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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y從小看到建築物，就會有很多想法：如怎樣設計令

外觀吸引？內部結構怎樣才穩固？這些問題都令她發覺自己

對建築充滿興趣，亦令她立志向這方面發展。在內地讀完

本科後，來香港修讀土木工程碩士課程。畢業後，她將學到

的知識回饋香港，成為工程師參與香港基礎建設工程。

基礎建設的工程規模會較大，工程由設計階段Lucy已經有份

參與，工作期間一直監督進度，一步步達至完工，令她得到

很大成功感。令Lucy最深刻的一項工程就是「屯門—赤鱲角

隧道」，因為工程涉及的範圍大，需要在晚間至凌晨時段，

將北大嶼山公路封路，當中遇到不少困難，到最後得以順利

完成，她回想：「第一日通車真係好感動！」

Lucy表示看好建造業前景，未來有更多的基建準備動工，她

期望以自己的知識及累積的經驗，繼續為行業出一分力。

「屯赤通車
好感動！」

基礎建設工程師Lucy基礎建設工程師Lucy



u「香港建造青年高峰會」小組討論環節。

p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右四）、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林世雄（右三）、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駒（右五）、2021建
造業傑出青年選舉委員會主席陳鏡源博士（左四）與五位
建造業傑青在頒獎禮上合照。

專題故事

負責管理小蠔灣污水處理廠內的太陽能發電場，由4,200塊多晶硅太陽能光伏
板組成，是香港目前政府設施中規模最大的太陽能發電系統。工作以外，閒餘
時間全情投入社會服務，熱衷透過音樂及其樂隊分享個人從基層做起的經歷及
心得，鼓勵青年人不斷增值及發掘自我潛能，為建造業樹立健康活力形象。

評選標準

建造業議會於2021年6月26日舉辦「香港建造青年高峰會2021」及第二屆 
 「建造業傑出青年選舉」頒獎禮。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先生、建造業議會
主席陳家駒先生和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鄭定寕工程師擔任主禮嘉賓。

香港建造青年高峰會2021
每兩年一度舉辦的「香港建造青年高峰會」，致力為年青人提供
互動交流平台，讓他們了解及分享建造業的最新發展趨勢，
藉此推動整個業界應對未來的機遇與挑戰。

本年高峰會以「承傳發展、邁向成功」為主題，探討城市的可
持續發展，並邀請本地精英分享他們對社會發展的真知灼見。

第二屆「建造業傑出青年選舉」
 「建造業傑出青年選舉」旨在表揚在事業上有卓越成就和對
社會與建造業有抱負及傑出貢獻的年青建築人，藉此鼓勵
年青從業員「自強不息 創建未來」。今年共有五位來自業界
不同崗位的建造業年青人獲選為「2021建造業傑出青年」。

個人成就 對建造業
的貢獻

對社會
的貢獻

對香港的 
願景和承諾

個人奮鬥及抱負
作評審準則

著名建築師，致力運用專業知識，推動智慧城市及建造業的可持續發展。參與
及發展的建築工程項目遍佈全球12個國家、60多個城巿，包括香港、中國
內地、印度、東南亞、歐洲及美國等地區，開展了不同類型的大型建築項目。

何力治建築師  何設計 主席

鍾智偉先生  渠務署 助理電氣督察《得獎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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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動世界

u	建築信息模擬中心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矢志投身
建造業，開展裝飾性油漆的事業。
憑藉對工藝及藝術的堅持與熱愛，
為多個主題樂園添上彩衣，啟發
建築融入藝術，拓闊大眾對建造業
的無限想像。其中上海迪士尼樂園
的設計更奪得國際主題娛樂協會
頒發的主題樂園傑出成就獎。

致力融合專業與學術，曾參與香港多項
大型基建項目設計，一直為香港建造業的
發展及科技創新作出貢獻。除此，他先後
在香港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分別從事教學
工作及學術研究，主要研究低碳混凝土
材料、可持續樓宇及基建工程、創新建築
技術等，其專業成就備受認可及推崇。

