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	好細心咁留意
每一個細節

u	有個靚仔阿
SIR同大家上
安全課會唔
會專心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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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我至型

送

防敏驅蚊貼防敏驅蚊貼

u	Eric鐘意影相拍
片，更想用自己
專長幫到業界
宣揚安全訊息！

井道安全小貼士
近年有唔少意外，都因為升降機喺維修期間突然

啟動，導致工人走避不及而受傷甚至死亡。

Eric提提大家，入井道開工，一定要做齊以下	

3部曲：

1)	 打開外門時，要確定外門聯鎖功能	 	

	 有效，機箱一定要處於停止狀態

2)	 	「打紅掣 」-「紅掣」即係緊急停機掣，

打完都要先閂門，確定升降機唔再郁動，

先可以入井道

 3)	完成工作後，要確保所有人都返到安全位置，

先至還原個「紅掣」呀

有人話靚女做安全主任有着數，講
嘢溫柔啲、工友都聽得入耳啲，做

咩都事半

功倍。但話雖如此，今期我地揾到
其士集團安全主任靚仔Eric，佢話做安全只要

花啲心思，運用下自己專長，都可
以做得好好，潛移默化師傅留意工

作風險，

營造工地安全文化，人人都可以係
安全主任！

Eric求學時期在老師推介下選讀了環境
及職業安全與健康學位，當初他在

書本上

以為做安全很容易、跟程序就可以
做好，但當到地盤實習卻發現，實

際執行安全

系統會遇上很多困難，例如資源、地
方不足，跟前線工友溝通方式都是大

學問。

畢業後，Eric用了幾年時間由助理安全主任到
正式註冊，明白肩負更大責任，

體會到從根本灌輸師傅的安全意識
，比糾正來得有效。憑在讀書時期

影片製作的

經驗，Eric跟同事們一起製作安全影片，希望
透過這類軟性宣傳手法，做到潛移

默化，師傅們可以成為自己的安全
主任！

建造業BabyJohn建造業BabyJohn



專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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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第一期共118個隔離單位位處
度假村籃球場及單車場位置。

疫症當前，全香港上下一心，為了加強防疫措施，香港特區政府在各區搜地以興建檢疫隔離單位。其中最令人鼓舞
的是，鯉魚門公園度假村檢疫中心善用創新技術，以「組裝合成」建築法，僅用了26天建成首期合共118個隔離
單位，第二期則用了56天建成234個單位，其興建的速度和效率，正正體驗到香港建造業的專業精神！

組裝合成建築法  組裝合成建築法  

26天建118抗疫隔離單位26天建118抗疫隔離單位

  預製件與運輸的挑戰

團隊面對的第一個難題是生產預製
件，當時正值內地廠房工人農曆
新年放假之時，春節假期後疫情
持續，大部分廠房仍停工，加上
原材料短缺等問題，令工程團隊
非常頭痛。經一番努力後，團隊從
山東找來原材料，又得到中國國務
院特別發出的復工許可證，有關
檢疫隔離單位的組件才得以順利生產。
此外，鯉魚門公園度假村位於山上，原本
運輸已經不容易，而第一個貨櫃由內地經陸路運到香港，就足足
用了15小時，團隊不停動腦筋克服困難，改善作業方法大大改善
了流程，最後一個組件貨櫃只用了5個小時就運到香港！

24小時不停趕工

為了加速興建進度，工人一星期七日，
每天24小時，分為一日三班，每八小時
為一班，日以繼夜地趕工。為了照顧
好工友，承建商提供專巴接送工人
往返地鐵站和地盤，每天免費提供五餐
膳食，亦為夜更工友派發保暖衣物及
薑茶，抗疫也不忘關懷員工。

防疫風險管理

由於工地旁邊是使用中的隔離
中心，風險指數極高。施工過程
中，如尾井接駁等位置，工人有
很高的感染風險。為此，承建商
特別安排旗下中建國際醫療運營
總監（前醫院管理局九龍西聯網
總監及前瑪嘉烈醫院院長）
趙莉莉醫生為員工全程提供專業培
訓和指導，以確保工人免受感染！

