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電業博覽 – 機電新世代》 
活動詳情 (展覽暨講座)： 
日期： 2017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五）及 3 月 11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地點： 職業訓練局葵涌大樓 2 樓禮堂（新界葵涌新葵街 13-19 號） 
對象： 學校教職員、學生、家長及有志投身此行業的在職人士 
 
參加辦法： 
展覽： 歡迎有興趣人士於開放時間出席 
講座： 由於講座的座位有限，請有興趣出席者預先報名及預留座位。如欲報名，煩請在

2017 年 3 月 1 日或以前登入

https://goo.gl/4J7TlC（或 QR Code）進行登記 
 
 
 
 
 
 
 
 
 
 
 
 



地圖： 

 



展覽詳情： 
（資料持續更新，請瀏覽 http://www.emengineering.com.hk 查閱最新資料） 

 機構 展覽內容 

1. 機電工程署 

機電工程署的架構，各部別的工作性質及所提供的機電服務。機電工程署提供給年青人

參與機電工程行業的途徑、發展及機遇。機電工程署的見習技術員訓練計劃及其入職條

件。 

2. 水務署 

展覽內容：a) 機電工程技術人員可擔當的不同工作崗位；b) 機電工程技術人員的進升

機會及前途；c) 工作環境；d) 凝聚團隊精神，參與工時以外的活動；e) 鼓勵員工，發

揮創意，提高工作效率。 

3. 建造業議會 

展出各項建造業培訓課程的資訊及發展機會，課程包括建造業監工/技術員文憑課程、

基本工藝課程、強化建造業人力訓練計劃及全日制短期課程、承建商及分包商合作培訓

計劃等，參觀人士更可透過參與遊戲獲贈精美紀念品。 

4. 
職業訓練局 

[ 卓 越 培 訓 發 展 中 心

(電機業)] 

卓越培訓發展中心(電機業)及其開辦的課程，包括:  a)  全日制職專文憑課程；b)  日間兼

讀制職專證書課程；c) 夜間兼讀制在職專業培訓課程。 

並介紹各課程學生出路及發展前景，和獲取專業資格的途徑。 

5. 職業訓練局 

學徒訓練 

介紹學徒及見習員訓練計劃及「職」學創前路先導計劃的內容和優點。參加者可透過學

徒訓練計劃獲得：a) 全薪全職就業，b) 持續進修機會及 c) 寶貴工作經驗；而參與「職」

學創前路先導計劃的學徒更可獲得 d)「職」學金，e)薪金水平保證及 f) 更高學歷的機

會(如學位) 。 

6.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包括以下範籌：a)  公司背景、服務質素及承諾、業務範圍等；b)  行業工種類別、入職途

徑、晉升機會以及全面培訓和發展；c) 薪酬福利、推廣優質工作與生活文化；d)  員工分

享學習點滴。 

7. 香港中華煤氣 

有限公司 

煤氣公司的業務及發展，氣體供應系統的保障、維護及先進器材的應用以提供可靠和優

質的客戶服務。公司的人才培養理念及不同種類技工學徒培訓計劃內容，在完成培訓後

所取得的專業資格,在公司的發展機會和前景。 

8.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除了介紹港燈在機電工程方面工作的機遇外，亦同時介紹相關培訓計劃的重點內容、培

訓學校和提供機電工程發展機會的相關資訊，使大眾了解投身發電及輸配電行業的途

徑、就業機會及前景。 

9.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學徒訓練計劃 - 透過精心策劃及全面性的在職訓練，使受訓學徒獲得寶貴的

知識和工作經驗，晉身港鐵公司為專業鐵路工程維修從業員。 

10. 
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 

& 

香港機電工程商協會 

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HKFEMC)及香港機電工程商協會(EMCA)皆是非牟利團體。是為香

港機電建造行業的一個平台，讓機電建造業各界持份者，在此平台上互相溝通、交流；

與時並進。 

我們希望透過是次展覽，讓公眾對機電建造行業之實際情況、就業晉升機會等等，有一

個介紹及認識。 

11. 香港水喉潔具業商會 

香港水喉潔具業商會於 1956 年成立，水喉工程是基建及住宅樓宇裝備項目不可缺少的

專才。就業甚廣，歡迎加入水務行業，晉升水務工程師專業資格，共同為香港的建設出

一份力。     

12. 香港空調及冷凍商會 

空調是樓宇設備最重要的一環，從建造到試調，維修到保養，行業都需要大量的專業技

術人員，以擔當各重要的角色。空調行業培訓機會多，出路又廣，是向專業發展的成功

之路。 

13. 香港註冊消防工程 

公司商會 

消防承建商，每年建造超過 10,000 台消防系統及，維修超過 200,000 台消防系統，對保衛

香港的防火安全，有重大貢獻。消防商會希望吸引有承擔的年輕人，加入這有前途及有

意義的工程行業。 

14. 香港電器工程商會 

香港電器工程商會成立於 1976 年，乃本港電氣工程業界最具代表性的團體，對推動行

業的發展及專業性不遺餘力。本會希望透過展覽鼓勵更多青年才俊，加入電氣工程業之

行列，提供發展前景及進升梯楷等資訊，促進香港整體電業工程穩步健康發展。 

15. 香港機電業工會 

聯合會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於 2001 年 7 月成立，現有十三間成員會及三個盟會，分別來自

