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ERB 30 培训增值大奖」  

获奖学员简介  

 

吴彩凤  

完成的 ERB 课程：保健员证书、医护支援人员（临床病人服务）

基础证书及 17 项护理相关的 ERB 技能提升课程  

 

事业发展路上  与 ERB 同行近 30 年  

 

彩凤自 1993 年修读 ERB 课程起，可谓与 ERB 结下不解缘。在完

成办公室中文商业电脑操作、中文簿记、对外贸易运输等 ERB 课

程后，彩凤便投身成衣业从事跟单文员工作十多年。惟后来随着香

港经济转型，成衣业大不如前，彩凤希望透过修读 ERB 课程学习

新技能，增值转型。  

 

由于彩凤深明护理工作的意义，她先后完成了「保健员证书」及

「医护支援人员（临床病人服务）基础证书」课程，并由 2015 年

起投身院舍护理工作至今，现于残疾人士院舍任职保健员。期间她

积极进修，共完成 17 项护理相关的 ERB 技能提升课程，包括护

理人员医药物认识、残疾人士院舍保健员护理技巧增修、职业治疗

护理技巧、物理治疗护理技巧等，以持续提升技能，为服务对象提

供优质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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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金好  

完成的 ERB 课程：医护支援人员（临床病人服务）基础证书及 19

项护理和中医保健相关的 ERB 技能提升课程  

 

受惠医护  回馈医护  

 

金好曾任职幼稚园教师，婚后成为全职家庭主妇，专心照顾家庭逾

10 年。期间曾因家人住院，金好感受到医护人员对家人的悉心照

顾，深受感动，加上当时子女已就读中学，因此她决定透过再培训

课程重返职场，加入护理行列，易地而处，服务他人。  

 

她于 2010 年完成 ERB「医护支援人员（临床病人服务）基础证书」

课程，随即投身护理工作至今，现时为长者中心护理员。12 年来，

金好积极进修增值，共完成 19 项与护理和中医保健相关的 ERB 技

能提升课程，包括物理治疗助理技巧、长者按摩及复康运动、长者

心理卫生及常见精神病的护理、安老服务沟通技巧、中医学理论、

中药保健食疗知识、结肠造口护理等，以持续提升服务表现和扩阔

服务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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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年度「ERB 杰出学员奖」  

获奖学员简介  

 

林玉花  

完成的 ERB 课程：花店实务及花艺设计助理基础证书及花艺设计

及应用 II 基础证书（兼读制）  

 

敢创敢试 以兴趣成就事业  

 

玉花于 2005 年投身航空业任职空中服务员，及后晋升至督导管理

工作，于行业一做便 15 年。然而疫情严重冲击航空业，一直认为

裁员不会找上门的玉花，在一夜之间成为失业大军的一员。  

 

一下子要重新出发殊不简单，但意志坚韧的玉花决心「落地」再出

发。想到自己对花艺有浓厚兴趣，也曾试过亲手制作花束，在同事

介绍下，玉花报读了 ERB「花店实务及花艺设计助理基础证书」

课程，期望将兴趣发展成个人事业。  

 

玉花在 ERB 导师悉心教导下，不只增进了花艺知识与技巧，也掌

握到营运花店的窍门与商机，包括如何定价、市场走势、成本控制

等；而导师的鼓励与支持亦成为了她人生的转捩点，燃起了她开设

花店的事业梦。她在毕业后开始筹备网上花店，由商标及网站设

计、牌照申请、推广、制作，以至送货都亲力亲为，创业路上五味

杂陈，全凭创意与信念引领向前。玉花感恩导师的鼓励，在转变中

勇于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她的花店现时运作顺利，花艺作品亦屡

获好评，期望未来能够经营一间实体花店。  

 

玉花对经营花店有一个理念，除了发展业务，她更希望让花艺作品

承载着爱、喜悦和祝福，带给每位客人。她亦不时受邀到访学校教

导长者插花，感受到分享花艺美的意义。  

 

转业加上创业，一切从头开始无疑充满挑战，但绝非不可为。玉花

身体力行示范了「态度」的关键，如何突破自己，积极进修，找寻

人生路上的种种可能。她希望藉以勉励其他「行到水穷处」的人，

一样可以和她一样走出逆境，坐看云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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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晓真  

完成的 ERB 课程：医护支援人员（临床病人服务）基础证书  

 

