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5月至6月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課程及行業講座︰影藝文化業 - 趣味小丑氣球花
2023年5月22日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逸葵綜合發展中心

葵涌邨逸葵樓地下1號

課程及行業講座︰美髮業 - 基礎剪髮入門
2023年5月30日

上午10:30 - 下午12:30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青衣綜合社會服務處

青衣長青邨長青社區中心3樓

課程及行業講座：飲食業 - 手沖咖啡工作坊
2023年6月8日

上午10:30 - 下午12:30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上葵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葵涌石籬（一）邨石俊樓低座地下1號

課程及行業講座︰零售業 - 認識寵物美容技巧
2023年6月15日

上午10:30 - 下午12:30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青衣綜合社會服務處

青衣長青邨長青社區中心3樓

課程及行業講座︰健康護理業 - 認識基本急救技巧
2023年6月26日

上午10:30 - 下午12:30

葵涌社區服務中心

葵涌邨旭葵樓地下7室

課程及行業講座︰環境服務業 - 創意綠色小盆栽DIY
2023年6月29日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逸葵綜合發展中心

葵涌邨逸葵樓地下1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課程及行業講座︰家居服務業 - 陪月員工作之坐月食療及嬰兒照顧
2023年5月25日

下午2:00 - 下午4:00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黃大仙下邨（二區）龍盛樓地下人力資源培訓中心

課程及行業講座︰中醫保健業 - 應對濕疹有辦法
2023年5月29日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

觀塘牛頭角道251號花園大廈百靈樓地下

互聯網應用基礎證書（兼讀制）課程試讀班：Google Drive應用
2023年6月2日

上午10:30 - 下午12:30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黃大仙下邨（二區）龍盛樓地下人力資源培訓中心

課程及行業講座︰中醫保健業 - 保健按摩員入門之紓緩失眠有辦法
2023年6月29日

下午2:00 - 下午4:00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黃大仙下邨（二區）龍盛樓地下人力資源培訓中心

課程及行業講座︰健康護理業 - 認識物理治療助理工作與入行
2023年6月30日

下午2:30 - 下午4:30

香港家庭福利會藝進同學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坊

將軍澳唐明苑停車場大樓地下

ERB將舉辦多個行業講座及試讀班，讓市民掌握行業資訊，並體驗ERB課程內容及特色。費用全免，歡迎報名。

「ERB服務點」（葵青及荃灣）

  統籌機構：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報名及查詢熱線：2428 2283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及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星期

  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RB服務點」（九龍東）

  統籌機構：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報名及查詢熱線：2326 2133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及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星期

  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http://www.erb.org/services_and_schemes/erb_service_spot/zh/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課程及行業講座︰資訊科技應用 - 互聯網系統保安入門
2023年5月23日

下午2:30 - 下午4:30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旺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旺角彌敦道736號中匯商業大廈2樓

課程及行業講座︰美容業 - 香薰美容入門
2023年5月25日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宏施慈善基金深水埗社會服務處

深水埗海壇街161號瑞英樓地下

課程及行業講座︰資訊科技應用 - Excel函數的運用
2023年6月6日

上午10:30 - 下午12:30
Zoom網上教學

課程及行業講座︰美容業 - 夏日職場化妝技巧工作坊
2023年6月7日

下午2:30 - 下午4:30

女青賽馬會人才發展中心

何文田窩打老道山文福道5號3樓

課程及行業講座︰零售業 - 寵物清潔你要知
2023年6月8日

上午10:30 - 下午12:30

女青賽馬會人才發展中心

何文田窩打老道山文福道5號3樓

日本料理初級廚師基礎證書課程試讀班
2023年6月19日

下午2:30 - 下午4:30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荔枝角中心

長沙灣長裕街8號億京廣場7樓

美甲師基礎證書試讀班：貼紙美甲
2023年6月28日

下午2:30 - 下午4:30

香島專科學校

太子運動場道29號

「ERB服務點」（九龍西）

  統籌機構：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報名及查詢熱線：2700 1777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及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星期

  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RB服務點」為區內的不同社群舉辦系列活動，讓參加者了解就業市場，並配合行業主題介紹相關工作技能和工作實況，為投入職場做好準備。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地點

「ERB服務點」（葵青及荃灣）

  統籌機構：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報名及查詢熱線：2428 2283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及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星期

  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酒店房務行業齊認識
2023年6月12日

上午10:30 - 下午12:30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辦事處

葵涌和宜合道22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地點

酒店房務員工作全面睇
2023年6月9日

上午10:30 - 下午12:30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黃大仙下邨（二區）龍盛樓地下人力資源培訓中心

優質顧客服務技巧
2023年6月16日

下午2:30 - 下午4:30
Zoom網上教學

旅遊顧問工作全面睇
2023年7月10日

下午3:00 - 下午5:00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黃大仙下邨（二區）龍盛樓地下人力資源培訓中心

面試及求職技巧知多啲
2023年7月18日

下午2:30 - 下午4:30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黃大仙下邨（二區）龍和樓地下再培訓及就業中心

工作體驗日：酒店參觀 2023年7月下旬
尖沙咀區酒店

（詳情請向「ERB服務點」職員查詢）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地點

「ERB服務點」（九龍西）

  統籌機構：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報名及查詢熱線：2700 1777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及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星期

  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酒店業英語基礎入門
2023年6月20日

下午2:30 - 下午4:30
Zoom網上教學

   「ERB服務點」詳情   >>

活動詳情（如活動日期、時間及舉辦地點等）均以統籌機構最新安排為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歡迎致電個別「ERB服務點」熱線查詢。

就業實戰系列活動：酒店服務

「ERB服務點」（九龍東）

  統籌機構：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報名及查詢熱線：2326 2133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及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星期

  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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