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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氣公司–中華煤氣工程學院 

職涯縮影計劃 Career In A Nutshell  
 
4A CHUNG Sheung Yin 

The experience in the “Towngas: Career in a nutshell” 

programme was generally fantastic. I’ve met some 

awesome instructors and friends in the programme 

who inspire me along the way and more importantly 

I’ve learnt many valuable lessons and transferable 

skills that would certainly be relevant and helpful for 

any kind of career I may pursue in the future. 

 

The programme is not only tailored for people who 

aspire to work in the gas industry. Other than safety 

tips for using gas appliances, I have gained 

knowledge of various tools as well as facilities, 

learned how to handle gas leakage, basic table 

manners and usefu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the 

workplace. We even had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pay 

a visit to the Towngas headquarters where we got an 

inside look of the advanced and comfortable working 

environment for the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 who 

are committed to serving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 

 

Due to the pandemic, some of the workshops could 

only be held online. However, the programme was 

still meaningful and insightfu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ve learnt from the 

programme is the seven habits we have to cultivate 

in order to work more efficiently. The seven habits 

include: being proactive, beginning with the end in 

mind, putting first thing first, thinking win/win, 

seeking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 

synergizing and sharpening the saw. Frankly, I may 

not be able to master all seven of them even after I 

have finished the programme, however, it is a very 

good reminder for me when it comes to working 

towards my goals. I believe that developing such 

habits will help me get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In a nutshell, the programme is something I’ve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It is truly amazing and worth 

joining especially if you want to better equip yourself 

for your future career. 

 

 

4B CHAN Lok Ching 

What did I learn from the “Towngas: Career in a 

Nutshell” Programme, you ask? Well, in a nutshell, I 

learned many valuable less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how to work with others in the workplace, 

how to be a good colleague, and how to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Unfortunately, the workshop was cut really short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but the short time we had 

was fun!! I had a wonderful time learning about the 

proper workplace etiquette and the service attitude 

of Towngas. Although I don’t aspire to work in the 

gas industry when I grow up, I still learned many 

useful things! The instructors were also very kind and 

patient, as well as friendly. 

I learned how to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with 

teammates to answer questions and win games. The 

instructors taught us some useful ways of 

communicating with colleagues in the workplace and 

getting the job done effectively without making 

anyone feel bad. These things are useful in and 

outside of the gas industry and I can see myself 

applying such skills in a sports team or a class 

committee. 

We also got an inside look into the Towngas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Centre and learned how it 

provides a comfortable and an all-inclusive 

environment for its employees. We also visited the 

Emergency Reception Centre, which responds to 

emergencies and is able to shut off gas anywhere in 

Hong Kong with a flip of a switch. It also looks really 

cool and high-tech, like something from a Star Wars 

movie. 

We also learned about some inventions from 

Towngas that make the lives of citizens easier, uses 

of gas and so on. I think people who aspire to work in 

Towngas when they grow up are best suited for the 

programme! 

All in all, I found this a rewarding and wonderful 

experience. I certainly made the most of the short 

time I was part of this programme, and I will 

encourage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to jo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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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簡穎彤 

今年我參加了由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舉辦的

"Career in a Nutshell"「職涯縮影」計劃，對煤

氣公司不同部門的工作細節，及對自己未來的

人生規劃，都加深了了解。雖然今年的活動有

大部份都是線上進行，但也無阻我們對此計劃

的興趣，在各項活動也能夠投入當中。 

 

首先，我對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的各個部門

有更深層次的認識。在 2022年 1月 6日，我們

參與了此項計劃的迎新活動，當中我們有幸能

夠在煤氣公司的不同部門參觀，例如二十四小

時調度中心、客戶服務熱線中心等等，更展示

了煤氣公司的各個高科技設備，改變我對煤氣

公司的固有印象。於參觀前，我對煤氣公司未

有深入認識，認為煤氣公司只是處理有關家居

煤氣的事宜，但經過這次參觀，我發現原來煤

氣公司在不同方面都融入了我們的生活，不但

協助處理我們的家居煤氣，還有一些香港著名

地標，例如香港迪士尼、海洋公園等的設施也

有煤氣公司的協助，可體現到煤氣公司對於香

港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我透過這項計劃學會了不同的思維方向，

並通過活動去融會貫通。第一，靠魚骨圖去分

析一件事的因果關係，透過事件的人物、機器、

物件、法則及環境去判斷帶出來的效果。第二，

學會了高效能人士的不同習慣，包括積極主動、

雙贏思維、知彼解己等等，可應用於未來的學

習，甚至未來的職業規劃。第三，我認識到項

目管理的不同知識範疇，例如利害關係、人力

資源、溝通等等。上述的不同思維方向可引導

我們對不同事件作出更全面的分析，讓我們更

清楚不同的因果關係，更有助我們未來作出不

同的決定。 

 

