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五期
2022年3月

送

  正確選擇加入建造業
令自己不斷向前進步        

地盤我至型

海天堂優惠券，海天堂優惠券，
詳情請參考頁底廣告詳情請參考頁底廣告
條款內容。條款內容。

錢浩明現時於一間建築公司擔任平水員，
主要負責配合地盤進度，提供墨線及
測量工作，以及負責協調各項施工工作。
 「2021年畢業後，我便開始在這間公司
工作，不但得到寶貴的工作經驗，更令我
對平水員工作愈來愈有興趣。」 

2020年中學畢業後，浩明想繼續讀書，
機緣巧合之下，在網上看到香港建造學院
 （學院）的招生廣告，覺得建造業前景不錯，
於是便報讀了學院一年制建造文憑（工地
測量）課程。回望自己的選擇，浩明表示：
 「自己當時的抉擇絕對正確，因為課程除結
合理論及實務外，更會為每位畢業生提供
就業機會，合乎我追求專業及可持續
發展的目標。」

期望未來，浩明表示會在
測量業發展下去，現在先
好 好 把 握 關 於 平 水 的
知識，並計劃稍後持續
進修相關的課程，考取
更高資歷，令自己不斷
向前進步！



專題故事

特區政府於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設立港幣2億元基金，提升樹藝及園藝從業員的專業水平，並
加強妥善護養樹木的公眾教育及推廣工作。

發展局委託建造業議會（議會）管理「城市林務發展基金─見習生計劃」（計劃），計劃由2020年8月開展，
旨在鼓勵樹藝行業的僱主透過「先聘請、後培訓」形式聘請樹藝、樹木管理、攀樹及樹木工作課程的畢業生
成為見習生。截至2021年底，已有近100名見習生參與，參與計劃的公司涵蓋政府部門、園境公司、樹藝
公司和建築公司等，首批見習生將於2022年3月完成培訓。

計劃透過資助僱主，向見習生發放培訓津貼。見習生完成培訓並考獲相關工種的專業資格後，便可獲發放
最多港幣$30,000元獎金。除此之外，議會亦安排見習生參與實力鞏固課程，幫助他們掌握專業技能、改善
團隊合作精神等。

「城市林務發展基金 ─ 見習生計劃」 
資助僱主培育樹藝從業員

見習生計劃設定最低薪金要求，
綠化工程公司代表伍耀榮認同可以
保障初入行的見習生，培訓津貼能
減低公司的薪金支出。

綠化工程公司代表伍耀榮

攀樹公司僱主邱盛昌讚賞其現職
見習生的工作表現。他認為新一代
可透過本計劃提升對樹木相關行業
的認識。

攀樹公司僱主邱盛昌

攀樹員見習生培訓導師許芝順指
培訓見習生的困難不大，他會根據
培訓方案內容，安排見習生進行
不同類型的樹木工作。

攀樹員見習生培訓導師許芝順

樹藝師見習生關淳之相信樹木管理
行業的發展潛力，從而有意入行。

樹藝師見習生關淳之

攀樹員見習生蔣奕敏為攀樹行業中
少數的女將。她認為在職培訓令她
更有信心考取專業資格。

攀樹員見習生蔣奕敏

參加辦法
計劃全年接受申請。僱主須先聘用畢業於資歷架構第三至第五級的
樹藝、樹木管理和樹藝工作課程的見習生，然後遞交申請表。有興
趣的僱主可登入https://www.hkic.edu.hk/chi/UFSF_TP查看詳情，
致電2100 9000或電郵至ufsf-tp@cic.hk與議會職員聯絡。

樹藝師見習生培訓導師陳健偉指當
見習生開始掌握較多技巧後，便會
學習樹木普查和樹群檢查。累積
經驗後見習生可獨立評估一棵樹的
健康狀況。

樹藝師見習生培訓導師陳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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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環保建築新知

建造業是香港經濟支柱，亦是帶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建造業要
保持蓬勃發展，需要培育更多優秀的人才。

香港建造學院（學院）全日制短期課程免學費，訓練津貼每月可達 
港幣$10,200元*。課程內容實用，切合行業需要，訓練期由一個月
至半年。完成課程後，可考取中工，繼而透過不同的技術提升課程
或計劃再晉身大工資格，學院會為畢業生安排就業輔導及支援。

未來數年，北部都會區發展及各項大型工程陸續開展，預計
建造業總工程量每年可達港幣$3,000億元#，是時候提升
技術，考取專業資格，把握行業新機遇！

即將開班課程：
•  鋼筋屈紮 •  雲石裝嵌 •  建造棚架
•  金屬棚架 •  建築樓宇測量 •  油漆

入學資格：
•  18歲或以上
•  可在香港合法受僱，並能以廣東話溝通
•  大部分課程不設學歷要求

* 適用於指定課程及須達到要求出席率，已包含畢業鼓勵獎金。
# 根據建造業議會2021年6月25日「建造工程量預測」。

查詢及報名：2100 9000 網上報名

「疫」境自強  提升技術晉身中工
築動世界

嵌入式混凝土傳感器透過雲端技術監察混凝土的溫度，收集的數據可透過專用
的網上平台輸送到雲端監察，各方不但可下載和分析現場即時數據，還可隨時
從網上提取過往的數據進行比較。一些例子如預應力樓板可早一天拉力，隧道
模板可早數天拆板，其中有個項目更因為省卻處理4,000粒混凝土磚而減去
十幾噸的碳排放，可見小小的科技亦可對社會及環保作長遠的貢獻。

