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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獲發豁免證明書的職業介紹所

持牌人 職業介紹所 附註

基督教勵行會 基督教勵行會
1.  九龍九龍灣 
觀塘道2號 
新秀大廈地下至3樓及5樓

2.  九龍藍田 
啟田道71號 
藍田 (西區 )社區中心 
1及3樓102A及102B室

3.  新界荃灣 
西樓角路218至224號 
豪輝商業中心 II座地下上層 UG02室

4.  九龍旺角大角咀 
福全街17至19號 
福康大廈2樓

5.  九龍觀塘 
順安道9號 
順天邨天璣樓2樓204至205室

6.  新界屯門 
海榮路22號 
屯門中央廣場地下12,15,20及21號舖

飲食業職工總會 飲食業職工總會 
九龍旺角通菜街153至159號 
華鴻大樓1樓 B,E,F室

製衣業訓練局 製衣業訓練局
1.  九龍九龍灣大業街63號
2.  新界葵涌荔景山路201號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有限
公司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87至105號 
百利商業中心14樓29至37室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
職工會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
1.  九龍旺角汝州街5至7號1樓
2.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68至76號 

新禧大樓3樓 A及 E室

香港總商會 香港總商會 
香港金鐘道95號 
統一中心22樓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九龍紅磡戴亞街1號



D10434 2018年第 47期憲報第 4號特別副刊  S. S. NO. 4 TO GAZETTE NO. 47/2018 

持牌人 職業介紹所 附註

港九電子工業職工總會 港九電子工業職工總會 
九龍牛頭角道343至345號 
興達大廈2樓 E及 F室

柴灣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柴灣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香港柴灣翡翠道30號1LG樓

香港職工會聯盟 香港職工會聯盟
1.  新界葵涌 
石梨街18號

2.  新界大埔 
太和邨翠和樓地下

3.  新界元朗元朗大馬路162至168號 
聯昇樓四樓

4.  新界天水圍天葵路 
天晴社區綜合服務大樓4樓403室

5.  九龍佐敦 
彌敦道208至212號 
四海大廈1樓02至03室

6.  新界屯門 
建榮街24至30號 
建榮商業大廈5樓501A室

Latter-Day Saint 
Charities

Latter-Day Saint Charities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18號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
心有限公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1.  新界青衣長安邨 
安洋樓地下101至108室

2.  新界上水彩園邨 
彩玉樓3樓339至344室

3.  新界粉嶺 
嘉褔邨嘉褔商場地下12號舖

4.  新界將軍澳 
寶琳邨寶寧樓3樓304至307室

香港勞工就業協會有限
公司

香港勞工就業協會有限公司 
九龍荔枝角道93號 
友豐大廈7樓

工業福音團契有限公司 工業福音團契有限公司
1.  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11樓
2.  香港鴨脷洲新市街30號
3.  九龍深水埗營盤街163至173號 

建安大廈1樓1室
4.  新界元朗屏山孖峰嶺路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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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 職業介紹所 附註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1.  新界大埔 
太和邨福和樓 
地下102至107室

2.  九龍長沙灣麗閣邨 
麗蘭樓3樓305至309室

3.  新界粉嶺 
百和路88號 
花都廣場1樓 A86至88號舖

4.  新界粉嶺 
百和路88號 
花都廣場地下 A15號舖

5.  新界上水 
龍琛路39號 
上水廣場17樓1709至1710室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
會有限公司

香港婦協僱員再培訓中心
1.  香港灣仔駱克道435號地下
2.  香港鴨脷洲鴨脷洲邨 

利澤樓 C2地下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1.  九龍太子 
彌敦道771至775號 
栢宜中心5樓

2.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1至5號 
長勝大廈5樓

3.  新界大埔廣福道152至172號 
大埔商業中心4樓

4.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6至8號 
福耀大廈2樓

5.  新界屯門屯喜路2號 
屯門栢麗廣場18樓1806室

6.  九龍土瓜灣英才徑4號
7.  九龍旺角 

上海街446至448號 
富達商業大廈1樓

8.  九龍太子 
大埔道18號 
中國聯合銀行九龍分行大廈1樓

9.  九龍觀塘巧明街111至113號 
富利廣場7樓706至708室

10.  新界葵芳 
盛芳街7號 
葵芳商業中心19樓19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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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 職業介紹所 附註

香港老年學會 香港老年學會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35號 
金巴利中心1樓

致愛社會服務中心有限
公司

致愛社會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307至311號 
萬勝工業大廈15樓1503室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
限公司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1.  九龍黃大仙黃大仙下邨 (一區 ) 
龍華樓地下101至106室