以參與這個計劃，令我學會更多課外知識，對

未來的生涯規劃甚有幫助。 

 

 

 

 

 

 

 

 

 

 

 

 

 

 

 

 

 

 

 

 

 

 

 

 

 

 

4E 李曉臻 

第一次認識到煤氣公司的「職涯縮影」計劃還

是在去年 10月，眨眼便過了大半年了，而我們

的計劃也來到了尾聲。在第一天的講座，我們

在禮堂學習了有關煤氣的知識，以及不同的面

試技巧，令我獲益良多。 

 

回想一月的活動，我們這班中四、中五年級的

同學一起來到煤氣公司北角總部，親身去到一

個真實的工作環境參觀，熱線中心的標語令我

尤其深刻——「您能聽見我們的笑容」，其服

務宗旨一目了然。 

 

另一樣讓我深刻的便是公司文化，煤氣公司注

重建立能工巧匠的企業文化，亦着重於創新，

很有活力：第一天我們便用 Lego 進行拼砌比

賽，了解團隊合作以及創意的重要性。持續創

新，才能保持競爭力，與時並進；而精益求精，

才能提高工藝及服務水準。 

 



3 

 

疫情嚴峻，影響部份活動進行，但我們的「職

涯縮影」計劃仍然繼續，在二月和五月舉行了

兩次線上的煤氣工程工作坊。第一次我們了解

到項目管理技巧，當中亦涉及對煤氣的認識，

而項目管理的高效能習慣甚至可在日常生活中

應用。第二次的工作坊是關於餐桌禮儀及工作

體驗，原來在餐桌上有很多不同的注意事項，

而個人溝通風格則人人不同，各有各的優缺點，

明白別人的溝通風格及磨合十分重要。 

 

通過這個計劃，我發掘到自己的更多面向，擴

闊了自己的眼界，加深了對其他參與計劃的同

學的認識之餘，也了解到公司文化的重要性，

受益匪淺。 

 

 

4E 李蔚心  

透過學校的周會介紹，我對職涯縮影計劃產生

了不少好奇和興趣，希望藉此可以更瞭解煤氣

公司的營運概念，也可以參觀和親身地體驗，

報名後很榮幸可以入選。此次活動不但沒有讓

我失望，更令我樂在其中、受益匪淺。 

 

1 月在煤氣公司總部舉行的迎新以及參觀活動

尤其難忘。導師們介紹了煤氣公司的企業文化

和營運理念，包括「能工巧匠」的核心概念如

何提升員工對美觀的意識，也談及對員工工作

態度的要求，以及如何提升員工的自我形象和

自豪感。煤氣公司希望員工達到周密心思、自

豪工藝等四個條件，另外訂立六大安裝工藝美

觀標準，務求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從中我不但

充分瞭解煤氣公司，也學會無論在不同公司，

作爲員工也要達到的標準。同時煤氣公司强調

誠信的重要，對我未來無論是學習，還是工作

的態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職員的帶領下，

我們參觀了總部内的控制中心、熱線中心等地

方，看到真實的工作環境，煤氣公司的員工都

秉持對顧客專業且友善的態度，即使顧客看不

見在熱線中心的員工們，他們也總是保持笑容，

盡力地幫助顧客。這些都是在學校課堂上無法

學習到的知識和體驗，實在是令我大開眼界、

獲益良多。 

 

緊接著也有幾次豐富且多姿多彩的網上活動，

生動詳細的講解，並輔以不同的影片和遊戲，

令我學會了一些項目管理技巧，亦瞭解燃氣工

程的内容和具體施行過程，還學習了餐桌禮儀。

這幾次活動在不同範疇都令我收益頗豐，拓寬

了我的眼界和視野。 

 

