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放假，Una就去行山

山系美少女山系美少女UnaUna
女仔做地盤女仔做地盤
同樣好出色同樣好出色

 「女仔做地盤都可以好出色！」， 
呢句話在原本從事餐飲業嘅Una心
中，埋下建造業嘅種子，經過幾年嘅
考慮，佢跳出了安舒區，報讀香港建造
學院嘅監工課程，踏出了入行第一步！

Una未入行前工作重複乏味，又看不到前
景。幾年前她看節目介紹女生做地盤，都
可以獨當一面，但當時她還有所猶豫未有行
動。漸漸地她發覺自己加入建造業的決心開始
萌芽，不但多留意建築資訊、去旅行又特意參

馬拉松一樣難唔到佢~

做得運動多所以身型係fit啲

Facebook: CICHK

 《2021年月曆》
 –  

運動精英大召集
！

機會嚟喇！飛雲
！！

如果你想喺出
年建造業議會

月曆

中，以運動主
題展示你最活

力一

面，就快啲將
近照同聯絡資

料

Facebook inbo
x 我地啦！

要求：熱愛運動
、精力充沛的建

造

業型人

觀特色建築物，所以在2016年4月報讀香港
建造學院嘅監工課程，展開了建造業之路。

投身建造業令Una的生活不再一樣，往日她
需要輪班工作，作息亦不定時。到地盤工作
後生活變得規律，8時上班6時下班，平日
體力勞動需求大，使她閒暇時更有動力做
運動鍛鍊體魄，行山跑步，成為一個健康
山系美少女。未來Una希望裝備自己，報讀
了監工T1課程，踏上更遠的旅途！

第十五期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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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會主席陳家駒先生（右三）親身到場為
選手打氣~

� 執行總監鄭定寕工程師（左
二）向師傅了解比賽內容！

專題故事

2

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喺較早前舉行咗頂級賽事「第一屆 
香港建造業技能大賽（青年組比賽）」。6 項賽事中，每項賽事
嘅選手要贏到呢個香港建造業嘅頂級殊榮，就須於 6 個小時
內完成 6 星級難度嘅賽題！呢班選手年紀輕輕，個個要速度
有速度、要技術有技術、又有準繩度，真係實力差啲都贏唔
到㗎！而勝出者嚟緊仲有機會成為香港隊出戰2021年喺上海
舉行嘅「世界技能大賽」，同來自世界各地嘅精英再決高下！

比賽當日，每位選手都施展渾身解數，戰況真係相當緊張
刺激，等我地齊齊回顧一下啦！

建造業明日之星誕建造業明日之星誕生喇！生喇！建造業明日之星誕生喇！

賽題要求：將有吼紅磚砌築2020字樣的「U字
形」單隅順磚牆。

技術：砌築磚牆連分色、用水泥沙漿嵌填凹圓
縫、清潔磚縫等。
難度：準確砌築2020字體圖案磚塊，確保其凸
面平整準繩。

砌磚比賽

細木比賽
賽題要求：製作一張連一個櫃桶的
木質茶几。
技術：製作直榫接，鑿藏榫接及
接駁，製作櫃桶及安裝趟路，製作
面板及封邊等。
難度：拿捏直榫及榫窿尺寸得宜，
使其接合時具適當緊迫力。

油漆比賽
賽題要求：繪畫分色綫、議會會徽
及香港建造學院院徽於門板上。
技術：按比例放樣、調混漆油、徒手
執拉分色綫等。
難度：進行填色時必須徒手執拉
分色綫，不可使用膠紙封貼輔助。

水喉比賽
賽題要求：安裝坐廁、洗面盆並接駁相關的
沖廁水管、排水管及冷熱水銅管，並需要通過
水壓試驗。
技術：切割銅管、彎曲和管碼裝置、各類供水管及
排水配件的接駁技巧、潔具安裝、水壓試驗等。
難度：彎曲銅管（牛押曲）部分之彎曲角度及
裝配位置須準確，確保喉管間距合符指定要求
及與牆身平行。

