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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使命

機構
簡介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EDS)於2002年中
成立，是一間稅務條例第88條認可的
慈善機構，專為有就業需要人士提供專
業、多元化的職業輔導、工作選配、培

為有就業需要人士提供高質素的
職業輔導、工作選配及就業培訓
等服務
協助各行各業拓展人力資源

訓及再培訓服務。
為僱主介紹合適的員工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簡稱社聯）在2001
年 進 行 架 構 改 組 ，發展其轄下的職業
輔導社成為一間獨立的社會服務機構，
藉以更專注發展及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服
務。經社聯的安排，香港職業發展服務
處自2003年4月起接管職業輔導社的工
作及服務單位。

EDS

乃以下機構之會員

香港公益金會員機構

* 「 服 務 報 告 撮 要 」尼 泊 爾 及 巴 基 斯 坦 譯 文 將 收 錄 在 機 構 網 頁 ，
請瀏覽 http://hkeds.org
* Please visit http://hkeds.org to get Executive Summary in Urdu version
and Nepali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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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後

(1/4/2017 - 31/3/2018)

榮譽會長

財務及人事委員會

蔡劍雷太平紳士
蘇周艷屏太平紳士 BBS (至18年1月26日止)

召集人

林國雄博士

委員

李永偉先生
邱可珍太平紳士 MH
黃水晶女士
趙其琨教授 MH
劉國樑先生
鍾叻拉女士
徐錦全先生(由17年11月27日起)
姚鴻志先生(行政總監)

名譽顧問
孟麗紅女士

執行委員會
主席

羅君美太平紳士 MH

副主席

林國雄博士
陳永泰教授太平紳士

義務司庫

服務發展委員會
召集人

李永偉先生

委員

邱可珍女士
周淑芬女士
馮梁慕蘭女士

劉國樑先生

崔日雄博士

義務秘書

顏文雄教授

委員

李永偉先生
邱可珍太平紳士 MH
陳志育先生
彭準來先生
黃水晶女士
楊港興太平紳士 BBS
趙其琨教授 MH
鄭程女士
鍾叻拉女士
徐錦全先生(由17年11月27日起)

陳勇舟先生(由18年7月1日起)
姚鴻志先生(行政總監)

審核委員會
召集人

彭準來先生

委員

陳永泰教授太平紳士
鄭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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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立榮先生(至17年12月31日止)
謝偉鴻先生(至18年6月30日止)
陳家豪先生(至18年6月30日止)

課程質素保證委員會
召集人

顏文雄教授

委員

何柏源先生
李明佩女士
陳永泰教授太平紳士
黃志添博士
楊幗華女士
姚鴻志先生(行政總監)
鍾叻拉女士(至18年6月30日止)

課程審批委員會

群力社企管理委員會

召集人

陳志育先生

召集人

楊港興先生

委員

麥偉明博士

委員

趙其琨教授

顧慧賢女士

邱可珍女士

李熙祐先生(由18年7月1日起)

顏文雄博士

何淑儀女士(由18年7月1日起)

張建國醫師

姚鴻志先生(行政總監)

邱婕兒女士

徐佩珊女士(至18年6月30日止)

謝勵達先生
蔣世源博士
徐錦全先生(由18年7月1日起)
李國倚醫師(由18年7月1日起)
姚鴻志先生(行政總監)

2018 - 2021 年度

專 業( 義務)顧問 :
刁廣浩先生

李輝女士

張苓芝女士

葉慧女士

文鳳玲女士

林小燕女士

張錦偉先生

劉定志先生

王志權先生

林惠敏女士

陸肖蘭女士

樊慧嫻女士

何嘉慧女士

姚鳳女士

彭偉明醫師

蔡炳然先生

吳思敏女士

柯文滿女士

彭耀德先生

鍾慶財先生

吳渭珊女士

胡邦權先生

黃南喬先生

顧慧賢女士

李明佩女士

胡穗彪先生

黃嘉智先生

李國倚醫師

唐彩塋女士

葉栢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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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主席
羅君美太平紳士,MH

在過去一年，本港經濟持續暢旺，內部增長動力維持強勁勢頭，當中整體失業率更跌至2018年6至8月
的2.8%，是二十年來新低的數字。面對本地暢旺經濟及接近全民就業的環境，本處各項就業和培訓服
務在去年仍然穩定進行；前線員工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發現具有較多就業挑戰的服務使用者的人數相
對地增多，社區內對就業和培訓服務仍有需求。

青年服務
獲得特區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的資助，本處連續4年舉辦「遊走廣東青年實習計劃」。今年有48名青年
參加計劃。獲得提供實習崗位的祈福集團、廣州市市政醫院和廣州市白雲恆福社會工作服務社的大力協
助下，參加計劃的學員獲得一個非常難得和有意義的交流活動。在實習期初段，學員到訪北京，出席「京
穗港台大學生交流暨遊走廣東青年實習計劃」的啟動儀式，亦參觀北京的創新科技企業，包括華為、小
米、新浪微博、中關村創智大街；亦有機會遊覽歷史景點，如圓明園、故宮、前門大街，感受首都獨特
的歷史文化和傳統人文風情；同時走訪著名學府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感受名校氛圍，瞭解不同城市的

主席羅君美太平紳士(前排中間)在「社企
與 你 同 行 十 年 致 謝 午 宴 」 與 嘉 賓 一起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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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文化！其後學員與來自北京、廣州和台灣

尋找協助的年長求職者，當中有一部份因為經濟

等地的大學生一起在廣州進行一個多月的實習

需要而要有一份固定收入的工作；但另一方面，

和生活，四地青年有很多機會交流和分享，促

越來越多在學歷及專業方面有較高水平的年長求

進文化共融共通。整項「遊走廣東實習計劃」

職者，期望尋找有意義、可善用時間、善用他們

達致預期的目標，並獲得豐碩成果。

經驗及發展個人專長的職位。

除實習和交流活動外，本處設有一項青年人的

本處亦推動本港與內地安老服務從業員間的交流

特別培訓計劃，特別針對有學習困難的青少

和學習。今年暑假特別為大灣區內的江門市一間

年(SEN青少年)的能力水平和就業需要，開辦一

專上學院的教師安排赴港學習交流活動。來自江

項名為「曲奇夢工場」工作技巧培訓計劃。這

門的教師除參觀本處訓練中心和本地大學安老照

項計劃透過指導青年人製作曲奇和銷售的技

顧課程學系外，亦和大學講師交流教學心得及行

巧 ，幫助他們提升就業能力水平，亦引導他們

業的最新發展資訊。此外，本處亦有提供社工督

認識自己的長處，社工從旁給予鼓勵和引導，

導服務給予佛山市的社工服務單位。

提升他們獲得工作職位的機會。計劃亦爭取商
界的支持，鼓勵僱主企業的員工與學員一起製

除就業和培訓服務外，針對體弱長者，本處設立

作曲奇，透過活動讓有學習困難的青年人可以

頤恩坊長者照顧服務，去年該業務穩步發展。該

展示所學，增強信心，亦可提升社交溝通能力。

項服務亦獲得社會福利署的認可，屬於長者社區
服務券試驗計劃的認可服務提供單位，目前主要

長者服務

為黃大仙、觀塘、葵青、荃灣及深水埗等地區的

面對本港人口高齡化，本處繼續推動長者就業服

長者提供日間護理中心及家居照顧服務。在未來

務，設立專案計劃為年長人士提供市場資訊、職

數月內，相關的長者照顧服務將擴展至元朗區，

位空缺資料及提供職位配對服務。近年前來本處

冀望能為更多長者提供有需要的照顧服務。

「遊走廣東青年實習計劃」的參加者參觀
北京的創新科技企業

舉辦交流團，以推動本港與內地安老服務
從業員間的交流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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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bee迎豐跑」吸引逾2100多人參加，成績令人鼓舞

商界支持
獲得卡樂B四洲有限公司的再次支持和冠名

持本處各項工作和服務的社會賢達、撥款機

贊 助，今年4月本處舉辦「Calbee迎豐跑」
。除

構 、政府部門 、 僱 主 、 同 業 友 好 及 義工 等 。

籌款 活 動 外 ，亦 倡 導 僱 員 工 作 與 生 活 的 平

展望未來，我們將會加倍努力，實踐本處的服

衡 。「Calbee迎豐跑」以嘉年華形式進行，活

務宗旨和使命，為服務使用者提供適切的服

動當日設置多個有趣的攤位遊戲及拍照景點，

務，為社會作出貢獻。

為 這 個 義 跑 義 行 活 動 增 添 不 少 歡 樂 氣 氛 ！今
年的活動共有2100多人參加，獲得超過50萬
元善款。

在過去一年，本處的服務成績理想。我們很感
謝執行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榮譽會長、名譽
顧問和專業(義務)顧問的大力支持和指導。我
們亦多謝本處一群盡心盡力的員工，在他們的
努力投入和積極進取的工作態度下，各項服務
都獲得良好的成績。我們亦要衷心感謝鼎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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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共提名56間公司榮獲「商界展關懷」標誌

