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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 7月15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3791 2240 >>

銅鑼灣 7月23日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 基礎證書 循道衞理中心 2806 0062 >>

灣仔 6月27日 保健員證書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3114 0199 >>

灣仔 6月28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循道衞理中心 2527 2250 >>

灣仔 7月3日 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2596 2589 >>

灣仔 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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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2日 京川滬菜初級廚師基礎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2596 2589 >>

灣仔 7月29日 保健按摩基礎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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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4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57 >>

紅磡 6月25日 美甲師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91 >>

紅磡 6月28日 保健按摩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57 >>

紅磡 7月19日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57 >>

紅磡 7月31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91 >>

尖沙咀 6月21日 金融證券投資證書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尖沙咀 6月24日 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尖沙咀 6月26日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

佐敦 7月8日 美甲師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佐敦 7月15日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

佐敦 7月16日
會計實務（LCCI Level 3 Accounting Examination）

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油麻地 6月21日 甜品製作員基礎證書 青年會專業書院
2783 3500 /

2783 3509
>>

油麻地 6月24日 學校行政助理證書 青年會專業書院
2783 3500 /

2783 3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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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8054&tc_id=96793041511295759
http://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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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624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8033&tc_id=24096750235028301
http://www.vassaricms.org/index.php/service/architecture/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8015044214115675&tc_id=24096750235028301
http://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627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5240&tc_id=24096750235028030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5312&tc_id=24096750235028030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5258&tc_id=24096750235028030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6497354856869728&tc_id=24096750235028030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5308&tc_id=24096750235028030
https://hksc.edu.hk/product/金融證券投資證書/
https://hksc.edu.hk/product/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全日制/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9681&tc_id=24096750235028410
https://svt.hkct.edu.hk/program_details/?lang=tc&id=2491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7564805241503913&tc_id=24096750235027971
https://svt.hkct.edu.hk/program_details/?lang=tc&id=2499
https://www.ymca.edu.hk/course/甜品製作員基礎證書/
https://www.ymca.edu.hk/course/%e5%ad%b8%e6%a0%a1%e8%a1%8c%e6%94%bf%e5%8a%a9%e7%90%86%e8%ad%89%e6%9b%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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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 6月28日 社福活動助理基礎證書 青年會專業書院
2783 3500 /

2783 3509
>>

旺角 6月28日 專業摩登大妗員基礎證書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3165 8870 >>

旺角 7月5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3165 8870 >>

旺角 7月10日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06 3411 >>

旺角 7月16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工業福音團契有限公司 2798 0180 >>

旺角 7月28日 電氣佈線工（中級工藝測試）基礎證書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 2393 6285 >>

旺角 7月30日 物業維修基礎證書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 2393 6285 >>

太子 6月21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太子 6月26日 旅遊顧問基礎證書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太子 6月28日 中醫診所理基礎證書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深水埗 7月29日 寵物美容及店務助理基礎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3572 0644 >>

長沙灣 6月26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長沙灣 6月28日 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

長沙灣 7月15日 護理員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

長沙灣 7月16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2370 3387 >>

長沙灣 7月23日 京川滬菜初級廚師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荔枝角 6月24日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3719 6600 >>

土瓜灣 6月26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2330 0345 >>

土瓜灣 6月28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787 9967 >>

土瓜灣 7月19日 點心製作員礎證書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2330 0345 >>

石硤尾 6月20日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 基礎證書 香港明愛 2777 5151 >>

黃大仙 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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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會所及康樂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8106 6190 >>

黃大仙 7月9日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2326 7862 >>

黃大仙 7月24日 婚禮及宴會籌劃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46 3333 >>

九龍城 7月17日 甜品製作員基礎證書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714 3123 >>

秀茂坪 7月18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香港明愛 2727 6188 >>

觀塘 6月26日 電腦繪圖實習及圖則管理人員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

https://www.ymca.edu.hk/course/%e7%a4%be%e7%a6%8f%e6%b4%bb%e5%8b%95%e5%8a%a9%e7%90%86%e5%9f%ba%e7%a4%8e%e8%ad%89%e6%9b%b8/
http://hkeds.org/course_Details.aspx?id=9&cidno=145
http://hkeds.org/course_Details.aspx?id=9&cidno=86
https://ce.ywca.org.hk/zh/programmes/manpower-development-scheme/article/2-/1164-foundation-certificate-in-baker-and-pastry-cook-training.html
https://qrgo.page.link/qm5Mf
https://hkemc.edu.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2&Itemid=526&lang=en
https://hkemc.edu.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2&Itemid=526&lang=en
http://www.heungto.info/w2010/courses.php?iPage=ht017ds.php
http://www.heungto.info/w2010/courses.php?iPage=ht015ds.php
http://www.heungto.info/w2010/courses.php?iPage=ht020ds.php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8088&tc_id=24096750235028309
https://svt.hkct.edu.hk/program_details/?lang=tc&id=2489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9639&tc_id=24096750235028408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9695&tc_id=24096750235028408
http://www.adplctc.org/show_course_detail.php?code=AP030DS
https://svt.hkct.edu.hk/program_details/?lang=tc&id=3006
https://www.ivdc.edu.hk/ivdc/html/tc/courses/course_detail.php?id=8255
http://www.adplctc.org/show_course_detail.php?code=AP004DR
http://www.hkflu.edu.hk/course/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items&cid=54%3A2010-06-21-11-56-24&id=203%3A2010-06-30-12-59-29&Itemid=74
http://www.adplctc.org/show_course_detail.php?code=AP035DS
http://www.cice.edu.hk/SearchCourseDetail.aspx?id=1355&type=SINGLE
http://www.hkeds.org/course_Details.aspx?id=9&cidno=37
https://www.cats.org.hk/index.php/erb/erb-1/69?view=course&form_articleid=77
http://www.hkeds.org/course_Details.aspx?id=9&cidno=12
https://ce.ywca.org.hk/zh/programmes/manpower-development-scheme/article/2-/1155-foundation-certificate-in-weddingbanquet-planning.html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7551136373948549&tc_id=24096750235027969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1063&tc_id=24096750235027752
https://svt.hkct.edu.hk/program_details/?lang=tc&id=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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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 6月26日 家務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2340 2929 >>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將軍澳 6月25日 家務助理基礎證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

