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柴灣 6月12日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循道衞理中心 2534 8134 >>

銅鑼灣 6月26日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循道衞理中心 2806 0062 >>

灣仔
5月22日 /

6月30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3114 0199 >>

灣仔 6月20日 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 循道衞理中心 2527 2250 >>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紅磡 5月27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80 >>

紅磡 6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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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0 >>

尖沙咀 5月27日 後端網站開發人員證書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3442 6359 >>

尖沙咀 5月28日 Python網站框架開發助理證書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3442 6359 >>

網上授課

／佐敦
5月24日 物業設施管理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佐敦 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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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日 保健員證書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

油麻地 5月24日 餐飲及宴會服務員基礎證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708 8141 >>

油麻地 5月24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116 4598 >>

油麻地 5月25日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116 4598 >>

油麻地 6月8日 甜品製作員基礎證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116 4598 >>

油麻地 6月9日 專業的士司機（的士筆試）基礎證書 機電工程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2332 7279 >>

油麻地 6月20日 電氣佈線工（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機電工程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2332 7279 >>

旺角 5月22日 電氣佈線工（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旺角 5月26日 裝修水喉工（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機電工程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2332 7279 >>

旺角 5月29日 美甲師基礎證書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3165 8870 >>

旺角 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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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0 0800 >>

旺角 6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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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 4598 >>

旺角 6月19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3165 8870 >>

太子 5月22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787 9967 >>

2023年5月至6月開課

就業掛鈎課程（全日制）

島港

龍九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5444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621
https://www.vassaricms.org/index.php/home/service/architecture/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618
http://hccss.holycarpenter.org.hk/course_tcdd_2023041502/
http://hccss.holycarpenter.org.hk/course_tcdd_2023041508/
https://www5.scope.edu/programmes/ERB%E4%BA%BA%E6%89%8D%E7%99%BC%E5%B1%95%E8%A8%88%E5%8A%83/%E5%BE%8C%E7%AB%AF%E7%B6%B2%E7%AB%99%E9%96%8B%E7%99%BC%E4%BA%BA%E5%93%A1%E8%AD%89%E6%9B%B8
https://www5.scope.edu/programmes/ERB%E4%BA%BA%E6%89%8D%E7%99%BC%E5%B1%95%E8%A8%88%E5%8A%83/Python%E7%B6%B2%E7%AB%99%E6%A1%86%E6%9E%B6%E9%96%8B%E7%99%BC%E5%8A%A9%E7%90%86%E8%AD%89%E6%9B%B8
https://www.hkctsvt.edu.hk/tc/programmes/property-management-security/ft-programme-erb-placement-tied-courses-ct177ds
https://www.hkctsvt.edu.hk/tc/programme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technology/ft-programme-erb-placement-tied-courses-ct247ds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4%BF%9D%E5%81%A5%E5%93%A1%E8%AD%89%E6%9B%B8181/FS016DS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9%A4%90%E9%A3%B2%E5%8F%8A%E5%AE%B4%E6%9C%83%E6%9C%8D%E5%8B%99%E5%93%A1%E5%9F%BA%E7%A4%8E%E8%AD%89%E6%9B%B826/BK061DS
https://erb.bokss.org.hk/bk010ds/
https://erb.bokss.org.hk/bk032ds/
https://erb.bokss.org.hk/bk050ds/
https://emhk.org/zh-hk/course_detail.html?id=666fdf7e-54fa-4d65-bc59-3cd7db321077
https://emhk.org/zh-hk/course_detail.html?id=17827597-2a98-4106-a9b8-0e8b16fc3754
https://www.hkctsvt.edu.hk/tc/programmes/electrical-mechanical-services/ft-programme-erb-placement-tied-courses-ct205ds
https://emhk.org/zh-hk/course_detail.html?id=15c1fedb-0e03-47d0-a310-57afcaced0e3
http://hkeds.org/course_Details.aspx?id=9&cidno=77
https://ce.ywca.org.hk/zh/programmes/manpower-development-scheme/article/2-erb-/746-foundation-certificate-in-care-related-support-worker-training.html
https://erb.bokss.org.hk/bk035ds/
http://hkeds.org/course_Details.aspx?id=9&cidno=102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5%8C%96%E5%A6%9D%E5%8A%A9%E7%90%86%E5%9F%BA%E7%A4%8E%E8%AD%89%E6%9B%B852/FL046DS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島港

太子 5月30日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787 9967 >>

太子 6月6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太子 6月7日 美甲師基礎證書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太子 6月14日 保健按摩基礎證書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深水埗 6月1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仁愛堂有限公司 2155 2885 >>