總括而言，此次職涯縮影計劃，不僅是對煤氣

公司的工作和企業文化有更深刻的瞭解，也對

我未來的職業方向、工作環境、態度等都提供

了方向和真實的體驗。整個計劃的活動多元化，

既能吸收豐富的知識，也不乏互動、遊戲和參

觀等環節，令我樂在其中，同時也受益無窮，

因此推介其他有興趣的同學參加！ 

 

 

 

 

 

 

 

 

 

 

 

 

 

 

 

 

 

5A 郭爾成 

你知道迪士尼的街燈是使用煤氣嗎？你知道煤

氣的爆炸界限嗎？你知道如何檢查和維修煤氣

管嗎？這些問題都在煤氣公司舉辦的「職涯縮

影」計劃中得到解答。我很榮幸能夠參加這個

活動，不但讓我深入了解煤氣公司的運作，還

學習到如何成為高效能的人士。 

 

在參與活動之前，我以為煤氣公司只是提供煤

氣，並不了解它的運作，但當我去親身體驗，

才發現它鮮為人知的一面。煤氣公司的服務範

疇，不單單是提供煤氣給全港市民，它會提供

廚房設計，在各區還有餐廳和門市售賣煤氣相

關的產品，也設有烹調班，擴闊了我們對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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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我更有機會參觀煤氣公司的總部，令我

最難忘的地方是客戶服務中心。這兒每一位員

工的桌子上都有一塊鏡子，這塊鏡子是要提醒

員工要保持笑容，即使隔着電話，也要讓客戶

感受到他們熱切協助別人的心，使我十分欣賞

他們以客為本的待客態度。活動中也設有員工

分享的環節，我能夠仔細認識每個崗位的日常

工作，還有影片詳細介紹工作的程序，以及運

用不同工具的方法。在小遊戲中，大家一起跟

組員互動，也運用到我們的想像力，從而能夠

訓練合作能力和提升解難能力。活動中也會教

導餐桌禮儀，亦介紹了令我們成為高效能人士

的方法，及如何培養良好的習慣。 

        

總括而言，這個活動令我有一個嶄新的體驗，

也令我對煤氣公司有更全面的認識，更重要的

是可以為我在未來的職涯上鋪路，讓我提升個

人能力，培養良好的個人素質。這是一次難得

的經歷，我強烈推薦給大家。 

 

 

 

 

 

 

 

 

 

 

 

 

 

5D何展翹 

很榮幸能參加煤氣公司舉辦的「職涯縮影」計

畫，本活動內容非常豐富，令我獲益良多。 

 

一直以來，我也覺得煤氣公司是一間工廠，親

身到訪煤氣公司總部後，發現真實的煤氣公司

並不是我想像中那樣，而是一個很舒適的工作

環境。參觀煤氣公司對我來說是一個嶄新的體

驗，平日我經常使用煤氣，卻不太了解煤氣公

司的背後運作。活動中，我們參觀了客戶服務

中心，每一位職員也非常專業，態度誠懇和認

真地看待每一位客人，即時回應他們的查詢，

務求為廣大市民提供優質服務。 

 

因疫情反覆，部分活動須改為網上進行，但活

動仍然很精彩，透過職員的解說讓我更了解煤

氣公司的運作。煤氣公司除了為公眾提供煤氣

外，更設立門市售賣家電，亦創立了餐廳提供

餐飲服務，可見煤氣公司的服務範圍十分廣闊。 

 

活動過程中，我們透過使用 Kahoot 及其他軟

件以提升活動的互動性，進行問答比賽除了令

活動更有趣外，更加深了我們對煤氣及煤氣公

司的印象，至今我仍記得煤氣的特質，如：它

是無色無味無臭，而平日我們所謂的「煤氣味」

是額外添加的，為的是在意外洩漏時，可容易

讓人察覺，避免發生危險。 

 

除此以外，本活動亦提升了我的溝通能力，讓

我能了解個人溝通的風格，如：以人為本、任

務導向、行動型、穩定型等。善用特質的優勢，

同時了解特質背後的不足，有助我改善溝通技

巧。 

 

 總括而言，「職涯縮影」計畫為我們提供了一

個全方位的學習經歷，令我大開眼界，增廣見

聞，因此我極力推薦各位師弟妹參加本計畫，

有助增加課外知識和經驗，亦有利於個人成長，

並為未來的職涯作更好的預備。 

 

 