今屆五位建造業傑青得獎人均積極投入社會服務，
用自己的專業、發揮專長，回饋社會。早前，五位
得獎人參加了建造業社會服務日，帶領一眾低收入
家庭的小朋友參觀建造業議會的各個中心，認識多
項創新建築科技，及可持續發展社會的理念。

與建築署及建造團隊利用「組裝合成」建築法，於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期間，
在鯉魚門公園度假村籃球場迅速地興建了第一批118個檢疫營舍單位，
率先應對抗疫工作。其後以最快速度完成多個檢疫營舍單位，充分發揮
 「組裝合成」建築方法的最大效能，為抗疫作出重大貢獻。

香港建造學院環境煥然一新香港建造學院環境煥然一新
邁向建造培訓新一篇邁向建造培訓新一篇
香港建造學院環境煥然一新香港建造學院環境煥然一新
邁向建造培訓新一篇邁向建造培訓新一篇
香港建造學院環境煥然一新
邁向建造培訓新一篇

越文鋒工程師  建築署 高級工程策劃經理

吳沛林博士 工程師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創新及科技部高級經理

馬可儀女士
華特迪士尼幻想工程（亞洲）有限公司 首席藝術總監

香港建造學院（學院）於2018年由建造業議會（議會）正式
成立，願景是為香港建造業培育優秀建造團隊。為迎接
建造業未來發展的需要，除了優化學院建造課程（包括全日
制及兼讀制課程）的資歷認證外，議會近年更投放了4.5億
港元開展了發展工程來改善三所院校包括九龍灣、葵涌
以及上水的校舍設施，有關工程已於今年初竣工，讓新
一代的建築人可以於煥然一新的校園環境中學習。

p	語言實驗室

各院校定位
九龍灣院校 重點教授建造理論以及提供網上互動教學體驗，校園

提供展覽中心、建築信息模擬中心、語言實驗室、
學習資源中心等優質設施。

葵涌院校 著重培養安全意識，重點設施有安全體驗訓練中心、
建造工藝技術培訓工場等。

上水院校 聚焦培訓工藝技術，多元化設施包括禮堂、健身室、
多個建造工藝技術培訓工場、智能大廈管理系統培訓
中心及學習資源中心等。

p	學習資源中心

p	智能大廈管理
系統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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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意外 個案分析

工友應該
� 把燃料發動的機器放在密閉
空間外
� 持有「密閉空間工作」證明書
� 留意是否已貼出「危險評估
報告」，指明可安全工作
� 若發覺身體不適，立即離開
密閉空間並向管工報告

管工和負責人須注意事項
� 密閉空間工作應有一套安全工作
系統，包括由合資格人士作出
 「密閉空間工作危險評估」及
發出評估報告，採取相關安全
措施及制定緊急救援程序
� 只准持有「密閉空間工作」證
明書的工友進入密閉空間工作

個案簡述：
打磨技工在一條長百多
米，直徑2 . 2米的金屬
管道內獨自打磨內壁，
管道內放有一部流動式
燃油發電機，發電機
操作時產生一氧化碳，
工友吸入氣體中毒。

意外原因：
� 燃料發電機在操作時產
生大量有毒的一氧化碳
� 金屬管道內空氣不流
通，令一氧化碳積聚
� 未作出密閉空間工作
危險評估

金屬管道內中毒

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CISVP）一直致力推動業界
義工文化，鼓勵業界組織義工隊服務社會。2021年
CISVP繼續推行「魯班服務月」，希望透過各種行
善義舉，發揮建造業義工「建義勇為」的精神，展現
業界同心關愛的一面。

 「魯班服務月2021」三大活動包括：於香港建造學院及建造業零碳
天地舉辦「建造業捐血日」、發動業界義工隊於周末參加「建造業
海岸清潔日」及「建造業魯班飯行動」，派發「魯班飯」予弱勢社
群。活動至今已有超過300人成功捐血、派出近20隊業界義工隊
清潔海灘及在178次派飯活動中向超過23,500人派發熱飯。