有限公司
2217 6080 >>

將軍澳 7月9日 物理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

有限公司
2217 6080 >>

葵涌 7月5日 廚務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970 0800 >>

葵涌 7月16日 物業維修基礎證書 香港職工會聯盟 2633 8860 >>

葵興 6月20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418 9890 >>

沙田 7月10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香港明愛 2637 2166 >>

沙田 7月31日 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06 3411 >>

大埔 7月12日 樹藝管理證書 香港職工會聯盟 2651 9833 >>

粉嶺 7月8日 金融證券投資證書 職業訓練局 2948 4848 >>

粉嶺 7月10日 京川滬菜初級廚師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2948 4848 >>

馬鞍山 6月24日 專業摩登大妗員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3519 1700 >>

元朗 6月27日 歷奇活動助理基礎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2431 8299 >>

元朗 6月28日 婚禮及宴會籌劃基礎證書 香港職工會聯盟 2478 0883 >>

屯門 6月21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香港職工會聯盟 2662 1223 >>

屯門 6月24日 保健按摩基礎證書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441 1110 >>

屯門 6月26日 初級美容師基礎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454 4801 >>

屯門 6月26日 保健按摩基礎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454 4801 >>

屯門 6月27日 甜品製作員基礎證書 香港明愛 2456 0770 >>

屯門 6月28日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454 4801 >>

屯門 7月18日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2247 9889 >>

青衣 6月24日 日本料理初級廚師基礎證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

有限公司
2146 6388 >>

青衣 7月15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

有限公司
2146 6388 >>

東涌 6月28日 美甲師基礎證書 鄰舍輔導會 2988 1433 >>

東涌 7月15日 調酒員基礎證書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2988 8112 >>

新 界

https://www.cats.org.hk/erb/erb-1/28?view=course&form_articleid=77&form_alias=erb/erb-intro/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7163&tc_id=24096750235028190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6497354856760437&tc_id=24096750235028190
https://ce.ywca.org.hk/zh/programmes/manpower-development-scheme/article/2-/1163-foundation-certificate-in-chef-assistant-training.html
http://www.hkctu.com/zh-hk/erb-course-info.html?id=156&lang=chi
http://gtc.elchk.org.hk/theme/course_content_main_ERB_a_list.php?course_cat_name=%E5%AE%B6%E5%B1%85%E6%9C%8D%E5%8B%99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1063&tc_id=24096750235027756
https://ce.ywca.org.hk/zh/programmes/manpower-development-scheme/article/2-/974-foundation-certificate-in-occupational-therapist-assistant-training.html
http://www.hkctu.com/zh-hk/erb-course-info.html?id=161&lang=chi
https://www.ivdc.edu.hk/ivdc/html/tc/courses/course_detail.php?id=8108
https://www.ivdc.edu.hk/ivdc/html/tc/courses/course_detail.php?id=8117
https://www.ivdc.edu.hk/ivdc/html/tc/courses/course_detail.php?id=8147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8079&tc_id=24096750235028309
http://www.hkctu.com/zh-hk/erb-course-info.html?id=628&lang=chi
http://www.hkctu.com/zh-hk/erb-course-info.html?id=142&lang=chi
http://www.hkflu.edu.hk/course/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items&cid=127%3A2013-08-23-04-28-07&id=214%3A2010-07-06-14-07-31&Itemid=143
http://gtc.elchk.org.hk/theme/course_content_ERB.php?course_cat_name=%E7%BE%8E%E5%AE%B9&course_item_name=%E5%B0%B1%E6%A5%AD%E6%8E%9B%E9%88%8E%E8%AA%B2%E7%A8%8B&course_name=%E5%88%9D%E7%B4%9A%E7%BE%8E%E5%AE%B9%E5%B8%AB%E5%9F%BA%E7%A4%8E%E8%AD%89%E6%9B%B8
https://bit.ly/2W6iqjT
http://www.cice.edu.hk/SearchCourseDetail.aspx?id=2307&type=SINGLE
https://bit.ly/2GREYSg
https://www.ivdc.edu.hk/ivdc/html/tc/courses/course_detail.php?id=8246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7564805241518986&tc_id=24096750235028196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6899167083563917&tc_id=24096750235028196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7097&tc_id=24096750235028166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6255&tc_id=2409675023502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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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 7月17日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2109 0082 >>

東涌 7月29日 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2988 8112 >>

更多ERB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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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查詢課程內容、報名及開班資料，請直接與培訓機構聯絡。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6899167083563886&tc_id=24096750235027869
https://www.oiwa.org.hk/tc/ERB%E3%80%8C%E4%BA%BA%E6%89%8D%E7%99%BC%E5%B1%95%E8%A8%88%E5%8A%83%E3%80%8D%E8%AA%B2%E7%A8%8BdPaI5878a7ab84fb43402106c575658472faZ2198eb65a9a4518c64fb157c235a5815flPV
http://www.erb.org/training_courses/erb_courses/course_categories/zh/
http://www.er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