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安局職安健學院 新界青衣涌美路62號（近長康　康盛樓）  
 電話 : 31062000   傳真 : 31060022   電郵 : trg@oshc.org.hk

北角職安健訓練中心 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8樓（北角港鐵站A4出口）
 電話 : 23113322   傳真 : 21517411   電郵 : trg@oshc.org.hk

持續進修
途徑

SS （43小時一條龍課程）或
SM + GS + OH + CO （四個單元共43小時須於一年內完成）

「安全健康督導員（建造業）綜合證書SS(SST)」

7小時

*「SSW + NSEP + CO」 + GS + OH （五個單元，共46小時）

安全健康督導員（建造業）證書 (SS)

12小時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TopicID=2&CouID=53
單元一：基本安全管理 (SM)

（請按此課程連結）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TopicID=1&CouID=590

8小時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TopicID=1&CouID=38

7小時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TopicID=2&CouID=59

12小時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TopicID=2&CouID=55

基本防止意外 (GS)
（請按此課程連結）

12小時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TopicID=2&CouID=57

基本職業健康 (OH)
（請按此課程連結）

1 「安全健康督導員（建造業）證書」 (43小時)

職安局現有的43小時「安全健康督導員（建造業）

證書」課程是針對《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主任

及安全督導員）規例》中安全督導員的職責而設

計，課程旨在裝備學員，使其能有效執行安全

健康督導員的職責，以協助工地實施安全管

理，減少職業傷亡意外。學員完成課程後可擔

任安全督導員的職務，協助東主及安全主任維

持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安全健康督導員（建造業）證書」及「安全督導技巧訓練綜合證書」「安全健康督導員（建造業）證書」及「安全督導技巧訓練綜合證書」

12小時

12小時

7小時

  「安全督導技巧訓練綜合證書SST」

學員在一年內修畢由職安局所舉辦的

*「SSW、NSEP及CO」課程，可申請

「安全督導技巧訓練綜合證書SST」。

獲取「安全督導技巧訓練綜合證書SST」後

緊接的一年內修畢由職安局所舉辦的

GS及OH課程，則可申請「安全健康

督導員（建造業）綜合證書SS(SST)」。

新

新

2 「安全督導技巧訓練綜合證書」 (22小時)

本局因應建造業界需求，新推出「安全督導技巧訓練綜合證書SST」(一年內完成SSW+NSEP+CO)，

為更多具有建築地盤工作經驗的僱員提供基本安全督導技巧訓練，以協助承建商和東主推行日常職

安健職責。課程的訓練重點包括進行初步風險評估、認識和應用安全工作系統、進行安全視察以協

助工地監察安全工作系統的執行和跟進改善措施。獲取「安全督導技巧訓練綜合證書SST」後緊接的

一年內修畢由職安局所舉辦的「基本防止意外(GS)」及「基本職業健康(OH)」兩個單元後，可獲取「安

全健康督導員（建造業）綜合證書SS(SST)」。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TopicID=2&CouID=55

單元二：基本防止意外 (GS)
（請按此課程連結）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TopicID=2&CouID=57

單元三：基本職業健康 (OH)
（請按此課程連結）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TopicID=2&CouID=59

單元四：建造業工作安全 (CO)
（請按此課程連結）

安全工作系統 (SSW) *
（請按此課程連結）

安全視察 (NSEP) *
（請按此課程連結）

建造業工作安全 (CO) *
（請按此課程連結）



註：   日間課程 /    夜間課程

上課時間表：

課程編號 上課地點 上課日期

SS/18/A 北角 單元一： 2018年1月8、11、

   15及18日(共四晚)

  單元二： 2018年1月22、25、

   29及2月1日(共四晚)

  單元三： 2018年2月5、8、12

   及22日(共四晚)

  單元四： 2018年2月26及3月1日

   (共兩晚)

SS/18/B 青衣 單元一： 2018年1月9及12日

   (共兩整天)

  單元二： 2018年1月16及19日

   (共兩整天)

  單元三： 2018年1月23及26日

   (共兩整天)

  單元四： 2018年1月30日

   (共一整天)

SS/18/C  青衣 單元一： 2018年1月22及25日

   (共兩整天)

  單元二： 2018年1月29及

   2月1日(共兩整天)

  單元三： 2018年2月5及8日

   (共兩整天)

  單元四： 2018年2月12日

   (共一整天)

SS/18/D 青衣 單元一： 2018年2月4及11日

   (共兩整天)

  單元二： 2018年2月25及3月4日

   (共兩整天)

  單元三： 2018年3月11及18日

   (共兩整天)

  單元四： 2018年3月25日

   (共一整天)

SS/18/E 北角 單元一： 2018年2月5、8、12

   及22日(共四晚)

  單元二： 2018年2月26及3月1、

   5、8日(共四晚)

  單元三： 2018年3月12、15、

   19及22日(共四晚)

  單元四： 2018年3月26及29日

   (共兩晚)

SS/18/G  青衣 單元一： 2018年2月14及21日

   (共兩整天)

  單元二： 2018年2月28及3月7日

   (共兩整天)

  單元三： 2018年3月14及21日

   (共兩整天)

