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盤我至靚

鍾宛容任職水務署二級監工， 
負責安排同事處理市民關
於供水問題的查詢，例如 
日久失修的水泵導致供 
水中斷、銹蝕的水管引
致水黃或造成淤塞以致
水壓減弱等。

加入建造業大家庭前，
宛容從事客戶服務工作 
多年。由於漸覺工作性質 

刻板，此工種也容易被取代，
適逢家居裝修遇上阻滯，她便報讀

坊間維修課程，漸漸對工藝及維修工作產生 
興趣，遂報讀香港建造學院（學院）一年 
全日制建造證書課程，主修水喉。宛容 
表示：「水喉是每個家庭不可缺少的部份，
在學院會接觸到各式水喉配件，學習各
種喉管、洗手盆等的接駁及裝嵌技術， 
在學院學到的知識更幫助我加快熟悉 
水務署的工作。」

宛容即將完成高級文憑課程，之後會繼續
升學進修，她希望將來能夠在水務署不同
部門工作，服務香港市民。

繼續進修裝備自己
看好建造業前景

送

海天堂優惠券，海天堂優惠券，
詳情請參考頁底廣告詳情請參考頁底廣告

條款內容。條款內容。
第二十七期
2022年7月 「搵工開」

   幫你搵荀工



專題故事

香港建造學院課程助你 
技能、學歷同步升級

現職大型建築公司高級項目經理
的黃偉倫表示，他來自土木工程
承建商世家，自小隨父親出入工
地，對建造業產生濃厚興趣。中
學畢業後，他入讀屋宇建造監工
高等文憑課程，完成課程後由管
工學徒做起，現已晉身管理層。
入行後，黃偉倫先後獲得「2019
建造業傑出青年」、 「香港建造學
院第二屆傑出校友」等獎項。

香港建造學院（學院）優化後的全日制建造業高等文憑、建造文憑及證書課程，專為轉
職人士及中學離校生而設，提供與資歷架構掛鈎的課程及完善的「職專發展階梯」。

優化後的高等文憑課程，內容更與時並進，切合行業需要，包括加入現時建造業最需
要的創新科技訓練，例如：「組裝合成」建築法（MiC）、建築信息模擬（BIM）、可供製
造及裝配的設計（DfMA）、機電裝備合成法（MiMEP）及數碼工程監督系統（DWSS）等。

學院課程為學生打好基礎，讓我可以學以致用，我曾
經帶領超過200人團隊，以創新的方法興建難度極高的

西九文化區大型工程—戲曲中心，以及全港工地面積最大 
的啟德體育園。我鼓勵更多年輕人加入建造業， 
為行業注入新動力。

一開始以為紮鐵只是用力的工作，其實當中要 
學習計算、繪圖等才可以成功屈紮鋼筋，一次在

老師要求下於工地進行橫樑鋼筋屈紮的部分，與同學
們絞盡腦汁才成功完成，相當有滿足感！

本學年的建造文憑鋼筋屈紮及模板科目分別獲得香港建築扎鐵商會 
及香港模板商會贊助，學生每月可獲津貼高達港幣$7,200（包括訓
練津貼港幣$4,800及商會贊助每月港幣$2,400）。另外，建造文憑
所有科目均已獲香港資歷架構第3級別*認可，畢業生可升讀由學院 
開辦的兼讀制資歷架構第4級別的「建造專門行業專業文憑」課程， 
繼而再升讀與學院有銜接安排的學士學位課程。學生亦可同時 
參加「認可技術專才培訓計劃」，透過有系統的在職培訓及技術 
提升課程，完成兩年計劃並通過相關評核後，可免測試取得高級 
技工（大工）資格，技能及學歷雙軌提升，逐步成為專項監工！

*  建造文憑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1/000477/L3–21/000486/L3
   （登記有效期: 01/09/2021 – 31/08/2025）

	學院設有安全體驗訓練
中心，同學可透過虛擬
實景的安全訓練，提升
工地安全意識。

	優化後的課程加入建
造業最新科技應用知
識，包括「組裝合成」
建築法（MiC）。

香港建造學院全日制高等文憑、建造文憑及證書課程
7月至8月即場報名及面試（星期一至五，九龍灣及上水院校）網上報名 2100 9000

相對於入行多年的大師兄，剛 
完成一年制建造文憑（鋼筋 
屈紮）的甘俊軒指，他自小對 
建造業有興趣，所以考畢DSE 
就開始研究相關課程資料， 
有見學院的建造文憑發展階梯
相當吸引，而且學費全免， 
故立即報讀鋼筋屈紮課程， 
希望掌握一門專業的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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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賓們一同面向國旗，肅穆地齊唱國歌，衷心祝願香港欣欣向榮，
建造業蓬勃發展。	嘉賓們連同香港建造業學院學生一同大合照。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二十五周年   
建造業議會舉行升旗儀式