一腔热忱 开展护理事业  

 

晓真于 2015 年移居香港，面对截然不同的环境，她努力适应新生

活，并找到一份珠宝销售工作。后来，为了悉心照顾家庭，她选择

辞去工作，直至女儿出世，而丈夫正值待业，晓真面对经济压力，

决意重投职场。然而，疫情爆发影响市道，晓真求职多时也杳无音

讯。  

 

晓真重新思考事业路向，认识到安老及护理工作不但能够帮助有

需要的病人或长者，更是充满前景，因此她报读 ERB「医护支援

人员（临床病人服务）基础证书」课程，毕业后成功获安老院聘用

为照顾员，踏上事业新里程。  

 

面对院舍的繁忙工作，晓真全力以赴，对院友爱护有加，得到上司

及同侪的认同。为了兼顾家庭与工作，晓真选择夜班当值，使得白

天可以照顾家人。此举无疑减少了休息时间，但她未有放弃，更于

工作中找到一份使命感，愈发喜欢安老护理的工作。  

 

晓真作为两孩之母，仍不忘积极学习、奋发向上。她入职后完成了

急救证书课程，并计划报读保健员及英语课程，提升行业知识和专

业技能，为院友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她亦盼望透过自身的经历，鼓

励更多「有心人」加入踏实而具意义的护理行业。  

 

 

 

胡森源  

完成的 ERB 课程：金融证券投资证书  

 

目标清晰 勇敢追梦  

 

森源中学毕业后在亲戚介绍下投身保险业，初出茅庐的他明白行

内竞争激烈，亦发现自己在行业知识及销售技巧上力有不逮，遂决

定离职再进修增值。为了装备自己，他选择了修读 ERB「金融证

券投资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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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不倦的森源上课表现出众，在课堂以外亦会主动请教导师及

前辈，以提升行业知识及待人处事的态度。毕业后，森源重新投入

金融证劵及保险业发展，将课堂知识活学活用，汲取经验不断改

进，终于成为专业投资顾问。其一丝不苟和勤奋上进的工作态度赢

得上司和同事的赞赏，并获颁发不同的奖项，年仅 20 岁的森源更

在短短 3 个月内获晋升成为经理。  

 

一路走来，森源深明在行内发展殊不轻易，所以不时与毕业同学分

享就业资讯，关顾他们，更在空余时间参与社福活动，回馈社会。

森源亦计划继续进修，目标在 30 岁前考取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提

升专业知识，为顾客提供更佳服务，成为金融保险业专才。森源亦

希望透过自己的小故事，勉励青年人，要以无比的勇气面对挑战，

提升个人能力，定能克服困难，为自己的人生带来更多机遇和无限

可能。  

 

 

 

郭志雄  

完成的 ERB 课程：社福活动助理基础证书  

 

让爱延续   以生命影响生命  

 

志雄从事资讯科技工作逾十年，生活一直安稳。不料太太在 2008

年被诊断患上重疾失明，改写了他的人生轨道。迎来巨变，志雄辞

去工作全职照顾太太，直至她最终在 12 年后离世。凭着坚韧的意

志，志雄走出伤痛，并计划重投职场。  

 

太太接受治疗期间，他们获得社福机构及相关人士的专业协助及

关怀，志雄对此铭感于心，太太遗愿也希望他日后可以回馈社会，

帮助有需要的人。为一圆挚亲的心愿，志雄报读了 ERB「社福活

动助理基础证书」课程，转换跑道，立志投身社福界。离开职场多

年，加上适逢疫情，要重新就业并不容易，但志雄凭着诚恳的态度

和不懈努力，成功加入院社任职活动助理，负责照顾院内的智障人

士。  

 

在工作上，志雄需要处理情绪波动的院友，在入职初期难免会感到

吃力；然而坚毅乐观的他深信累积经验后必定能胜任工作。随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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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院友日渐熟络，工作变得得心应手，他在院友的每一个笑容中找

到工作最大的满足感。对志雄而言，活动统筹工作别具意义，既能

将快乐带给他人，也透过帮助别人而重新建立自身价值。  

 

人生总有顺逆。志雄表示：「尽管离开职场多年，但凭着坚定信念，

积极向前，终会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他已定下进修计划，修读护理相关课程，进一步提升专业知识和技

能，为事业继续奋斗。  

 

 

 

陈海燕  

完成的 ERB 课程：医护支援人员（临床病人服务）基础证书  

 