機電行業不同工種，會員超過三萬。我們竭誠為會員工友提供業界勞工權益查詢及各項

服務和培訓，進行自我增值及提升，種類包括電工牌申請及續期、建造業工人註冊證續

期、平安咭及技術課程等。 

16. 電梯業協會 

電梯業協會內的十一間大機構將為你提供豐富的資源，專業及實務的培訓，配合 VTC

的學術及技能課程，你可躋身專業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行列。由於香港的樓宇及基

建發展迅速，電梯行業是絕對有前景及機會的理想工作。 

17. 機電工程署學徒協會 

a) 介紹機電工程署技術員訓練計劃（前稱學徒訓練計劃）的歴史及演變；b) 訓練的特

質及花絮；c) 在行業的發展及機遇；d) 技術員訓練計劃的學員在政府部門及社會各行

業扮演的角色及其工作特色。 

 



職業講座詳情： 
（資料持續更新，請瀏覽 http://www.emengineering.com.hk 查閱最新資料） 

 機構 講座內容 日期 時間* 

1. 香港空調及冷凍商會 
為培訓新一代空調及冷凍專才，優質而專業的全面
培訓及發展已經為你們準備好。 請加入成為行業的
一份子、發揮潛能共創未來。 

10/3/2017 

11:30 - 
11:55 

2. 水務署 

介紹水務署的機電見習技術員(學徒)訓練計劃：包括
入職條件、培訓項目、工作環境、晉升機會和發展前
景等。讓有意投身機電行業的年青人，如何透過此計
劃加入政府公務員行列，在本署有多元化的發展和
機遇。 

11:55 - 
12:20 

3. 建造業議會 

介紹建造業行業前景、年青人投身建造業的途徑、課
程特色、就業概況、通識教材等。講座將輔以錄像播
放，使參觀人士對建造業發展機會及講座內容有更
深刻的了解。 

12:20 - 
12:45 

4. 職業訓練局 學徒訓練 
介紹學徒及見習員訓練計劃的內容和優點。參加者
可透過學徒訓練計劃獲得：a) 全薪全職就業；b) 持
續進修機會；c) 寶貴工作經驗。 

15:40 - 
16:05 

5.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介紹「技工學徒」及「見習技術員」之入職條件，培
訓內容及持續進修計劃等等以裝備日後之事業發
展；及晉升機會及事業發展之前途。 

11/3/2017 

10:30 -  
10:55 

6.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煤氣公司的業務及企業文化，現有的人才培訓計劃
及入職公司各類技工學徒培訓計劃的要求、培訓內
容和安排、福利和培訓花絮等。學員在完成計劃後所
獲得的專業資格，在公司日後發展的機會和前景。 

10:55 - 
11:20 

7.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重點介紹港燈的機電業技術員學徒的入職條件、培
訓項目、工作環境、晉升機會和發展前景，並介紹在
培訓期間港燈所提供的支援，協助學員順利完成培
訓計劃等等。讓有意投身港燈機電行業的年青人，對
未來更有把握。 

11:20 - 
11:45 

8.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介紹港鐵公司學徒訓練計劃詳情包括計劃特式， 工
作情况、事業發展、公司福利、投考資格及面試錦囊
等等。 

11:45 - 
12:10 

9.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機電聯會在活動中由業界資深工程人員講解，以互
動形式使參加者了解機電業界晉升路途。 

12:10 - 
12:35 

10. 機電工程署學徒協會 

機電工程署技術員訓練計劃（前稱學徒訓練計劃）的
歴史及演變，見習技術員訓練計劃的發展，年青人如
何透過此計劃投身工程行業與及在機電工程署的發
展和機遇。畢業後在行業的發展。 

12:35 - 
13:00 

11. 香港水喉潔具業商會 
簡介本會與時並進，創新求變，水務行業特式，新安
裝技術，高效率，節省工序令施工更安全的水務產品
以減輕建築業人手短缺問題。 

14:00 - 
14:25 

12. 機電工程署 
介紹機電工程署所提供機電服務的性質。見習技術
員訓練計劃的歷史及發展，年青人如何透過此計劃
投身工程行業與及在本署的發展和機遇。 

14:25 - 
14:50 

13. 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
商會 

香港消防工程業整體情況，晉升階梯及未來香港經
濟發展和龐大基建計劃對消防工程業的影響。 

14:50 - 
15:15 

14. 香港電器工程商會 
簡介工程商會歷史；介紹電器工程行業上工種不同
的分類；細述各職級的工作範圍及入職要求；及簡介
機電行業的就業情况及人材的需求。 

15:15 - 
15:40 

15. 電梯業協會 

近數十年來，升降機及自動梯的科技日新月異，隨著
摩天大廈數目不斷增加以及人們對舒適的垂直運輸
要求日益提高，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行業的發展空
間亦大大提高。由於升降機安裝、保養工程工作範圍
非常廣泛，包括機械及電力裝置的安裝和電腦軟件
的編寫及應用等，需要大量擁有豐富技術和知識的
技術人員進行。 

15:40 - 
16:05 

*講座時間按實際情有所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