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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我至型

科技落地  工程新晉 築夢未來

去年9月，年輕工程師陳長浩（Stone）與項目團隊衝出香港，在美國Autodesk 
Excellence Award榮獲Best Building Design獎項。這顆建造業新晉回港後未有
怠慢，繼續埋首推動創新科技，同時鼓勵後輩跳出傳統框框，共同打造智慧之城。

Stone於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
業，加入瑞安建業後參與不少大型
項目，包括西九龍法院大樓及香港
兒童醫院。見證項目竣工，滿足感
是他的動力泉源，他說：「無論是
住宅、辦公室還是公園，都有賴
前線工人、工程師、建築師及不同
持份者努力建設。作為工程師，
原來我們可以運用知識和技術，令
工作環境和社會變得更美好。」

Stone現職「智慧建造」部門副經理，主力研發和應用建築
信息模擬（BIM）、人工智能（AI）等創新技術。於美國獲
獎後，熱衷於發掘新事物的他表示：「傳統工程師走向數 
碼化，在香港具備極大的探索空間。這次慶幸能夠向國際
展示香港的工程項目，我亦希望深化對不同範疇的認知，
緊貼數據整合、減碳等新技術，推動工地前線應用。」

科技有助吸引新血入行，Stone亦寄語年輕人「Work Hard 
and Stay Humble」。他說：「新一代的學習能力很強， 
吸收新技術更快更廣。若能緊貼國際趨勢，例如走出建造
業圈子，接觸科技界朋友，並主動向業界前輩學習取經，
累積經驗，說不定閒談時也可獲益良多呢！」



專題故事

   「建造業議會可持續
建築大獎」今年載譽
歸來，議會去年底
在建造創新博覽會期
間，為大獎舉行啟動
禮，獲得業界支持。

建造業議會可持續建築大獎2023 
攜手實現碳中和

建造業議會可持續建築大獎於2018年首辦，第三屆大獎今年載譽歸來，旨在表揚可持續建築的創新
及應用表現，促進業界在創新科技和環保材料方面的交流。大獎籌委會主席兼議會環境專責委員會
主席符展成先生表示：「在過去兩屆大獎中，樂見業界對可持續建築有更深入的認識及應用；部分
得獎者的良好作業，例如使用大型充電池、生物柴油取代傳統柴油，今天已經成為業界的標準，
足見大獎對推動業界發展可持續建築的作用。」

今屆大獎劃分「機構」及「業界從業員」兩大組別，「機構」組別設金、銀、銅及優異獎，共16個
獎項，當中包括項目業主（公營）、發展商（私營）及承建商（「新工程」及「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
工程）；評分準則涵蓋「參與及溝通」、「供應鏈管理」、「措施及成果」、新增的「數碼化科技」， 
以及「創新方案及附加分數」。

香港建造業持續升級轉型，除了提速、提量、提效、提質，可持續發展亦是重要一環。議會一直致力
推動低碳建築，今年再次舉辦「建造業議會可持續建築大獎2023」，以嘉許優秀的可持續建築項目， 
並期望長遠協助香港邁向2050年碳中和，攜手建設更宜居的綠色之城。  

 「業界從業員」組別劃分為「建造經理」、「一
般從業員」及「年青從業員」三大類別，共設
18個獎項；評分準則圍繞「領導能力」、「工作
成果」、「協同合作」、「創新指數」、「技巧及
工藝」、「概念及活力」及新增的「數碼才能」
等，卓越獎得獎者可獲獎金港幣20,000元，
傑出獎得獎者可獲獎金港幣10,000元。

大獎即日起至2 0 2 3年6月3 0日
接受報名，並於2023年11月舉
行頒獎典禮，報名詳情請瀏覽 
w w w. s c a w a r d . c i c . h k或掃瞄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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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動世界

好人好事

培育建築大師  人工智能新課程啟動

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CISVP）將今年5月至8月繼續定為「魯班
服務月」，舉辦不同的義務工作活動，包括「魯班飯行動」、「海岸
清潔日」、「捐血日」，以宣揚「建義勇為」的精神，以及讓建造業
義工的努力及付出獲得大眾認同及肯定。

CISVP亦會舉辦「建造業義工嘉許禮」，以表揚過往一年對社會 
有傑出貢獻的建造業從業員及機構；除了以服務時數為準則的 
獎項外，計劃亦設有三項評審嘉許獎項，包括：「卓越建造業 
義工」、「非凡建造業義工項目」及「優秀社福機構協作」。