心怀关爱 敬业乐业  

 

海燕从事制衣业工作超过廿年，惟因市场转变，加上疫情影响，她

无奈离开以往的工作岗位。后来海燕的父亲因病住院，期间得到医

护人员悉心照顾，令她深受感动。在父亲离世后，她立志加入医护

行业为服务社群出一分力。  

 

她当初报读 ERB「医护支援人员（临床病人服务）基础证书」课

程时，也曾担心过自己的体能和记性已不如从前，未能应付学习，

但最后凭借坚强的毅力和努力，顺利完成课程。难得的是她并不只

独善其身，更兼任班长，积极协助同学，在班中发放正能量，鼓励

同学们一起努力，以投身行业服务社群为目标。  

 

毕业后，海燕入职成为医院病房助理，负责照顾走在生命最后阶段

的年老病人。她敬业乐业，不辞劳苦地悉心照料每一位病人，也喜

欢跟他们聊天，因为她深信心灵支持对老人家来说是另一种灵丹

妙药。海燕的上司十分欣赏她对工作的热诚，不时鼓励她学习新技

能，为未来事业发展铺路。  

 

常言道「活到老、学到老」。虽然医院的工作繁忙，但海燕坚守信

念，继续修读 ERB 健康护理课程，提升行业知识及技能，装备自

己以更好应付工作需要，并为病人提供更全面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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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基  

完成的 ERB 课程：标准保安及物业管理基础证书  

 

千里马哪里都遇百乐  

 

荣基从事酒店及旅游业逾三十年，但一场疫情却令他逃不过失业

的命运。抱有「打不死」精神的荣基没有自怨自艾，作为「后 50」

他敢于转换跑道，重新出发。  

 

荣基报读了 ERB「标准保安及物业管理基础证书」课程，他在课

堂上表现投入，并担任班长，主动协助同学及处理班务，他更鼓励

同学在入职前报读急救证书课程，装备多元技能。  

 

毕业后，荣基获物业管理公司聘任为礼宾员。由资深领队变为保安

新丁，坚毅和乐天的荣基很快便适应下来，将过往所累积的工作经

验充分发挥到新岗位上。凭着他多年丰富的待客经验、应变能力和

处事态度，他转眼间便已「解锁」新技能，从小型维修保养，调解

纠纷，到处理突发情况，都能得心应手；精通外语的他更获委派接

待公司管理层，以外语介绍礼宾员工作。荣基不但获得上司的重用

及同事的爱戴，亦得到业户的赞赏。  

 

人生总有高山低谷，荣基相信只要努力前行，把握时间增值，提升

专业知识和资历，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希望可以继续把正

能量传递给身边人，并以自身经历勉励同路人勇于面对挑战，让知

识成就第二人生。  

 

 

 

闭晓容  

完成的 ERB 课程：保健员证书  

 

感恩知足 怀理想不言弃  

 

晓容于 2017 年移居香港，由于要适应新环境，加上需要照顾家庭，

所以她一直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乐观积极的晓容未有放弃，更把握时间先后修读 ERB 会计及英语

课程，增值自己。当她得知考取保健员资格后能够投身安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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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从事自己喜欢的护理工作，遂报读 ERB「保健员证书」课程。  

 

晓容认真学习，毕业后入职日间护理中心成为护理员，为体弱长者

提供照顾服务，协助他们参与复康运动和社交活动。在疫情严峻期

间，不少长者都忧心忡忡，即使回到日间护理中心也少现笑颜。晓

容陪伴长者度过这段日子，扮演一个「聆听者」的角色，因为她认

为心灵上的关怀至为重要，她耐心聆听他们的需要，分担他们的心

事，为长者带来温暖和安慰。回望过去，尽管晓容入职时疫情正值

严峻，但是她秉持护理服务的初心，坚守前线岗位，尽心尽意照顾

长者。工作时她又乐意与同事分享经验和交流心得。凭借热诚和爱

心，晓容深得上司、同侪和长者的信任与赞赏。  

 

除了工作，晓容在家庭里亦努力做好「照顾者」的角色，成为子女

的好榜样。作为母亲，她对下一代的启发正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楷

模，她的长子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修读物理治疗学士学位课程，

亦以投身医护服务行业为目标，延续妈妈的事业与梦想。  

 

 

 