  單元四： 2018年3月28日

   (共一整天)

課程編號 上課地點 上課日期

SS/18/H 青衣 單元一： 2018年2月27及3月2日

   (共兩整天)

  單元二： 2018年3月6及9日

   (共兩整天)

  單元三： 2018年3月13及16日

   (共兩整天)

  單元四： 2018年3月20日

   (共一整天)

SS/18/J 北角 單元一： 2018年2月21、23、28

   及3月2日(共四晚)

  單元二： 2018年3月7、9、14及

   16日(共四晚)

  單元三： 2018年3月21、23、28

   及4月4日(共四晚)

  單元四： 2018年4月6及11日

   (共兩晚)

SS/18/K  青衣 單元一： 2018年3月5及8日

   (共兩整天)

  單元二： 2018年3月12及15日

   (共兩整天)

  單元三： 2018年3月19及22日

   (共兩整天)

  單元四： 2018年3月26日

   (共一整天)

SS/18/L  青衣 單元一： 2018年3月13及16日

   (共兩整天)

  單元二： 2018年3月20及23日

   (共兩整天)

  單元三： 2018年3月27及4月3日

   (共兩整天)

  單元四： 2018年4月6日

   (共一整天)

* 2017-2018年度職安健大使及綠十字會會員學費 /

** 2017-2018年度中小型企業學費

上課時間：

 日間上課時間：

 單元一、二及三 (09:30-12:30及14:00-17:00)

 單元四 (09:30-13:00及14:00-17:30)

 夜間上課時間：

 單元一、二及三 (19:00-22:00)

 單元四 (19:00-22:30)

學  費：

$1,130 / $1,020* / $790**

1 「安全健康督導員（建造業）證書」 (43小時)



單元一：基本安全管理 (SM)

上課時間表：

課程編號 上課地點 上課日期

OH/18/A 青衣 2018年1月7及14日（星期日）

OH/18/B 北角 2018年1月22及25日

OH/18/C 北角 2018年1月31日及2月2、7、9日

OH/18/D 青衣 2018年2月6及9日

OH/18/E 北角 2018年2月12及14日

OH/18/G 青衣 2018年3月5及7日

OH/18/H 青衣 2018年3月12及14日

OH/18/J 北角 2018年3月20、22、27及29日

註：   日間課程 /    夜間課程

上課時間：

 日間上課時間： 09:30-12:30及14:00-17:00 /

 夜間上課時間： 19:00-22:00

學  費： $320 / $290* / $220**

單元三：基本職業健康 (OH)

*2017-2018年度職安健大使及綠十字會會員學費  /  ** 2017-2018年度中小型企業學費

單元二：基本防止意外 (GS)

上課時間表：

課程編號 上課地點 上課日期

SM/18/A 北角 2018年1月8及11日

SM/18/B 青衣 2018年1月14及21日（星期日）

SM/18/C 北角 2018年1月30日及2月1、6、8日

SM/18/D 青衣 2018年2月6及9日

SM/18/E 青衣 2018年2月12及14日

SM/18/G 青衣 2018年2月21及23日

SM/18/H 北角 2018年2月28日及3月2、7、9日

SM/18/J 青衣 2018年3月4及11日（星期日）

SM/18/K 青衣 2018年3月12及15日

SM/18/L 青衣 2018年3月26及29日

註：   日間課程 /    夜間課程

上課時間：

 日間上課時間： 09:30-12:30及14:00-17:00 /

 夜間上課時間： 19:00-22:00

學  費： $320 / $290* / $220**

上課時間表

課程編號 上課地點 上課日期

GS/18/A 青衣 2018年1月3及5日

GS/18/B 青衣 2018年1月8及11日

GS/18/C 北角 2018年1月16、19、23及26日

GS/18/D 青衣 2018年1月21及28日（星期日）

GS/18/E 青衣 2018年1月30及2月2日

GS/18/G 青衣 2018年2月5及8日

GS/18/H 青衣 2018年2月20及22日

GS/18/J 青衣 2018年2月26及3月1日

GS/18/K 青衣 2018年3月3及10日

GS/18/L 北角 2018年3月12、15、19及22日

GS/18/N 青衣 2018年3月19及21日

註：   日間課程 /    夜間課程

上課時間：

 日間上課時間： 09:30-12:30及14:00-17:00 /

 夜間上課時間： 19:00-22:00

學  費： $320 / $290* / $220**

單元四：建造業工作安全 (CO)

上課時間表：

課程編號 上課地點 上課日期

CO/18/A 青衣 2018年1月7日（星期日）

CO/18/B 青衣 2018年1月24日

CO/18/C 青衣 2018年2月13日

CO/18/D 青衣 2018年3月2日

CO/18/E 北角 2018年3月26及27日

註：   日間課程 /    夜間課程

上課時間：

 日間上課時間： 09:30-13:00及14:00-17:30 /

 夜間上課時間： 19:00-22:30

學  費： $160 / $145* / $110**



安全工作系統 (SSW)