正所謂工地安全、人人有責，今次為大家介紹─ 
 「麥士索SLINGMAX高強吊索」，這吊索結集符
合人類工程學、提升生產力和兼顧安全三種特
色於一身。麥士索採用先進的物料─特殊纖維 
製造，比一般聚酯纖維強度高三倍，延伸率低 
三倍，重量亦比一般吊索輕三倍。在香港生產及
檢驗的麥士索安全操作負荷為5至280噸，長度 
為1至20米，是市場上最輕和最強的吊索。工業
意外往往難以預料，因此建造業界需要不斷研發
及應用嶄新技術和設計減低意外發生的機會。

這系列的吊索已廣泛應用在全港及世界各工程重
要吊裝工程中，如核電、海洋工程、建築大型構
件等，包括香港澳珠澳大橋及香港國際機場第三
跑道工程項目。

如對此專題感興趣，可掃瞄
QR CODE獲得更多資訊：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
年，建造業議會（議會）在2022
年7月1日早上於建造業零碳天
地戶外廣場舉行升旗儀式。議
會執行總監鄭定寕工程師、議會
前主席陳家駒先生、議會成員、 
建造業零碳天地管理委員會成
員，及建造業界各位嘉賓等近百
人參加升旗儀式。嘉賓們一同面
向國旗，肅穆地齊唱國歌，衷心
祝願香港欣欣向榮，建造業蓬勃
發展，攜手邁向新征程！

築動世界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系列 – 第七回

Twin-Path 起重吊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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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義勇為   為香港提供正能量
每年建造業議會（議會）都會舉辦「建造業義工嘉許禮」表揚
業界傑出義工及機構。今年「建造業義工嘉許禮2022」誠邀
建築署署長謝昌和先生及議會執行總監鄭定寕工程師擔任活
動主禮嘉賓，一同見證建造業界過去一年克服「疫」境困難， 
致力回饋社會的成果。

義工計劃今年共獲45間建造業機構參與，包括政府部門、 
發展商、承建商、分包商、工會以及業界義工團隊。另外
今年亦有9間社福機構一同參與計劃，總參加人次達19,381
名，為歷年之冠。今年計劃總服務時數超過130,000小時，
較去年增加30,000小時，成績令人鼓舞。

頒獎禮表揚建造業義工獎勵計劃中多個別出心裁的義工項目
及有傑出表現的機構、義工隊及個人義工。其中，獲得「非凡 
建造業義工項目金獎」的「房協愛『里』義工服務計劃」克服
疫情的阻礙，為超過1,300位留家抗疫的長者提供心理及實際 
支援，協助長者跨過難關。另外，「卓越建造業義工金獎」得
獎人范錦成是渠務署義工隊召集人，除了在工作間積極開拓

好人好事

及推動各類型的義工服務，更促成建造業界義工與香港防癌
會合作，將建造業服務社會的熱誠推廣至醫學界。

活動亦邀請了「評審嘉許—卓越建造業義工」、「評審嘉許— 
非凡建造業義工項目」及「評審嘉許—優秀社福機構協作」的
金、銀、銅獎得主分享籌辦義工活動的心得及箇中得著。 
嘉許禮上亦頒發「CISVP全年最積極企業大獎」，以鼓勵業
界積極參與CISVP活動和自行組織不同的運動及義工活動予 
屬下員工，讓建造業繼續為香港發放正能量。

建造業傑出青年巡禮（三）
抗疫與噴塗技術靈活運用
 馬可儀（2021）

我相信大家在這段抗疫時間，對不同類型的消毒產品已經
瞭如指掌。除了消毒酒精外，近年納米銀離子光觸媒塗層
亦被廣泛應用，例如醫院、酒店和大型公共空間等。

其實該技術早於疫情前已應用於 
建造業中，包括大廈外牆、玻璃
幕牆作抗菌防污。由於香港建築物 
外牆容易因潮濕或雨水結合污染
物導致發霉，此技術以光（含紫外
線）作催化劑，能分解空氣中的污
染物及有害物質，而且不含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使用過程不會造成二
次污染和能有效保護環境。納米
光觸媒銀離子技術經過多年的測試
和改良，已證實能夠長時間達到表
面抗菌，有效分解有機化合物。 
業界在可持續發展的大前提下， 
我期望此技術可以廣泛應用，大家
一同為環保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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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與噴塗技術靈活運用
 馬可儀（2021）

1. 確保使用合適的防墮裝置，並於搭建時將安全帶繫於獨立
救生繩或相關防墮裝置上。

2. 所有曾改動的棚架必須由合資格人士檢查方可使用。

3. 使用正確的進出口進入棚架工作。

4. 搭建棚架的工作必須由曾受訓人士負責，並由合資格人士
在場監督。

地盤術語

工人墮棚架一
死一傷！

常見意外例子：

關鍵安全措施：

一格漫畫

牛牛牛 房房房 ???