深水埗 6月2日 行政助理基礎證書 仁愛堂有限公司 2155 2885 >>

長沙灣 5月29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612 1221 >>

長沙灣 6月14日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長沙灣 6月15日 園藝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970 0800 >>

荔枝角 5月24日 專業的士司機（的士筆試）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3719 6600 >>

荔枝角 5月29日 資訊科技助理人員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3719 6600 >>

荔枝角 5月29日 調酒員基礎證書 香港善導會 3590 5908 >>

荔枝角 6月19日 園藝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善導會 3590 5908 >>

荔枝角 6月30日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香港善導會 3590 5908 >>

黃大仙 5月22日 家務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2326 7862 >>

黃大仙 5月23日 髮型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2326 7862 >>

黃大仙 6月27日
簿記（LCCI Level 1 Bookkeeping Examination）

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46 3333 >>

黃大仙 6月30日 美甲師基礎證書 香港善導會 3590 5908 >>

觀塘 5月22日 動畫製作助理人員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觀塘 5月29日 營養顧問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8106 6190 >>

觀塘 6月16日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香港明愛 2709 9448 >>

藍田 5月22 日 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8106 6190 >>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將軍澳 5月23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2217 6080 >>

荃灣 5月29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8106 6190 >>

荃灣 6月9日 辦公室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8106 6190 >>

葵興 6月26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612 1221 >>

葵芳 5月30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610 2633 >>

青衣 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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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2146 6388 >>

青衣 6月19日 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2146 6388 >>

界新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9%86%AB%E8%AD%B7%E6%94%AF%E6%8F%B4%E4%BA%BA%E5%93%A1%E8%87%A8%E5%BA%8A%E7%97%85%E4%BA%BA%E6%9C%8D%E5%8B%99%E5%9F%BA%E7%A4%8E%E8%AD%89%E6%9B%B8184/FL058DS
http://www.heungto.info/w2010/courses.php?iPage=ht020ds.php
http://www.heungto.info/w2010/courses.php?iPage=ht016ds.php
http://www.heungto.info/w2010/courses.php?iPage=ht007dr.php
https://jctc.yot.org.hk/courses/6083d609e11b6a00d0d0967e
https://jctc.yot.org.hk/courses/6083e775e11b6a00d0d09696
https://bit.ly/3AubW4L
https://www.hkctsvt.edu.hk/tc/programmes/catering/ft-programme-erb-placement-tied-courses-ct200ds
https://ce.ywca.org.hk/zh/programmes/manpower-development-scheme/article/2-erb-/1294-foundation-certificate-in-horticulture-assistant-training.html
https://www.ivdc.edu.hk/ivdc/html/tc/courses/course_detail.php?id=15960
https://www.ivdc.edu.hk/ivdc/html/tc/courses/course_detail.php?id=15722
https://www.sracp.org.hk/erb/RP019DS.html
https://www.sracp.org.hk/erb/RP014DS.html
https://www.sracp.org.hk/erb/RP018DS.html
http://www.hkeds.org/course_Details.aspx?id=9&cidno=13
http://www.hkeds.org/course_Details.aspx?id=9&cidno=37
https://ce.ywca.org.hk/zh/programmes/manpower-development-scheme/article/2-erb-/42-foundation-certificate-in-bookkeeping-lcci-level-1-bookkeeping-examination-.html
https://www.sracp.org.hk/erb/RP013DS.html
https://www.hkctsvt.edu.hk/tc/programme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technology/ft-programme-erb-placement-tied-courses-ct237ds
https://www.cats.org.hk/training-service/erb/erb-course/467?view=course&course_title=營養顧問助理基礎證書
https://www.cice.edu.hk/SearchCourseDetail.aspx?id=101&type=SINGLE
https://www.cats.org.hk/training-service/erb/erb-course/319?view=course&course_title=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
https://bit.ly/3LYzJ3u
https://www.cats.org.hk/training-service/erb/erb-course/31?view=course&course_title=陪月員基礎證書
https://www.cats.org.hk/training-service/erb/erb-course/24?view=course&course_title=辦公室助理基礎證書
https://bit.ly/40EeIiy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4%B8%AD%E9%86%AB%E8%A8%BA%E6%89%80%E5%8A%A9%E7%90%86%E5%9F%BA%E7%A4%8E%E8%AD%89%E6%9B%B8228/FL074DS
https://bit.ly/3HJolG6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8%81%B7%E6%A5%AD%E6%B2%BB%E7%99%82%E5%8A%A9%E7%90%86%E5%9F%BA%E7%A4%8E%E8%AD%89%E6%9B%B82620/NT117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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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港

