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培訓機構  
撥款 1（萬元）  

2019-20 年度  2020-21 年度  

1 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  $5.0  $5.2  

2 工業福音團契有限公司  $180.6  $135.9  

3 仁愛堂有限公司  $3,068.3  $3,202.6  

4 伊利沙伯醫院 –醫院管理局  $491.7  $659.9  

5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6.1  $7.9  

6 李暉武術文化中心  $56.6  $3.5  

7 青年會專業書院  $296.8  $740.4  

8 星廚管理學校有限公司營辦的星

廚管理學校  

$36.2  $56.4  

9 皇家國際教育學院  $212.4  $466.1  

10 香島專科學校  $1,126.5  $1,567.7  

11 香港人才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697.2  $651.0  

12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有限公司  $36.2  $29.2  

13 香港工會聯合會  $1,670.1  $8,156.8  

14 香港心理衞生會  $28.4  $6.5  

15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178.1  $129.0  

16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2,131.2  $2,564.7  

17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有限公

司  

-  $1.3  

18 香港老年學會  $48.5  $53.0  

19 香港明愛  $2,345.5  $2,300.8  

20 香港青年協會  -  $1.3  

21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237.1  $660.8  

22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  $0.4  

23 香港紅十字會  $389.3  $153.2  

24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  $309.2  $30.2  

25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2,388.6  $3,044.6  

26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482.0  $587.3  

27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1,993.4  $1,866.6  

28 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  $9.1  -  

29 香港善導會  $580.6  $644.1  

30 香港復康力量  $12.6  $24.1  

31 香港復康會  $343.0  $472.2  

                                                 
1  部分培訓機構的撥款只涉及部分時間制課程，因此金額較低。  



 培訓機構  
撥款 1（萬元）  

2019-20 年度  2020-21 年度  

32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12.6  $117.7  

33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504.1  $625.3  

34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40.1  $52.8  

35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1,059.2  $1,270.9  

36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194.4  $209.0  

37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186.3  $92.4  

38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14.7  $6.9  

39 香港駕駛學院有限公司  $25.7  -  

40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 (夜校 ) $203.5  $215.6  

41 香港職工會聯盟  $6,912.6  $8,910.7  

42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1,121.6  $1,409.6  

43 香港護理學院  $61.2  $75.9  

44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1,246.9  $1,601.2  

4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3,250.4  $4,685.4  

46 基督教勵行會  $4,305.5  $4,366.1  

47 基督教靈實協會  $29.0  $29.1  

48 循道衞理中心  $985.5  $1,391.5  

49 循道衞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120.7  $102.1  

50 港九金飾珠寶業職工會  $14.3  $8.6  

51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4,138.7  $7,060.4  

52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  $19.9  $267.2  

53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5,938.4  $7,682.5  

54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380.4  $503.5  

55 街坊工友服務處  $1,273.5  $1,315.9  

56 新生精神康復會  $15.7  $14.9  

57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限公

司  

$1,949.7  $1,365.1  

58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4.5  $641.5  

59 聖雅各福群會  $2,282.8  $2,102.5  

60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有限公司  $867.8  $1,849.0  

61 葵涌醫院－醫院管理局  $285.2  $367.4  

62 路德會真道堂有限公司營辦的路

德會真道堂青年中心  

-  $73.7  

63 瑪嘉烈醫院  $192.3  $379.6  

64 製衣業訓練局  $45.7  $58.4  

65 鄰舍輔導會  $2.9  $27.2  

66 機電工程協會 (香港 )有限公司  $756.3  $665.1  

67 職業訓練局  $4,834.0  $4,476.8  



 培訓機構  
撥款 1（萬元）  

2019-20 年度  2020-21 年度  

68 醫院診所護士協會  $2.4  $2.5  

69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8.6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