行政總監
姚鴻志先生

秉承「延續人力資源發展」的服務宗旨，本處各項主要服務計劃和培訓課程在過去一年繼續
面向基層市民，提供多樣化的就業支援及訓練，著力協助有需要市民進入勞動市場。同期
間，亦提供多項專業及優質培訓課程，協助在職員工提升工作技巧和個人能力，提升本地人
才水平。參照社會福利署「服務質素標準」及自行設置的「課程質素保證」機制，確保各個
服務單位的服務運營質素及各個證書課程達到既定的質素水平。

透過伙伴合作展，促進與伙伴聯繫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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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及培訓課程
過去一年，本處繼續運營多個就業輔導專案計

美容及美髮等行業課程獲得資歷架構認 可，並

劃，以回應社會上一些弱勢組群的特別需要。

已登記於政府的資歷名冊內。當中有 9 個課程

對象包括年長人士、新來港居民、少數族裔、

屬於持續進修基金可發還款項的認可課程。

受感化和更生青年等。
在年青人生涯規劃方面，本處為中學的學生、教
獲得社會福利署的撥款，分別在元朗、黃大仙

師及家長等舉辦不同形式及內容的講座、工作

下邨和慈雲山等地區運營「自力更生綜合就業

坊、課程及職場實習等，引導學生思考多元

援助計劃」，為領取綜援的失業人士提供就業支

發展出路。另外，在 2018年暑期，本處繼續舉

援、訓練及工作體驗。本處為僱員再培訓局的

辦「遊走廣東青年實習計劃」，安排本地大專學

委任培訓機構，分別在黃大仙、旺角及元朗等

生往廣州的公司及社福醫療機構進行為期 42 天

地區開辦二十多個以行業技能為本的職前就業

的工作實習，亦安排實習生前往首都北京參觀高

掛鈎課程，當中涉及飲食、美容、物業管理、

新科技企業，遊覽歷史景點和走訪著名學府，讓

家居服務、中醫保健及健康護理等行業。此外，

參加者親身體驗內地公司及機構的職場文化；

本處亦是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的培訓機構，為

增加他們對內地城市在社會、民生方面的認識，

15 至 24 歲青少年提供職前培訓課程及個案管理

並讓他們為前路作出準備。

服務。應新來港及學障等青年組群的需要，設
有專案訓練課程。

在2018年3月舉行的僱員再培訓局人才發展計劃
頒獎典禮上，本處職員王淑玲女士獲頒「ERB

為讓基層市民有更多持續進修機會，本處亦舉
辦內容廣泛的延續發展課程，主要系列有 ：護理、
保健、廚藝訓練、職業發展、個人成長及電腦技
能等。而本處亦有拾多項屬於護理、保健按摩、

本處獲頒贈「ERB課程發展獎」及「ERB25培訓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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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導師獎」，導師阮劭海先生獲頒「ERB 優
異導師獎」，學員夏顯湛先生 和 劉 艾 彤 女 士
獲 頒 贈 「 E R B 傑 出 學 員 獎 」。本 處 亦 獲 頒
贈「ERB 課程發展獎」及「ERB 25 培訓大獎」。

旺角就業資源中心於2018年3月啟用
旺角就業資源中心於2018年3月啟用

服務表現
在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間，本處的就業服務及職前就業掛鈎培訓課程共有2940 新登記人次。
另外，亦有377人次入讀本處的自費證書課程。

輔導計劃的新登記人次
1256人
1226人

培訓證書課程的入讀人次
3575人
4203人

輔導計劃及就業掛鈎課程的就業人次
1289人
1312人

學 員 對 培 訓 證 書 課 程 的 滿 意 程 度 (* 註2)
97.2%
97%

社企計劃創造穩定的職位數目

(* 註3)

187人
198人

社 企 計 劃 聘 用 殘 障 人 士 的 數 目 (* 註3)
35人
44人

2017/18 (* 註1)
2016/17

註1: 年度是指每年4月1日起至下一年的3月31日止的12個月。
註2: 以問卷方式向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完成證書課程的學員收集意見；受訪者對參加課程的整體滿意程度，包括表達滿意和非常滿意的人數。
註3: 在該年度3月31日當天受僱的人數。

財務方面，在 2017/18 財政年度內，機構的年度總收入有5,133萬元，總支出為 5,160萬元，錄有27萬
多元虧損 ﹔當中有2,746萬元屬於職員薪金及附帶福利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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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該局課程及服務的地區窗口，為有培訓及
作為該局課程及服務的地區窗口，為有培訓及
就業需要的市民，提供課程查詢及報讀、培訓
就業需要的市民，提供課程查詢及報讀、培訓
顧問、培訓及就業支援等服務。在17年4月至
顧問、培訓及就業支援等服務。在17年4月至
18年3月
期期
間間
，，
共共
有有
183,867人
次次
使使
用用
中中
心心
各各
18年3月
183,867人
項項
設設
施施
、參加小組及出席工作坊等活動。截至
、參加小組及出席工作坊等活動。截至
18年
3月
底底
，，
中中
心心
累累
積積
登登
記記
有有
效效
會會
員員
數數
目目
有有
18年
3月
定期舉辦招聘活動，協助僱主招聘人手

僱主服務及夥伴聯繫
本處提供個人輔導及小組活動，協助僱主為其
本處提供個人輔導及小組活動，協助僱主為其
員工提供個人諮詢及輔導服務，藉此協助員工
員工提供個人諮詢及輔導服務，藉此協助員工
提升工作滿足感，及協助僱主打造一個快樂及
提升工作滿足感，及協助僱主打造一個快樂及
關懷工作間。此外亦提供僱員培訓、員工發展
關懷工作間。此外亦提供僱員培訓、員工發展
及及
員員
工工
關關
顧顧
等等
活活
動動
，，
協協
助助
商商
營營
公公
司司
、、
政政
府府
部部

10,376人，與上一年度的會員人數相約。
10,376人，與上一年度的會員人數相約。

再者，為配合政府的人口政策，鼓勵釋放現有人
再者，為配合政府的人口政策，鼓勵釋放現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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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50就業實戰系列」工作坊，鼓勵有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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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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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心亦舉辦ERB課程試讀班，協助會員選擇
場。中心亦舉辦ERB課程試讀班，協助會員選擇
合適的ERB課程。
合適的ERB課程。

門、公營機構及志願團體等提升其人力質素，訓
門、公營機構及志願團體等提升其人力質素，訓
練主題包括：團隊精神、顧客服務、情緒智能
練主題包括：團隊精神、顧客服務、情緒智能

社社會會企企業業

和舒緩工作壓力等。另外，我們亦協助僱主按
和舒緩工作壓力等。另外，我們亦協助僱主按

本處轄下「群力社企有限公司」經營的「好幫
本處轄下「群力社企有限公司」經營的「好幫

其公司需要，度身訂造工作技能訓練課程，例
其公司需要，度身訂造工作技能訓練課程，例

手」
、「健絡理療」
、「復健理療」及「群力人才
手」
、「健絡理療」
、「復健理療」及「群力人才

如專為安老院設計的護理員訓練課程、就業輔
如專為安老院設計的護理員訓練課程、就業輔

網絡」主要營運清潔、陪診、送膳、零售、文
網絡」主要營運清潔、陪診、送膳、零售、文

導工作坊、顧客服務及團隊精神等員工訓練。
導工作坊、顧客服務及團隊精神等員工訓練。

職、中醫及按摩推拿等業務，各項業務去年經營
職、中醫及按摩推拿等業務，各項業務去年經營
穩定。以上4項社企服務，均已獲得社企認證制度
穩定。以上4項社企服務，均已獲得社企認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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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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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
委委
托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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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續
營營
運運
「樂活中心」，新一期計劃的服務地區擴大
「樂活中心」，新一期計劃的服務地區擴大
到九龍半島、西貢及將軍澳等地區的住戶，提
到九龍半島、西貢及將軍澳等地區的住戶，提
供包括家居、健康及護理等三個工種工人的轉
供包括家居、健康及護理等三個工種工人的轉

的「創進級別認證」。截至18
年3月底，群力
的「創進級別認證」。截至18
年3月底，群力
社企共聘用187名全職和穩定兼職員工。在17年
社企共聘用187名全職和穩定兼職員工。在17年
4月至18年3月期間，總營業額有1,249
萬元，
4月至18年3月期間，總營業額有1,249
萬元，
全年綜合盈利有3萬元。
全年綜合盈利有3萬元。

介服務。
介服務。

年內，
本處共舉行不同規模的招聘會合共49個，
年內，
本處共舉行不同規模的招聘會合共49個，
共2,123人次出席。這些活動能夠協助僱主招聘
共2,123人次出席。這些活動能夠協助僱主招聘
人手，亦協助求職者獲得工作職位。
人手，亦協助求職者獲得工作職位。

E ER RB B服服務務中中心心( (九九龍龍東東) )
本處自11年
4月起，獲僱員再培訓局委托營運其
本處自11年
4月起，獲僱員再培訓局委托營運其
位於觀塘區的「ERB服務中心(九龍東)」，主要
位於觀塘區的「ERB服務中心(九龍東)」，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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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業員工提供上門按摩服務
為企業員工提供上門按摩服務

長者日間照顧服務
頤恩坊主要為居住在社區內的弱能長者提供日間
中心和家居照顧的服務，服務地區包括：葵青、
深水埗、荃灣、黃大仙及觀塘等地區。在去年，
每月平均有9名長者接受服務。

