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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把興趣化為事業，是不少年輕人的夢想。香港建造學院畢業
生林叶龍的經歷，證明了只要勇於嘗試、積極求變，就能夢想成
真。現時他在機械維修行業站穩陣腳，仍然努力裝備自己，迎接
建造業的創新時代。

中學畢業後，阿龍便投身職
場，試過到便利店工作，亦
曾在街市及飲食業打滾，最
後才發覺沒有一技傍身，前
路茫茫。他經朋友介紹後，
入讀香港建造學院（HKIC）
的建造證書（機械維修）全
日制課程，更憑專業表現及
積極態度，當選2021建造
業傑出學徒。

       興趣化事業  
迎創新時代

阿龍自幼對機械維修感濃厚興趣，不時上網研究有關引擎、吊機等
機械介紹的影片。現時他在公司負責大型建築機械的調度、維修
及保養，回想當初決定重返校園，他說：「當知道HKIC設有機械課
程，毋須學費，又有生活津貼，我便毫不猶豫地報讀，畢業後透過
就業輔導，成功投身建造業。」

政府預計香港未來數年，整體工程量將增至每年約3,000億元，創新
科技是提速、提量、提效和提質的不二妙法。阿龍亦期望，與年輕
一代攜手跟上時代步伐，他說：「生活處處離不開建造業，無論大型
基建或屋宇翻新，建造業前景都非常廣闊。我們要不斷自我增值，
做一個跟上時代發展的建造業生力軍，回饋社會，服務香港。」



專題故事

	 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右五）、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女士（左五）、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建築市場監管司司長	
曾憲新先生（右三）、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女士（左四）、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誠工程師（右四）、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劉俊傑先生（右二）、住建部科技與產業化發展中心主任劉新鋒先生（左三）、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部長	
葉水球先生（左二）、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鄭定寕工程師（右一）及創博會籌委會主席黃健維工程師（左一）共同	
主持開幕儀式。建造業議會亦乘盛會期間，與住建部、數碼港及華為香港分別簽訂合作備忘錄。

	 建造自動化展區展示
先進建築機械狗

	 不少學生到場體
驗最新建築科技

逾2.1萬人次參加建造創新博覽會
        世界級建築技術助交流締商機

	 導賞團到訪建造業議會展區

	 參展商展示5G遙控天秤
駕駛系統

由建造業議會（議會）、發展局及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技與產業化發展中心合辦的 
 「建造創新博覽會2022」（創博會），上月13至17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 
創博會闊別3年再度盛大舉行，今屆邀得逾170間來自15個國家與地區的參展商，吸引
逾21,000參觀人次，並成功舉辦合共7場高峰會及國際會議。

展覽回顧

創博會展覽劃分為四大主題展區，分別為
建造自動化、建造數碼化、建造工業化
及建造現代化，建造業議會以「Mi無極限	
	（Mi-infinity）」為主題，展示各式創新建築
技術方案，如：「築樂園」模型等「組裝合
成」建築法項目資訊，亦不乏可持續建築
物料、「生命第一」等介紹或活動回顧。

創博會成為締造商機的平台，將全球最新
的建築科技帶進香港，吸引各地業界人士
造訪，亦有本港政府部門及學校組織導賞
團，藉此了解提升生產力、安全及可持續
發展的最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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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建造業議會創新獎部分得獎名單
議會於創博會期間為三大獎項舉行頒獎典禮，分別為2022建造
業議會創新獎、「組裝合成」建築法成就嘉許禮及綜合數碼共
用平台大獎頒獎禮。建造業議會創新獎於開幕禮前的早上率先
舉行，並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擔任頒獎嘉賓。

建造業議會創新獎旨在表揚於帶領開發、推廣及應用新材料、
新方法及新技術有傑出表現的團隊，今屆得獎名單如下：

國際組
Besafe（智能安全管理系統） 創新大獎
建築結構生成式智能設計 第一名
模塊化建築柔性自動化生產系統 第二名

本地組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主橋及
相關工程項目的施工創新

創新大獎

	 技術參觀團帶領參加者在香港大學黃竹坑
學生宿舍了解「組裝合成」建築法裝嵌過程

創博會邀得超過40位本地及海外建造業專家，	
為多場高峰會及國際會議擔任講者，向業界人士
分享最新行內資訊及發展動向，當中包括世界建造
高峰會、大灣區建造高峰會、「組裝合成」建築法國際
會議、建造數碼化國際會議、建造安全與健康國際會議
及綠色建造國際會議。