今年，建造業議會更聯同香港建造商會集合更多業界力量，攜手發放善心，舉辦
 「18區派建造業魯班飯」，向全港18區基層市民派發熱飯盒和禮品包。2021年
7月16日至23日期間，「18區派建造業魯班飯」安排了來自37間建造業支持機構
的義工隊前往全港18區服務51次，合共派出近5,000個魯班飯。

活動贊助（排名不分先後）：牛奶國際、李錦記、萬寧

服務月 2021服務月 2021
好人好事

Kenneth從小在爸爸身上學會刻苦
耐勞的道理。在投身建造業的二十
多年來，他堅持這份信念，時至
今日，他已由昔日的地盤學徒晉
升為高級策劃工程師。他懷著 
 「心態主宰命運」這句座右銘，使
他堅持一步一步從學徒走到土木
工程師的資歷。他以自身經歷勉勵
身邊的人，即使面對建造業不同
的高低起伏，都需要樂觀性格
面對，透過種種經歷去磨練自己
的意志和吸收更多不同的工作經
驗，最終必定能順利過渡逆境。

謝啟堅
現職：港鐵公司 – 高級策劃工程師
就讀課程：建造業管工/技術員課程 – 土木工程
畢業年份：2001

香港建造學院香港建造學院
傑出校友巡禮（五）（五）傑出校友巡禮（五）（五）

香港建造學院 
傑出校友巡禮（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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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漫畫

地盤術語

雞
屎
焊

正解：燒得好差的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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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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有意者請於本公司網站遞交網上申請。

公司網頁︰www.hiphing.com.hk

監工（建築工程）
• 負責監督建築工程及執行技術職務
• 必須持有建造 / 建築學證書或以上學歷
• 3年或以上相關經驗

監工（屋宇裝備）
• 負責監督屋宇裝備及機電安裝工程
• 必須持有屋宇裝備 / 電機 / 機械證書或以上
學歷

• 1年或以上相關經驗

繪圖員（測量）
• 負責繪圖及修改有關測量施工圖
• 持有建造 / 建築學 / 電腦科學 / 測繪及地理
資訊學高級文憑或以上學歷

• 1年或以上相關經驗

學徒（管工）
• 在地盤總管的指引下協助地盤施工管理
• 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取得5科合格的成績
 （包括中、英及數學）

• 成功受聘之學徒會按學徒制度條例簽訂學
徒合約，接受為期3至4年的學徒訓練計
劃，期間會同時接受在職培訓及修讀VTC之
指定課程（屋宇建造）

公司網頁︰www.vibro.com.hk

（所有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有意者請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 2826 7765 與周小姐聯絡

機手（探土）
• 負責進行鑽探及一般雜務工作
• 小學程度，持有岩土勘探工中工牌
• 1年或以上相關經驗

有意者請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 2483 9264 與葉小姐聯絡

見習機手（逆流鑽機 / 磨筒機）
• 於維修工場協助鑽具維修，逆流鑽機/磨筒機
裝配等工作

• 中三程度
• 需持有效平安咭及建造業工人註冊證
• 工作地點：錦田

學徒（管工）
• 接受全面而專門的技術實務訓練、學習專業
知識及正確的施工程序

• 掌握施工管理及監督工程質素之知識及技巧
• 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取得5科合格的成績
 （包括中、英及數學）

• 成功受聘之學徒會按學徒制度條例簽訂學徒
合約，接受為期3至4年的學徒訓練計劃，
期間會同時接受在職培訓及修讀VTC之指定
課程（土木工程）

有意者請於本公司網站遞交網上申請。

工藝導師
 （全職＋兼職）

 水喉
 泥水
 起重機操作（塔式、
履帶式或輪胎式）

工藝導師
 （全職＋兼職）

 電器裝置

 機電（冷氣及消防）

 測量及平水

請致電

3199 7344

請致電

3199 7344

C

M

Y

CM

MY

CY

CMY

K

CIC_find_job_0804_Output.pdf   2   4/8/2021   11:56 AM

搵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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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centres_P.7.pdf   1   27/7/2021   7:50 PM