人力資源

E D S 職員投入參與退修日活動

本處的服務以人為本，各項計劃和課程均倚重
有一名員工擁有急救證書。本處亦設有「職業
具專業資格和高質素的員工來推動，本處設有完
善的 人 力 資 源 制 度 並 嚴 格 遵 從 各 種 法 例，包
括 「 僱 傭條例」、「強積金條例」、「法定最低

安全協調員」，協助監察本處主要工種之職業
安全操作程序，亦向員工及服務使用者提供職

工資 」、「職業 介 紹 所 規 例」等 。 本 處 一 直 關

業安全指導。本處及群力社企於 2017/18 年度

顧 員 工 ， 倡 議 「工作與生活平衡」。 措 施 包

均沒有錄得工傷記錄。

括 每 週 5 天 工 作 制 ，侍產假、紅事假及帛事假
等假期，在 2 0 1 7 年 1 月 起 亦 增 設 員 工 生 日

本處著重員工的服務素質及持續進修。除每年
舉辦多個員工培訓講座和工作坊外，亦要求全

假 期 ﹔ 此外，本 處 推行「延遲退休年齡措施」
職僱員每年須完成指定的持續進修學時。另外，
和多項家庭友善措施，當員工遇有家庭或學習
上的需要，員 工 可 轉 職 為 兼 職 工 作 或 採 用 彈
性上落班時間。本處為員工所實施的家庭友善

本處設有員工進修資助計劃，補助員工持續進
修方面的部份支出。2017/18 年度，本處曾舉辦

僱傭措施，獲得政府家庭議會嘉許為「家庭友

的員工培訓工作坊包括：「 前 枱 顧 客 服 務技

善僱主」。

巧」、「輕鬆易上手快樂用 Win.10」及「學懂職
場的尊重·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而員工培

本處致力推動互相尊重及平等機會的工作環境，

訓總學時達2403小時。在2018年5月獲僱員再

確保聘用員工原則乃基於應徵者工作能力和表
現，而不會產生年齡、種族、殘疾、家庭崗位
或性別的歧視，以遵從「平等機會條例」的精

培訓局繼續頒發「人才企業」，認可本處著重
員工培訓發展，體現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

神。再者，本處亦會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

員工平均培訓時數
(2017/18)

例」處理員工、導師及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
本處參照「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為僱員及

管理人員

39.29小時

主任人員

32.95小時

助理人員

27.37小時

服務使用者提供安全及健康的保障。各服務中
心每年均會舉行防火演習一次，及安排人員經
常檢查場地的消防裝置，確保裝置性能良好及
環境安全。另外，各中心的人手編制中，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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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絡理療
」於婦女節
在觀塘區送
在職婦女

與香港女會計師公會合辦「免費

主席

在「三年計
、委員及職員

2017年11月
12

牙科講座」

舉行職員退修

日

劃集思會」上

齊齊腦震盪

贈花茶給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先生在2018年3月蒞臨本處
人力
資源中心參觀和聽取學員對培訓及就業服務的意
見

傾談

中的學員

與上課
訓練室，

中心各個

局長參觀

」及「ERB

程發展獎
發「ERB 課

」

25 培訓大獎

B頒

本處榮獲ER

舉辦「出耆蛋再
就業職前預備小
組」
促進長者再就業

豐跑」活動

迎
為「Calbee
曲奇夢工場
奇
製作愛心曲

舉辦多個培訓
就業日，增加
地區市民
就業機會及提
供培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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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收支結算表(截至2018年3月31日)
Income & Expenditure Statement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18

2017/ 18

(港幣HK$)

31,687,346

政府機構撥款
(包括:僱員再培訓局、勞工及福利局、勞工處、
社會福利署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
(Grants from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Labour Department ,
IEAPs o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社會企業收入
Social Enterprise service income

12,692,892

公益金撥款
Community Chest

1,301,400

課程及活動收費
Courses and Activities fees

3,098,291

項目計劃資助
Subsidies for Projects

1,282,733
156,610

慈善捐款
Donations

1,112,444

其他收入
Other income

51,331,716

總收入
Total Income

政府機構撥款 61.73 %

項目計劃資助 2.50%
慈善捐款 0.31%
公益金撥款 2.54%
課程及活動收費 6.04%
其他收入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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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收入
24.73 %

2017 / 18

(港幣HK$)

員工薪酬及有關福利
Salaries, allowances and other benefits

27,462,870

社會企業支出
Costs of Social Enterprise

10,299,383

租金及差餉
Rent and rates

2,006,981

課程及活動
Courses and Activities

8,871,259

其他營運支出

2,965,497

Expenditure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51,605,990

總支出
Total Expenditure

其他營運支出
5.75 %

課程及活動
17.19%
員工薪酬及有關福利
53.22%
社會企業支出
19.96%

租金及差餉
3.89%

* 在14頁及15頁內有關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間的財務資料，並非本會關乎該年度的法定周年綜合財務報表。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36條需要披露有關該些法定財務報表的詳細資料如下：
- 已完成審計之指定財務報告將會提交公司註冊處處長。
- 本處核數師已對該些財務報表發出報告。核數師報告亦已出具無保留審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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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年，我們與各社會賢達、撥款機構、政府部門、僱主、
企業、義工及同業好友結成伙伴，在「延續人力資源發展」的
理念下，共同創造豐碩成果。本處謹此致以萬二分謝意。倘有
錯漏，敬請多諒，並請指正。

外地公司/機構

政府、法定及撥款機構
民政事務局
社會福利署
香港公益金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教育局
勞工及福利局
勞工處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資歷架構秘書處

僱員再培訓局
醫院管理局
醫院管理局港島西聯網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聯網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關愛桂城」
建設督導委員會

宏力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投資者教育中心
亞斯頓香港
佳安家(秦石)綜合護老中心
和悅社會企業
和順堂(國際)醫藥有限公司
明報JUMP
東栢專業護理服務
芬芳世界有限公司
金滙地產有限公司
長青安老院
信和護衛有限公司
南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城市專業管理有限公司
城市護衛有限公司
恆豐酒店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成員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星光實業有限公司
盈健醫療
祈福生活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8度海逸酒店
香港共和物產有限公司
香港美食有限公司
香港腦神經(中醫藥及激光針灸)治療中心
香港歷奇訓練有限公司
海外天大馬美食
海港城
納維素國際美學院
草研醫療及保健中心
高柏(亞洲)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成員公司)
國民警衛有限公司

國投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國際陪月協會
基德(泰衡)護老院有限公司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得利龍百貨有限公司
捷榮咖啡有限公司
設計易(香港)有限公司
善頤護老有限公司
壹清潔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港島海逸君綽酒店
港澳通旅遊有限公司
紫雲間沁怡護養院
陽光照明有限公司
雅潔洗衣有限公司
新松齡護老院
滙喬發展服務有限公司
瑞德衛生紙品有限公司
碧瑤綠色集團有限公司
綠盈坊有限公司
維他天地服務有限公司
領展管理有限公司
蔚耆苑有限公司
養之堂
曉光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機場保安有限公司
澳美製藥廠有限公司
龍城足浴
優質燕窩莊
鴻福堂集團
羅思雲會計師行
羅勤芳中華禮儀
寶麗化粧品(香港)有限公司

祈福集團(廣州)
深圳市護明德居家養老
廣州市市政醫院
廣州市白雲恒福社會工作服務社
廣州市高卓商貿有限公司
廣州市雪蓄化妝品有限公司
廣州市富略商貿有限公司
廣州市溫雅日用化妝品有限公司
廣東江門中醫藥職業學院
藝駿青年發展協會(澳門)

企業 / 僱主
Cheers Café
CLUB ONE集團
DHL Express (Hong Kong) Limited
Dream Beauty Professional Limited
E-print Group Limited
Fashion Nail
Friends有情有意意式餐廳
IL COLPO GROUP
ISS Factility Services
ISS Pan Asia Security Services Limited
Life Extension Company Limited
Pacific Medical Systems Limited
PS Group
uBaby 悅寶貝陪月服務有限公司
一心堂中醫診所
大仁醫療保健中心有限公司
尸羅精舍有限公司
仁愛堂有限公司
天使美容有限公司
出羽櫻鉄板料理
北角海逸酒店
北京同仁堂福明堂中醫藥中心
卡樂B四洲有限公司
弘海策略有限公司
母嬰康逸協會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永發印務(香港)有限公司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匠髮廊
如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如意洗衣廠有限公司
百階(香港)有限公司
君怡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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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機構、非牟利團體、教育機構
ibakery 愛烘焙麵包工房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竹園區神召會鳳德護老健康中心
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志蓮淨苑志蓮安老服務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處中心
東栢專業護理服務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智圓全長者日間中心
保良局天朗膳糧坊短期食物援助計劃
保良局就業服務中心
信義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心理衛生會

香港失明人協會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香港明愛明愛盈水閣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浸信會醫院
香港神託會
香港基督女青年會
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善導會
香港單親協會
香港復康會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香港耀能協會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基督教靈實協會

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創毅中心
婦女基金會
救世軍
博愛醫院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紫雲間康復中心
嗇色園
嗇色園主辦可榮耆英鄰舍中心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
鄰舍輔導會
禮賢會葵盛東護理安老院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安定幼兒學校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宏恩幼稚園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荃灣幼兒學校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隆亨幼兒學校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趙靄華幼兒學校
浸會大學青年研究實踐中心
基督教中心幼稚園暨幼兒園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圓玄幼稚園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福德學校

