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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歷名冊刪除資歷記項  
以下資歷於二零零八年七月十日起從資歷名冊刪除，如有疑問，請致電 3658 
0001，向香港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局查詢。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7/001870/1 
資歷名稱 禮賓助理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禮賓助理度身訂造訓練課程 (盈科大衍)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明愛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7/001871/1 
資歷名稱 保安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保安員度身訂造訓練課程 (世紀服務)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明愛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7/001872/1 
資歷名稱 收派員(文件/貨件)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收派員(文件/貨件)度身訂造訓練課程 (順豐)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明愛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7/001874/1 
資歷名稱 客戶服務代表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客戶服務代表度身訂造訓練課程 (德隆)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明愛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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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7/001876/1 
資歷名稱 美容顧問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美容顧問度身訂造訓練課程 (偉裕)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明愛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7/001880/1 
資歷名稱 電話推廣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電話推廣員度身訂造訓練課程(易寶通訊)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明愛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7/001881/1 
資歷名稱 廚房員工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廚房員工度身訂造訓練課程 (必勝客)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明愛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7/001882/1 
資歷名稱 助理生活指導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助理生活指導員度身訂造訓練課程(康恩園)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明愛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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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6/000013/1 
資歷名稱 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恤衫車工度身訂造課程（惠溢製衣廠）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製衣業訓練局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6/000016/1 
資歷名稱 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針織值機員度身訂造訓練課程(肇豐)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製衣業訓練局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6/000017/1 
資歷名稱 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牛仔褲特種車工度身訂造訓練課程(凱皓)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製衣業訓練局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6/000018/1 
資歷名稱 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平車恤衫車工度身訂造訓練課程(裕美國際實業)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製衣業訓練局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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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6/000019/1 
資歷名稱 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特種衣車工度身訂造訓練課程 (西褲、牛仔褲) 
(新途)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製衣業訓練局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6/000020/1 
資歷名稱 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恤衫及西褲車工度身訂造訓練課程 （昌信製衣）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製衣業訓練局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6/000021/1 
資歷名稱 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平車恤衫車工度身訂造訓練課程（裕美）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製衣業訓練局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5/001935/1 
資歷名稱 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熱線中心營業員度身訂造訓練課程﹙電訊盈科﹚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城大專業顧問有限公司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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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5/001936/1 
資歷名稱 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特遣保安管理大使度身訂造訓練課程﹙大眾安全


警衞﹚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城大專業顧問有限公司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5/001937/1 
資歷名稱 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警衛主任 / 警衛員度身訂造訓練課程(統一)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城大專業顧問有限公司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7/001817/2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起居照顧員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起居照顧員證書課程（私院） 


資歷級別 2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職工會聯盟培訓中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903/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電話客戶服務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電話客戶服務員單元證書課程（MRC）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職工會聯盟培訓中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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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904/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客戶服務大使/保安員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客戶服務大使/保安員證書課程﹙偉邦﹚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職工會聯盟培訓中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905/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地產營業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地產營業員單元證書課程（祥益）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職工會聯盟培訓中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906/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店務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店務員單元證書課程（鴻福堂）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職工會聯盟培訓中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29/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初級廚師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初級廚師單元證書課程(元綠)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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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64/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餐飲廚房助理/管事清潔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餐飲廚房助理/管事清潔員單元證書課


程(美麗華)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44/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店務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店務員單元證書課程 (7-ELEVEN)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47/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保安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保安員單元證書課程 (信和)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48/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店務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店務員單元證書課程 (東海堂)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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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49/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店務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店務員單元證書課程  (Market Place 


Jasons)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50/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物業管理服務員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物業管理服務員證書課程 (高衛)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51/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店務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店務員單元證書課程 (先施)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52/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侍應生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侍應生單元證書課程 (譚魚頭)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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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53/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傳菜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傳菜員單元證書課程 (譚魚頭)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54/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電話直銷營業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電話直銷營業員單元證書課程 (AIG)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55/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售貨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售貨員單元證書課程 (富陞堡)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56/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電話營業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電話營業員單元證書課程 (電訊盈科)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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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57/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店務助理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店務助理單元證書課程 (快圖美)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58/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店舖助理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店舖助理單元證書課程  (FB Food 


Systems)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59/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保安員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保安員證書課程 (十全保安)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60/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廚務助理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廚務助理單元證書課程 (眾思飲食集


團)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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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761/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店舖主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店舖主管單元證書課程 (OK 便利店)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21/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營業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營業員單元證書課程 (思加圖)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基督教勵行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93/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地產代理見習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地產代理見習員單元證書課程(中原)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94/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地產營業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地產營業員單元證書課程(世紀 21
富山)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12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95/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營業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營業員單元證書課程(地產商會)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96/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地產代理見習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地產代理見習員單元證書課程(香港置


業)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98/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銷售推廣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銷售推廣員單元證書課程(維健生)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99/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收銀員/服務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收銀員/服務員單元證書課程(美國冒險


樂園)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13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100/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售貨員/ 見習售貨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售貨員/ 見習售貨員單元證書課程(美
麗寶)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101/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售貨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售貨員單元證書課程(佑威)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102/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銷售助理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銷售助理單元證書課程(先施)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22/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房務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房務員度身訂造訓練課程 (富豪機場酒店)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聖公會福利協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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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23/2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航空操作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航空操作員單元證書課程﹙國泰﹚ 


資歷級別 2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聖公會福利協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900/2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票務員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票務員證書課程（星晨） 


資歷級別 2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旅遊專業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0902/2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櫃檯銷售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櫃檯銷售員單元證書課程（星晨） 


資歷級別 2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旅遊專業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00/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燒味主題餐飲從業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燒味主題餐飲從業員單元證書課程


﹝太興﹞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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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01/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侍應生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侍應生單元證書課程（皇上皇）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02/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地產營業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地產營業員單元證書課程﹙祥益﹚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03/2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起居照顧員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起居照顧員證書課程（那打素﹚ 


資歷級別 2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04/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電話保險推廣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電話保險推廣員單元證書課程 (Zebra)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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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05/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侍應生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侍應生單元證書課程（澳門茶餐廳）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06/2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起居照顧員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起居照顧員證書課程（保良局） 


資歷級別 2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07/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咖啡調配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咖啡調配員單元證書課程  (Pacific 


Coffee)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7/001947/1 
資歷名稱 店務助理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店務助理度身訂造訓練課程(惠康)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循道衛理中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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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7/001948/1 
資歷名稱 物業服務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物業服務員度身訂造訓練課程(恒益)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循道衛理中心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資歷名冊登記號碼 08/001097/1 
資歷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店務員單元證書 


進修計劃名稱 度身訂造見習店務員單元證書課程(鴻福堂) 


資歷級別 1 
登記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營辦者名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再培訓) 


資歷頒授者名稱 僱員再培訓局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局 


1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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