*2017-2018年度職安健大使及綠十字會會員學費  /  ** 2017-2018年度中小型企業學費

課程編號 上課地點 上課日期

SSW/18/A 青衣 2018年1月17日

SSW/18/B 北角 2018年1月25及26日

SSW/18/C 青衣 2018年2月10日

SSW/18/D 青衣 2018年2月27日

SSW/18/E 青衣 2018年3月9日

SSW/18/G 青衣 2018年3月28日

註：   日間課程 /    夜間課程

上課時間表：

課程編號 上課地點 上課日期

NSEP/18/A 青衣 2018年1月9日

NSEP/18/B 青衣 2018年1月20日

NSEP/18/C 北角 2018年2月2日

NSEP/18/D 青衣 2018年2月21日

NSEP/18/E 青衣 2018年3月15日

NSEP/18/G 青衣 2018年3月25日（星期日）

註：   日間課程

上課時間：

 日間上課時間： 09:30-13:00及14:00-18:00

學  費： $320 / $290* / $220**

安全視察 (NSEP)

上課時間表：

上課時間：

 日間上課時間： 09:30-13:00及14:00-17:30 /
 夜間上課時間： 18:30-22:00

學  費： $320 / $290* / $220**

建造業工作安全 (CO)

上課時間表：

課程編號 上課地點 上課日期

CO/18/A 青衣 2018年1月7日（星期日）

CO/18/B 青衣 2018年1月24日

CO/18/C 青衣 2018年2月13日

CO/18/D 青衣 2018年3月2日

CO/18/E 北角 2018年3月26及27日

註：   日間課程 /    夜間課程

上課時間：

 日間上課時間： 09:30-13:00及14:00-17:30 /

 夜間上課時間： 19:00-22:30

學  費： $160 / $145* / $110**

2 「安全督導技巧訓練綜合證書」 (22小時) 新



職業安全健康課程報名表格
（此表格可影印使用）（請儘量以英文填寫，以便資料輸入電腦）

（必須與身份證上姓名相同）
申請人姓名： （中文） （英文）

身份證 /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性別：

電話： （辦事處） （住宅）

 （手提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報名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教育程度*： □ 中三以下 □ 中三 □ 中五 □ 預科/香港中學文憑 □ 證書/文憑
 □ 高級證書/高級文憑/副學士 □ 大學學位或以上 □ 其它（請列明）

工作經驗：                      年

行業 *： □ 製造業 □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 建造業 □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 公共事務 □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 政府 / 法定機構 □ 教育、醫療、康樂及個人服務業
 □ 物業管理 □ 其它（請列明）

職位 *： □ 專業人員 □ 管理人員 □ 安全健康從業員 □ 技術人員
 □ 操作人員 □ 文職人員 □ 其它（請列明）

學費由僱主支付 *： □ 是 □ 否 以前曾否就讀本局主辦的課程 *： □ 是 □ 否

申請課程（如該課程需要學歷證明，請提供有關文件副本）

 編號 名稱 日期 學費 ***

以傳真或郵寄方式報名的學員，須於確認學位後七個工作天內繳付學費，否則所報讀之學位可能會被取消。
被取錄學員，會獲發收據作實，不會再獲本局通知，學員應按所報讀課程所載之日期及時間自行上課。

付款方法 *： □ 支票 □ ** 現金 / 易辦事 / 萬事達卡 / VISA
 □ 　生或　豐銀行自動櫃員機轉賬（匯豐銀行戶口號碼：567-778444-002）

□ 聲明（只適用於安全健康督導員（建造業）連續上課 43 小時），本人能閱讀及書寫課程中所使用之語言

本人謹此聲明：
1. 申請表格上所提供的資料全屬正確，並願意遵守職安局的學生守則 ( 註：若提供虛假資料，本局有權取消閣下的申請及所頒發的證書及資格。)
2. 我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所報讀的課程，如果我因本人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個課程時傷亡，職業安全健康局則無須負責。

學員 / 申請者（代報名人士）簽名： 申請者姓名及職位：

** 職安健大使 / 綠十字會會員編號 : 公司印鑑（綠十字會會員） ： 日期：

* 請在有關的 □ 加上 ✓ 號      **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 如為中小型企業報名，請付上填妥的職安局中小型企業學費優惠申請表

姓名：

通訊地址：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你向職業安全健康局（「本局」）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指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相關活動。
2.  為讓你得知最新的本局活動，本局將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話號碼、郵寄和電郵地址，將有關職業安全健康訓練課程、活動、服務及資訊提供給你。你的

個人資料亦可能被用作本局之研究及統計用途。
3. 你可選擇是否同意接收上述資訊。若不同意的話，請於下列拒收資訊一欄之空格內加上「✓」號。
4.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本局提出，地址為香港北角馬寶

道28號華匯中心19樓。

 * □ 本人不同意日後接收由職業安全健康局發出其活動和相關的資訊。

簽署： 日期：

此表格只適用於一位申請者，如要作出額外的報名，請複印副本。

地址：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8樓（北角港鐵站A4出口）

電話：2311 3322　 傳真：2151 7411

(本局可能透過短訊提供課堂安排及有關安全培訓資料) (如透過傳真報名，必須提供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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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局專用
收據編號： 資料輸入：

日期： 日期：

共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