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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逐筆逐筆油上去，
少啲技巧都唔得

u	Bambi動靜皆宜，
除咗畫畫，平時
好鍾意做運動

u	參加龍舟比賽，
仲攞埋獎

一切「油」心出發踢走標籤

送

 「阿女，依家份工做得唔開心，不如轉行跟老豆做油漆

啦！」因為爸爸的一句話，令原本做平面設計嘅Bambi

膽粗粗喺2 0 1 8年去報讀香港建造學院嘅短期油漆

課程，踏上油漆匠之路。

在讀短期課程的日子，足以令Bambi對整個行業改觀。

起初覺得油漆又悶又污糟，上完堂先發現原來油漆既

有趣又多變化，易學難精。「落咗地盤做學徒，好多

師傅都用普通話同我講嘢，以為我大陸落嚟，但佢哋都

好用心教我！」畢業後喺金德祥公司任職油漆工，很多

師傅都嘖嘖稱奇，認為香港後生女不會做地盤。

油漆係一份專業，Bambi絕對不會「玩玩吓」！她現時

密密加緊訓練油漆技術，以考油漆大工為短期目標。

再下一步的目標便是報讀文物古蹟修復課程，希望有朝

一日成為文物保育專員！

嶺南藥廠健康產品
試用裝 隨機發送

嶺南藥廠健康產品
試用裝 隨機發送

Facebook: CICHK

START

Safety Girls 2020徵人模式啟動

為提升業內人士對建造安全的意識及行業

形象，CIC現在誠徵Safety Girls 2020！

佢哋將會接受一連串嘅訓練，然後以最

甜美姿態出席議會活動及年度拍攝工作。

可能妳就係我哋要搵嘅人啦！

歡迎在讀 / 現職安全主任嘅妳加入，即去

CIC facebook inbox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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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社會各界都人心惶惶，各行各業都大受影響，建造業更加係首當其衝。有見及此，
建造業議會特別為業界作出多方面支援，發放正能量，同大家共度時艱！

受到疫情影響，最需要支援嘅建造業群組，莫過於前線
工友，佢哋大多數都係日薪制，返唔到工，就手停口
停。議會早於2月17日，發起「建造業抗疫關愛行動」，
向地產商、建築商、分包商等，籌募善款同招攬義工，
為因2019冠狀病毒病而受強制隔離或確診嘅工友及其
家人，提供即時經濟援助和關愛支援！

建造業同心抗疫 關愛工友度時艱

	每位受助工友都
可獲得「關愛包」

p	截至2020年3月13日

u	 「關愛包」解構：一盒口罩、
酒精搓手液、消毒濕紙巾、
麵食、乾糧

	收到工友道謝，大家都好感動！

查詢及申請專線：9764 1945 詳情：

批出生活津貼

超過港幣

萬元110

受助工友

超過
人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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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前線工友獲發物資

合資格註冊工友：
透過「安全錦囊」手機應用程式申請
一筆過每名工友港幣1,500元補助金，
資助工友添置個人防護裝備

合資格顧問、承建商及分包商：
可得到港幣五萬元的一次性撥款
補助，以加強工作場所的衞生

網上申請：

下載即掃：

因應疫情發展，香港政府
推出「防疫抗疫基金」，
當中惠及建造業嘅措施，
均由建造業議會統籌及
發放。

最後提提大家，
記得保持地盤清潔，
個人衞生要做足！

為保護同支持緊守崗位嘅工友，議會自2月底分批在
建造業零碳天地向承建商及建築公司派發抗疫物資，包括
55萬個口罩、5萬支消毒搓手液同埋抗疫小冊子，希望透
過建築公司及承建商將物資派發俾前線工友，同心抗疫！

查詢專線：3199 7377     電郵：ppefund@cic.hk 

物資派發大行動

建造業「防疫抗疫基金」

受惠工友人數

位前線工友
>10萬

	地盤代表一箱一箱咁將物資搬返去地盤分發俾工友~
u	抗疫三寶

	業界義工一齊幫手準備同搬運愛心物資！

隨書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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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意外 個案分析

 資料來源：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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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好事

打工仔返工時間長，對同事分分鐘仲多過對屋企人~
如果同事多啲關愛，大家返工開心啲，歸屬感都強
啲！新世界建築有限公司在2015年起，在地盤首設
關愛站，目的係擴闊接觸工匠的層面，將關愛文化帶
到地盤前線，好有愛呀！

新世界建築的文化推動大使每星期走訪不同地盤，
關心和聆聽工匠的需要，實踐及推廣關愛文化。環境
較大的地盤更設關愛貨櫃—「關愛站」，每星期設定點
時間開放，裏面設有梳化、冷氣等設施，方便工匠
聚腳聯誼。大時大節，公司會在關愛站與工匠互動、
派發應節小禮物，例如在中秋時與工匠猜燈謎、派發
燈籠、聖誕節一同唱聖誕歌、派發聖誕禮物等。

