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銅鑼灣 6月7日
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 - 質素保證系統基礎證書

（兼讀制）
循道衞理中心 2806 0062 >>

灣仔 6月27日 中醫學理論基礎證書（兼讀制） 循道衞理中心 2527 2250 >>

灣仔 6月2日 慢性病調理知識（婦女疾病）基礎證書（兼讀制）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3114 0199 >>

灣仔 6月8日 中藥配劑基礎證書（兼讀制）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3114 0199 >>

灣仔 6月19日 中醫藥保健概念基礎證書（兼讀制）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3114 0199 >>

西營盤 6月7日 營養知識 I （營養學認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有限公司 2559 8472 >>

西營盤 6月9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有限公司 2559 8472 >>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紅磡 5月23日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80 >>

紅磡 5月30日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 （節日花飾）基礎證書（兼讀制）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80 >>

紅磡 5月31日 常用英語語法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80 >>

尖沙咀 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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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 網上創業（營運及市場推廣）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3442 6359 >>

尖沙咀 5月24日 職業英語（閱讀及寫作）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3442 6359 >>

尖沙咀 5月25日 職業英語（閱讀及寫作）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3442 6359 >>

尖沙咀 5月29日 美容護理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皇家國際教育學院 2369 7368 >>

佐敦 5月20日 小本創業 I （ 營運入門）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佐敦 5月22日
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 - 質素保證系統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

佐敦 5月30日 倉頡輸入法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

佐敦 6月5日 文書處理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

佐敦 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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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油麻地 5月24日 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 I 證書（兼讀制）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有限公司 2780 9293 >>

油麻地 5月30日 咖啡拉花藝術基礎證書（兼讀制）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有限公司 2780 9293 >>

旺角 5月22日
A級電業工程人員註冊考試 I （技術知識）備試證書

（兼讀制）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校） 2393 6285 >>

旺角 5月31日
屋宇裝備工程AutoCAD電腦繪圖 I 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校） 2393 6285 >>

旺角 6月8日 機電工程原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校） 2393 6285 >>

太子 5月25日 文書處理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太子 5月30日 中藥保健食療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2023年5月至6月開課

