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紅十字會醫護服務部(健康護理訓練)
與僱員再培訓局合辦 「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陪月員基礎證書

RC012DS

上課地點
西九龍

預計開課日期

9/2022

(RCHT)

開始接受報名!

更新日期﹕30/6/2022

入讀資格

報名辦法 **

1. 香港合資格僱員

如有興趣入讀，可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2. 年滿 15 歲或以上

1 時;下午 2 時至 5 時/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致電

3. 中一學歷程度（如學歷程度 未

2603-0188 預約登記，並帶同下列文件於指定的日期、時間

達中一者，須通過入學測 試）

及地點親臨 報名及面試(*註 1)﹕

4. 能閱讀一般中文

1.

身份證正本 及

5. 為法例（幼兒服務條例 15A

2.

最高學歷證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 及/或

3.

離校證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 (只適用於離校日期與報名

條）規定的可擔任幼兒托管人
的人士；
6. 未曾修讀僱員再培訓局「 嬰兒

日期相距不足半年的申請者) 及

4. 回郵信封連$2 郵票

護理基礎證書(兼讀制)」課程及
「產婦護理基礎 證書(兼讀
制)」課程
7. 失業、待業或失學人士
8. 成功通過面試

醫護支援人員
(臨床病人服務)
基礎證書
符合畢業要求的學員，在申
請醫院管理局的 3A 級病人
服務助理職位時，可獲局方
認可已達致相關訓練的要求

RC011DS

RCHT
(西九龍)

8-9/2022
開始接受報名

1. 香港合資格僱員
2. 年滿 15 歲或以上
3. 具備中三程度或以上，但無大學

註 1 : 面試配額有限，未經預
約及成功登記的人士，其報名
及面試恕不會受理，敬請見
諒!

學位

如有興趣入讀，可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下午 2 時至 5 時/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致電
2603-0188 預約登記，並帶同下列文件於指定的日期、時間
及地點親臨 報名及面試(*註 1)﹕
1.

身份證正本 及

4. 失業、待業或失學人士

2.

最高學歷證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 及/或

5. 成功通過面試

3.

離校證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 (只適用於離校日期與報名
日期相距不足半年的申請者) 及

4.

回郵信封連$2 郵票

香港紅十字會醫護服務部(健康護理訓練)
短期健康護理訓練課程
更新日期﹕30/6/2022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物理治療助理
訓練課程
(結合式教學)

PTAB22002

預計上課日期

時間

理論部份網上自學時段﹕
1/8/2022 – 25/8/2022

地點

考試及其他安排(如適用)

西九龍

筆試﹕25/8/2022 (星期四)
18:00 – 18:40

$2,200

開始接受報名!

實務面授教學時段(須到訓練中心上課)﹕
15/8/2022 – 18:30 – 22:00
18/8/2022 – 18:30 – 22:00
22/8/2022 – 18:30 – 21:30

實務試﹕
25/8/2022 : 18:40 – 21:40 及
29/8/2022 : 18:00 – 21:00
** 報名時須提供中三程度或以
上的學歷證明文件影印本

CWS 22001

中學生
護理行業體驗課程

$1,500

開始接受報名!

17/8/2022,
18/8/2022,
19/8/2022

09:00 – 18:00

(星期三、四、五)

(午膳時間﹕1 小時)

西九龍

筆試﹕22/8/2022 (星期一)
09:00 – 10:00

(共 24 小時)
實務試﹕22/8/2022 (星期一)
10:00 – 13:00
** 此課程僅限中三至中六的在
學學生報讀。報讀時必須出示
有效的在學證明，如學生證、
學生手冊等文件的影印本(有關
文件必須能顯示學員的姓名、
在學班級、有效年份等)

*

高級保健員訓練
課程 – 腹膜透析
護理

AHWC 22004

14/8/2022,
21/8/2022

$1,500

開始接受報名，
額滿即止!

09:00 – 16:00

西九龍

筆試﹕28/8/2022 (星期日)
16:00 – 16:40

(共 12 小時)
(逢星期日)
(午膳時間 1 小時)

實務試﹕28/8/2022 (星期日)
13:00 – 16:00

**以下為額外練習時段

** 報名時須提供醫護支援人員
/保健員課程畢業證書影印本)

(導師在場)，費用全
免，學員可自由參與﹕

28/8/2022
09:00 – 12:00

常用藥物
認識課程

UCDT 22005
$600

開始接受報名，

8/8/2022,
15/8/2022,
22/8/2022

18:30 – 21:30

西九龍

筆試﹕29/8/2022 (星期一)
18:00 – 19:00

西九龍

筆試﹕30/8/2022 (星期二)
18:00 – 19:00

(共 9 小時)

(逢星期一)

額滿即止!

高級保健員訓
練課程 – 糖尿
病護理

AHWD22002
$1,200

開始接受報名，
額滿即止!

9/8/2022,
11/8/2022,
16/8/2022,
18/8/2022,
23/8/2022,
25/8/2022
(逢星期二、四)

18:30 – 21:30
(共 18 小時)

實務試﹕30/8/2022 (星期二)
19:00 – 22:00
** 報名時須提供醫護支援人員
/保健員課程畢業證書影印本

嬰幼兒健康
飲食工作坊

報

HEYC 22003

4/8/2022

$450

(星期四)

18:30 – 21:30

西九龍

課程不設考試，出席學員可獲
頒出席證書。

親臨報名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 – 13:00﹔14:00 – 17:00 ﹔星期六﹕09:00 – 12:00) (公眾假期除外，另疫情期間辦

公時間可能有所變動，請以網上公佈的資料為準)
名

可於辦公時間親臨西九龍訓練中心提交課程申請表、入讀資格證明文件(如適用)及學費(現金或支票均可)。

辦

郵寄報名﹕可將填妥的課程申請表(可於本會網站下載)，連同入讀資格證明文件(如適用)及學費(郵寄申請只接受以支票形式繳交學
費，抬頭為「香港紅十字會」)，郵寄至西九龍海庭道 19 號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8 樓健康護理訓練組李小姐收(信封面請註明課程名稱)。

法

網上報名﹕可透過網上平台 (https://training.redcross.org.hk) 報讀自費的短期健康護理訓練課程，並以信用卡付款。請留意﹕以
信用卡支付相關費用時，將會被收取行政手續費。即使課程在人數不足下被取消，被收取的信用卡手續費亦不會獲退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