學術及專業團體
大埔迦密聖道中學
伯特利教會基甸幼稚園
何文田迦密中學
佛教志蓮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

2018年4月22日 Calbee迎豐跑
冠名贊助
卡樂B四洲有限公司

白金贊助
大吃大喝隊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
O' Farm Limited
高柏(亞洲)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eprint Group Limited
唐順興家禽(香港)有限公司
和民(中國)有限公司
祈福生活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鑽石贊助

愛心贊助

紫雲間沁怡護養院
Law & Partners CPA Limited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
金滙地產有限公司
星光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女會計師公會

City Cut Hair Salon
亞斯頓香港
如意洗衣廠有限公司
匯喬發展服務有限公司
弘海策略有限公司
得利龍百貨有限公司
SATS HK LIMITED

媒體贊助

禮品贊助

明報JUMP
親子王國
Love Kids

國投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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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In these years, to uphold its mission of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the HKEDS
focuses on the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needs of
the grassroots. In 2017/18, the HKEDS has been
providing a wide range of employment services to
cater for vulnerable groups’ special need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older workers, new arrivals, ethnic
minorities, young probationers and discharged
prisoners.
HKEDS is a recognized training body of the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ERB). We conduct a
number of placement-tied training courses of different
trades at our service centers in Wong Tai Sin, Mong
Kok and Yuen Long.
We continuously conduct a number of continuing
development courses for the community, mainly in
areas of primary care, health care and culinary etc.
There are 13 courses recognized under the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which are mainly in
training areas of primary health, health care
massage,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Among which, 9
courses are reimbursable courses of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
In 17/18, we provided “Employment counseling and
Pre-employment Training Courses” and “Self-financing
Certificate Courses” to near 2,940 and 377 new
service users respectively.
As commissioned and funded by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HKEDS has been operating “The
Integrated Employment Assistance Programme for
Self-reliance” at our service centers in Yuen Long,
Wong Tai Sin and Tsz Wan Shan. We provide
employment assistance and the Work Exposure
Services for the unemployed CSSA recipients.
HKEDS is also a recognized training body of the
YETP operated by the Labour Department, which
provides pre-employment training courses and case
management services to youngsters aged between
15 to 24. We also run designated training courses for
new arrivals and young peopl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For the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Service, we arranged experienced social workers to
station at secondary school to offer workshops to
students, their teachers and parents. Besides, in the
summer of 2018, we organized an internship
18

programme to GuangZhou for a group of post-secondary
students. It aimed at enriching their knowledge in
workplace in Mainland and broaden their horizons.
Our agency organizes employees caring programme,
which aims at assisting employers to provide
individualized guidance and caring service to their
employees with a view of enhancing their job
satisfaction and creating happy workplace. We also
provide employers with specialized and tailor-made
services and training courses on team building,
customer services etc. for their staff.
HKEDS has been commissioned by the ERB to
operate “Smart Living” for residents in Kwun Tong,
Wong Tai Sin, Sai Kung and Tseung Kwan O. The
service includes referral of “Smart Helpers” in the
scope of household, health care massage and health
care. Besides, in order to assist employers in
recruiting new staff and help job seekers to find their
suitable jobs, we organized recruitment activities
with about 2,123 participants in 17/18.
Furthermore, our agency has been commissioned by
the ERB to operate its ERB Service Centre (Kowloon
East) since 2011. In 2017/18, there are totally 183,867
persons using center facilities and participating
various center activities. The total number of active
registered members at the end of March 2018 is
10,376.
In 2017/18, the turnover of our subsidiary, Coalition
Social Enterprise Ltd. reached $12,490 thousands
with $30 thousands operating surplus. It employed 187
full time and part time staff. We also provide day care
and home care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There are 9
elder service users per month in average.

Recruitment Day in Shopping Centre

举办咖啡拉花体验班，让参加者了解更多行业资讯

秉承「延续人力资源发展」的服务宗旨，本处各项主要

感 ，及协助雇主打造一个快乐及关怀工作间 。此外，亦

服务计划和培训课程在过去一年继续面向基层市民，提

提供雇员培训、员工发展及员工关顾等活动，协助商营公

供多样化的就业支持及训练，着力协助有需要市民进入

司、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及志愿团体等提升其人力质素，

劳动市场。过去一年，本处继续运营多个就业辅导项目

训练主题包括：团队精神、顾客服务、情绪智能和舒缓

计划，以响应社会上一些弱势组群的特别需要。对象包

工作间压力等。另外，我们亦协助雇主按其公司需要，度

括年长人士、新来港居民、少数族裔、受感化和更生青

身订造工作技能训练课程，例如专为安老院设计的护理员

年等。

训练课程、就业辅导工作坊、顾客服务及团队精神等员工
训练。

本处为雇员再培训局的委任培训机构，本处分别在黄大
仙、旺角及元朗等地区开办二十多个以行业技能为本的

本处再度获得雇员再培训局的委托，继续营运「乐活中

职前就业挂钩课程，当中涉及饮食、美容 、物业管理、

心」，
新一期计划的服务地区扩大到九龙半岛、西贡及将

家居服务、中医保健及健康护理等行业。

军澳等地区的住户，提供包括家居、健康及护理等三个工

为让基层市民有更多持续进修机会，本处举办内容广泛
的延续发展课程，主要系列有：护理、保健、厨艺训练
等。而本处亦有拾多项属于护理、保健按摩、美容及美
发等行业课程获得资历架构认可，并已登记于政府的资
历名册内。当中有9个课程属于持续进修基金可发还款项
的认可课程。
在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本处的就业服务或职前
就业挂钩培训课程共有2,940新登记人次。另外，亦有
377人次入读本处的自费证书课程。本处继续获得社会
福利署的拨款，分别在元朗、黄大仙和慈云山等地区运
营「自力更生综合就业援助计划」，为领取综援的失业

种工人的转介服务。年内，本处共举行不同规模的招聘会
合共 49个，共2,123人次出席。这些活动能够协助雇主招
聘人手，亦协助求职者获得工作职位。
本处自11年4月起，获雇员再培训局委托营运其位于观塘
区的「ERB服务中心(九龙东)」，主要作为该局课程及服
务的地区窗口，为有培训及就业需要的市民，提供课程查
询及报读、培训顾问、培训及就业支持等服务。在17年4
月至18年3月期间，共有183,867人次使用中心各项设
施、参加小组及出席工作坊等活动。截至18年3月底，中
心累积登记有效会员数目有10,376人，与上一年度的会
员人数相约。

人士提供就业支持、训练及工作体验。
本处辖下「群力社企有限公司」经营的「好帮手」、「健
此外，本处亦是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的培训机构，为15