疫情中關愛更顯重要，在人心惶惶物資短缺的情況
下，他們向工匠派發抗疫三寶，包括口罩、酒精搓手
液及消毒濕紙巾。更在每個地盤任命了抗疫大使，並
由公司聘請的註冊護士指導抗疫知識，每日於地盤
巡視衛生情況及宣揚衛生意識！

個案簡述
一名打磨技工在一條長百多
米、直徑2.2米的金屬管道內獨
自打磨內壁，管道內一部流動
式燃油發電機操作時釋出一氧
化碳，令工友吸入氣體中毒。

意外原因
�  燃料發電機在操作時產生大
量有毒的一氧化碳

�  金屬管道內空氣不流通， 
令一氧化碳積聚

�  未作出密閉空間工作危險 
評估

工友應該
�  把燃料發動的機器放在
密閉空間外

�  裝置適當的吹風設備 
�  持有「密閉空間工作」證
明書

�  留意工作地點是否已貼出 
 「危險評估報告」，指明可
安全工作

�  使用僱主提供的安全裝備
�  若發覺身體不適，立即離
開密閉空間並向管工報告

工友不應該
�  在未持有「密閉空間工作」
證明書，在未清楚工作環境
的安全情況而進入密閉空
間工作

�  在沒有受過安全訓練及沒有
配戴緊急救援裝備，冒險進
入密閉空間救人

金屬管道內中毒

新世界關愛站        全方位愛護你新世界關愛站        全方位愛護你

p	抗疫大使，日日教大家抗疫知識

p	好有聖誕氣氛呀！

p	中秋食月餅、猜燈謎

p	關愛站入面環境優美，工友
休息時可以入來坐坐

	抗疫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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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漫畫

插圖師: Humchuk

科 技

地盤術語
九線掣

一個掣駁九條線咁咪好危險?原來唔係！
九線掣原來係指「星角起動器」。電動機都會
採用九線掣來限制三相電動機直接起動時
瞬間產生嘅衝擊電流。

九線制由主線路和控制線路組成，包括了
三個接觸器，因為有三條線入，三條線出，
仲有三條線係中間駁接，所以一共有九條
線，因而得名。

【中】星角起動器
【英】Star-delta Starter

啟德工地 — 建造業新科技曬冷
啟德發展計劃是未來香港發展藍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備受矚目，原來早喺
施工階段，啟德地盤同樣有睇頭，多款業界創新科技相繼亮相！ 

矩形隧道鑽挖機
土木工程署於啟德發展計劃其中一條行人隧道SW4（西起承啟道，東接
彩虹邨）建造工程中，首次引入矩形隧道鑽挖機。呢部機可以24小時
運作，相比傳統人手挖掘快近一倍，更可減少水土流失。此外，工人可
實時透過電腦監測鑽挖進度，毋須進入隧道內施工，有效提升工地安全。
負責項目的工程人員表示，整個建造工程斥資約港幣1.8億元，預計
三個月可完成，施工期較傳統方式快一半。

燒焊機械人
燒焊機械人舊年開始喺啟德地盤開工，用於地基工程。此機械人
識得自動對準燒焊接口、操作亦簡單，在裝設上毋須絕對對準燒焊
位置，操作者以目測對準後，機械人會自動校正並自動計算燒焊
路徑，普通燒焊的設定時間只需兩至三分鐘，複雜路徑則需多幾分
鐘。整個工序自動化後，除了質量更穩定，仲可以一個人同時操作
多部機械人，以提升工作效率！

啟德工地 — 建造業新科技曬冷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威博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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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者請將履歷表
➀ 電郵至 recruit@hiphing.com.hk 或 ➁ 傳真至 2530 4360

監工（建築工程）
• 負責監督建築工程及執行技術職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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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工（屋宇裝備）
• 負責監督屋宇裝備及機電安裝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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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公司網頁︰
www.hiphing.com.hk

建築資訊模型工程師
• 負責計劃、設計和監督建築資訊模型（BIM）
• 持有建築學 / 結構 / 屋宇裝備或建築相關文憑
• 4年或以上建築資訊模型經驗
• 

有意者請將履歷表

➀ 電郵至 recruit@vibro.com.hk 或 ➁ 傳真至 2530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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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3 9264 與葉小姐聯絡

有意者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826 7765 與周小姐聯絡

承建商勞工事務主任
• 負責處理及跟進地盤員工合約，強積金，員工出勤
及出糧紀錄

• 會考或中學文憑試五科合格，包括中、英、數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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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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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申請者

1 請致電 2127 6494 余先生，或

2 傳履歷至 WhatsApp 6978 5950

應徵者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作招聘相關事宜

歡迎加入我們的電力工程團隊，為電力、運輸機構
和政府項目，進行設備安裝維修、線路鋪設及修改

電工
• 電工A牌，2年以上經驗

• 持輕型貨車駕照優先

半熟練電工
• 曾修讀電力課程

• 1年以上經驗

見習電工
• 歡迎初入行及轉行人士

• 表現良好可獲保送進修考取A牌

月薪電工可獲12日有薪年假、婚假、醫療
及牙醫保障、花紅、進修津貼、考試假等褔利

經驗較少者可獲考慮為助理建築資訊模型工程師

C

M

Y

CM

MY

CY

CMY

K

CIC_MAR_find_job_AW_(J)_Output.pdf   1   13/3/2020   7:08 PM

搵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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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活動 