築君健康

青光眼是由於眼球壓力過高，
引致視網膜上的視神經細胞受
損，令視力下降和視野縮窄，
嚴重者可導致永久失明。

慢性青光眼：早期沒有明顯
病徵，後期視野會慢慢收窄，
視力變得模糊，經常撞倒旁邊
物件

急性青光眼：視力急劇下降或
模糊、眼睛劇痛、眼紅、看見
光源出現彩虹圈、眼角膜變得
混濁、頭痛、噁心和嘔吐等

青光眼成因
眼角閉角：眼球內有房水以
維持眼睛的形狀，提供養料及
氧氣給角膜及晶狀體，如果房
角閉合，則會阻塞房水流動，
增加眼部壓力

高危人士有較大機會患上青光眼：
� 近視或遠視超過600度
� 家人曾患上青光眼
� 患有心血管疾病， 
如糖尿病、高血壓
� 偏頭痛患者
� 眼睛曾經受傷
� 年齡超過40歲人士

預防方法
� 進行帶氧運動：每周進行150分
鐘的帶氧運動，強化心血管
健康，亦能減慢青光眼的惡化
� 減少進食經工業加工過的食物
� 少食煎炸食物、高糖飲品
� 多進食魚類、堅果及橄欖油
� 充足睡眠

資料來源：網上資料

木工篇 防蟲

1. 保持空氣流通，閒時
開冷氣機、抽濕機保
持乾爽

2. 放置炭可吸濕及防蟲

3. 塗抹防腐油

4. 檢查白蟻蛀食情況：如果地板
出現有木粉，有可能是蛀木
蟲，廁所的地面、門框，因為
潮濕尤其容易被蛀，如果木製
家具有白蟻蛀，應找專業人士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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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問答

議會活動 

第二十一期問題：
今屆「建造業傑出青年選舉」有多少位得獎者？
A：4位      B：5位      C：6位
參加者請將姓名連同答案WhatsApp至91590122。
截止日期為2021年9月15日，得獎者將獲專人通知
領獎。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第二十期答案： B：2019

尼龍丁腈
防護手套 

（防滑型） 
共20份

*活動詳情以最新公布為準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與
建造業零碳天地可持續發展
展覽開幕典禮
全新體驗建造業展覽中心

26�7
建造業零碳天地

僱主講座－ 
 「與少數族裔共事」及 
建造業成功個案分享

30�7
建造業零碳天地

建造業安全周2021－ 
開幕典禮暨研討會

2�8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中級技工合作培訓計劃」
招募日

4�8
觀塘東九龍政府合署六樓
勞工處建造業招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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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築動力量」 
慈善月曆健兒 
為影靚相密密操肌

2019年起，「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CISVP）每年均推出 
 「築動力量」慈善月曆，鼓勵業界積極參與體育運動和義工服
務。今年的慈善月曆將以「建造巨人」為題，並邀得十多位業界
肌肉型俊男美女參與拍攝。雖然受到疫情影響，但亦無阻他們
的滿腔熱血，接受緊密的戶外體能訓練，為拍攝作最佳準備。

去年慈善月曆獲得業界熱烈支持，今年CISVP更加推「正能量
支持機構」，讓業界機構以優惠價享受優先訂購服務；所有銷售
收益扣除印刷成本，將全數撥作「建造業魯班飯行動」，支持
派發「魯班飯」予弱勢社群，既實用又可以行善，馬上行動啦！

想了解更多2022年月曆，請密切留意CISVP網站、CIC Facebook
及IG有關月曆的最新資訊！

 「正能量支持機構」— 優先預訂計劃截止日期：2021年8月31日

月曆將於2021年10月正式公開發售！

如有查詢，歡迎與CISVP 
職員聯絡（電話：2100 9488 /  
cisvp@ci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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