業文憑為短期目

標。  

 

 

 

賴嘉穎  

完成的 ERB 課程：化妝及髮飾造型基礎證書－青年培育計劃（Teen

才再現）  

 

重拾自信 蛻變中成長  

 

年少的嘉穎對自己要求甚高，升上中學後壓力倍增，在中二時曾一

度休學。期間，她封閉自己，連家門也不出，與社會隔絕，在離開

傳統教育體系後，對前路感迷茫。  

 

後來，在家人的鼓勵下，嘉穎醒覺自己不能再原地踏步，遂決定鼓

起勇氣，向前跨出第一步。對化妝及藝術文化甚有興趣的嘉穎，報

讀了 ERB「化妝及髮飾造型基礎證書」—青年培育計劃（Teen 才

再現）課程。  

 

輕鬆而規律的學習生活讓嘉穎重拾信心，讓生活重回正軌。嘉穎於

課程中表現積極，獲得培訓機構頒發的「最佳表現獎」及「積極參

與獎」，並以首名佳績畢業。課程亦讓她認清事業方向，昂首踏上

進修之路，矢志為未來投身藝術、美學及文化管理工作鋪路。畢業

後，嘉穎進修化妝相關的文憑課程，她用心學習，積極參與學生及

社福活動，累積實戰經驗，就讀期間更獲得老師的讚賞，並獲頒發

獎學金予以嘉許。閒時她亦會抽空欣賞藝術作品，擴闊眼界。嘉穎

畢業後再報讀與設計相關的高級文憑課程，以獲取相關資歷。  

 

人生旅途上，唯苦過方知甜。從艱難日子走出來的嘉穎，勇於面對

挑戰，在成長路上珍惜每個機會，努力進修增值，提升職業技能，

在傳統教育以外走出適合自己的道路，一步步向夢想與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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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深汝  

完成的 ERB 課程：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及物業管理中文

書寫技巧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逆境求變 化危為機  

 

深汝從事旅遊業逾廿年，無奈行業受疫情打擊，正值不惑之年的他

對生活頓感困惑，因而重新找尋未來方向。  

 

深汝報讀了 ERB「特別 愛增值」計劃的「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

礎證書」課程。好學不倦的深汝全程投入學習，從無缺席，在上課

期間更主動向同學提供協助及分享學習心得，在持續評估中更考

獲全班最高分的優異成績，導師對他讚不絕口。  

 

深汝畢業後隨即加入物業管理及保安業，入行不足八個月已獲轉

職及晉升機會，數月後更再一次獲晉升成為助理客戶服務主管。憑

藉多年來在旅遊業奠下的優良溝通技巧，他當上了上司與下屬之

間的橋樑，負責人事管理和行政事務，並負責住客聯絡和支援工

作。他樂於助人的性格，以及細心認真的工作態度亦深得同儕肯

定。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深汝深信世上沒有跨不過的難關，

選擇積極裝備自己，學習新技能，勇於嘗試及敢於轉換事業跑道。

深汝希望透過自身經歷勉勵同路人無懼挫折，奮勇向前，將挑戰轉

化為機遇，為人生開創新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