時值二十四節氣中嘅「春分」，
意即春天已過去一半，天氣日趨
和暖潮濕。潮濕多霧的天氣容易
令人感到身體困重、昏昏欲睡、
提不起精神、胸悶及腹脹。

老黃瓜及赤小豆清熱袪濕、利尿
消腫，黃豆補虛養胃，白扁豆則
健脾化濕，今次介紹的湯水最合
潮濕悶焗天時飲用，等大家精神
爽利。

築君健康

三豆老黃瓜
瘦肉湯

三豆老黃瓜
瘦肉湯

材料：
黃豆  45克
赤小豆  45克
白扁豆  45克
老黃瓜  兩斤
瘦肉  半斤

步驟：
1. 瘦肉汆水。
2. 老黃瓜洗淨，去核切塊。
3. 所有材料洗淨，加水（2000毫升），

大火煲滾後改細火再煲1.5小時。
4. 最後加鹽調味即成。

壓力一大就肚痾？經常肚痛？咁就
要留意吓自己會唔會有機會患上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IBS是
一種功能性腸胃疾病，由腸道蠕動不
協調造成。主要症狀包括結腸痛、排
便習慣改變脹氣和腹脹等。此症並不
致命，亦不會對結腸造成永久損害、
引致腸出血或癌症等嚴重併發症。 資料來源：互聯網

腸易激綜合症（IBS）

 症狀
多數患者只偶然出現不適徵
狀，不需要就醫。假如覺得
病徵嚴重難以忍受，便應看
醫生：
�  腹痛
�  排便習慣改變（腹瀉或便秘）
�  常有便意
�  殘便感
�  大便中帶黏液
�  嚴重脹氣

 治療
目前沒有根治的方法，只能
靠藥物紓緩病徵。

 成因
確切成因未明，但相信是結
合多種因素所致：
1. 腸內壁的肌肉擠壓（收縮）
特別頻密或強烈

2. 對腸道內氣體特別敏感
3. 個人基因構造
4. 心理因素如生活壓力大

 護療貼士
1. 養成健康飲食習慣，定時
進食並吸收足夠水分

2. 避免攝入酒精、高脂食物、
巧克力和含咖啡因飲品

3. 經常運動
4. 學習減壓

*  活動詳情以最新公布為準

香港青年技能大賽
及嘉年華2020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5｜
（星期五-六）

香港青年技能大賽
及嘉年華2020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5｜
（星期五-六）

2019 建造業傑出青年巡禮（二）

年青人薪火相傳　  創新、專業帶領突破

建築2.0的三大要素包括創新、專業
化及年青化，從業員應透過自我
增值、體驗學習及薪火相傳帶領
行業發展及突破！

首先，自我增值是不滿足於現況，
不斷接受新知識、技術和思維，
終身學習。創新及專業化需要
多看、多聽、多想和多做，再者是
跨專業和跨領域的合作、交流和
整合，以達致創新和突破。

再者，體驗學習是指從實踐中
學習。吸收和創造知識須透過
明白、嘗試、改進和驗證等過程，
所以需要心態和環境嘅配合，如果
過多理論交流缺乏實踐，又怎能
創新和進步呢？

最後，薪火相傳要把知識經驗
傳承。我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
已經超過十年，明白培育下一代
的重要性。下一代是我們的未
來，但往往缺乏經驗和知識，
若果我們能夠給他們更多機會
累積經驗，對整個行業的可持續
性有正面的影響；此外，教學
相長，更是相得益彰。

現時建造業面對不少挑戰，但也
充滿機遇，智慧建築已成為香港
甚至全球建造業的趨勢，對創
新、專業化及年青化都有熱切
需求。希望將來各位在技術、
知識、心態及環境上都可配合，
令行業更大放異彩！

「建造業傑出青年選舉」，希望表揚業內「有膊頭、有諗頭」嘅年青從業員，鼓勵更多
年青建築人 「自強不息 創建未來」！今年共有五位分別來自業界唔同崗位的同儕
獲獎，鄭展鵬先生同大家分享吓佢對建築2.0嘅睇法啦！

鄭展鵬
現職： 香港科技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
  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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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問答
第十三期問題：
 「建造業抗疫關愛行動」的物資派發行動
中共派發多少個口罩予前線工友？

參加者請將姓名連同答案Whatsapp
至91590122。截止日期為2020年
5月15日，得獎者將獲專人通知領
獎。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答案： A: 20萬個  B: 40萬個  C: 55萬個

第十二期答案：B. 228個

送

防水運動腰包一個 
（尺寸：18cm闊10cm長）共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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