络理疗」、「复健理疗」及「群力人才网络」主要营运清

至24岁青少年提供职前培训课程及个案管理服务。应新

洁、陪诊、送膳、零售、文职、中医及按摩推拿等业务，

来港及学障等青年组群的需要，设有专案训练课程。在

各项业务去年经营稳定。以上4项社企服务，均已获得社

年青人生涯规划方面，本处为中学的学生、教师及家长

企认证制度的「创进级别认证」。截至18年3月底，群力

等举办不同形式及内容的讲座、工作坊、课程及职场实

社企共聘用187名全职和稳定兼职员工。在17年4月至18

习等。另外，在2018年暑期，本处继续举办「游走广

年3月期间，总营业额有1,249万元，全年综合盈利有3万

东青年实习计划」，安排本地大专学生往广州的公司及

元。

社福医疗机构进行工作实习，增加他们对内地城市在社
会、民生方面的认识，并让他们为前路作出准备。

针对社区内家居弱能长者的照顾需要，本处成立颐恩坊社
会企业，主要为社区内的弱能长者提供日间中心和家居照

本处亦提供个人辅导及小组活动，协助雇主为其员工提

顾服务，服务地区包括：葵青、深水埗、荃湾、黄大仙及

供个人咨询及辅导服务，藉此协助员工提升工 作 满 足

观塘等地区。在去年，每月平均有9名长者接受服务。
19

巴基斯坦
撮要

ﺟﺎﻣﻌہ ﺧﻼﺻہ
ﺟﺎﻣﻌہ ﺧﻼﺻہ

ﺟﺎﺭی ﺭﮐﻬ
ﻧﺷﻭﻧﻣﺎﺍﻓﺭﺍﺩی‘‘ﻗﻭﺕ ﮐﯽﮐﮯ
ﺗﻣﺎﻡ ﺳﺎﻟﻭں ﻣﻳں ﺍﭘﻧﮯ ’’ﺍﻓﺭﺍﺩی ﻗﻭﺕﺍﻥ ﺗﻣﺎﻡﮐﯽ
ﮐﻭﺭﮐﻬﻧﮯ
ﻣﺷﻥﮐﻭ ﺟﺎﺭی
ﻧﺷﻭﻧﻣﺎ ‘‘ ﮐﮯ ﻣﺷﻥ
ﺳﺎﻟﻭں ﻣﻳں ﺍﭘﻧﮯ ’’
ﮐﮯ ﻟﻳﮯ ﺍﻳﭻ ﮐﮯ ﺍی ڈی ﺍﻳﺱ ﻧﮯ ﺑﻧﻳﺎﺩی ﺳﻁﺢ ﭘﺭ ﻟﻭﮔﻭں ﮐﯽ ﺿﺭﻭﺭﻳﺎﺕ ﮐﮯ ﻟﻳﮯ
ﮐﯽ ﻣﻳں ﺍﻳﭻ ﮐﮯ ﺍی ڈی ﺍﻳﺱ
ﻟﻭﮔﻭں2017/18
ﭘﺭﮐﻳﮯ ﺭﮐﻬﯽ ﮨﮯ۔
ﺳﻁﺢﻣﺭﮐﻭﺯ
ﭨﺭﻳﻧﻧﮓ ﭘﺭ ﺗﻭﺟہ
ﺿﺭﻭﺭﻳﺎﺕ ﮐﮯ ﻟﻳﮯ
ﮯ ﻟﻳﮯ ﺍﻳﭻ ﮐﮯ ﺍی ڈی ﺍﻳﺱ ﻧﮯ ﺑﻧﻳﺎﺩی
ﻧﮯ ﮐﻣﺯﻭﺭ ﻁﺑﻘﮯ ﮐﯽ ﺧﺻﻭﺻﯽ ﺿﺭﻭﺭﻳﺎﺕ ﮐﻭ ﭘﻭﺭﺍ ﮐﺭﻧﮯ ﮐﮯ ﻟﻳﮯ ﻣﺧﺗﻠﻑ ﺍﻗﺳﺎﻡ
ﮐﯽ ﻣﻼﺯﻣﺕ ﮐﯽ ﺧﺩﻣﺎﺕ ﻣﮩﻳﺎ ﮐﺭﺗﯽ ﺭﮨﯽ ﮨﮯ۔ ﺟﻥ ﻣﻳں ﺑﻭڑﻫﮯ ﻣﻼﺯﻣﻳﻥ ،
ﮐﮯﻧﺋﮯ ٓﺍﻧﮯﺍی ڈی ﺍﻳﺱ
ﻳﻧﻧﮓ ﭘﺭ ﺗﻭﺟہ ﻣﺭﮐﻭﺯ ﮐﻳﮯ ﺭﮐﻬﯽ ﮨﮯ۔  2017/18ﻣﻳں ﺍﻳﭻ
ﻭﺍﻟﮯ ،ﻧﺳﻠﯽ ﺍﻗﻠﻳﺗﯽ ،ﻧﻭﺟﻭﺍﻥ ﭘﻳﺷہ ﻭﺭ ﺍﻭﺭ ﺭﮨﺎ ﮨﻭﻧﮯ ﻭﺍﻟﮯ ﻗﻳﺩی ﺷﺎﻣﻝ ﮨﻳں۔
ﺑﯽ( ﺳﮯ ﺗﺳﻠﻳﻡ
ﮐﺭﻧﮯﺍی ٓﺍ ﺭ
ﺭی ﭨﺭﻳﻧﻧﮓ ﺑﻭﺭڈ" )
ﺍﻳﺱ " ﻣﻼﺯﻡ
ﺍﻳﭻ ﮐﮯ
ﻟﻳﮯﺷﺩﻩﻭﺍﻗﻊﻣﺧﺗﻠﻑ ﺍﻗﺳ
ﮐﮯ
ﭘﻭﺭﺍ
ﺿﺭﻭﺭﻳﺎﺕﺍی ڈیﮐﻭ
ﮯ ﮐﻣﺯﻭﺭ ﻁﺑﻘﮯ ﮐﯽ ﺧﺻﻭﺻﯽ
ﭨﺭﻳﻧﻧﮓ ﺍﺩﺍﺭﻩ ﮨﮯ -ﮨﻡ ﻧﮯ ﻭﻭﻧﮓ ﺗﺎﺋﯽ ﺳﻥ ،ﻣﻭﻧﮏ ﮐﻭک ،ﺍﻭﺭﻳﻭﻥ ﻟﻭﻧﮓ ﭘﺭ
ﺍﭘﻧﮯ ﺳﻧﭨﺭﺯ ﭘﺭ ﻣﺧﺗﻠﻑ ﺗﺟﺎﺭﺕ ﮐﮯ ﺑﮩﺕ ﺳﮯ "ﭘﻠﻳﺳﻣﻧٹ ﭨﺎﺋﻳڈ ﮐﻭﺭﺳﺯ" ﺑﻬﯽ
ﻣﻼﺯﻣﻳﻥﻣﻧﻘﻌﺩ ،ﻧﺋﮯ ٓﺍﻧﮯ
ﮨﮯ۔ﮨﻳں-ﺟﻥ ﻣﻳں ﺑﻭڑﻫﮯ
ﯽ ﻣﻼﺯﻣﺕ ﮐﯽ ﺧﺩﻣﺎﺕ ﻣﮩﻳﺎ ﮐﺭﺗﯽ ﺭﮨﯽ
ﮐﺭﻭﺍﺋﮯ
ﺷﺎﻣﻝﮐﮯﻣﻧﻘﻌﺩﮨﻭﺗﮯﮨﻳں۔
ﻗﻳﺩی
ﻭﺍﻟﮯ
ﮨﻭﻧﮯ
ﻟﮯ ،ﻧﺳﻠﯽ ﺍﻗﻠﻳﺗﯽ ،ﻧﻭﺟﻭﺍﻥ ﭘﻳﺷہ ﻭﺭ ﺍﻭﺭ ﮨﻡﺭﮨﺎ
ﮐﮯ ﮐﻭﺭﺳﺯ ﻣﺳﻠﺳﻝ
ﻣﺧﺗﻠﻑ ﺍﻗﺳﺎﻡ
ﻣﺳﻠﺳﻝ ﺗﺭﻗﯽ ﮐﮯ
ﮐﻣﻳﻭﻧﭨﯽ ﮐﮯ ﻟﻳﮯ
ﮐﺭﺗﮯ ﮨﻳں ﺟﻭ ﮐہ ﺑﻧﻳﺎﺩی ﻁﻭﺭ ﭘﺭ ﺍﺑﺗﺩﺍﺋﯽ ﮐﻳﺋﺭ ،ﮨﻳﻠﺗﻬ ﮐﻳﺋﺭ ﺍﻭﺭ ﮐﭼﻥ ﻭﻏﻳﺭﻩ
ﻣﺧﺻﻭﺹ ﭨﺭﻳﻧﻧﮓ ﮐﻭﺭﺳﺯ ﺑﻬﯽ ﭼﻼﺗﮯ ﮨﻳں ﺟﻭ ﻧﺋﮯ ﺁﻧﮯ ﻭﺍﻟﻭں ﮐﮯ ﻟﻳﮯ ﮨﻭﺗﮯ ﮨﻳں
ﺍﻭﺭ ﺍﻳﺳﮯ ﻧﻭﺟﻭﺍﻧﻭں ﮐﮯ ﻟﻳﮯ ﮨﻭﺗﮯ ﮨﻳں ﺟﻭ ﺍﭘﻧﯽ ﻣﻌﺫﻭﺭی ﮐﮯ ﺳﺎﺗﻬ ﺭﮨﻧﺎ
ﺳﻳﮑﻬﺗﮯ ﮨﻭں -ﮐﻳﺭﻳﺋﺭ ﺍﻭﺭ ﻻﺋﻑ ﭘﻼﻧﻧﮓ ﮐﯽ ﺳﺭﻭﺱ ﮐﮯ ﻟﻳﮯ ﮨﻡ ﻧﮯ ﻁﺎﻟﺏ ﻋﻠﻣﻭں،
ﺍﻥ ﮐﮯ ﺍﺳﺗﺎﺩﻭں ،ﺍﻭﺭ ﻭﺍﻟﺩﻳﻥ ﮐﻭ ﻭﺭک ﺷﺎپ ﻣﮩﻳﺎ ﮐﺭﻧﮯ ﮐﮯ ﻟﻳﮯ ﺳﻳﮑﻧڈﺭی ﺳﮑﻭﻝ
ﻣﻳں ﺗﺟﺭﺑہ ﮐﺎﺭ ﺳﻭﺷﻝ ﻭﺭﮐﺭﻭں ﮐﺎ ﺑﻧﺩﻭﺑﺳﺕ ﮐﻳﺎ -ﺍﺱ ﮐﮯ ﻋﻼﻭﻩ  2018ﮐﮯ ﻣﻭﺳﻡ
ﮔﺭﻭپ ﮐﮯ ﻟﻳﮯ ﮔﻭﻧﮓ
ﮔﺭﻣﺎ ﻣﻳں ،ﮨﻡ ﻧﮯ ﭘﻭﺳٹ ﺳﻳﮑﻧڈﺭی ﻁﺎﻟﺏ ﻋﻠﻣﻭں ﮐﮯ
ﺯﻭ ﻣﻳں ﺍﻳﮏ ﻣﺎﻩ ﮐﯽ ﺍﻧﭨﺭﻧﺷپ ﮐﺎ ﺑﻬﯽ ﺍﮨﺗﻣﺎﻡ ﮐﻳﺎ -ﺍﺱ ﮐﺎ ﻣﻘﺻﺩ ﻣﻳﻥ ﻟﻳﻧڈ ﻣﻳں ﮐﺎﻡ
ﮐﺭﻧﮯ ﮐﯽ ﺟﮕﮩﻭں ﮐﮯ ﺑﺎﺭے ﻣﻳں ﺍﻥ ﮐﮯ ﻋﻠﻡ ﮐﻭ ﺑڑﻫﺎﻧﺎ ﺍﻭﺭ ﺍﻥ ﮐﯽ ﺳﻭچ ﮐﻭ ﻭﺳﻌﺕ
ﺩﻳﻧﺎ ﺗﻬﺎ-
ﮨﻣﺎﺭی ﺍﻳﺟﻧﺳﯽ ﻣﻼﺯﻣﻳﻥ ﮐﯽ ﺩﻳﮑﻬ ﺑﻬﺎﻝ ﮐﺎ ﭘﺭﻭﮔﺭﺍﻡ ﺑﻬﯽ ﻣﻧﻌﻘﺩ ﮐﺭﺗﯽ ﮨﮯ ﺟﺱ ﮐﺎ
ﻣﻘﺻﺩ ﺍﻳﻣﭘﻼﺋﺭ ﮐﻭ ﺍﻧﻔﺭﺍﺩی ﺭﮨﻧﻣﺎﺋﯽ ﺍﻭﺭ ﺍﭘﻧﮯ ﻣﻼﺯﻣﻳﻥ ﮐﯽ ﮐﻳﺋﺭ ﮐﺭﻧﮯ ﻣﻳں ﻣﺩﺩ ﻣﮩﻳﺎ
ﮐﺭﻧﺎ ﮨﮯ ﺗﺎﮐہ ﺍﻥ ﮐﯽ ﻣﻼﺯﻣﺕ ﻣﻳں ﺍﻁﻣﻳﻧﺎﻥ ﺑڑﻫﺎﻧﮯ ﺍﻭﺭ ﮐﺎﻡ ﮐﯽ ﺟﮕہ ﮐﻭ ﺧﻭﺷﮕﻭﺍﺭ
ﺑﻧﺎﻧﺎ ﮨﮯ۔ ﮨﻡ ﺍﻳﻣﭘﺎﺋﺭ ﮐﻭ ﺍﻥ ﮐﮯ ﺳﭨﺎﻑ ﮐﮯ ﻟﻳﮯ ﻣﺧﺻﻭﺹ ﺍﻭﺭ ﺿﺭﻭﺭﺕ ﮐﮯ ﻣﻁﺎﺑﻕ
ﺳﺭﻭﺱ ﺍﻭﺭ ﭨﺭﻳﻧﻧﮓ ﮐﻭﺭﺳﺱ ﺑﻬﯽ ﻣﮩﻳﺎ ﮐﺭﺗﮯ ﮨﻳں ﺟﻥ ﻣﻳں ﭨﻳﻡ ﺑﻠڈﻧﮓ  ،ﮐﺳﭨﻭﻣﺭ
ﺳﺭﻭﺳﺯ ﻭﻏﻳﺭﻩ ﺷﺎﻣﻝ ﮨﻳں

