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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築修復職業培訓課程 

報讀需知 
 

一、 報讀對象 

1. 從事相關文物建築修復或有興從事有關工作的技工 

 

二、 報讀條件 

1. 現職公司推薦信 

2. 需懂得基本的泥水及油漆施工工藝及技能 

3. 具備五年有關文物建築修復經驗工作經驗者優先取錄 

 

三、 報名文件 

1. 報名表 

2. 現職公司推薦信 

3. 身份證副本 

*報名資料提交至澳門工程師學會 

 

四、 甄選 

如報讀人數超過 20人，須符合報讀條件資格要求後，進行抽籤決定 

 

五、 課程語言 

中文教材，由粵語及普通話授課 

 

六、 課程時數 

共 57小時，包括理論課（19小時）及實踐課（38小時） 

 

七、 舉辦時間 

      2022年 05月 21日至 07月 10日(逢星期六/日) 

 

八、 課程人數 

每班收生 20人 

 

九、 課程費用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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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考核及證書 

1. 課程考核成績需由理論與實踐兩類課程合共高於 60分以上； 

理論課程占總 30%（以隨堂小測或抽問形式進行）； 

而實踐課程的課堂占總 70%，分別 40%實踐及 30%實操考核（實踐課程以隨 

堂內進行）； 

2. 出席率達到課程總時數之 80%或以上； 

3. 方可獲發由文化局、勞工事務局與澳門工程師學會共同簽發之課程證書。 

 

十一、 上課地點 

理論課程：澳門水坑尾街 103號 2樓澳門工程師學會； 

實踐課程：路環竹灣石級 43號【位於竹灣泳池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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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築修復職業培訓課程 

報名回執 

 

<請以正楷填寫>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外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 電子郵箱︰_________________ 

 

現職︰____________ 機構︰__________________ 專業︰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需提交的文件﹕1.報名表 / 2.現職公司推薦信(附件) / 3. 身份證副本 

 

提交資料可透過： 

1. 電郵 aemmember@gmail.com報名 

2. 傳真至 2832 2532 

3. 或直接親臨至地址﹕澳門工程師學會 (澳門水坑尾街 103 號 2 樓)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3:00 / 14:30 – 18:00  

 

查詢電話︰2832 2522，聯絡人︰林小姐 / 蔡小姐。 

 

mailto:%20aemmemb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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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建築修復職業培訓課程 

 報名表 / 報讀須知 

個人資料 

姓名 中文:        外文:   

備註：請以正楷填寫，以作證書之用 

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電郵 

最高學歷 ○中學 ○小學 ○其他(請填寫)：

建築地盤施工經驗 

○ 具備泥水工程施工工藝及技能，經驗     年 

○ 具備油漆工程施工工藝及技能，經驗     年 

○ 具備文物建築修復經驗，經驗     年    

現職公司名稱 

現職公司職務 

公司聯絡電話 

須遞交文件 

完成遞交以下證明文件，是次報名才有效： 

(1)本報名表、(2)貴 公司推薦信 及 (3)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

備註：推薦信文件必須顯示職位、具體職務內容、僱主或其代表的姓名及職稱，並蓋上公司印章及 

僱主或其代表的簽名作實。 

報名手續確認 完成報名手續者，將獲澳門工程師學會以電郵或電話回覆訊息確認 

個人資料使用聲明 

1.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資料正確無誤，並無虛假。同時，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同意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文

件只用作報讀《文物建築修復職業培訓課程》手續；另外，當有需要時，同意將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文件轉移至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之用；

2. 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聲明人可以透過書面向澳門工程師學會申請查閱和更正所備存的個人資料；

3. 本人已閲讀附頁報讀須知，並了解課程的安排和規定。

4. 所有個人資料僅作為本次《文物建築修復職業培訓課程》報名使用。

 (報讀者)簽名：   2022 年  月   日 

勞工事務局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para os Assuntos Laborais 

澳門工程師學會
ASSOCIAÇÃO DOS ENGENHEIROS DE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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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讀須知 

 
1. 本課程理論課程將於澳門水坑尾街103號2樓澳門工程師學會上課， 

而實踐課程將路環竹灣石級43號【位於竹灣泳池後面】上課； 

 

2. 課程安排每週六 / 日 (09:30-13:00，14:30-17:30)上課， 

而第二天的理論課程調整為14:30-18:00；及第七天的實踐課程時間暫調整為15:00-18:00； 

 

3. 學員須於上課前和放學時分別於簽到表上按身份證樣式簽名，如遲到或早退超過 15 分鐘，則

該節課作缺席論，如學員課後發現遺忘簽到，則需於當日向任課導師報備，並於三個工作日

內向澳門工程師學會提交書面申請，申請文件需經導師簽署確認，逾期者該節視為缺席； 

 

4. 每一單元出席率須達該單元培訓時數80%或以上才可參加考試；課程考核成績需由理論與實踐 

兩類課程考試成績共高於60 分為合格；理論課程占總30%，而實踐課程占總70%(40%實踐課 

程 及30%實操考核)； 

 

5. 如因急病缺席考試者，需於考試前通知導師，並於翌日向澳門工程師學會遞交書面申請並附上

澳門山頂醫院或鏡湖醫院發出之病假證明文件，課程合辦單位保留審批之最終決定權； 

 

6. 完成課程及考核成績均合格者之學員可獲發由文化局、勞工事務局與澳門工程師學會共同簽

發之課程證書，課程完結後將於另行通知領取； 

 

7. 如課程報名人數不足，澳門工程師學會保留課程取消或延期的權利； 

 

8. 以上報讀須知，課程合辦單位有權作相關補充和修訂，以及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公司信紙) 

敬啟者, 

本公司        (1)現推薦    (2)，

持    (3)(編號:    (4))，參與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工

事務局及文化局合辦的《文物建築修復職業培訓課程》，並聲明其具備以下經驗： 

1. 具備泥水工程施工工藝及技能，經驗    年； 

2. 具備油漆工程施工工藝及技能，經驗    年； 

3. 具備文物建築修復經驗，經驗 年； 

此致 

澳門特別行政區 

勞工事務局／文化局 

(5) 

2022年    月   日 

(1) 公司名稱

(2) 報讀者姓名

(3)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4)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5) 公司僱主或其代表簽名及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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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築修復職業培訓課程 

課程大綱 
 

課程安排時間表 

# 課程日期 導師 上課時間 課程分配 

第一天 05 月 21 日(六) 呂澤強 
09:00-13:00 

14:30-17:30 

理論課程(4h) 

實地考察(3h) 

第二天 05 月 28 日(六) *湯國華 
09:00-13:00 

14:30-18:00 
理論課程(8h) 

第三天 06 月 04 日(六) 盧宗寧 
09:00-13:00 

14:30-17:30 
實踐課程(7h) 

第四天 06 月 11 日(六) 盧宗寧 
09:00-13:00 

14:30-17:30 
實踐課程(7h) 

第五天 06 月 18 日(六) 盧宗寧 
09:00-13:00 

14:30-17:30 
實踐課程(7h) 

第六天 06 月 25 日(六) 盧宗寧 
09:00-13:00 

14:30-17:30 
實踐課程(7h) 

第七天 07 月 09 日(六) 葉健雄 
09:00-13:00 

15:00-18:00 

理論課程(4h) 

1 實踐課程(3h) 

第八天 07 月 10 日(日) 葉健雄 
09:00-13:00 

14:30-17:30 
實踐課程(7h) 

*湯國華教授以視像教學的方式遙距授課。 

1 當日實踐課程時間調整為 15:00-18:00，讓學員有充裕時間至實踐課程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