2.  九龍黃大仙黃大仙下邨 (二區 ) 
龍盛樓地下

3.  九龍黃大仙黃大仙下邨 (二區 ) 
龍和樓地下 C翼

4.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 
碧水樓平台203至206室

5.  九龍旺角荔枝角道99號 
應如大廈4樓

6.  新界元朗朗屏邨 
玉屏樓2樓202室

7.  九龍黃大仙 
翠鳳街5號地下

香港護理學院 香港護理學院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221號 
海聯大廈13樓 A及 C室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1.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41號5樓
2.  九龍長沙灣 
順寧道259至263號 
恆寧閣1樓

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
有限公司

工聯會職業再訓練就業輔導中心
1.  九龍土瓜灣馬頭涌道42至50號
2.  新界元朗俊賢坊28號 
安基大廈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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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 職業介紹所 附註

街坊工友服務處有限公
司

街坊工友服務處有限公司
1.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135至143號 
遠東中心5樓

2.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15至23號 
荃灣花園第一期商場高層73號店舖

3.  新界荃灣西樓角道218至224號 
豪輝商業中心第二座1樓104至105號

4.  新界葵涌葵芳邨 
葵仁樓地下1至3號舖

5.  新界青衣長安邨 
安濤樓地下122至126號室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管家易家居服務
1.  九龍黃大仙 
竹園 (南 )邨 
秀園樓地下102至121室

2.  九龍觀塘 
翠屏 (北 )邨 
翠屏商場M2層1A室

3.  九龍何文田 
愛民廣場二樓 S2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
有限公司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有限公司
1.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20號 
志和商業大廈1樓

2.  新界葵涌葵芳邨 
葵安樓地下5至6室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1.  香港大嶼山東涌道420號 
東涌社區服務綜合大樓2樓

2.  香港大嶼山東涌逸東邨 
2號停車場 R/F01

3.  香港南丫島榕樹灣大街35A號三樓
4.  香港坪洲好景台發利街6號地下
5.  香港大嶼山大澳吉慶後街49號地下
6.  香港大嶼山梅窩 
梅窩鄉事會路44號地下

7.  香港上環永樂街177至183號 
永德商業中心4樓7室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有限
公司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莊士敦道18號 
嘉寧大廈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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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 職業介紹所 附註

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議會
1.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138號 
聯合鹿島大廈15樓

2.  香港香港仔 
漁光道95號

新家園協會有限公司 新家園協會有限公司
1.  香港上環 
干諾道中152至155號 
招商局大厦13樓1305至1307室

2.  新界上水 
龍琛路39號 
上水廣場9樓911室

3.  九龍深水埗 
長沙灣道286至300號 
南洋大廈1樓 D至 F室

4.  九龍深水埗 
九江街130號 
南洋大廈地下 A號鋪

5.  九龍油麻地 
炮台街73號 
順華大廈地下及1樓 B號舖

6.  九龍觀塘 
開源道72至80號 
溢財中心1樓 K至 L室

7.  新界天水圍 
天耀邨 
耀盛樓地下

8.  香港筲箕灣 
寶文街1號 
峻峰花園地下

愛苗行動社區服務有限
公司

愛苗行動職業轉介服務中心 
九龍深水埗 
東京街12號 
麗閣邨麗宣樓地下103及104號舖

龍耳有限公司 龍耳有限公司 
九龍石硤尾 
白田邨 
翠田樓地下 G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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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 職業介紹所 附註

香港聾人協進會 香港聾人協進會教育中心
1.  九龍牛池灣 
彩虹邨紫薇樓 
地下109及111至118室

2.  香港鴨脷洲 
鴨脷洲邨 
利澤樓地下18室

3.  香港柴灣 
柴灣道238號 
青年廣場9樓915室

4.  香港柴灣 
柴灣道238號 
青年廣場3樓318室

5.  九龍長沙灣 
長沙灣道21至25號 
長豐商業大廈9樓901室

僱員再培訓局 僱員再培訓局辦事處 
香港柴灣 
小西灣道10號3至6樓

滬港青年會有限公司 滬港青年會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 
摩頓臺5號 
百富中心16樓

天主教香港教區 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 
中心 -九龍 
九龍油麻地 
上海街399至401號二樓

香港社區網絡有限公司 香港社區網絡有限公司 
新界葵涌 
葵涌道1019至1025號 
昌年大廈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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