ﺍﻳﭻ ﮐﮯ ﺍی ڈی ﺍﻳﺱ ﮐﻭ ﺍی ٓﺍﺭﺑﯽ ﺳﮯ ’’ ﺳﻣﺎﺭٹ ﻟﻭﻧﻧﮓ‘‘ﭘﺭﻭﮔﺭﺍﻡ ﭼﻼﻧﮯ ﮐﮯ ﻟﻳﮯ
ﮐﻣﻳﺷﻥ ﻣﻼ ﮨﺎﻭﺍ ﮨﮯ ﺟﻭ ﮐہ ﮐﻭّ ﻥ ﺗﻭﻧﮓ ،ﻭﻭﻧﮓ ﺗﺎﺋﯽ ﺳﻥ ،ﺳﺎﺋﯽ ﮐﻭﻥ ﺍﻭﺭ ﺷﻥ ﮐﻭﺍﻥ
ﺍﻭ
ﮐﮯ ﺭﮨﺎﺋﺷﻳﻭں ﮐﮯ ﻟﻳﮯ ﮨﮯ۔ ﺍﺱ ﺳﺭﻭﺱ ﻣﻳں ﺍﻥ ﺳﻣﺎﺭٹ ﮨﻳﻠﭘﺭﻭں ﮐﻭ ﺣﻭﺍﻟہ ﻳﺎ ﺭﻳﻔﺭ
ﮐﻳﺎ ﺟﺎﺗﺎ ﮨﮯ ﺟﻭ ﮔﻬﺭﺩﺍﺭی ،ﮨﻳﻠﺗﻬ ﮐﻳﺋﺭﻣﺳﺎﺝ ﺍﻭﺭ ﮨﻳﻠﺗﻬ ﮐﻳﺋﺭ ﺟﺎﻧﺗﯽ ﮨﻭں۔ ﺍﺱ ﮐﮯ
ﻋﻼﻭﻩ ﮨﻡ ﻧﮯ ﺑﮩﺕ ﺳﯽ ﺭﻳﮑﺭﻭﭨﻣﻧٹ ﮐﯽ ﺳﺭﮔﺭﻣﻳﺎں ﺑﻬﯽ ﻣﻧﻌﻘﺩ ﮐﯽ ﮨﻳں ﺟﻥ ﻣﻳں
ﺍﻳﻣﭘﻼﺋﺭ ﮐﻭ ﻧﻳﺎ ﻋﻣﻠہ ﺍﻭﺭ ﻧﻭﮐﺭی ﮐﯽ ﺗﻼﺵ ﮐﺭﻧﮯ ﻭﺍﻟﻭں ﮐﻭ ﻣﻧﺎﺳﺏ ﻧﻭﮐﺭی ﻣﻳں ﻣﺩﺩ
ﭘﮩﭼﺎﻧﺎ ﺷﺎﻣﻝ ﮨﮯ۔ 18/17ﻣﻳں ﮨﻣﺎﺭی ﺍﻥ ﺭﻳﮑﺭﻭﭨﻣﻧٹ ﮐﯽ ﺳﺭﮔﺭﻣﻳﻭں ﻣﻳں ﺗﻘﺭﻳﺑﺎ
 2123ﻧﮯ ﺷﻣﻭﻟﻳﺕ ﮐﯽ ﮨﮯ۔

ﮨﻳں -ﺟﻥ ﻣﻳں ﺳﮯ  10ﺳﮯ ﺯﻳﺎﺩﻩ ﮐﻭﺭﺳﺯ ﮐﻭﺍﻟﻳﻔﻳﮑﻳﺷﻥ ﻓﺭﻳﻡ ﻭﺭک ﮐﮯ ﺗﺣﺕ
ﺍﻧﺩﺭﺍﺝ ﮨﻳں -ﺟﻭ ﮐہ ﺯﻳﺎﺩﻩ ﺗﺭ ﺍﺑﺗﺩﺍﺋﯽ ﮨﻳﻠﺗﻬ ﮐﻳﺋﺭ ،ﮨﻳﻠﺗﻬ ﮐﻳﺋﺭ ﻣﺳﺎﺝ ،ﺑﻳﻭﭨﯽ ﺍﻭﺭ ﮨﻳﺭ ڈﺭﻳﺳ
ﻧﮓ ﮐﯽ ﭨﺭﻳﻧﻧﮓ ﭘﺭ ﻣﺷﺗﻣﻝ ﮨﻳں -ﺟﻥ ﻣﻳں ﺳﮯ  9ﮐﻭﺭﺳﺯ ﺟﺎﺭی ﺗﻌﻠﻳﻣﯽ ﻓﻧڈ ﻣﻳں ﺿﻡ
ﮨﻭ ﺟﺎﺗﮯ ﮨﻳں