叶铭森  

完成的 ERB 课程：「物业管理客户服务专员基础证书」度身订造课

程及保安培训课程认可计划—质素保证系统基础证书（兼读制）  

 

敢于尝试 让学习成为远航动力  

 

铭森的中学文凭试成绩未如理想，加上欠缺全职工作经验，在求职

路上遇上不少困难。积极乐观的铭森却没有气馁，把握机会进修增

值，为未来事业发展作好准备，她深信只要不断尝试，总会找到适

合自己的路。  

 

铭森在进修期间曾从事自由工作，但有感自由职业非长远之计，在

家人的鼓励下，决定报读 ERB「物业管理客户服务专员基础证书」

度身订造课程，毕业后加入物业管理公司成为客户服务大使，既可

累积工作经验及获取稳定收入，又可了解更多行业前景，以厘订自

己的事业方向。  

 

新岗位的工作既充实又充满挑战。作为职场新人，铭森入职初期在

工作上也偶有「虾碌」，但她用心学习，汲取这些经验及上司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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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不断完善自己，也视之为磨练意志的机会。  

 

铭森的工作表现获得上司的赏识和认同，亦深得顾客的赞赏，及后

获公司升任为助理客户服务主任。铭森希望将来能参与更多业务

上的策划工作，并继续进修，以考取房屋管理专业文凭为短期目

标。  

 

 

 

赖嘉颖  

完成的 ERB 课程：化妆及发饰造型基础证书－青年培育计划（Teen

才再现）  

 

重拾自信 蜕变中成长  

 

年少的嘉颖对自己要求甚高，升上中学后压力倍增，在中二时曾一

度休学。期间，她封闭自己，连家门也不出，与社会隔绝，在离开

传统教育体系后，对前路感迷茫。  

 

后来，在家人的鼓励下，嘉颖醒觉自己不能再原地踏步，遂决定鼓

起勇气，向前跨出第一步。对化妆及艺术文化甚有兴趣的嘉颖，报

读了 ERB「化妆及发饰造型基础证书」—青年培育计划（Teen 才

再现）课程。  

 

轻松而规律的学习生活让嘉颖重拾信心，让生活重回正轨。嘉颖于

课程中表现积极，获得培训机构颁发的「最佳表现奖」及「积极参

与奖」，并以首名佳绩毕业。课程亦让她认清事业方向，昂首踏上

进修之路，矢志为未来投身艺术、美学及文化管理工作铺路。毕业

后，嘉颖进修化妆相关的文凭课程，她用心学习，积极参与学生及

社福活动，累积实战经验，就读期间更获得老师的赞赏，并获颁发

奖学金予以嘉许。闲时她亦会抽空欣赏艺术作品，扩阔眼界。嘉颖

毕业后再报读与设计相关的高级文凭课程，以获取相关资历。  

 

人生旅途上，唯苦过方知甜。从艰难日子走出来的嘉颖，勇于面对

挑战，在成长路上珍惜每个机会，努力进修增值，提升职业技能，

在传统教育以外走出适合自己的道路，一步步向梦想与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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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深汝  

完成的 ERB 课程：标准保安及物业管理基础证书及物业管理中文

书写技巧 I 基础证书（兼读制）  

 

逆境求变 化危为机  

 

深汝从事旅游业逾廿年，无奈行业受疫情打击，正值不惑之年的他

对生活顿感困惑，因而重新找寻未来方向。  

 

深汝报读了 ERB「特别 爱增值」计划的「标准保安及物业管理基

础证书」课程。好学不倦的深汝全程投入学习，从无缺席，在上课

期间更主动向同学提供协助及分享学习心得，在持续评估中更考

获全班最高分的优异成绩，导师对他赞不绝口。  

 

深汝毕业后随即加入物业管理及保安业，入行不足八个月已获转

职及晋升机会，数月后更再一次获晋升成为助理客户服务主管。凭

借多年来在旅游业奠下的优良沟通技巧，他当上了上司与下属之

间的桥梁，负责人事管理和行政事务，并负责住客联络和支援工

作。他乐于助人的性格，以及细心认真的工作态度亦深得同侪肯

定。  

 

「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深汝深信世上没有跨不过的难关，

选择积极装备自己，学习新技能，勇于尝试及敢于转换事业跑道。

深汝希望透过自身经历勉励同路人无惧挫折，奋勇向前，将挑战转

化为机遇，为人生开创新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