 「組裝合成」建築法
	「組裝合成」建築法主要透過「先裝後嵌」的
概念，將地盤的建造工序轉移至較易控制的
廠房進行，在廠房中製造獨立的組件（包括
裝飾工程、固定裝置和屋宇設施等），再運送
組件到工地現場進行裝嵌。這手法能提升生產
力及成本效益、縮短施工時間、提高工地
安全、確保工程質量標準與減低物料損耗等。

這次「創舉」，可算是各政府部門和承建商
中國建築的一次不可能任務。但憑着他們專業
的團隊和豐富的經驗，儘管面對各種的挑戰，
團隊亦能用短時間找出解決方法，建成幾百個
檢疫隔離單位，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t	單位結構及室內裝修等較人手
密集工序全都於工廠完成

u	組件運送至工地裝嵌

「疫」境求突破「疫」境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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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睇定有咩啱學，
預約留位！

只要有部手機、電腦，隨時隨地都可以學到專業知識？

建造業議會就建造業2.0的三個基礎–創新、專業和活化，推出各項促
進創新科技在業界應用的措施。由今年三月起，行業發展科因應不同
措施，舉辦網上研討會以增進業界於建造業發展上的知識。

在剛過去四月舉辦的「在酷熱天氣下工作的工地安全」網上研
討會，參與人數近二千，反應相當踴躍！而在五月上旬，有
五個不同範疇的研討會，已經順利舉行。建造業議會將會繼續
舉辦不同主題的網上研討會，包括MiC、BIM、CITAC、DfMA
及 S A F E T Y等不同主題，有興趣參加者可以於議會網頁	
www.cic.hk查閱及登記，安坐家中或辦公室，與一眾專家交流。

知識永不停步 網上研討行業發展

p	現場直播各範疇
專家分享行內
知識！

q	第二期位置原本是草地足球場，所有
車輛亦不得進入，團隊花了三日時間
先用挖泥機平整地面，車輛須改道
而行，最終以56天建成234個單位！	

隔離單位設備

每個隔離單位均設有獨立洗手間，
並配備電熱水爐、坐廁、洗手盆、
單人床、床頭櫃、衣櫃、書枱及椅子
等。每個單位在出廠前、到工地後
及入住前，承建商
將根據衞生署的指
引進行三次嚴格
的徹底消毒，確
保安全使用。

築動世界

設計先行

項目是香港首個興建的檢疫中心，無設計藍本
可循。項目要滿足衞生署對空間佈局、通風、潔污
分區、室內衞生、感染控制、醫護人員操作習慣等
要求。在疫情的影響下，更要考慮到設備及材料
選擇的限制。承建商旗下中建國際醫療充分發揮其
豐富的醫院建設及運營經驗，快速完成項目的策劃
和設計，促使項目順利完成，應對當前疫情。

張毅
中國建築
鯉魚門隔離中心
項目現場總指揮

眾志成城 使命必達
	「疫情面前，在政府團隊的帶領下，公司上下
一心、全力以赴，爭分奪秒設計及建造香港
首兩個檢疫中心，並提前交付使用，為香港
抗疫盡一分力！而我個人也經歷了一個最
難忘的春節，雖然過程十分艱辛，但大家眾志
成城，以『時間就是生命』為信念，終於克服
困難，完成使命，體現了
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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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界除咗為建設香港出心出力，喺新冠肺炎疫情下，更有不少業界團體
自發向市民、醫護人員捐贈物資，表達對社區的關懷，體現互相守望的精神！

上水院校動員導師及畢業生，利用透明膠片、海綿及橡筋帶自
製8,000個頭帶式防護面罩，捐贈予大埔醫院醫護人員。防護面
罩能阻隔飛沫，對防疫起一定作用，自製面罩可為庫存緊張
的保護裝備，解決燃眉之急！