ﭻ ﮐﮯ ﺍی ڈی ﺍﻳﺱ " ﻣﻼﺯﻡ ﺭی ﭨﺭﻳﻧﻧﮓ ﺑﻭﺭڈ" )ﺍی ٓﺍ ﺭ ﺑﯽ( ﺳﮯ ﺗﺳﻠﻳﻡ ﺷﺩﻩ
ﻟﻭﻧﮓ ﭘﺭ ﻭﺍﻗﻊ
ﺭﻳﻧﻧﮓ ﺍﺩﺍﺭﻩ ﮨﮯ -ﮨﻡ ﻧﮯ ﻭﻭﻧﮓ ﺗﺎﺋﯽ ﺳﻥ ،ﻣﻭﻧﮏ ﮐﻭک ،ﺍﻭﺭﻳﻭﻥ
17/18ﻣﻳں’’ ﻣﻼﺯﻣﺕ ﮐﯽ ﮐﻭﻧﺳﻠﻧﮓ ﺍﻭﺭ ﭘﺭی ﭨﺭﻳﻧﻧﮓ ﮐﻭﺭﺳﺱ ‘‘ﺍﻭﺭ ﺳﻠﻑ ﻓﻧﺎﺳﻧﮓ
ﺳﺭ ﭨﻳﻔﻳﮑﻳٹ ﮐﻭﺭﺳﺱ ﺑﻠﺗﺭﺗﻳﺏ ﺗﻘﺭﻳﺑﺎ  2940ﺍﻭﺭ377ﻧﺋﮯ ﺻﺎﺭﻓﻳﻥ ﮐﻭ ﻣﮩﻳﺎ ﮐﯽ۔
ﮐﻭﺭﺳﺯ" ﺑﻬﯽ ﻣ
ﺍﭘﻧﮯ ﺳﻧﭨﺭﺯ ﭘﺭ ﻣﺧﺗﻠﻑ ﺗﺟﺎﺭﺕ ﮐﮯ ﺑﮩﺕ ﺳﮯ "ﭘﻠﻳﺳﻣﻧٹ ﭨﺎﺋﻳڈ
ﻣﺣﮑﻣہ ﺳﻭﺷﻝ ﻭﻟﻔﻳﺋﺭ ﮐﮯ ﮐﻣﻳﺷﻥ ﺍﻭﺭ ﻓﻧڈ ﮐﺎ ﭘﺭﻭﺟﻳﮑٹ" ﺑﺎﮨﻣﯽ ﻣﻼﺯﻣﺕ ﮐﯽ ﻣﺩﺩ ﮐﺎ
ﭘﺭﻭﮔﺭﺍﻡ ﺑﺭﺍﺋﮯ ﺧﻭﺩﺍﻧﺣﺻﺎﺭی" ﺑﻬﯽ ﺍﻳﭻ ﮐﮯ ﺍی ڈی ﺍﻳﺱ ﺍﭘﻧﮯ ﻭﻭﻧﮓ ﺗﺎﺋﯽ ﺳﻥ ﺍﻭﺭ
ﺭﻭﺍﺋﮯ ﮨﻳں-
ﻳﻭﻥ ﻟﻭﻧﮓ ﺳﻧﭨﺭﺯ ﭘﺭ ﭼﻼ ﺭﮨﺎ ﮨﮯ -ﮨﻡ ﺳﯽ ﺍﻳﺱ ﺍﻳﺱ ﺍے ﻭﺻﻭﻝ ﮐﺭﻧﮯ ﻭﺍﻟﮯ ﺑﮯ
2011ﺳﮯ ﮨﻣﺎﺭی ﺍﻳﺟﻧﺳﯽ ﮐﻭﺍی ٓﺍﺭ ﺑﯽ ﺳﮯ ﮐﻣﻳﺷﻥ ﻣﻼ ﮨﻭﺍ ﮨﮯ ﮐہ ﻳہ ﺍﭘﻧﮯ
ﺍی ٓﺍﺭﺑﯽ ﺳﺭﻭﺱ ﺳﻧﭨﺭ )ﻣﺷﺭﻗﯽ ﮐﻭﻟﻭﻥ( ﮐﻭ ﺟﺎﺭی ﺭﮐﻬﮯ۔  18/2017ﻣﻳں ﮐﻝ
 183867ﺍﻓﺭﺍﺩ ﻧﮯ ﺍﺱ ﺳﻧﭨﺭ ﮐﯽ ﺳﮩﻭﻟﻳﺎﺕ ﺳﮯ ﺍﻓﺎﺩﻩ ﮐﻳﺎ ﺍﻭﺭ ﺍﺱ ﮐﯽ ﺳﺭﮔﺭﻣﻳﻭں
ﻣﻳں ﺣﺻہ ﻟﻳﺎ۔ ﻣﺎﺭچ  2018ﮐﮯ ﺧﺎﺗﻣﮯ ﺗﮏ ﻓﻌﺎﻝ ﺍﺭﮐﺎﻥ ﮐﯽ ﺗﻌﺩﺍﺩ 10376ﺳﮯ
ﺯﻳﺎﺩﻩ ﮨﮯ۔

ﺭﻭﺯﮔﺎﺭﻭں ﮐﻭ ﻣﻼﺯﻣﺕ ﮐﮯ ﺣﺻﻭﻝ ﻣﻳں ﻣﺩﺩ ﺍﻭﺭ ﺁﮔﺎﮨﯽ ﮐﯽ ﺳﮩﻭﻟﺕ ﺑﻬﯽ ﻣﮩﻳﺎ ﮐﺭﺗﮯ
ﮨﻳں-

ﮐﮯ ﺯﻳﺭ ﺍﮨﺗﻣﺎﻡ ﻭﺍﺋﯽ ﺍی
ڈﻳﭘﺎﺭﭨﻣﻧٹ ﮐﮯ
ﻣﺧﺗﻠﻑڈی ﺍﻳﺱ ﻟﻳﺑﺭ
ﮐﮯ ﻋﻼﻭﻩ ﺍﻳﭻ ﮐﮯ ﺍی
ﮨﻡ ﮐﻣﻳﻭﻧﭨﯽ ﮐﮯ ﻟﻳﮯ ﻣﺳﻠﺳﻝ ﺗﺭﻗﯽ ﺍﺱ
ﮐﻭﺭﺳﺯﭨﯽ ﭘﯽﭘﻳﺷﮕﯽﻣﺳﻠﺳﻝ ﻣﻧ
ﺍﻗﺳﺎﻡ
ﮐﮯ
ﺳﮯ ﺑﻬﯽ ﺭﺟﺳﭨﺭڈ ﭨﺭﻳﻧﻧﮓ ﺑﺎڈی ﮨﮯ ﺟﻭ  15ﺳﮯ  24ﺳﺎﻝ ﮐﮯ ﻧﻭﺟﻭﺍﻧﻭں ﮐﻭ
ﻣﻼﺯﻣﺕ ﮐﯽ ﭨﺭﻳﻧﻧﮓ ﮐﻭﺭﺳﺯ ﺍﻭﺭ ﮐﻳﺱ ﻣﻧﻳﺟﻣﻧٹ ﮐﯽ ﺳﺭﻭﺳﺯ ﺩﻳﺗﺎ ﮨﮯ -ﮨﻡ ﺍﻳﺳﮯ
ﻭﻏﻳﺭﻩ ﮐﮯ ﮨﻭ
ﺭﺗﮯ ﮨﻳں ﺟﻭ ﮐہ ﺑﻧﻳﺎﺩی ﻁﻭﺭ ﭘﺭ ﺍﺑﺗﺩﺍﺋﯽ ﮐﻳﺋﺭ ،ﮨﻳﻠﺗﻬ ﮐﻳﺋﺭ ﺍﻭﺭ ﮐﭼﻥ
ﮨﻳں -ﺟﻥ ﻣﻳں ﺳﮯ  10ﺳﮯ ﺯﻳﺎﺩﻩ ﮐﻭﺭﺳﺯ ﮐﻭﺍﻟﻳﻔﻳﮑﻳﺷﻥ ﻓﺭﻳﻡ ﻭﺭک ﮐﮯ ﺗﺣﺕ
ﺩﺭﺍﺝ ﮨﻳں -ﺟﻭ ﮐہ ﺯﻳﺎﺩﻩ ﺗﺭ ﺍﺑﺗﺩﺍﺋﯽ ﮨﻳﻠﺗﻬ ﮐﻳﺋﺭ ،ﮨﻳﻠﺗﻬ ﮐﻳﺋﺭ ﻣﺳﺎﺝ ،ﺑﻳﻭﭨﯽ ﺍﻭﺭ ﮨﻳﺭ ڈ
ﮓ ﮐﯽ ﭨﺭﻳﻧﻧﮓ ﭘﺭ ﻣﺷﺗﻣﻝ ﮨﻳں -ﺟﻥ ﻣﻳں ﺳﮯ  9ﮐﻭﺭﺳﺯ ﺟﺎﺭی ﺗﻌﻠﻳﻣﯽ ﻓﻧڈ ﻣﻳں ﺿ
ﻭ ﺟﺎﺗﮯ ﮨﻳں
 2017/18ﻣﻳں ﮨﻣﺎﺭے ﻣﺎﺗﺣﺕ ﺍﺩﺍﺭے ’’ ﮐﻭﻟﻳﺷﻥ ﺍﻧﭨﺭﭘﺭﺍﺋﺯ ﻟﻣﻳﭨڈ ‘‘ ﮐﺎ ﮐﺎﺭﻭﺑﺎﺭ
ڈﺍﻟﺭ 12490$ﺗﻬﺎ ﺟﺱ ﻣﻳں 30$ﮨﺯﺍﺭ ٓﺍﭘﺭﻳﭨﻧﮓ ﻣﻧﺎﻓﻊ ﺗﻬﺎ۔ ﺍﺱ ﻣﻳں  187ﻓﻝ ﭨﺎﺋﻡ

ﺍﻭﺭ ﭘﺎﺭٹ ﭨﺎﺋﻡ ﻣﻼﺯﻡ ﮐﺎﻡ ﮐﺭﺗﮯ ﮨﻳں۔ ﮨﻡ ﺑﺯﺭگ ﻟﻭﮔﻭں ﮐﯽ ﮐﻳﺋﺭ ﺍﻭﺭ ﻫﻭﻡ ﮐﻳﺋﺭ ﮐﯽ
ﺧﺩﻣﺎﺕ ﺑﻬﯽ ﻣﮩﻳﺎ ﮐﺭﺗﮯ ﮨﻳں۔ ﺍﻳﮏ ﻣﺎﻩ ﻣﻳں ﺍﻭﺳﻁ  9ﺑﺯﺭگ ﮨﺭ ﻣﺎﻩ ﻳہ ﺳﺭﻭﺱ
ﺍﺳﺗﻌﻣﺎﻝ ﮐﺭﺗﮯ ﮨﻳں۔

