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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放 

 

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 2022 

表揚傑出本地項目、機構及從業員  吸引學生初嘗建築創新科技 
 

香港 • 2022 年 11 月 2 日－建造業議會（議會）及發展局早前合辦 2022 建築信息模擬

成就嘉許禮（嘉許禮），透過表揚並與業界各持份者分享其機構及從業員的成就，推動他們

不斷創造、創新、變革及突破，發揮建築信息模擬的最大潛力。 

 

嘉許禮獎項有七大類別，分別為 「建築信息模擬項目」、「建築信息模擬機構」、「建築信息

模擬專業人員」，「建築信息模擬培訓及研發機構」、「建築信息模擬學生項目」、「最佳進步

建築信息模擬機構」及「建築信息模擬卓越推動者」。是次嘉許禮共有 67 個單位通過嚴格

評審程序脫穎而出，其中「建築信息模擬卓越推動者」更獲邀在嘉許禮上分享對於應用及

推廣建築信息模擬之成功之道及寶貴經驗。 

 

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誠工程師表示：「建築信息模擬已被證明可以減少項目時間、成本和人

力資源。得獎者與我分享經驗時表示，採用建造業議會的《建築信息模擬標準》和發展局

《採用建築信息模擬的技術通告》規定後，大大減少了項目所需的時間和成本。我期望建

築信息模擬專業人員可透過實踐解鎖成就，將此技術配合其他創新科技，並提升至利用綜

合數碼共用平台，使建築信息模擬於整個項目資產發揮最大潛力。」 

 

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務）2 黃恩諾工程師指建築信息模擬是建造業推行數碼化的一個關鍵，

而且非常符合香港建造業的發展需要。他鼓勵所有建築信息模擬從業員參加由建造業議會

認證之建築信息模擬經理及協調員課程並獲取證書。他亦指出建築信息模擬的更廣泛應用

不但能夠為我們帶來增加生產力和減少廢物的好處，還可以為建造業提升印象，從而吸引

更多年青動力。 

 

建造業議會建築信息模擬專責委員會主席馮宜萱教授建築師表示：「建築信息模擬是數碼化

的重要一環，議會於去年發布首份《建造業數碼化路線圖》中已訂立目標，在 2026 年或之

後所有合約價值超過港幣 3 億或以上的工程都需要百分之百利用數碼化、數碼工程監督系

統、建築信息模擬及綜合數碼共用平台，希望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可以鼓勵建造業界

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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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加入建造數碼化隊伍。」為了共同實現 2026 年的目標，馮宜萱教授建築師鼓勵嘉許禮

優勝者在機構層面上制定數碼化路線圖。 

 

為了吸引更多年青一代體驗建造數碼化，嘉許禮開辦了 2022 建築信息模擬學生項目，吸

引多間專上學院建築相關學系學生參加，並取得優異成績。 

 

更多關於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 2022 的資訊，請瀏覽 https://www.bim.cic.hk/zh-

hant/events/page/CBA2022  
 

優勝者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2022 建築信息模擬項目 

福利服務綜合大樓 

AIRSIDE 

建築信息模擬新里程 - 成功呈交與審批法定圖則 

BIM with HILTI 2021  

中九龍幹線 

設計、建造及運作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第一階段 

啟德體育園 

香港國際機場數碼分身 

政府資產數碼化與建築信息模擬 - 資產管理（BIM-AM）系統的應用 

大夫第歷史建築信息模擬 

香港大學黃竹坑學生宿舍 

智慧租賃及物業管理 - 環球貿易廣場建築信息模型及數字孿生平台 

演藝綜合劇場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 

應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於施工安全規劃及風險管理 

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 

The Henderson 

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航站樓、控制塔、東區隧道及停機坪等附屬工程 

T2 主幹路及前南面停機坪發展項目的基礎設施工程 

太古坊二座  

https://www.bim.cic.hk/zh-hant/events/page/CBA2022
https://www.bim.cic.hk/zh-hant/events/page/CBA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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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建築信息模擬機構 

香港機場管理局 

雅博建築設計有限公司 

奧雅納工程顧問 

bimSCORE Limited – Strategic Building Innovation (SBI) 

建築資訊顧問有限公司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建築科技實現室有限公司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電工程署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環球模擬設計及建造有限公司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協盛幕牆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互聯立方有限公司  

保華建業集團  

利比有限公司 

雲建有限公司 

翱翔顧問工程師有限公司# 

科進顧問（亞洲）有限公司 

#2022 建築信息模擬機構及最佳進步建築信息模擬機構 

 

2022 建築信息模擬專業人員 

陳凱倫小姐 

陳德全測量師 

李祖文先生 

李寶生先生 

廖明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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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觀偉先生 

尹嘉欣小姐 

黃偉業先生 

曾玉蘭小姐* 

黃倬熙先生* 

*建築信息模擬青年專業人員 

 

2022 建築信息模擬培訓及研發機構 

Advanced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Limited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署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電工程署 

香港互聯立方有限公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智能建造實驗室) 

雲建有限公司 

 

2022 建築信息模擬學生項目 

LOD檢查自動化應用於 5D BIM的試點研究 

利用 BIM技術為 THEi 高科院柴灣校區設計智慧可持續發展的校園 

基於圖形化編程的自動建築資訊模型及地理資訊系統資料映射及其在工程項目設計階段

的應用  

建築信息模擬的文物建築保育應用 

「盒」成法 1.0: 基於衍生式設計的組裝合成建築方案 

 

2022 建築信息模擬卓越推動者 

潘信榮先生 

陳家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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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誠工程師於嘉許禮上致歡迎辭 

 

 

發展局副秘書長 (工務) 2 黃恩諾工程師深信建築信息模擬的廣泛應用能夠為業界吸引年青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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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 - 2022建築信息模擬卓越推動者類別評審委員會成員合照 

 

 

2022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籌備委員會及評審委員會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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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建築信息模擬專責委員會主席馮宜萱教授建築師對於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 2022獲得業界的

鼎力支持深感高興 

 
 

~ 完 ~ 

 

傳媒查詢 

招蒨聰 

機構傳訊部 

電話： (852) 2100 9044  

傳真： (852) 2100 9090 

電郵： corpcomm@cic.hk 

 
 

關於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議會根據《建造業議會條例》（香港法例第 587 章）於 2007 年成立，由一位主席及 24 名成員組成，

成員來自代表業內各界別的人士，包括僱主、專業人士、學者、承建商、工人、獨立人士和政府官員。 

 

議會的主要職能是就長遠的策略性事宜與業界達成共識、向政府反映建造業的需要及期許，提供專業培訓及

註冊服務，並作為政府與建造業界之間的主要溝通渠道。 

 

如欲查詢更多有關建造業議會的資料，請瀏覽 www.cic.hk。 

mailto:corpcomm@cic.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