吳澍浩先生 – 砌磚冠軍
提名人：廖仁志先生（香港建造學院）

希望藉着參加比賽，挑戰自己實力及同
其他人切磋工藝，吸收經驗。很高興
最終奪得冠軍，除了現金獎，更有機會
代表香港出戰世界技能大賽，真是一種
榮幸。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加比賽，賽事期間
評審圍觀，加上限時6小時，令我感到
壓力。賽事中段在製作櫃桶時出現失誤，
經裝拆三次才成功，導致後期工序時間
相當倉促。幸好在限時前完工，並做妥
清理工作，對自己的表現還算滿意。

陳斯特先生 – 細木冠軍
提名人：林國良先生（香港建造學院）

洪安盈小姐 – 油漆及裝飾冠軍
提名人：楊民章先生（香港建造學院）

當初在師傅鼓勵下報名參賽，於賽前一個月
開始練習。雖然建造業男性主導，但女性
細心的特質更有發揮的空間。獲得冠軍，
是對我工藝能力的肯定，加上得到家人的
支持，令我更有信心在業內繼續發展。

黃澤 先生 – 管道及製暖（水喉）冠軍
提名人：黃東民先生（香港建造學院）

報名參賽時，我已定下奪冠的目標。我
的格言是“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
能生巧）”，所以很早便開始備戰。即使
畢業了，我有時仍回香港建造學院進行
訓練，甚至在家中牆壁練習。慶幸得到
家人和師傅的支持，令我更有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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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開心唔好比佢停】
嚟緊2020年10月議會仲會舉行公開組比
賽，屆時仲會開放比所有公眾觀賽。選手
個個都係大師傅，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 比賽網頁

  呢一班三甲
得主，全部
都喺精英中
嘅精英！

本欄將分享業界好人好事，歡迎從業員或機構投稿，請電郵至：corpcomm@cic.hk

建造業魯班飯
疫情持續令經濟步入衰退，尤以基層
市民的生計飽受打擊。CISVP承傳魯班
先師精神，推出「建造業魯班飯」，向
弱勢社群派發「魯班飯」。

建造業捐血日
CISVP與香港紅十字會合作，於香港
建造學院、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
及建造業零碳天地舉行捐血日。

「魯班服務月2020」
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CISVP）一直致力推動業界義工文化，鼓勵
更多業界友好組成義工隊，組織及參與義工服務，以自身專長貢獻
及服務社會。為發揚及承傳魯班先師的精神，每年7月「魯班服務
月」以積極組織或參與不同的義工服務，讓市民大眾知悉建造業集
合的義工力量。

詳情：www.cisvp.hk

建造業海岸清潔日
於7月初至8月初每個星期六及日，
到全港不同海灘進行清潔活動， 
攜手保護海岸。

焊接比賽
賽題要求：組合工件成工字鐵形狀
連兩邊封板及管子的構件，並進行
焊接。
技術：各種對接焊技巧、角焊技巧 
 （如立角焊、平角焊及仰角焊）等。
難度：掌握於不同位置焊接時之焊枝
角度，同時須配合調校合適的電流。

好人好事

張永軒先生 – 鋪瓦冠軍
提名人：杜輝先生（香港建造學院）

這次鋪瓦賽題嘅難度，是需要切割瓦片至不同形狀並
鋪砌成指定圖案，同時對準繩度亦有一定要求。這種
工藝技術無論在工作或課堂上我也未曾接觸過。為掌握
箇中技巧，我毅然暫停工作，集中精力作好比賽訓練。
獲獎是對我個多月的努力和師傅用心教導的最大回報，
亦讓我有機會學習到業內較為罕見的鋪瓦技巧。

賽題要求：把顏色瓦片按施工
圖鋪砌於板牆上，並砌出議會
會徽、圓形及多角形圖案。
技術：彈平水墨線、切割瓦
片、鋪砌瓦片、掃瓦縫等。
難度：必須準確控制顏色瓦片
之切割角度及尺寸，精確接合
成要求之圖案。

鋪瓦比賽

公司（金門建築）一直非常支持我，由推薦提
名參賽到訓練，師傅及師兄都從旁指導，對我
備戰有很大幫助。雖然比賽時發揮未盡善盡
美，贏得冠軍實在喜出望外，但相信工作經驗
有利臨場應變和發揮，成為我的優勢。公司更
全力支持我備戰世界賽，期望可藉此機會代表
香港同世界各地高手交流，擴闊眼界。