自2022起，計劃更增設「CISVP全年最積極企業大獎」，目的為鼓勵業界積極參與CISVP運動及義工活動，
以及自行組織不同活動予屬下員工，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和關懷文化，提升建造業形象並向公眾宣傳，從而
吸引更多年輕人投身建造業。

現誠邀各業界機構踴躍參與「魯班服務月」、「CISVP全年最積極企業大獎」及提名參與「建造業義工嘉許禮」。

數碼化與建造業息息相關，建造業議會為引領業界不斷進步，
自去年起推出一系列大師級培訓課程。全新的《建造業議會
大師級培訓課程：人工智能與建造》啟動禮在上月圓滿舉行，
亦標誌着新一年各項課程正式啟動。

為推動人工智能與建造數碼化普及發展，議會上月舉行《建造
業議會大師級培訓課程：人工智能與建造》啟動禮，並邀得
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先生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
張曼莉女士蒞臨，為現場一眾學員、嘉賓及逾2,220位網上
參與的業界持份者致辭。

CISVP Webpage 
www.cisvp.hk

年度義工盛事   點少得您

  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誠工程師（前排左
六）與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 
先生（前排右六）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副局長張曼莉女士（前排右七），一同
主持全新大師級課程啟動禮。

議會於去年開辦多個大師級培訓課程，主題包括「組裝
合成」建築法（MiC）、綜合數碼共用平台（CDE）等，
今年推出更多不同課程，各位業界精英若想裝備自己，
敬請密切留意議會資訊。

  議會去年推出多個大師級課程，今年將
繼續開班授徒培育業界精英。

掃瞄
QR Code
瀏覽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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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漫畫

今回為大家介紹智能工程進度追蹤平台「OpenSpace」，用家
可以透過網上和手機應用程式，更有效率地管理工程項目，

實時掌握施工現場，改善團隊之間的溝通、
減少工序重複再做的機
會和降低風險。

配合360°相機，用
家只需按一個按鈕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系列 – 第十一回打破傳統界限
    重新定義工程進度追蹤

如對此專題感興趣，可掃瞄
QR CODE獲得更多資訊：

便可以快速拍攝工程現場，OpenSpace的視覺智能引擎演算法更會
自動將路徑優化，並連接到工程平面圖，以便存檔及追蹤進度。

OpenSpace打破以往做法，前線工作人員不再需要每天拍攝大量照片並
上傳到數據庫，大大節省時間。與此同時，它亦配備自動報表功能，
能夠將數據直接導出至RFI、觀察列表及問題清單等，亦能即時對比
工地的實際情況和BIM模型，快速確認完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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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環保建築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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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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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 JP
行政總裁
亞洲聯合基建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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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警告告示須清晰明確地展示，以提高工地人員警覺性。

飲水或其他適當的飲料，以補充足夠水份及電解質，
並避免喝含酒精、咖啡、茶或其他含有咖啡因的飲品，
以防脫水。

彭雅妮女士, JP
渠務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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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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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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訊息

安全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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搵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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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有獎問答
第三十一期問題：
建造業議會今年2月就哪
個建築技術推出大師級培
訓課程？

請將姓名及答案WhatsApp 
至9159 0122。截止日期為
2023年4月3日，得獎者將獲
專人通知。數量有限，先到
先得。

香港建造學院上水院校
建造業乒乓球比賽23•30/4

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
第二屆香港建造業技能大賽23•30/4, 7/5

*  活動詳情以最新公布為準議會活動 

零碳小勇士積極響應    升級再造創意滿分

A  「組裝合成」建築法

B 人工智能

C 綜合數碼共用平台

第三十期答案：A.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主橋及相關工程項目

有興趣成為「零碳小勇士」？請即掃瞄QR Code了解詳情！

建造業零碳天地一直積極籌辦多元化教育活動，早前
首次聯同Y •  PARK［林  •  區］合作推出會員限定
活動 —「環保拼木杯墊」工作坊。「零碳小勇士」
藉此了解園林廢物的再生轉化過程及學習保養樹木

製品的方法，之後利用「回收樹木」作為手作材料，發揮
創意配搭不同顏色及圖案的拼木杯墊，將園林廢物升級再造，

學習善用資源，惜物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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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碳小勇士」獎章計劃已實行一年多，一直獲得熱烈迴響，會員人數
已突破2,000。請即加入成為「零碳小勇士」，一同向「碳中和」目標邁
進！建造業零碳天地Facebook及Instagram不時發放最新消息及活動
詳情，敬請密切留意！

2023年 2023年 建造業安全月曆
建造業安全月曆共20份共20份

2023年建造業安全月曆共20份

送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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