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天后 6月24日 職業普通話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明愛 3521 1071 >>

銅鑼灣 7月18日
職業治療護理技巧  I （日常生活活動訓練）

基礎證書（兼讀制）
循道衞理中心 2806 0062 >>

灣仔 6月27日 向量繪圖製作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3589 5023 >>

灣仔 7月3日 中醫學理論基礎證書（兼讀制）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3114 0199 >>

灣仔 7月3日 屋宇裝備能源效益實務技能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校） 2393 6285 >>

灣仔 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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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灣仔 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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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7 2250 >>

灣仔 7月8日 電腦排版製作  II  證書（兼讀制）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3589 5023 >>

灣仔 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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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 倉頡輸入法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有限公司
2833 6131 >>

灣仔 7月16日
物理治療護理技巧  I （物理治療儀器認識）

基礎證書（兼讀制）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3114 0199 >>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尖沙咀 6月24日 香港利得稅原理及應用證書（兼讀制）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尖沙咀 6月24日 職業普通話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尖沙咀 6月25日 電視及電影編劇技巧證書（兼讀制）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尖沙咀 7月18日
安老院保健員實務精修證書（安老院舍意外處理）

（兼讀制）
香港老年學會 2775 5756 >>

尖沙咀 7月25日
安老院保健員實務精修證書（傷口護理及餵食）

（兼讀制）
香港老年學會 2775 5756 >>

佐敦 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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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日 產婦護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

佐敦 7月21日 職業普通話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

佐敦 7月29日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

 2019年6月至7月開課

「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及通用技能培訓課程

（半日或晚間制）

九 龍

島港

http://www.cice.edu.hk/SearchCourseDetail.aspx?id=1309&type=SINGLE
http://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16805
http://www.aptec.hkprinters.org/tc/upgrade_course_detail.html?id=135
http://www.vassaricms.org/index.php/partime5/
https://hkemc.edu.hk/index.php?option=com_eventbooking&view=event&id=576&lang=en
https://hkemc.edu.hk/index.php?option=com_eventbooking&view=event&id=510&lang=en
http://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633
http://www.aptec.hkprinters.org/tc/upgrade_course_detail.html?id=134
http://www.vassaricms.org/index.php/partime8/
http://www.hkfw.org/chi/training.php
http://www.vassaricms.org/index.php/partime14/
https://hksc.edu.hk/product/香港利得稅原理及應用證書兼讀制/
https://hksc.edu.hk/product/職業普通話i基礎證書-兼讀制/
https://hksc.edu.hk/product/電視及電影編劇技巧證書-兼讀制/
http://www.hkag.org/Courses/erb_sus004.html
http://www.hkag.org/Courses/erb_sus005HS.html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4195&tc_id=24096750235027971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4178&tc_id=24096750235027971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4226&tc_id=24096750235027971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4209&tc_id=24096750235027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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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 6月27日 營養知識  I （體重管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青年會專業書院
2783 3500 / 

2783 3509
>>

油麻地 7月10日 婚禮及宴會實務技能（攝影）基礎證書（兼讀制） 青年會專業書院
2783 3500 / 

2783 3509
>>

旺角 7月3日 電工技能測驗  I （技術知識）備試證書（兼讀制）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校） 2393 6285 >>

太子 6月24日 職業英語（聽力及會話）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太子 7月22日 LCCI Level 3會計考試備試證書（兼讀制）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長沙灣 7月11日 試算表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

長沙灣 7月15日 花藝設計及應用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

土瓜灣 6月24日 花藝設計及應用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714 3123 >>

黃大仙 7月11日 中藥配劑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46 3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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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英語詞彙應用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

有限公司
2217 6080 >>

葵興 6月24日 常用英語詞彙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418 9890 >>

上水 6月19日 演示軟件應用基礎證書（兼讀制） 基督教勵行會 2787 1400 >>

東涌 6月20日 常用英語語法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2109 0082 >>

東涌 6月20日
陪月員烹調技巧（產後坐月菜式）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2109 0082 >>

東涌 6月25日 電腦操作初探基礎證書（兼讀制）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2988 8112 >>

東涌 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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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日 文書處理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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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界

https://www.ymca.edu.hk/course/%e7%87%9f%e9%a4%8a%e7%9f%a5%e8%ad%98i%e9%ab%94%e9%87%8d%e7%ae%a1%e7%90%86%e5%9f%ba%e7%a4%8e%e8%ad%89%e6%9b%b8%e5%85%bc%e8%ae%80%e5%88%b6/
https://www.ymca.edu.hk/course/%e5%a9%9a%e7%a6%ae%e5%8f%8a%e5%ae%b4%e6%9c%83%e5%af%a6%e5%8b%99%e6%8a%80%e8%83%bd%e6%94%9d%e5%bd%b1%e5%9f%ba%e7%a4%8e%e8%ad%89%e6%9b%b8-%e5%85%bc%e8%ae%80%e5%88%b6/
https://hkemc.edu.hk/index.php?option=com_eventbooking&view=event&id=579&lang=en
http://www.heungto.info/w2010/courses.php?iPage=ht024hg.php
http://www.heungto.info/w2010/courses.php?iPage=ht042es.php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9710&tc_id=24096750235028408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6497354856859970&tc_id=24096750235028408
http://www.hkflu.edu.hk/course/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items&cid=96%3A2012-07-03-01-23-47&id=408%3A2012-07-03-03-15-22&Itemid=74
https://ce.ywca.org.hk/zh/programmes/skills-upgrading-scheme-/article/4-2/1174-foundation-certificate-in-chinese-medicine-dispensing-part-time-.html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7220&tc_id=24096750235028190
https://bit.ly/2Z08I4d
https://www.cats.org.hk/erb/erb-2/3?view=course&form_articleid=77&form_alias=erb/erb-intro/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8015044214153933&tc_id=24096750235027869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7564805241531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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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dPaI82aa4b0af34c2313a562076992e50aa3Za8f17d89d2961d16708245d56f22c68efl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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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dPaIfa7cdfad1a5aaf8370ebeda47a1ff1c3Z2198eb65a9a4518c64fb157c235a5815fl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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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dPaI0777d5c17d4066b82ab86dff8a46af6fZ5b08a3e3b58130dd3a8b1bf72f4841c5flPV
http://www.erb.org/training_courses/erb_courses/course_categories/zh/
http://www.er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