林文進先生 – 焊接冠軍
提名機構：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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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造培訓香港建造培訓4545周年 周年 
精彩活動向世界展示非凡成就精彩活動向世界展示非凡成就
香港建造培訓45周年 
精彩活動向世界展示非凡成就

不同時期的培訓制服 
 九龍灣院校舊貌

香港建造業培訓始於1975年。當時，建造業訓練局依照《工業訓練（建造業）條例》成立，成為香港第一個專門為建造
業培訓技術人才的法定機構。至今，香港建造學院繼續秉承45年來的優良傳統，且不斷優化課程，為建造業培育具備
專業技術、理論基礎、安全意識、創新意念及工作熱誠的傑出人才。

適逢2020年是香港建造培訓45周年，為慶祝這個重要的里程碑，香港建造學院以「建 �45載  造 �百年才」為主題，在
年內舉行以下一系列活動，以及發行首本以本港建造培訓發展史為主題的紀念書籍，回顧建造業的光輝。

 建造業訓練局年報

築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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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時被升降機卡着
技工正在維修一部商業大廈的升降機，
他先將機廂調控至特定位置，然後開啟
升降機門及爬上機廂頂再進行維修工
作。不料大廈升降機門突然關上，機廂
上升，將工友卡於機廂與機架間，引致
嚴重受傷。

意外原因
• 於維修前並未啟動機房的停機
掣及機廂頂的緊急停機掣及維
修開關掣

• 未豎立維修警告牌及圍欄，以
警告其他人士勿使用升降機

• 維修前，必先啟動緊急停機掣
及維修開關掣

管工和負責人須注意事項
• 制定及實施安全工作制度
以確保工友採取所需安全
措施

• 監督及確保工友依照安全
指引工作

• 提供適當安全訓練予有關
工友

資料來源：勞工處

工友
R 接受適當的安全訓練
R	啟動有關的停機掣以切斷升降
機的正常控制綫路

Q 不應於未切斷升降機正常控制
綫路的情況下，維修升降機

Q 不應在沒有支援或聯絡夥伴下
進行維修

 「香港建造培訓45周年」展覽

展覽活動將會展出一系列和建造培訓有關的歷史展
品，包括制服、年報、教材、教學工具等，同場還
有VR遊戲及播放經典廣告。
日期  地點
8月7至9日  天水圍+WOO第二期地下中庭
8月28至30日  銅鑼灣時代廣場地面有蓋廣場
10月（待定）  九龍灣建造業零碳天地展覽區A

建造培訓論壇暨建造專業進修院校成立典禮

9月4日（星期五）| 唯港薈
是次論壇邀請了建造業界及職專培訓翹楚分享在
建造培訓及職業專才教育的真知灼見，探討的主題
包括建造培訓今昔、本港職專教育發展、公民
教育、建築創新科技、建造培訓與業界發展、合作
培訓以及學徒訓練等議題。

7月

8月

12月

11月

9月

 「香港建造培訓45周年」校友晚宴及 
第二屆傑出校友頒獎典禮

11月28日（星期六）| 佐敦龍堡國際酒店
各屆校友將聚首一堂，暢談畢業別後狀況，與闊別
已久的導師分享近況。同場將頒發第二屆傑出校友
獎，表揚校友卓越成就。

 「香港建造培訓45周年」答謝酒會暨 
 《建造香港：方圜平直》建造培訓歷史書籍發佈會

12月11日（星期五）| 九龍灣建造業零碳天地
由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劉智鵬教授撰寫《建造
香港：方圜平直》，為建造培訓在本港45年的發展
作一次歷史回顧及紀錄。

?查詢 : 2100 9130 / 2100 9268

10月

地盤意外 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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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灣建造業零碳天地