除此以外，上水院校又發起
社區關愛行動，在上水港鐵
站向區內長者，
派發抗疫關愛
包，老友記都
表示：「好有
心呀！」

新世界自設廠房
生產「香港製造」
口罩，由4月底起
免費派發1,000萬個
口罩，並與1 7個非
牟利機構合作，於其
轄下中心設置	「自助
口罩提取機」，並透過
有關機構預先向基層及
弱勢社群派發「口罩提取卡」，他們可於指定時間，
憑卡到自助提取機，獲取一包共5個口罩物資。
新世界將陸續設置35部「自助口罩提取機」，免費
派發口罩十星期至8月中！

香港建造學院上水院校
新世界發展

意外原因
�	通架放在傾斜的地面沒有水平地
穩固擺放

�	墊通架的鋼板未能令通架平衡安全
地穩固在地面

�	工友將身體過度超出工作平台範圍，
令通架失去平衡

工友應該
�	檢查通架是否穩固
�	用適當物料將傾斜的地面墊平	
�	將通架移到需要工作的位置	
�	裝設斜撐穩固通架	

工友不應該
�	將身體過度超出工作平台的範圍

管工和負責人須注意事項 
�	應為進行高空工作的工友提供安全
的工作台

�	通架應由曾受訓練和合資格的工友
搭建

�	通架應在使用前先經合資格人士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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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流動塔式通架墮下
工友在流動塔式通架
上替安裝在天花的消
防喉髹漆。他用一塊
鋼板墊平通架腳避免
通架移動，通架在工
友髹漆期間，突然翻
側，工友墮下死亡。

資料來源：勞工處

	關愛包有口罩、
搓手液等抗疫
物資！

	一齊去送畀
醫護人員！

	上水院校師生製作
頭帶式防護面罩

地盤意外 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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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學院陸續引入新科技訓練課程，	
包括虛擬實境（VR）、建築信息
摸擬（BIM）及航拍測量等訓練

建造業進入2.0年代，各位仲係普通工人資歷嘅建築人係
時候增值下自己，提升學歷同專業資格，保持競爭力。
香港建造學院嘅一至兩年全日制高等文憑、文憑及證書
課程，免學費、有津貼，適合中三至中六學歷人士
修讀。完成課程可考取中工，成為註冊半熟練技工，或
加入監工或工料測量行列。

三項課程分別會免費保送兼讀VTC高級文憑、基礎課
程文憑或職專證書。仲有建造業議會認可技術專才
培訓計劃，助你逐步成為註冊熟練技工（大工）。

其中建造文憑仲有雙重認證，完成課程除咗可
以考到中工資歷，仲可以獲資歷架構第三級別	
認可，一個課程，一年時間，兩項資歷認證！

現時三項課程接受優先取錄報名，5月29日前報
名可於6月獲安排面試並獲直接或有條件取錄。

張銘峯
泥水工程公司東主
建造證書（砌磚及批盪）畢業生

學院課程助年青人獲取
專業技術及資歷！

何文俊
屋宇裝備助理工程師
屋宇裝備監工高等文憑畢業生

學院課程有清晰的進修階
梯，嚟緊我會諗住報讀碩士
課程！

查詢熱線：
2100 9000

課程簡介講座及報名：

 一格漫畫 地盤術語

【 K批 】
地盤術語往往令外行人摸不着頭腦，其實大部分
嘅術語都有一個共通點，就喺佢哋都係由英文
發音的諧音衍生出嚟嘅！

而地盤人所講嘅「K批」其實係指陶土管或缸瓦
管，其中「K」係陶土嘅英文「clay」嘅諧音。雖然	
	「K批」又重又易碎，但由於陶土防腐蝕性較高，
所以仍然係廣為使用嘅下水管道材料。

	【中】陶土管	/	缸瓦管
	【英】clay pipe

報讀香港建造學院課程「疫」境自強考取專業資歷  報讀香港建造學院課程「疫」境自強考取專業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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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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加入我們的專業工程團隊，為電力、運輸
機構和政府項目，提供可靠、以人為本、最具
效益的解決方案

