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工程師學會及澳門照明與光電學會合辦-照明課程 

 

各位會員，你們好： 

本課程能讓業界人士提對專業明能源技剩的認識，了解每個燈系列的優點與缺點和適當的

應用，提升建築物照明節能改造的效益。本次課程由澳門工程師學會以及澳門照明與光電學會

合辦。本學會誠意為會員及業界推出照明培訓課程，詳情如下； 

本課程分為以下： 

課程 1：照亮你的節能之路。 

課程 2：光的定義 

課程 3：照明家族白熾燈和鎢絲燈 

課程 4：基本燈具系列：高強度放電燈與發光二極管 

課程 5：經濟性課程大綱 

課程 6：使用流明法計算所需燈泡數量 

 

本會會員均可享有優惠及優先報讀課程之機會。由於課程名額有限，額滿即止，由現在至

5月 23日，歡迎各位有興趣的會員及朋友填妥下列回執，報名方法如下: 

1)電郵 aemmember@gmail.com報名，2) 傳真至 2832 2532，課程資料可見附表。查詢電話︰

2832 2522，聯絡人︰蔡小姐。 

 

 

 

 

理事長 蕭志泳 

澳門工程師學會敬邀 

2021年 5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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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工程師學會及澳門照明與光電學會合辦-照明課程 

課程報名回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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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勾選所選擇報讀之課程(可多選)︰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活動認可編號 
*活動性質皆為 

電機及機電專業範疇 

課程時間  

*包括 Q&A, 

休息時間 

課程費用 

□ 5月 27日 

(星期四) 

課程 1：照亮你的節能之路     161/FC/2020 

(認可時數 1.5小時) 

19:00-21:30 

 

MOP300 

□ 6月 1日 

(星期二) 

課程 2：光的定義 146/FC/2020 

(認可時數 0.5小時) 

19:00-21:30 

 

MOP300 

課程 3：照明家族白熾燈和

鎢絲燈 

149/FC/2020 

(認可時數 1小時) 

□ 6月 3日 

(星期四) 

課程 4：基本燈具系列：高

強度放電燈與發光

二極管 

160/FC/2020 

(認可時數 1小時) 

19:00-21:30 

 

MOP500 

課程 5：經濟性課程大綱 151/FC/2020 

(認可時數 1.5小時) 

□ 6月 8日 

(星期二) 

課程 6：使用流明法計算所

需燈泡數量 

162/FC/2020 

(認可時數 1.5小時) 

19:00-21:30 

 

MOP300 

□ 如報讀以上所有課程，優惠價澳門幣壹仟壹佰元正，節省澳門幣三佰元：  MOP1,100 

1.活動形式：線上學習/現場專家討論/測驗 

2.本次課程舉辦單位為澳門工程師學會及澳門照明與光電學會，學術支持單位為施耐德電氣

(香港)有限公司。 

3.本次課程學費分為兩種形式：(1)報讀全部課程，學費為 MOP1,100 元正；(2)報讀單個課程，

學費按以上課程單價計算。(學員可選擇多個課程)。 

4.學員完成所報讀課程後，可獲得澳門工程師學會及澳門照明與光電學會頒布的證書。 

5.由於課程名額有限，優先取錄會員及報讀整個課程優先，額滿即止。 

  



 
 
 

 
 

 

 
 

 

課程簡介 

課程名稱 課程 1：照亮您的節能之路 

課程內容 

諸多希望節約能源、降低成本的業主和樓宇管理人員認為照

明是能夠實現“效果立竿見影”的裝置。 本課程為《高效照

明四大原則》的基礎課程，要求每位能源管理者對其有一定

的瞭解。 改善照明不僅與節能燈有關，而且還與光量、合適

的燈具、調控照明以及確保正確調試和維護相關系統。 

列舉高效照明設計的四大原則、討論所推薦光照水準的重要

性、識別四種基本的燈泡系列、列舉通過照明和控制器升級

來提高能效的各種可能性。 

活動認可編號及範疇 161/FC/2020，電機工程專業範疇、機電工程專業範疇 

授課語言及名額 粵語 （輔助教材為英語及中文） ： 50人 

授課導師 李人龍工程師(施耐德電氣(香港)有限公司方案總監) 

上課時間 5月 27日(星期四)19:00-21:30 

 

課程名稱 照明課程 2：光的定義 

課程內容 

甚麼是光，眾所皆知。 但要對其進行定義或描述，相信會難

倒大多數人。 對自然光源和人造光源知識的瞭解可提升我們

創造並控制高品質室內環境的能力。 本課程中，我們將學習

如何對光進行描述和量化 - 術語是當我們在評估和選擇解決

方案過程中與專家進行交流時所用到的重要詞彙。 

完成本課程後，您將能夠： 

明確白光與可見光譜各種顏色組合之間的關係 

解釋用來定義感知光的品質的術語  

理解應用於光的測量單位 

描述光的空間分佈相關的術語 

活動認可編號及範疇 電機工程專業範疇、機電工程專業範疇 

授課語言及名額 粵語 （輔助教材為英語及中文） ： 50人 

授課導師 
賴健榮工程師(澳門工程師學會副理事長、工程技術及應用進

修中心總監) 

上課時間 6月 1日(星期二)19:00-21:30 

 

  



 
 
 

 
 

 

 
 

