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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放 

 

建造業議會啟動 2021 建造業議會數碼化大獎 

並於 2020 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表揚機構及專業人士 

 

香港 • 2020 年 11 月 10 日－建造業議會（議會）今日舉辦 2021 建造業議會數碼化大獎

啟動禮暨 2020 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 

 

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駒先生於典禮上表示：「雖然數碼化在建造業還未全面應用，但重視程

度正與日俱增，例如建築信息模擬（BIM）已經愈來愈普遍，而虛擬實境／擴增實境（VR/ 

AR）、人工智能、物聯網（IoT）、智能建造及集成項目交付（IPD）等，亦開始打入建造業。

為了推動『數碼化』在建造業的發展，議會決定在明年舉辦 2021 建造業議會數碼化大獎。

此外，本港有愈來愈多工程項目使用建築信息模擬，議會舉辦了 2020 建築信息模擬成就

嘉許禮打響頭炮，以嘉許推動及採用建築信息模擬的機構及從業員。」 

 

2021 建造業議會數碼化大獎（大獎）旨在表揚傑出的本地項目及機構在推動及應用數碼化

工具和工作流程方面的貢獻，在該領域引入創新的科技提高生產力、質量，可持續性及安

全性，制定可衡量的關鍵績效指標。獎項類別分為「項目」及「機構」兩大類別。「機構」

分為六個次類別，包括客戶（政府、公共客戶、發展商）、顧問、A類承建商、B類承建商、

培訓／研究機構及初創企業。各項目及機構次類別分別設金獎、銀獎、銅獎及優異獎。大

獎現接受報名，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30 日。 

 

於活動中，議會亦公布 2020 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中勝出的單位，並邀請他們分享其

寶貴經驗及獲得嘉許的感受，望有助推動 BIM 發展。嘉許分為三個類別：建築信息模擬項

目、建築信息模擬機構及建築信息模擬專業人員。當中，30 歲以下的參加者會獲嘉許為建

築信息模擬青年專業人員。雖然嘉許禮是議會首次舉辦，但獲得業界機構及從業員積極參

與，報名反應非常熱烈，亦引證業界於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方面成績理想。 

 

更多有關活動的資訊，可瀏覽以下網頁： 

2021 建造業議會數碼化大獎：cdaward.cic.hk 

2020 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www.bim.cic.hk 

新聞稿  

http://www.bim.ci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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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優勝者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2020 建築信息模擬項目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entre (AMC) 

618 上海街 

統一建築信息模擬以融合地理資訊系統 

中環街市活化項目 

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構建建築信息模擬及管理資產資料 

機場島上旅客捷運列車及行李處理系統隧道工程 

香港科技大學數字雙胞胎 

DC/2018/05「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 - 工地開拓及連接隧道建造工程」 

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第一階段工程 

Global Switch Data Centre (Design and Build) 

山頂警署歷史建築信息模擬項目 

房屋委員會建築信息模擬標準和指引 

創新斗室 

啟德體育園 

Neuron 智能建築管理系統 

基於 RFID的香港預製房屋建設 BIM平臺核心技術研發 

三跑道系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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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建築信息模擬機構 

Advanced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Limited 

AECOM 

香港機場管理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署 

奧雅納工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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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房屋委員會 

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 (中國) 

Strategic Building Innovation (SBI) • bimSCORE 

香港科技大學建築信訊息模型實驗室 

雲建有限公司 

科進顧問有限公司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2020 建築信息模擬專業人員 及 *2020 建築信息模擬青年專業人員 

陳賀賢工程師 

姜忠偉博士 

繆樹輝工程師 

鄧進明博士工程師 

黃志斌先生 

黃世財先生 

黃緣鴻先生 

*蔡孟璿小姐 

*李銘翹先生 

*蔡長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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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駒先生為 2021建造業議會數碼化大獎啟動禮揭開序幕 

 

 
2021建造業議會數碼化大獎籌備委員會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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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鄭定寕工程師（中）頒發感謝狀予 2020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評審委員會 

 

 

建造業議會行業發展總監彭沛來博士工程師（中）頒發感謝狀予 2020建築信息模擬成就嘉許禮評審委員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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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 

招蒨聰／潘愛蓮  

機構傳訊部 

電話： 2100 9044 / 2100 9041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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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