技術參觀團

創博會走出會場、進入工地，透過舉辦技術參觀
團了解8個傑出工程項目，包括將軍澳海水化淡
廠、啟德體育園、香港大學黃竹坑學生宿舍、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二期O.PARK2、海濱匯、
西沙路擴闊工程、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
區前期工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以及	
沙頭角污水處理廠第一期擴建工程。

高峰會及國際會議

建造生產力
機電組裝合成—機械人流程自動化系統 第一名
香港國際機場天際走廊大型鋼結構橋樑
頂升及安裝

第二名

建造安全
中九龍幹線—智慧工地管理平台 第一名
CONDUCTOR 第二名

可持續建築
轉化廢塑為材的環保磚 第一名
範式轉移科技—「再生纖維自癒水泥基複合
材料」

第二名

青年創新獎
接觸式外牆檢測的移動線纜驅動機器人系統

青年創新獎（學生）
AutoSafe—自動化，人工智能安全識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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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漫畫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系列 – 第十回

viAct AI無人監控系統
實時數據、減省人手、加強管控

如對此專題感興趣，可掃瞄
QR CODE獲得更多資訊：

身處人工智能時代，只靠增加人手來確保建築安全已經不合時宜，運用科技
協助監察工地運作才能夠真正有效、準確及即時地改善工程安全管理。

viAct的全自動工地管理系統涵蓋建築三大範疇，包括安全管理、進度管理及
環境管理。以大數據支援的AI系統能夠透過智能視覺技術，實時監察工地，
當事故發生時，系統會即時通知所有相關人員，由監察、記錄到通知至最後
報告，過程全自動化。viAct另一好處是將數據透明化，團隊上下均可收到同
一份數據，提升工地企業管治能力，避免人為失誤。

viAct AI系統已廣泛應用在全港各項工務及私人工程，包括古洞北新發展
區及西九新發展區，並已獲納入建造業創科基金的預先批核名單（CITF 
Pre-Approved Lists），支援業界走向建造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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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圖片摘自2023年建造業安全月曆，藉此提醒業界時刻謹守建造安全標準

懸空式竹棚要有足夠承托力，
必須使用最少三顆繫穩螺絲固定狗臂架在外牆上。

FEATURING/ Ms. HO Wing-yin, Winnie
Secretary for Housing
Housing Bureau
何永賢女士
房屋局局長

劉俊傑工程師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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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好事

CISVP周末約動
   建築人專享免費運動場地
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CISVP）成立多年，為改善建造業從業員的健康
及生活質素，一直舉行不同種類的運動比賽給業界參與，當中包括
足球、籃球、乒乓球、跑步、運動會和龍舟比賽，務求幫助從業員
找到適合及有興趣的運動及比賽機會。

為了加強業界恆常參與體育活動的訊
息，CISVP參考政府「全民運動日」的	
概念，於2022年12月推出全新「CISVP
周末約動」，與全港指定學校合作，	
逢周末提供免費學校運動場地給業界使
用，鼓勵及推動業界從業員積極參與	
體育運動，亦希望藉此進一步推動運動
文化，助更多業界友好培養恆常運動的
習慣，從而改善身心健康，聯繫業界
感情並提升行業形象。

掃瞄QR Code
獲取更多資料

安全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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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術語地盤意外 個案分析

復修者聯盟包伙食

常見意外例子：

1. 熱工序完成後留下火種。	
2. 工人隨處留下未熄滅的煙蒂。
3. 電力線路短路或負荷過重引致著火。
4. 易燃或助燃物料沒有妥善儲存。
5. 消防裝置工程未曾完成又或保養不妥善，
以致消防系統不能發揮作用。

關鍵安全措施：

1. 清楚劃定逃生路線及定期檢視。
2. 提供火警探測設備、火警警報系統及滅火器。
3.	定期檢查電力線路及設備。
4. 設立指定吸煙區	。
5. 委任防火專員及定期進行消防演習。
6. 維持良好工地整理及妥善存放易燃物品。