課程名稱 課程 3：照明家族白熾燈和鎢絲燈 

課程內容 

*確定白熾燈的主要特徵，包括鹵素燈。  

*確定低壓放電燈，尤其是熒光燈的主要特性。  

*說明鎮流器的功能和鎮流器係數的影響。照明性能的核心是

燈或光源。燈是決定照明燈的光量，質量和分佈的關鍵因素。

此外，功率消耗，維護和生命週期是燈具所有者在首次購買後

可以長期使用的燈具特性。我們將了解每個燈系列的優缺點和

適當的應用。在研究熒光燈時，我們還將檢查鎮流器功率系

數，並觀察鎮流器如何提高能效。某些燈也可以使用到所謂的

“低功率因數”的作用。我們將對此進行簡要介紹，看看它如

何影響您的電費。 

活動認可編號及範疇 149/FC/2020 ：電機工程專業範疇、機電工程專業範疇 

授課語言及名額 粵語 （輔助教材為英語及中文） ； 50人 

授課導師 
賴健榮工程師(澳門工程師學會副理事長、工程技術及應用進

修中心總監) 

上課時間 6月 1日(星期二)19:00-21:30 

上課地點 澳門工程師學會 

 

課程名稱 照明課程 4：基本燈具系列：高強度放電燈與發光二極管 

課程內容 

*確定高壓燈的主要特徵，尤其是金屬鹵化物燈。  

*確定發光二極管或 LED的主要特性。  

*列出啟動高壓燈的不同方法，以及長擊和重擊時間的缺點。 

照明性能的核心是燈或光源。燈是決定照明燈的光量，質量

和分佈的關鍵因素。功率消耗，維護和生命週期是燈具所有

者在首次購買後可以長期使用的燈具特性。在本課程中，我

們將學習高強度放電燈的關鍵特性，尤其是金屬鹵化物和發

光二極管。我們將了解每個燈系列的優缺點和適當的應用。 

活動認可及編號 範疇 160/FC/2020電機工程專業範疇、機電工程專業範疇 

授課語言及名額 粵語 （輔助教材為英語及中文） ： 50人 

授課導師 李人龍工程師(施耐德電氣(香港)有限公司方案總監) 

上課時間 6月 3日(星期四) 19:00-21:30 

上課地點 澳門工程師學會 

 



 
 
 

 
 

 

 
 

課程名稱 照明課程 5: 經濟性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照明通常是建築物能耗的很大一部分，並且在工業空間中也

可能產生巨大的成本。能源管理人員可以選擇屬於提高照明

能源效率時，考慮風險最低，回報最高的產品。為了選擇並

證明這些產品的合理性，能源經理需要能夠證明這些變化將

如何影響消費並帶來財務利益。在本課程中，我們將看到許

多對照明項目進行簡單評估的方法。在學習本課程之前，您

需要對電氣基本原理（例如需求，功率和能量）有基本的了

解。您還需要了解電費率的結構。 

活動認可編號及範疇 151/FC/2020 電機工程專業範疇、機電工程專業範疇 

授課語言 粵語 （輔助教材為英語及中文） 50人 

授課導師 
賴健榮工程師(澳門工程師學會副理事長、工程技術及應用進

修中心總監) 

上課時間 6月 3日(星期四) 19:00-21:30 

上課地點 澳門工程師學會 

 

課程名稱 照明課程 6: 使用流明法計算所需燈泡數量 

課程內容 

採用流明法計算照明*描述如何適當測量空間中的光照水平 

流明計算方法確定給定空間中的平均照度。本課程的目的是

概述計算照明要求的過程。此過程在國際標準測量中說明。 

活動認可編號 及範

疇 
電機工程專業範疇、機電工程專業範疇 

授課語言及名額 粵語 （輔助教材為英語及中文） ： 50人 

授課語言 中文 

授課導師 李人龍工程師(施耐德電氣(香港)有限公司方案總監) 

上課時間 6月 8日(星期二) 19:00-21:30 

上課地點 澳門工程師學會 

 

  



 
 
 

 
 

 

 
 

 

導師介紹 
Ian, LEE Yan Lung , 
MBA, MCIBSE, MHKIE, MEI, MASHRAE, REA, CAP, RPE, CEng 

TEACHING EXPERIENCE 

● Professional Tutor for Building Services Final Year Design Project, PolyU,  2008-2016 

● Part-time lecturer for Energy Management lesson for the Master Degree course of BSE Dept of 

HK PolyU 

● Part-time Lecturer for CUHK School of Continuous Studies on Project Management, 2006-2016 

● Part-time Lecturer for Australian Victoria University on Managing Services Organization, 2007-

2016 

● Guest lecturer for HKU Mechanical Department on BMS and Intelligent / Green Buildings 

● Internal Project Management Trainer of CLP Engineering Ltd, 2011-2012 

Edison, LAI Kin Weng 

● 澳門註冊工程師 

● 澳門工程師學會副理事長 

● 澳門工程師學會工程技術及應用進修中心總監 

● 澳門照明與光電學會理事長 

● 澳門物業設施管理協會副理事長 

● 廣東省科協特邀委員 

● 美國國際人力資源管理職業資格認證培訓導師 

● 建築工程監理專業培訓課程培訓導師 

● 嶸海顧問公司執行董事 

 

經驗:曾為酒店、渡假村、商業樓宇及政府建築專案擔任工程設計、施工、監理顧問，合約管

理，工程策劃，各類大小娛樂渡假村的土木與機電專案協調工作，並為企業及顧問公司進行

內部專業技術及人力資源等培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