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業燃氣課程
提升知識技能

卓越培訓發展中心(氣體燃料業)配合本港氣
體燃料業的人力資源發展，提供各式氣體燃
料應用、系統安裝及爐具維修等培訓項目，
課程內容涵蓋氣體燃料應用的各個範疇。

中心設有先進的教學設施及模擬實際的工作
環境，課程及設施均符合對氣體燃料業技工
的指定註冊要求，確保為市民提供優質安全
的服務。

各卓越培訓發展中心聯絡資料  Contact of Pro-Ac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Centre

汽車業 (Automobile)
新界葵涌新葵街13-19號
職業訓練局葵涌大樓2樓
電話 Tel︰2449 1310
傳真 Fax︰2487 0737
電郵 Email︰paau@vtc.edu.hk

珠寶業 (Jewellery)
新界將軍澳景嶺路3號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
LW782室
電話Tel︰3928 2468
傳真Fax︰3928 2470
電郵Email︰pajl@vtc.edu.hk

氣體燃料業 (Gas)
新界葵涌新葵街13-19號
職業訓練局葵涌大樓9樓
電話Tel︰2449 1334
傳真Fax︰2485 1899
電郵Email︰gatc@vtc.edu.hk

焊接業 (Welding)
新界葵涌新葵街13-19號
職業訓練局葵涌大樓7樓
電話Tel︰2449 1374
傳真Fax︰2481 2771
電郵Email︰pawe@vtc.edu.hk

電機業 (Electrical)
新界葵涌新葵街13-19號
職業訓練局葵涌大樓4樓
電話Tel︰2449 1350 (葵涌)
 2538 2336 (薄扶林)
傳真Fax︰2487 0281
電郵Email︰pael@vtc.edu.hk

機械業 (Mechanical)
九龍九龍灣大業街46號
職業訓練局九龍灣大樓4樓
電話Tel︰2751 5833
傳真Fax︰2758 4035
電郵Email︰pame@vtc.edu.hk

電子業 (Electronics)
九龍九龍灣大業街46號
職業訓練局九龍灣大樓6樓
電話Tel︰2751 5864
傳真Fax︰2756 8804
電郵Email︰paen@vtc.edu.hk

精密工程業 (Precision
Engineering)
九龍九龍灣大業街46號
職業訓練局九龍灣大樓2樓
電話Tel︰2751 5829
傳真Fax︰3585 2273
電郵Email︰pape@vtc.edu.hk

時裝紡織業 (Fashion Textiles)
新界葵涌新葵街13-19號
職業訓練局葵涌大樓7樓
電話Tel︰2449 1388
傳真Fax︰2487 6330
電郵Email︰paft@vtc.edu.hk

印刷業 (Printing)
九龍九龍灣大業街46號
職業訓練局九龍灣大樓3樓
電話Tel︰2751 5839
傳真Fax︰2756 0434
電郵Email︰papr@vtc.edu.hk



網址：http://www.pro-act.edu.hk/gas          電郵：gatc@vtc.edu.hk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新葵街13-19號職業訓練局葵涌大樓9樓         電話：2449 1334         傳真：2485 1899 

GA5103110    住宅式石油氣平頭爐   32    安裝及例行維修由石油氣瓶供應氣體的住     18歲或以上     $   630
(氣體單元一) (石油氣瓶)之安裝  宅式平頭爐   

GA5103120    住宅式氣體供應喉管之 40   安裝住宅用氣喉管、主錶及控制器件  18歲或以上    $1,010
(氣體單元二)   安裝      

GA5103130    住宅式氣體供應系統及  80  安裝住宅用供氣分喉及連接的主錶、氣體   持有氣體單元二  $1,830
(氣體單元三)   用具之安裝     供應控制器件、用戶喉及住宅式氣體用具， 證書或已註冊為第二類氣體
    並使系統正常運作 裝置工

GA5103140    住宅式氣體用具之安裝  80   將住宅式氣體用具安裝至現有氣體供應點， 18歲或以上   $1,830
(氣體單元四) 及維修  使用具正常運作及有關維修技術  

GA5103150   非住宅式氣體供應喉管    26    安裝非住宅用供氣喉管，主錶及控制器件    持有氣體單元二    $   850
(氣體單元五) 之安裝   證書或已註冊為第二類氣體
     裝置工

GA5103160    非住宅式氣體供應系統及  64   安裝非住宅用供氣分喉及連接的主錶、氣    持有氣體單元五 $1,830
(氣體單元六) 用具之安裝  體供應控制器件、用戶喉及非住宅式氣體 證書或已註冊為第五類氣體
    用具，並使系統正常運作 裝置工或同等資歷 

GA5103170  非住宅式氣體用具之安裝 64 將非住宅式氣體用具安裝至現有氣體供應  持有氣體單元四或六證書或 $1,830
(氣體單元七) 及維修  點，使用具正常運作及有關維修技術 已註冊第四類或第六類氣體
     裝置工或同等資歷

GA5103180  工業式氣體用具(工序)   64   安裝工業程序中的氣體用具，使用具正常 持有氣體單元六或七證書或 $1,830
(氣體單元八) 之安裝及維修  運作以及有關維修技術 已註冊為第六類或第七類
     氣體裝置工

簡介 入學條件 學費課程編號

2020/2021年度 (2020年9月 至 2021年8月)
夜間兼讀制短期課程

課程名稱

2020/2021年度 (2020年9月 至 2021年8月)
日間兼讀制短期課程

GA3203131 氣體應用指南之一、三、四及五 住宅式接駁軟喉，溢流控制閥及熱水爐的規定  

GA3203132 帶氣更換錶前球閥工具之使用 帶氣更換錶前球閥工具的工作原理及使用  

GA3203141 氣體燃料行業常用的計算及其應用 燃氣壓力和體積關係，熱效率及燃氣量的計算  

GA3203142 住宅式氣體乾衣機之維修要點 燃氣乾衣機之工作原理、基本結構及常見故障  

GA3203143 住宅式電子熱水爐之維修要點 電子熱水爐之工作原理、基本結構及常見故障  

GA3203161 非住宅式戶外氣體用具之結構及安裝 石油氣蚊機，暖燈安裝注意事項及工作原理  

GA3203162 氣體應用守則之二十一 商業樓宇內作飲食用途的煤氣用具裝置安全規定   

GA3203163 氣體應用指南之十四、十五及十六 太空囊式燃氣烤肉爐及中壓石油氣用具安全標準  

GA3203164 商用餐飲業氣體用具之結構及安裝 中日式商用餐飲氣體用具安裝注意事項及工作原理  

GA3203171 氣體應用指南之十三 氣體乾衣機在供氣及排氣系統的安全標準   

GA3203172 氣體應用指南之十二 非住宅房產連接機動排氣系統的氣體用具安全規定   

GA3203181 工業氣體用具之維修要點 工業氣體用具之工作原理和應用範圍

從事有關行業，持
有相關註冊氣體裝
置技工牌照者獲優
先考慮

3 $340

簡介 入學條件 學費修讀期 
(小時)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修讀期 
(小時)

Pro-Ac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Centre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the respective Pro-Ac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Centre as listed at the back side.

Mr/Ms/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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