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課程開辦計劃課程開辦計劃課程開辦計劃    

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培訓課程    報讀資格報讀資格報讀資格報讀資格    開課開課開課開課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初擬初擬初擬初擬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    

職安健與職業素養培訓課程職安健與職業素養培訓課程職安健與職業素養培訓課程職安健與職業素養培訓課程((((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培訓時數：35 小時 

培訓日數：5日，約 3星期 

培訓時間：逢星期四及五 

          09:00-13:00 及 14:30-17:30 

培訓名額：40 人 

上課地點：澳門俾利喇街 137-145 號寶豐 

工業大廈 2樓    

� 澳門居民 

� 企業推薦之員工 

第十二期：3月 7日至 3月 21 日 

第十三期：5月 9日至 5月 23 日 

第十二期：2019/01/07-2019/02/15 

第十三期：2019/03/11-2019/04/19 

初級電氣技術初級電氣技術初級電氣技術初級電氣技術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考證考證考證考證))))    

培訓時數：196 小時 

培訓日數：28 日，約 14 星期 

培訓時間：逢星期一及二 

          09:00-13:00 及 14:30-17:30 

培訓名額：20 人 

上課地點：澳門圓台街 76 號海洋工業中 

心第一期 3樓    

� 澳門居民 

� 企業推薦之員工 

� 未通過「初級維

修電工」或「初

級電氣設備安裝

工」技能測試之

人士 

第十一期：3月 11 日至 6月 18 日 

 

第十一期：2019/01/21-2019/02/08 

 

基礎基礎基礎基礎鉗工課程鉗工課程鉗工課程鉗工課程    

培訓時數：35 小時 

培訓日數：5日，約 3星期 

培訓時間：逢星期三及四 

          09:00-13:00 及 14:30-17:30 

培訓名額：10 人 

上課地點：澳門圓台街 76 號海洋工業中 

心第一期 3樓    

� 澳門居民 

� 企業推薦之員工 
第十四期：5月 29 日至 6月 12 日 第十四期：2019/03/25-2019/04/12 

備註：課程開辦與否及具體開課日期視報名人數而定。 



 

 

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    

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培訓課程    報讀資格報讀資格報讀資格報讀資格    開課日期開課日期開課日期開課日期    初擬報名日期初擬報名日期初擬報名日期初擬報名日期    

油漆工課程油漆工課程油漆工課程油漆工課程    

培訓時數：70 小時 

培訓日數：10 日，約 5星期 

培訓時間：逢星期一及二 

          09:00-13:00 及 14:30-17:30 

培訓名額：20 人 

上課地點：澳門關閘馬路 101-105A 號太 

平工業大廈第一期地下    

� 澳門居民 

� 企業推薦之員工 

 

第七期：4月 15 日至 5月 21 日 

(更新) 
第七期：2019/03/04-2019/03/15 

製冷及空調課程製冷及空調課程製冷及空調課程製冷及空調課程    

培訓時數：140 小時 

培訓日數：20 日，約 10 星期 

培訓時間：逢星期五及六 

          09:00-13:00 及 14:30-17:30 

培訓名額：20 人 

上課地點：澳門黑沙環第六街 158 號威雄 

工業中心 1樓    

� 澳門居民 

� 企業推薦之員工 

第六期：4月 12 日至 6月 28 日 

 

第六期：2019/02/18-2019/03/08 

 

木工木工木工木工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培訓時數：91 小時 

培訓日數：13 日，約 7星期 

培訓時間：第九期：逢星期三及四 

          09:00-13:00 及 14:30-17:30 

培訓名額：20 人 

上課地點：澳門關閘馬路 101-105A 號太 

平工業大廈第一期地下    

� 澳門居民 

� 企業推薦之員工 
第六期：3月 14 日至 4月 25 日 第六期：2019/01/21-2019/02/15 

備註：課程開辦與否及具體開課日期視報名人數而定。 



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    

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培訓課程    報讀資格報讀資格報讀資格報讀資格    開課日期開課日期開課日期開課日期    初擬報名日期初擬報名日期初擬報名日期初擬報名日期    