倉務助理
• 中三程度，1年以上經驗
• 持剷車牌優先
• 歡迎初入行及轉行人士

架線技工
• 能於高空工作，1年以上經驗
• 持電工A牌，註冊架空電線技工優先
• 持輕型貨車駕照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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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機電 
• 機械維修
• 棚架（竹及金屬）
• 細木及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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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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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機電（冷氣及消防）
• 起重機操作
• 泥水、油漆
• 細木、水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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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徒-機電/屋宇裝備
  • 認識屋宇裝備工作流程及運作
  • 具備高級文憑入學資格
  • 合資格簽署學徒合約者將根據學徒條例

資助入讀指定課程
  • 完成三年訓練期及通過測試後能獲晉升

2. 學徒-機械
  • 協助進行機械設備之維修保養，裝配及

拆卸測試等工序之技術
  • 具備文憑入學資格
  • 合資格簽署學徒合約者將根據學徒條例

資助入讀指定課程
  • 完成三年訓練期及通過測試後能獲晉升

3. 見習工程師 (建築)
  • 認識建築施工程序及運作
  • 監察分判商工程進度及質素
  • 具建築相關學位或同等學歷
  • 合符資格者公司將提供工程師學會

Scheme A培訓申請
  • 完成三年訓練期及通過測試後能獲晉升

有意申請者請將履歷電郵至
constrecruit@shkp.com或
傳真至2139-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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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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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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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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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疹

護療貼士
-	 縮短洗澡時間，避免使用太熱的水洗澡
-	 避免用肥皂、含香料的清潔劑或消毒藥水洗澡
-	 經常使用滋潤用品以保持皮膚滋潤
-	 選用吸汗、通爽的純棉衣物
-	 避免進食曾經引起過敏反應的食物

築君健康

治療
通常會分外用和內服藥物，如止痕及抗敏感藥、抗生素、	
消炎、殺菌藥和類固醇藥以緩和徵狀。

濕疹

   濕疹致敏原包括：
1.	遺傳
2.	灰塵、羊毛、花粉、寵物的
毛和皮屑

3.	食物中的蛋白質如蛋、海產、
奶類、牛肉、花生

4.	因情緒問題而影響自身免疫
系統

資料來源：香港過敏協會、香港衞生署

?有獎問答
第十四期問題：
建造業界以「組裝合成」建築法在鯉魚門公園度假村
興建隔離單位，用26日建成了多少個單位？

參加者請將姓名連同
答案WhatsApp至
91590122。截止日期為
2020年7月15日，得獎者
將獲專人通知領獎。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第十三期答案：	
C.		55萬個

送
酒精搓手液
30 ml	兩支
酒精搓手液
30 ml	兩支

共20份

答案：		A：35個					B：118個					C：234個

濕疹是不具傳染性的皮膚反應疾病，主要症狀
包括皮膚痕癢、乾燥、紅腫、有水泡、皮屑
脫落，患處有機會受細菌感染而發炎。濕疹亦
可能誘發其他敏感情況，如鼻敏感及哮喘。

木製傢俬美觀又實用，但有時用得耐就會出現輕微
損壞。丟掉又唔捨得，修理又無從入手？今期就等
復修者聯盟教下大家點樣簡單維修同加固一啲輕微
損壞嘅木製傢俬啦！

情況一：木枱或櫈腳不穩
如木枱或櫈腳鬆動不穩，
我地可以係受力位上鑽窿，
再扭上粗長螺絲進行加固。

小貼士：鑽窿時記得選擇
適當大小嘅鑽嘴，鑽嘴大過
螺絲牙的話螺絲會扭唔實
架！

情況二：抽屜拉不順
如木製抽屜拉得唔順，
可以試試在滑輪或滑軌
的位置噴上潤滑油。如
果仍然無效，就最好更
換新一套滑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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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10,000
現金禮劵

HK$8,000
現金禮劵

HK$5,000
現金禮劵

HK$1,000
現金禮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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