東涌 6月6日 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2988 8112 >>

天水圍 6月5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46 3333 >>

屯門 5月29日 甜品製作員基礎證書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441 1110 >>

屯門 6月5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454 4801 >>

屯門 6月6日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香港明愛 2456 0770 >>

屯門 6月14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454 4801 >>

屯門 6月15日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2247 9889 >>

屯門 6月21日 物理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明愛 2466 8772 >>

沙田 6月16日 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06 3411 >>

沙田 6月28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明愛 2637 2166 >>

大埔 5月31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638 0896 >>

粉嶺 5月31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2669 0222 >>

粉嶺 6月1日 家務助理基礎證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2669 0222 >>

粉嶺 6月5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2948 4848 >>

粉嶺 6月12日 保健員證書 香港明愛 2682 0777 >>

上水 6月16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8106 6190 >>

石門 6月14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155 2644 >>

馬鞍山 6月15日 髮型助理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3519 1700 >>

>>

>>

以上資料如有更改，以培訓機構的最新公布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更多ERB課程

歡迎有意報讀ERB課程人士預約「培訓顧問服務」，培訓顧問會因應你的培訓及

就業需要，建議合適的ERB課程，協助你確定進修目標及報讀ERB課程。 ERB「培訓顧問服務」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8%AA%B2%E9%A4%98%E8%A8%97%E7%AE%A1%E5%B0%8E%E5%B8%AB%E5%9F%BA%E7%A4%8E%E8%AD%89%E6%9B%B8123/IW002DS
https://ce.ywca.org.hk/zh/programmes/manpower-development-scheme/article/2-erb-/979-foundation-certificate-in-florist-and-floriculture-assistant-training.html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7%94%9C%E5%93%81%E8%A3%BD%E4%BD%9C%E5%93%A1%E5%9F%BA%E7%A4%8E%E8%AD%89%E6%9B%B82622/FL066DS
https://gtc.elchk.org.hk/theme/course_content_ERB.php?course_cat_name=%E5%AE%B6%E5%B1%85%E6%9C%8D%E5%8B%99&course_item_name=%E5%B0%B1%E6%A5%AD%E6%8E%9B%E9%88%8E%E8%AA%B2%E7%A8%8B&course_name=%E9%99%AA%E6%9C%88%E5%93%A1%E5%9F%BA%E7%A4%8E%E8%AD%89%E6%9B%B8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5%8C%85%E9%A4%85%E8%A3%BD%E4%BD%9C%E5%93%A1%E5%9F%BA%E7%A4%8E%E8%AD%89%E6%9B%B828/CA187DS
https://bit.ly/3mY5RKZ
https://www.ivdc.edu.hk/ivdc/html/tc/courses/course_detail.php?id=16093
https://www.cice.edu.hk/SearchCourseDetail.aspx?id=2449&type=SINGLE
https://ce.ywca.org.hk/zh/programmes/article/2-erb-/62-foundation-certificate-in-after-school-care-tutor-training.html
https://www.cice.edu.hk/SearchCourseDetail.aspx?id=2045&type=SINGLE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6%A8%99%E6%BA%96%E4%BF%9D%E5%AE%89%E5%8F%8A%E7%89%A9%E6%A5%AD%E7%AE%A1%E7%90%86%E5%9F%BA%E7%A4%8E%E8%AD%89%E6%9B%B810/FL007DR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6%A8%99%E6%BA%96%E4%BF%9D%E5%AE%89%E5%8F%8A%E7%89%A9%E6%A5%AD%E7%AE%A1%E7%90%86%E5%9F%BA%E7%A4%8E%E8%AD%89%E6%9B%B810/NT017DR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5%AE%B6%E5%8B%99%E5%8A%A9%E7%90%86%E5%9F%BA%E7%A4%8E%E8%AD%89%E6%9B%B829/NT012DR
https://www.ivdc.edu.hk/ivdc/html/tc/courses/course_detail.php?id=15910
https://www.cice.edu.hk/SearchCourseDetail.aspx?id=1027&type=SINGLE
https://www.cats.org.hk/training-service/erb/erb-course/346?view=course&course_title=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https://bit.ly/3mY5W1f
https://www.ivdc.edu.hk/ivdc/html/tc/courses/course_detail.php?id=15886
http://www.erb.org/training_courses/erb_courses/course_categories/zh/
https://bit.ly/2D10hja
http://www.er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