ﺍﻥ
ﮐﮯ
ﭨﺭ
ﭨﺭﻳ
ﻧﮯ
ﮐﯽ
ﻭﺍﻟ

ﺍﻳﭻ
ﭨﺭ

ﮐﺭ

ﮐﺭ

ﺍﻧﺩ
ﻧﮓ
ﮨﻭ

尼泊爾文
撮要

कायर्कारी स�
ं ेप:
कायर्कारी सं�ेप:
िवगतका वषर्ह�मा जस्तै यस साल पिन "िनरन्तर जनशि�को िवकास" गन� ल�य अन�ु प हङकङ रोजगार िवकास
सेवा (Hong Kong Employment Development Service /HKEDS)ले िनम्न वग�य
जनताको रोजगारको लािग आवश्यक�य तािलमलाई प्रमखु ल�य बनाएको छ । यस संस्थाले सन् २०१७-२०१८ को
अविधमा पिन संक्रमणमा रहेका वगर्का लािग िवशेष आवश्यकतमा रहेका, ज्ये� नाग�रकह�, नयाँ आप्रवासीह�,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 ाय, दब्ु यर्सनी र जेलिनवृतह�को लािग रोजगारी सेवा र रोजगारमलू क तािलम प्रदान गरेको छ। यस
संस्थाले कामदार पनु तार्िलम बोडर्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ERB) द्वारा सम्बन्धन प्रा�
गरेको छ , हामीले काम पक्का ह�ने गरी िविभन्न पेशाका तािलमह� वोङ ताइ िसन, मंकोक र यनु लोङमा गदर्छौं ।

हाम्रो संस्थाले कामदारह�को िहतको लािग रोजगारदाताह�को लािग कायार्लय संचालन र कमर्चारी संतिु � प्रदान
गराउने सम्बिन्ध कायर्क्रमह� पिन प्रदान गदर्छ । रोजगारदाताको आवश्यकता अन�ु प समहू िवकास, ग्राहक सेवा
आिदका तािलम र कोसर्ह� पिन प्रदान गदर्छ ।

िवगतका वषर्ह�मा जस्तै यस साल पिन
सेवा (Hong Kong Employm
जनताको रोजगारको लािग आवश्यक�य
अविधमा पिन संक्रमणमा रहेका वगर्का
अल्पसख्ं यक समदु ाय, दब्ु यर्सनी र जेलिन
संस्थाले कामदार पनु तार्िलम बोडर् Emp
गरे को छ , हामीले काम पक्का ह�ने गरी

हामीले िनरन्तर �पमा प्राथिमक स्वास्थ्य हेरचाह, पाकशा� आिद िविवध �ेत्रमा तािलम आयोजना ग�ररहेका छौं ।
१० भन्दा बिढ कोसर्ह� प्राथिमक स्वास्थ्य, मसाज, सौन्दयर् प्रसाधन र के श िवन्यास आिदमा प्रदान ग�रन्छ, जसमध्ये
९ कोसर् किन्टन्यइु ङ एडुकेशन फन्डबाट सह�िलयत प्रा� रहेका छन् ।

हाम्रो संस्थाले सन् २०१७-२०१८ को अविधमा लगभग २९४० जनालाई “रोजगारी परामशर् र पवू र् रोजगारी तािलम”
र “ब्यि�गत लगानीका सिटर्िफके ट कोसर्ह�” प्रदान गनर्कु ो साथै करीब ३७७ नयाँ सदस्यह�लाई सेवा प्रदान गरेको
छ ।समाज कल्याण िवभागबाट प�रचािलत र अनदु ान प्रा� भए अनसु ार HKEDS ले ”एिककृ त रोजगारमलू क र
आत्मिनभर्र तािलमको कायर्क्रम” (“The Integrated Employment Assistance
Programme for Self-reliance”) वोङ ताइिसन, च वान सन र यनु लोङका के न्द्रह�मा संचालन
ग�ररहेको छ। CSSA सिु वधा िलइरहेकाह�लाई रोजगार सहायता र कायर्�ेत्रको अनभु व िदलाउने काम पिन हामीले
ग�ररहेका छौं ।

HKEDS लाई ERB ले कुन्तोङ, वोङ ताइ िसन, साइकुङ र चङु क्वान ओ �ेत्रमा "स्माटर् िलिभङ" कायर्क्रम
गनर् िनय�ु गरेको छ । यस सेवा अन्तगर्त घरेलु काम, स्वास्थ्य सेवा र मसाजको लािग "स्माटर् हेल्पर" िसफा�रस गन�
कायर्क्रम रहेको छ । त्यसबाहेक रोजगारदाताह�लाई कामदार खोज्न सहायता गन� र रोजगारी अवसर खोिजरहेकाह�को
िनिम्त उपय�ु काम खोज्नको लािग रोजगार मेला र गितिविधह� सचं ालन २०१७-१८ मा गरेको िथयो, जसमा
२,१२३ जनाले भाग िलएका िथए ।
ERB द्वारा हाम्रो सस्ं थालाई ERB Service Centre (Kowloon East) सेवा सचं ालानाथर् अिप्रल
२०११ मा िनय�ु गरेको िथयो । जस अन्तगर्त यसले ERB को प्रिश�ण र सेवा प्रदान गन� माध्यमको �पमा काम
ग�ररहेको छ । २०१७/१८ मा, कुल १, ८३,८६७ जनाले यस सस्ं थाको सेवा र सिु वधाको प्रयोगमा सहभािगता
जनाएका िथए । माचर् २०१६ सम्ममा कुल सिक्रय सदस्य दतार् संख्या १०,३७६ भन्दा बढी रहेको छ ।

हाम्रो सहायक संस्था Coalition Social Enterprise Ltd. को ब्यवसाय गत वषर् िनरन्तर चल्यो ।
Coalition Social Enterprise Ltd. ले २०१७/१८ १ करोड २४ लाख ९० हजार डलरको लेनदेन
गरेको िथयो र ३० हजार डलर मनु ाफा गरेको छ । पणू कर् ालीन र अल्पकालीन् गरी १८७ कमर्चारीह� यसमा आबध्द
भएका छन् । हामीले वृध्द र अश�ह�को लािग िदवा सेवा र घरेलु हेरचाह सेवा पिन प्रदान ग�ररहेका छौं ।
मिहनावारी औसतमा ९ जना सदस्यले यस सिु वधा प्रयोग ग�ररहेका छन् ।

त्यसबाहेक HKEDS श्रम िवभागद्वार संचािलत १५ देिख २४ वषर्का यवु ाह�लाई रोजगारीमलू क तािलम िदने
िनकाय YETP बाट पिन मान्यता प्रा� छ । नव आगन्तकु र अपांगता भएकाह�को लािग पिन हामीले िविवध
तािलम प्रदान गदर्छौं । भावी ल�य र जीवन िनयोजनका लािग हामीले अनभु वी सामािजक कायर्कतार्ह�ले सेकेन्डरी
स्कूलह�मा िवद्याथ�, िश�क र अिभभावकको लािग कायर्शाला आयोजना गरेको िथयो । त्यसबाहेक २०१८ को गम�
िवदामा माध्यािमक तह िसध्याएका िवद्याथ�ह�लाई ग्वाङजोमा एक मिहने तािलमको ब्यवस्था पिन गरय् ौं जसले
उनीह�को द�ता अिभवृिध्द गनर्कु ो साथै चीन सम्बन्धी �ान बढाएको हाम्रो िव�ास छ ।

हामीले िनरन्तर �पमा प्राथिमक स्वास्थ्य
१० भन्दा बिढ कोसर्ह� प्राथिमक स्वास्थ्य
९ कोसर् किन्टन्यइु ङ एडुकेशन फन्डबाट स

總辦事處
九龍黃大仙下邨(一區)
龍華樓地下101至106室
es@hkeds.org
T 2326 6805
F 2329 6112

人力資源培訓中心
九龍黃大仙下邨(二區)
龍盛樓地下
hrtc@hkeds.org
T 3165 1600
F 2326 8225

慈雲山就業資源中心
黃大仙翠鳳街5號地下
es@hkeds.org
T 3611 5493
F 3611 5400

九龍黃大仙下邨(二區)
龍和樓地下C翼
rec@hkeds.org
T 2326 7862
F 2326 7071

新界崇德社
就業資源中心
新界元朗水邊圍
碧水樓平台203至206室
yl@hkeds.org
T 3618 5027
F 2477 4876

旺角就業資源中心

群力社企總辦事處

旺角塘尾道25號
周勝記商業大廈14樓
mk@hkeds.org
T 3165 8870
F 3165 8474

九龍黃大仙下邨(一區)
龍康樓地下
cse@hkeds.org
T 2321 1073
F 2321 1701

健絡理療

復健理療

九龍觀塘巧明街111-113號
富利廣場1203室
h-link@hkeds.org
T 2172 6328

新界葵涌麗瑤邨麗瑤商場
RT1商鋪
rehab@hkeds.org
T 2743 1617

僱員再培訓局
ERB服務中心(九龍東)
(由本處營運)
九龍觀塘觀塘道410號
觀點中心20樓
kescerb@hkeds.org
T 2338 9100
F 2338 5666

20

再培訓及就業中心
周霍麗明訓練中心

頤恩坊
新界葵涌麗瑤邨麗瑤商場
RT1商鋪
hrtc@hkeds.org
T 3165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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