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资历名册删除资历记项 
以下资历于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起从资历名册删除，如有疑问，请致电

3658 0001，向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查询。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8/000982/2 
资历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香港职工会联盟培训中心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6/000040/2 
资历名称 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足部按摩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港九劳工社团联会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7/001990/2 
资历名称 保健按摩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保健按摩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港九劳工社团联会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8/000933/2 
资历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港九劳工社团联会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6/001039/2 
资历名称 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足部按摩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圣公会圣匠堂小区中心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6/001061/2 
资历名称 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保健推拿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圣公会圣匠堂小区中心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7/000036/2 
资历名称 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足部按摩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基督教励行会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7/000041/2 
资历名称 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保健推拿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基督教励行会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8/001051/2 
资历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基督教励行会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5/001912/2 
资历名称 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保健推拿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香港专业进修学校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5/001913/2 
资历名称 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足底按摩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香港专业进修学校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7/001915/2 
资历名称 保健按摩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保健按摩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香港专业进修学校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8/001141/2 
资历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香港专业进修学校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7/001939/2 
资历名称 保健按摩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保健按摩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8/000680/2 
资历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工业福音团契有限公司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7/002060/2 
资历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葵涌居民协会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5/002056/2 
资历名称 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保健推拿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新界社团联会再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再培

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5/002057/2 
资历名称 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足部按摩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新界社团联会再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再培

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8/001025/2 
资历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新界社团联会再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再培

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8/000746/2 
资历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按摩手法实操补充单元证书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07/001819/2 
资历名称 保健按摩单元证书 
进修计划名称 保健按摩再培训课程 
资历级别 2 
登记有效期 05/05/2008 – 04/05/2011 
营办者名称 仁爱堂有限公司 (再培训) 
资历颁授者名称 雇员再培训局 

 
  

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 

23.9.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