一格漫畫 地盤術語
[ 寶路華 ]
夏日炎炎，未開始做嘢已經
熱到出哂汗，呢個時候你需要
一樣比「 X寶路」更吸引嘅
東西，就係「寶路華」！

唔好睇「寶路華」成個桶咁，
吹起嚟絕對唔會令你失望，
一吹全身透心涼！

機電 Electrical & Mechanical

[中] 風機
[英] Blower

科 技
環保新技術 納米光電觸媒＝殺菌、免洗、降溫

 抗熱服 
好C服！

化學原理 三大機制

污垢依附 光催化分解

由紫外線及可見
光激活（陽光及
人工照明，例如
LED），有機污
染物被分解，
無機污染物於
物件表面黏著
度被減低。

抗靜電特質
表面排斥無
機污染物，
污垢被風吹
散。

親水性特質吸
入小水珠，污
染物被隔離原
本依附之表
面。
污垢被雨水沖
走。

有機污染物 無機污染物

抗靜電不拈塵 水簾自潔

親水性

疫情肆虐嚴重打擊全球經濟，
因為工廠停產，碳排放下降，使
香港空氣都變得清新。從事環保
綠化工程的綠牆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鄭良仁先生，上年於九龍灣
 「建造業零碳天地」的戶外咖啡屋，設置
一個環保透光發電天幕，站在這個環保天幕
下，在享受藍天白雲的同時，感覺卻猶如
置身室內般，涼風送爽，十分舒適。

這個天幕特別之處在於整個天幕
噴塗了「納米光電觸媒塗層」這
環保建築技術，塗層除了可以自動
清潔及除塵外，更可以透過光電作用
（photoelectric effect），以光線激活觸媒
粒子生成活性氧，然後把有機污染物分解成
水和二氧化碳，達致空氣淨化及殺菌的效果。
該環保發電天幕並包含六大功能 – 透光、減
霧霾、自動除塵、太陽能發電、阻隔紫外線及
降低溫度。

有別於傳統的太陽能發電板，天幕採用的納米薄膜
發電玻璃，不論光線強弱，皆可
發電，運作不受天氣影響；天幕的
玻璃回收率更高達九成，在美感、
環保、抗疫及性價比方面都兼備。
現在香港多間中學及浸會大學可
持續資源館都有使用納米光
電觸媒塗層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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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網頁︰
www.hiphing.com.hk
(所有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機手（探土）
• 負責進行鑽探及一般雜務工作
• 小學程度，持有岩土勘探工中工牌
• 1年或以上相關經驗

機工（重機）
• 負責一般機械維修 • 3年或以上相關經驗
• 小學程度 • 必須持有效建築機械技工大工牌
• 工作地點︰錦田

公司網頁︰
www.vibro.com.hk
(所有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有意者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826-7765 與周小姐聯絡

有意者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483-9264 
與葉小姐聯絡

有意者請將履歷傳真至：2572-4080 或 
電郵：hk_hrd@mail.penta-ocean.co.jp 或
致電 2961-2956 林先生洽。

五洋建設株式会社

工程科文
- 負責地盤工程監督
- 須有五年以上工程監督經驗及懂閱讀地盤圖則
- 勤奮、上進、富責任感
- 於長沙灣 / 屯門上班
- 可隨時上班並持有有效平安咭 

學徒
- 中學程度或以上
- 負責地盤一般事務
- 良好溝通技巧

公司網站
http://www.penta-ocean.co.jp/english/

有意者請將履歷傳真至：2572-4080 或
致電2961-2956 林先生洽。

有意者請將履歷表  電郵至recruit@hiphing.com.hk 或 傳真至2530-4360

監工（屋宇裝備）
• 必須持有屋宇裝備/電機/
機械證書或以上學歷

• 1年或以上相關經驗

監工（建築工程）
• 必須持有建造/建築學
證書或以上學歷

• 3年或以上相關經驗

建築資訊模型繪製員
• 持有建築學/結構/屋宇裝備或建築相關文憑
• 2年或以上建築資訊模型經驗
• 經驗較少者可獲考慮為
助理建築資訊模型繪製員

尚有其他工種的職位空缺
有興趣之申請人
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100 9019 或 2100 9020

現招聘多名全職工藝導師

• 金屬模板 
• 焊接、竹棚
• 測量及平水
• 混凝土、水喉

尚有其他工種的職位空缺
有興趣之申請人
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100 9019 或 2100 9020

現招聘多名全職主任導師

香港建造學院為建造業議會機構成員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HKIC) is a member organis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CIC)

