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銅鑼灣 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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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銅鑼灣 6月3日
幼兒健體（體適能演示技巧）基礎證書

（兼讀制）
循道衞理中心 2806 0062 >>

灣仔 5月27日 控制電路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校） 2393 6285 >>

灣仔 5月27日
物理治療護理技巧 II（骨骼及關節疾病）基礎證書

（兼讀制）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3114 0199 >>

灣仔 5月30日 向量繪圖製作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3589 5023 >>

灣仔 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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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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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敦 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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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佐敦 5月20日 職業英語（商業電郵寫作）證書（兼讀制）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114 8711 >>

佐敦 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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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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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佐敦 6月19日 試算表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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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美容護理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青年會專業書院
2783 3500 /

2783 3509
>>

油麻地 5月28日 麵包製作（咸包及酥包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青年會專業書院
2783 3500 /

2783 3509
>>

油麻地 6月3日 網頁圖像及動畫製作技巧基礎證書（兼讀制）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有限公司 2780 9293 >>

旺角 5月30日 避雷裝置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校） 2626 1927 >>

太子 5月31日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備試證書（兼讀制）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太子 6月5日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

太子 6月13日
電力工程（完工及定期）測試及儀錶使用基礎證書

（兼讀制）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校） 2393 9955 >>

 2019年5月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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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633
http://www.methodist-centre.com/cies/tc/course_detail/19052
https://hkemc.edu.hk/index.php?option=com_eventbooking&view=event&id=573&lang=en
http://www.vassaricms.org/index.php/partime15/
http://www.aptec.hkprinters.org/tc/upgrade_course_detail.html?id=135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8015044214115709&tc_id=24096750235028350
https://hkemc.edu.hk/index.php?option=com_eventbooking&view=event&id=565&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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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81%b7%e6%a5%ad%e8%8b%b1%e8%aa%9e-%e5%95%86%e6%a5%ad%e9%9b%bb%e9%83%b5%e5%af%ab%e4%bd%9c%e8%ad%89%e6%9b%b8-%e5%85%bc%e8%ae%80%e5%88%b6/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4234&tc_id=24096750235027971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4205&tc_id=24096750235027971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4243&tc_id=24096750235027971
https://www.ymca.edu.hk/course/%e7%be%8e%e5%ae%b9%e8%ad%b7%e7%90%86-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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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製作咸包及酥包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http://kcra.org.hk/2018web/lms/erb課程大綱/通用技能培訓課程/119-erb/erb課程大綱/2018-通用技能課程/291-網頁圖像及動畫製作技巧基礎證書.html
https://hkemc.edu.hk/index.php?option=com_eventbooking&view=event&id=566&lang=en
http://www.heungto.info/w2010/courses.php?iPage=ht052eg.php
http://www.heungto.info/w2010/courses.php?iPage=ht083es.php
https://hkemc.edu.hk/index.php?option=com_eventbooking&view=event&id=575&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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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灣 5月20日 試算表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

深水埗 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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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
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 － 質素保證系統基礎證書

（兼讀制）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787 9967 >>

土瓜灣 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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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4日 中醫學理論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46 3333 >>

九龍灣 5月27日 紙樣設計及立體量裁技巧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製衣業訓練局 2263 6300 >>

九龍灣 6月6日 中藥保健食療知識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2759 6412 >>

九龍灣 6月13日 胸圍產品知識 I（開發）基礎證書（兼讀制） 製衣業訓練局 2263 6300 >>

九龍灣 6月28日 針織布概論、生產及分析基礎證書（兼讀制） 製衣業訓練局 2263 6300 >>

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

將軍澳 5月21日 花藝設計及應用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有限公司 2701 8921 >>

將軍澳 5月27日 電腦概念和鍵盤操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2217 6080 >>

青衣 5月25日 紙樣設計及立體量裁技巧 I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436 2977 >>

東涌 5月21日 常用英語詞彙應用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2109 00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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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9697&tc_id=24096750235028408
https://hkemc.edu.hk/index.php?option=com_eventbooking&view=event&id=561&lang=en
http://www.hkflu.edu.hk/course/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items&cid=83%3A2010-10-21-04-14-11&id=402%3A2012-06-29-12-40-10&Itemid=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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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https://ce.ywca.org.hk/zh/programmes/skills-upgrading-scheme-/article/4-2/899-foundation-certificate-in-theories-of-chinese-medicine-part-time-.html
https://www.cita.org.hk/zh-hant/course/foundation-certificate-in-pattern-design-and-modelling-techniques-for-pattern-making-i-bottom-part-time/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8015044214045044&tc_id=24096750235028024
https://www.cita.org.hk/zh-hant/course/foundation-certificate-in-knowledge-of-bra-product-i-development-part-time/
https://www.cita.org.hk/zh-hant/course/module-certificate-in-knitted-fabrics-principles-production-and-analysis-techniques/
http://kcra.org.hk/2018web/lms/erb課程大綱/「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120-erb/erb課程大綱/2018-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271-花藝設計及應用-ii-基礎證書-兼讀制.html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7151&tc_id=24096750235028190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24096750235038451&tc_id=24096750235028317
https://www.erb.org/MyERBWeb/action/courseDetail/courseDetail.execute?course_id=98015044214153926&tc_id=24096750235027869
http://www.erb.org/training_courses/erb_courses/course_categories/zh/
http://www.er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