天氣乾燥 
        地盤防火
天氣乾燥 
        地盤防火 」」

有有
 「有氣」形容的並非飲品，而是帶

有電流的意思。電流是電路上的

流動，單憑肉眼無法看到電流，

而在中醫學角度，人體脈絡所指

的血液流動即血氣，因此工地一

般亦將「電」稱為「氣」。

氣氣」」

炸
煎
堆

農曆新年將至，在家齊齊炮製煎堆，新一年
自然「煎堆碌碌，金銀滿屋」。

材料：（5人份）
糖100克   糯米粉200克  水150毫升   白芝麻適量 

做法：
1. 將糖加入熱水拌至溶化
2. 把糖水加入糯米粉拌成麵團
3. 麵團分成8份搓圓，沾水灑上白芝麻後壓實
4. 將油預熱，轉中火後放入麵團，不斷轉動麵團，
煎堆變大浮上面，再轉大火炸至金黃色即可

農曆新年前，大掃除是指定動作。若果
發現牆身有霉菌，可用毛巾沾上已稀釋
的漂白水拭走。若無法抹走霉菌，可用
砂紙輕輕磨平牆身，再油上乳膠漆
便可。一旦牆紙發霉，就有可能要整塊
換掉。平日謹記保持家居空氣流通，
遇上潮濕天氣，最好使用抽濕機。

牆身發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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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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藝導師
 （全職＋兼職）

 紮鐵、釘板

 幕牆、窗框

 測量及平水

工藝導師
 （全職＋兼職）

 油漆、泥水
 吊船 /
 建築工地升降機
 電器裝置

請致電

3199 7344

請致電

3199 7344

項目統籌主任
• 負責圖紙和文件控制，處理材料提交/
審批/交付

• 至少3-6年相關經驗

見習工程師
• 監督工程進度 、進行巡查及撰寫報告
• 至少2年相關經驗

管工
• 負責現場管理，確保公司在安全
環境、文件記錄、進度質量方面的
標準達標

• 5年或以上相關經驗

技術學徒
• 負責記錄建築施工進度、協助工地
管理及協調承判商的工作

(所有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泰昇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有意者請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 2131 9188 與人事部聯絡
Email: hradmin@tysanbccl.com

高級工程師
• 主要專注於投標、整體項目管理和
協調，並直接向項目經理報告

• 至少5年相關經驗

項目工程師
• 主要注重招標、項目整體管理和協調，
並直接向專案經理彙報

• 至少3-5年相關經驗

工程師
• 監控現場進度、檢查品質和安全
• 至少3年相關經驗

助理工程師
• 協助進行現場物流規劃、工程規劃、
進度控制、安全和質量保證

• 至少1年相關經驗

有意者請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 2131 9188 與人事部聯絡
Email: hradmin.em@tysanem.com
(所有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泰昇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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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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搵工開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CR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CR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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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問答
第三十期問題：
哪個項目奪得建造業議會創新獎
2022的本地創新大獎？

將軍澳寶翠公園（十一人足球場）
十一人足球聯賽 — 建造業議會盃決賽19/2

*  活動詳情以最新公布為準議會活動 

2023

安全扣安全扣
共20份共20份
安全扣 

共20份

有興趣加入成為「零碳小勇士」？請即
掃瞄QR Code了解計劃詳情及登記！

衷心感謝大家在過往一年積極參與建造業零碳
天地舉辦的活動，第一屆「零碳小勇士」獎章
計劃嘉許禮已於2022年11月19日圓滿舉行，
恭喜各位得獎的小勇士！

所有獲獎的小勇士均獲頒發嘉許證書及精美
襟章。如要在下年度獲得嘉許，就要積極參與
建造業零碳天地舉辦的多元化教育活動啦！希望
小勇士們在享受活動樂趣之餘，亦能從中了解
建造業以及「碳中和」的理念，一起努力攜手向
	「碳中和」邁進！
請繼續密切留意建造業零碳天地 facebook及	
Instagram有關此計劃的最新消息及活動詳情。

計劃對象 ： 4歲或以上學生
參加資格 ： 幼稚園學生或全日制小學或中學學生
活動內容 ： 計劃提供多項活動供會員參加。參加活動達指定

次數，將獲頒發相應等級證書及襟章以示嘉許。

送送

參加者請將姓名連同答案WhatsApp至9159 0122。	
截止日期為2023年2月1日，得獎者將獲專人通知領獎。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A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主橋及相關工程項目

B Besafe C 外牆噴塗機器人

首屆零碳小勇士誕生  多元化活動等你參與

第二十九期答案：			B. 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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