• 釘板
• 紮鐵
• 推 / 挖土機
• 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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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建造業
零碳天地展覽區A

議會活動 

天時暑熱做地盤，有
時飲多多水都仲覺得
好口渴，呢個時候你
就需要消暑靚湯嚟
幫你清熱降火啦~

築君健康

成因
• 幽門螺旋菌感染
• 不當服用藥物，如非類固醇抗
炎藥物、亞司匹靈及類固醇

• 燒傷、外科手術或嚴重疾病
• 吸煙、酗酒及壓力

https://www.chp.gov.hk/tc/static/80053.html

怎樣可以預防？
• 切勿服用未經醫生處方的
藥物，尤其是非類固醇抗炎
藥物、亞司匹靈及類固醇

• 戒煙
• 減少或避免飲酒
• 避免過份緊張

徵狀
• 上腹（肚臍以上）
的位置感到絞痛或
灼痛

• 噁心及嘔吐
• 失去食慾、打嗝或
感到  「胃脹」

• 胸部不適
• 體重無故下降
• 嚴重會引致出血，
如胃或小腸穿破時
更會引起腹膜炎

消化性潰瘍係一種都市人常見嘅疾病，
一般指胃或者部份小腸嘅黏膜受到損
傷，分別導致胃潰瘍或十二指腸潰瘍。
如果你平時有食煙或者飲酒嘅習慣，而
且不時會覺得個胃隱隱作痛，咁就要
注意下喇。

消化性潰瘍

冬瓜薏米扁豆豬展湯 

材料：
冬瓜  1斤半-2斤
薏米  65g
扁豆  65g
蜜棗  3粒
乾瑤柱  2-3粒
豬展  半斤
水  3L做法：

1. 豬展切件出水備用
2. 冬瓜洗淨切件備用
3. 薏米、扁豆及蜜棗洗淨略浸備用
4. 將所有材料放入高壓煲煲20分鐘，
於喝前再大火滾一下便成

 (若用一般煲具，則以大火煲滾，再用文火煲2-3小時便成）

16/8 .23/8
建造業乒乓球比賽
2020初賽及決賽 
培正小學

28/8-30/8
銅鑼灣時代廣場
地面有蓋廣場

9/8
魯班服務月2020 
– 建造業捐血日
建造業零碳天地

4/9
香港建造培訓45周年論壇暨
建造專業進修院校成立典禮 
唯港薈

8-10月「香港建造培訓45周年」展覽

19/9-4/10 
建築藝術
建造業零碳天地

7/8-9/8
+woo 嘉湖二期
地下中庭

.. 10月（待定）

*活動詳情以最新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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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曬太陽帽
乙份

共20份

有獎問答

第十四期答案： B：118 個

第十五期問題：
以下哪一項並不是第一屆香港建造業技能
大賽（青年組比賽）的比賽項目之一？

答案：
 A：鋪瓦組    B：水喉組    C：紮鐵組

參加者請將姓名連同答案WhatsApp
至91590122。截止日期為2020年
9月1 5日，得獎者將獲專人通知
領獎。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送

2019年工作一直馬不停蹄，今年年 
初，突然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郤令
大家停工停課。在疫情籠罩下，我們
顯得無力抵抗，面對大自然，人類是
如此渺小。居家隔離期間，令人放慢
腳步，留意身邊事物，從不同角度去
理解事情。

世界衞生組織統計，目前全球約
有三份一的人口面對不同形式的
隔離，令許多產業停擺，人類減
少活動，令大自然逐漸恢復生
機。疫情令人類停下休息，亦
提供了一個讓動物「逛街」的
機會，空氣污染問題得以舒緩。

大自然的復甦，經歷時間和空間
的沉澱，我再一次思索建築和自
然環境的關係。可持續發展建築
設計的可能性，應該作更深入的
研究，運用創意和設計平衡
人類、動物及生態環境。

建造業傑出青年巡禮（三）

蕭國健 建築師
成長於紐西蘭，畢業於
奧克蘭UNITEC理工學院建
築系，回港後加入建築師
樓執業。工作多年累積了
紮實的經驗，憑著對藝術
的熱誠，蕭國健的建築設
計揉合了各式各樣的藝術
元素，並屢受國際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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