5E 劉思妤 

說到煤氣公司，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間甚

麽公司吧！但不知道大家覺得煤氣公司是怎麽

的呢？一開始我只覺得它是一間普通的煤氣廠，

完全沒有想過煤氣公司的總部會如此漂亮。一

踏進煤氣公司總部，整個氛圍令我十分舒服。

我們參觀了很多不同的設施，例如接線中心，

控制全港煤氣的中央系統室等。我們平日學習

到的大多都是書本上的知識，這不禁會令同學

們感到沉悶，但在此次活動中，我們能夠把學

習到的軟技巧運用出來，更能親身看到甚至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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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不同裝置的模型，可謂寓學習於游戲，十

分有趣。 

 

在參加此次「職涯縮影」計劃之前，我聽説學

員能夠體驗更多不同的活動，例如接受工程技

術訓練，體驗耕種，並且能在學習餐桌禮儀的

同時，品嘗到美味的西餐佳餚等，無奈此次活

動正值疫情最嚴重的時候，許多活動都只能在

網上舉辦，十分可惜。但透過煤氣公司職員的

精心安排，於網上舉行的活動也是十分有趣的，

例如煤氣公司的 IT項目經理、助理工程師等向

我們介紹了他們的職務，並解答大家對職場的

疑問，令我對此工作有更多的認識。其後教授

的餐桌禮儀和溝通技巧，這些都是將來踏入職

場後十分實用的軟技巧，令我們能夠更早裝備

自己，為日後升學就業做好準備。 

 

 

5E 劉穎翹 

在今個學年，我很榮幸可以參加煤氣公司的活

動。雖然疫情對於活動有所影響，但沒有阻礙

我在活動中的學習和成長。 

 

在第一次的活動中，我們到了煤氣公司的總部，

換上了團隊衣服，感覺自己是當中的實習生一

般。我們透過這次參觀，除了了解到煤氣公司

的內部運作，日常的煤氣運用和科技之外，我

們也感受到煤氣公司對員工的高質素要求，以

及作為一名員工應有的工作態度。在我看來，

這些知識不但讓我們獲得更多知識，更重要的

是可以有助我們於日後職場上具備優良的工作

態度。  

 

雖然活動因疫情影響改為網上進行，但我們依

然可以以網上遊戲形式溫故知新，讓我獲益良

多。在活動中，我們可以發揮團隊精神，一起

合作挑戰，而活動的負責人員也很努力盡責地

帶領每個活動，讓我們可以在輕鬆愉快的氛圍

下學習，我十分欣賞他們的付出。 

 

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希望可以參與更多相關的

活動，讓我有更深刻的實質體驗，也盼望能夠

在日常生活中把學到的知識應用出來。 

 

 

 

 

 

 

 

 

 

 

 

 

 

 

 

5E 李柏賢 

記起剛剛遞交「職涯縮影」計劃參加表格的那

天，我剛邁進高中生涯的第二年。當時我深知

中學生涯時間所剩無幾，於是經常詢問自己：

「我準備好踏進人生的新階段，離開學校這個

溫層進入社會了沒有？」答案顯而易見，我對

未來的出路仍然迷茫。因此，在聽取不同師兄

師姐對「職涯縮影」計劃的高度評價後，我便

決定參加此計劃。而參加這個計劃後，我獲益

匪淺，對未來的出路也開始有了眉目。 

         

煤氣公司，乍看之下，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

詞語。在香港生活，多多少少也會聽聞過這一

間公司。然而，談起這間公司的工作內容，我

卻鮮有聽聞。我在這個計劃中，有幸能到煤氣

公司的總部，確切真實地體驗煤氣公司的工作。

我除了能參觀煤氣公司不同的設施外，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煤氣公司的職員對每件事都抱持

認真的態度，不論是安裝拆卸顧客家中的煤氣

產品，又或是處理顧客的種種投訴，職員都認

真細心地處理，令我看到煤氣公司的匠人精神。

我尤其感激計劃導師，他們在這個計劃中充當

了老師一職，將每一個細節都講解得十分清晰，

令我對媒氣公司不同方面多了認識。過程中我

亦了解到自己的長處及短處，並開始規劃自己

的未來。 

  

 在此感激每一位指導過我的導師，您們的付出

令我對每次活動都有深刻的體會，亦令我對自

己有更多的了解，謝謝您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