牛房全名其實為火牛房，
即電力變壓房是也，英文名
稱是"Transformer Room"。 牛牛牛 房房房

1. 工人沒有正確使用安全帶
及防墮裝備，導致人體下
墮。

2. 工人於沒有合適圍欄的棚
架上工作，從高處下墮。

3. 工人沒有使用合適的進出
口進入棚架工作，從高處
下墮。

地盤意外 個案分析

5



如有查詢

請致電 3199 7344 / 
WhatsApp至5723 8761

工藝導師

‧ 紮鐵、釘板
‧  冷氣、消防
‧  測量及平水

搵工開

（所有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總管工 / 高級管工 / 管工 / 助管工
• 負責監察施工進度及監控質量；覆核圖則
• 至少2年以上樓宇建築經驗
• 持有平安咭及42或43小時建造業安全督導員證書
• 持有工程監工適任技術人員T1證書優先

學徒（管工）
• 完成中六（新高中學制）；或同等學歷
• 成功取錄者將被安排參加為期3至4年「學徒訓練計劃」，計劃
期內免費修讀兼讀制課程（基礎課程文憑（工程）及 / 或建造管
理學 / 土木工程高級文憑）

• 銜接協興各項人才培訓計劃，培育成為日後工地總管接班人

司機
• 負責駕駛公司車接送員工
• 需持有私家車駕駛執照、輕型貨車駕駛執照、平安咭及工人註冊證
• 中三程度
• 3年或以上相關經驗

有意者請於公司網站 www.hiphing.com.hk 遞交網上申請。

有意者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844 3318 曾先生聯絡

中電源動有限公司有以下空缺：

有意者請電郵至：clpehr@clp.com.hk（所有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技術員 中三以上，及三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技術主任 高級文憑，及三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項目工程師 持有工程相關學位，及一年或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

安全督導員 高級文憑，及安全督導員證書與一年
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C

M

Y

CM

MY

CY

CMY

K

CLP27.pdf   1   11/7/2022   3: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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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椰粟米紅蘿蔔湯
材料

新鮮海底椰3-4粒 
粟米1條
紅蘿蔔1條 

蜜棗2-3粒 
豬腱8両
核桃5-6粒

南北杏各8-10粒如果發現家中水龍頭漏水，原因
可能是因為內裡墊圈已損壞或老
化，大家可以參考以下「貼士」，
輕鬆更換膠墊圈。

了解更多

水龍頭漏水

步驟一： 維修前記得先關水掣

先把龍頭的頂部螺絲刀鬆開

再把龍頭部掀開

再將六角形的掣芯旋開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復修者聯盟 包伙食

將全部材料洗淨； 
蜜棗、南北杏及 
核桃浸大約 1 0分
鐘；粟米及紅蘿蔔
切件；

水滾後將所有材料
放進湯煲內，大火
煲 1 5分鐘，再轉
慢火煲1小時30分
鐘；

加少許鹽調味， 
即成。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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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質休閒襪 棉質休閒襪 
共20份共20份

棉質休閒襪 
共20份

建造業乒乓球比賽2022
香港建造學院上水院校

建造業安全周2022－ 
開幕典禮暨研討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4&21/8
29/8

*  活動詳情以最新公布為準議會活動 

有獎問答

第二十六期答案：
B. 香港九龍灣常悅道8號

第二十七期問題：
今期「地盤術語」介紹了什麼術語？

A B C蛇仔 牛房 貓梯

參加者請將姓名連同答案WhatsApp至9159 0122。 
截止日期為2022年8月 1 5日，得獎者將獲專人 
通知領獎。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請追蹤我們的社交平台專頁，了解活動最新消息：

夏日零碳　精彩活動等您慢慢嘆

送送

建造業零碳天地今年迎接園區開幕十周年，特別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早前於「探索零碳 
之美@建造業零碳天地攝影比賽」中，我們收集了數百幀記錄零碳天地過去十年不同面貌的 
作品，經過一輪專業評審後，得獎作品將於園區內展出，屆時大家可以與我們一起回味此 
 「城市綠肺」的成長過程。

除此之外，零碳天地亦籌
辦多項低碳活動予一家大
小參與，邀請大家周末蒞
臨零碳天地共享親子時
光，活動包括融合建築、
手工、具運動元素的「建 
造綠色工作坊」，以及 
8月限定的「水馬迷宮 
陣」，讓您的小朋友盡情
在水馬和綠化牆砌成的大
型迷宮中「放電」之餘，
更可了解建築安全的重 
要性，並加深對可持續 
發展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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