基礎手工電弧焊課程基礎手工電弧焊課程基礎手工電弧焊課程基礎手工電弧焊課程((((考證考證考證考證))))    

培訓時數：84 小時 

培訓日數：12 日，約 6星期 

培訓時間：第九期：逢星期一及二； 

          第十期：逢星期三及四 

          09:00-13:00 及 14:30-17:30 

培訓名額：12 人 

上課地點：澳門黑沙環第六街 158 號威雄 

工業中心 1樓    

� 澳門居民 

� 企業推薦之員工 

� 且未取得焊工技能

證明之人士 

第九期：4月 8日至 5月 21 日 

第十期：4月 11 日至 5月 23 日 

第九期：2019/02/25-2019/03/15 

第十期：2019/02/25-2019/03/15 

中級維修電工中級維修電工中級維修電工中級維修電工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考證考證考證考證))))    

培訓時數：140 小時 

培訓日數：20 日，約 10 星期 

培訓時間：逢星期三及四 

          09:00-13:00 及 14:30-17:30 

培訓名額：20 人 

上課地點：澳門黑沙環第六街 158 號威雄 

工業中心 1樓    

� 澳門居民 

� 企業推薦之員工 

� 已取得「初級維修

電工」職業技能證

明或國家職業資

格，但未通過「中

級維修電工」技能

測試之人士 

第二期：3月 13 日至 5月 22 日 第二期：2019/01/14-2019/02/08 

PLCPLCPLCPLC 入門入門入門入門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培訓時數：35 小時 

培訓日數：5日，約 3星期 

培訓時間：第七期：逢星期三及四 

          第八期：逢星期一及二 

          09:00-13:00 及 14:30-17:30 

培訓名額：12 人 

上課地點：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178-182 號 

望廈社屋(望善樓)2 樓    

� 澳門居民 

� 企業推薦之員工 

第七期：1月 30 日至 2月 20 日 

第八期：4月 15 日至 5月 6日 

(其中 4月 23 日停課) 

第七期：2018/12/11-2018/12/28 

第八期：2019/02/25-2019/03/15 

備註：課程開辦與否及具體開課日期視報名人數而定。 



 

 

 

 

 

 

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上半年課程開辦計劃    

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培訓課程    報讀資格報讀資格報讀資格報讀資格    開課日期開課日期開課日期開課日期    初擬報名日期初擬報名日期初擬報名日期初擬報名日期    

金屬箔膜裱貼金屬箔膜裱貼金屬箔膜裱貼金屬箔膜裱貼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培訓時數：28 小時 

培訓日數：4日，約 2星期 

培訓時間：逢星期一及二 

          09:00-13:00 及 14:30-17:30 

培訓名額：20 人 

上課地點：澳門關閘馬路 101-105A 號太 

平工業大廈第一期地下    

� 澳門居民 

� 企業推薦之員工 
第二期：4月 1日至 4月 9日 第二期：2019/02/11-2019/03/01 

消防設備維修保養消防設備維修保養消防設備維修保養消防設備維修保養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培訓時數：28 小時 

培訓日數：4日，約 2星期 

培訓時間：第五期：逢星期二及三 

          第六期：逢星期三及四 

          09:00-13:00 及 14:30-17:30 

培訓名額：20 人 

上課地點：澳門關閘馬路 101-105A 號太 

平工業大廈第一期地下    

� 澳門居民 

� 企業推薦之員工 

第五期：2月 12 日至 2月 20 日 

第六期：6月 12 日至 6月 20 日 

第五期：2018/12/17-2019/01/11 

第六期：2019/04/29-2019/05/17 

備註：課程開辦與否及具體開課日期視報名人數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