技能提升課程及通用技能課程

（半日或晚間制）

九 龍

香 港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633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641
https://www.vassaricms.org/index.php/home/erbsusplus/gynocopathy/
https://www.vassaricms.org/index.php/home/erbsusplus/partime8/
https://www.vassaricms.org/index.php/home/erbsusplus/partime7/
https://kcra.org.hk/2021web/488.html
https://kcra.org.hk/2021web/459.html
http://hccss.holycarpenter.org.hk/course_tcdd_2023042001/
http://hccss.holycarpenter.org.hk/course_tcdd_2023041504/
http://hccss.holycarpenter.org.hk/course_tcdd_2023041503/
https://www.royalintercollege.com/874522830892
https://bit.ly/3LOVrGQ
https://www5.scope.edu/programmes/ERB%E4%BA%BA%E6%89%8D%E7%99%BC%E5%B1%95%E8%A8%88%E5%8A%83/%E8%81%B7%E6%A5%AD%E8%8B%B1%E8%AA%9E%28%E9%96%B1%E8%AE%80%E5%8F%8A%E5%AF%AB%E4%BD%9C%29I%E5%9F%BA%E7%A4%8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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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81%B7%E6%A5%AD%E8%8B%B1%E8%AA%9E%28%E9%96%B1%E8%AE%80%E5%8F%8A%E5%AF%AB%E4%BD%9C%29II%E5%9F%BA%E7%A4%8E%E8%AD%89%E6%9B%B8%28%E5%85%BC%E8%AE%80%E5%88%B6%29
https://www.royalintercollege.com/new-page-13
https://hksc.edu.hk/product/%e5%b0%8f%e6%9c%ac%e5%89%b5%e6%a5%ad-i-%e7%87%9f%e9%81%8b%e5%85%a5%e9%96%80-%e5%9f%ba%e7%a4%8e%e8%ad%89%e6%9b%b8-%e5%85%bc%e8%ae%80%e5%88%b6/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4%BF%9D%E5%AE%89%E5%9F%B9%E8%A8%93%E8%AA%B2%E7%A8%8B%E8%AA%8D%E5%8F%AF%E8%A8%88%E5%8A%83-%E8%B3%AA%E7%B4%A0%E4%BF%9D%E8%AD%89%E7%B3%BB%E7%B5%B1%E5%9F%BA%E7%A4%8E%E8%AD%89%E6%9B%B888/FS025HS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5%80%89%E9%A0%A1%E8%BC%B8%E5%85%A5%E6%B3%95%E5%9F%BA%E7%A4%8E%E8%AD%89%E6%9B%B83/FS003EG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6%96%87%E6%9B%B8%E8%99%95%E7%90%86II%E5%9F%BA%E7%A4%8E%E8%AD%89%E6%9B%B85/FS049EG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8%8A%B1%E8%97%9D%E8%A8%AD%E8%A8%88%E5%8F%8A%E6%87%89%E7%94%A8I%E5%9F%BA%E7%A4%8E%E8%AD%89%E6%9B%B81295/FS032HS
https://kcra.org.hk/2021web/594.html
https://kcra.org.hk/2021web/582.html
https://www2.hkemc.edu.hk/index.php/component/eventbooking/ke001es-i-7
https://www2.hkemc.edu.hk/index.php/component/eventbooking/ke021es-autocad-10
https://www2.hkemc.edu.hk/index.php/component/eventbooking/ke040es-5
http://www.heungto.info/w2010/courses.php?iPage=ht012eg.php
http://www.heungto.info/w2010/courses.php?iPage=ht055es.php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香 港

太子 6月5日 空調製冷系統理論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校） 2393 6285 >>

深水埗 5月23日 英語拼音基礎證書（兼讀制） 仁愛堂有限公司 2155 2885 >>

荔枝角 6月30日 網上創業（營運及市場推廣）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善導會 3590 5908 >>

觀塘 6月7日 屋宇裝備智能系統證書（兼讀制）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校） 2393 6285 >>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荃灣 5月24日 職業普通話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有限公司 2374 1100 >>

東涌 5月22日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2988 8112 >>

東涌 6月12日 倉頡輸入法基礎證書（兼讀制）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2988 8112 >>

東涌 6月13日 常用英語詞彙應用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2988 8112 >>

屯門 5月29日 產婦護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仁愛堂有限公司 2655 980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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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界

https://www2.hkemc.edu.hk/index.php/component/eventbooking/ke006es-5
https://jctc.yot.org.hk/courses/621da76ca6fb1f00371d95b0
https://www.sracp.org.hk/erb/RP054HS.html
https://www2.hkemc.edu.hk/index.php/component/eventbooking/ke007es-3
https://kcra.org.hk/2021web/519.html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8%8A%B1%E8%97%9D%E8%A8%AD%E8%A8%88%E5%8F%8A%E6%87%89%E7%94%A8II%E5%9F%BA%E7%A4%8E%E8%AD%89%E6%9B%B81292/IW036HS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5%80%89%E9%A0%A1%E8%BC%B8%E5%85%A5%E6%B3%95%E5%9F%BA%E7%A4%8E%E8%AD%89%E6%9B%B83/IW013HG
https://course.erb.org/tbcourse/%E5%B8%B8%E7%94%A8%E8%8B%B1%E8%AA%9E%E8%A9%9E%E5%BD%99%E6%87%89%E7%94%A8II%E5%9F%BA%E7%A4%8E%E8%AD%89%E6%9B%B8264/IW004HG
https://jctc.yot.org.hk/courses/609366368b79080024d85b11
http://www.erb.org/training_courses/erb_courses/course_categories/zh/
https://bit.ly/2D10hja
http://www.er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