嵌入式混凝土傳感器更可以集成到建築信息模擬（BIM），創建實時混凝土抗壓
強度數碼分身（Digital Twin）。此外，屋宇處亦已修改相關的作業守則，令業界
有更清𥇦的指引使用這技術以加快工程進度。

香港的建設絕大部分都是混凝土建築，針對加快混凝土建造及加強質量控制的
數碼科技的確可為業界帶來重大的影響。一向以來，監測混凝土抗壓強度是要到
工地先收集混凝土磚樣本，再把樣本送到實驗室進行測試。此方法既耗費人手，
又不能取得實時數據，效率較低。再者，實驗室的環境與工地現場混凝土環境
有所不同，準備樣本的過程也難免會有人為錯誤。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系列 ─ 第四回

嵌入式混凝土傳感器

如對此專題感興趣，可掃瞄QR CODE獲得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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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好事
香港接連受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打擊，弱勢社群和基層人士
除了面對疫症威脅，還有沉重的經濟負擔，生活百上加斤。
然而，在疫症蔓延時，社會上許多有心人依然發揮正能量為
有需要人士無私付出，譜出無數好人好事。

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CISVP）於每年魯班服務月期間
均會舉辦「建造業義工嘉許禮」，以表揚過往一年對社會有
傑出貢獻的從業員及機構，宣揚「建義勇為」的精神，
讓建造業義工的努力及付出獲得大眾認同及肯定。去年於
嘉許禮獲得「非凡建造業義工項目─金獎」的中電義工隊
自疫情開始，便不斷探索新的服務模式，運用創意，靈活
變通，以不同形式支援各界抗疫。

在疫症初期，中電義工隊迅速應變，與工商客戶捐出合共價值逾60萬
港元應急用品，為前線醫護人員打氣；在防疫物資最短缺時，向
劏房戶和弱勢家庭送贈超過100萬個外科口罩。此外，義工隊關顧
有需要人士的心理和情緒，透過網上平台，夥拍多間社福機構舉行
5次視像探訪，與超過200位獨居或居於安老院舍的長者開心過節，
在虛擬互動下注入正能量。他們亦向弱勢家庭送出二手手提
電腦，以及為家長提供電腦培訓，有助學童在疫情下在家學習。

疫情下，我們需要更多建築人發揚及承傳魯班先師惠澤社群的
精神，為有需要人士送上關懷。今年「建造業義工嘉許禮」將於
7月17日舉行，現誠邀業界踴躍提名，於5月6日或之前遞交
服務紀錄，讓建造業義工的努力及付出獲得認同及肯定。

「建」義勇為   
疫下凝聚正能量

面對突如其來事情的應變心態
鍾智偉（2021）

日常工作中，我們經常都會遇到不少突如 
其來的事情。『突如其來』就是出乎意料，
無辦法預計的。就好像最近的新冠疫情
第五波突然來襲，大家會如何面對呢?

我希望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個人的看法
及處理心得。

首先，了解事情。要去認清及分析面前
正在發生的情況。按事情緊急性及影響
範圍，跟同事、家人、朋友商討對策；

第 二 ， 準 備 充 足 。 凡 事 準 備 多 項
對策，不要抱有僥倖心理；

第 三 ， 處 變 不 驚 。 無 論 遇 到 任 何
境遇，總要淡定，保持良好的心態。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準備充足，便是
 「處變不驚」的最佳伙伴。

祝大家身體健康，百毒不侵！

建造業傑出青年巡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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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漫畫

地盤術語

形容沒什麼地盤工作
經驗，好像白紙一樣
的新人。

白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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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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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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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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師學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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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專注於招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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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

Y

CM

MY

CY

CMY

K

CIC_Recruit_Issue25_Output.pdf   1   23/3/2022   12:23 PM

搵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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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預防糖尿病，肥胖是一個引致
糖尿病的主要風險因素，以下是
一些建議方法，減低患上糖尿病
的風險：

築君健康

包伙食

糖尿病

南瓜洋蔥大蒜湯

根據醫院管理局資料，本港約有
70萬名糖尿病者，即每10名港人
便有1名患者。當中年齡小於35
歲的人，有2%已患上糖尿病。而
年齡大於65歲的人當中，更有超
過20%的人患上糖尿病。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肆虐香港，大家必須多飲增強
抵抗力的湯水，今次為大家介紹「南瓜洋蔥大蒜
湯」有清熱解毒之效，加配健脾食材生薑和紅蘿
蔔，提升抵抗力又去濕，抵禦病毒入侵。

1. 將全部材料洗淨
2. 洋蔥、南瓜及紅蘿蔔切件
3. 大蒜去衣拍扁
4. 水滾後將所有材料放進湯煲內，

大火煲15分鐘，再轉慢火煲1小時
5. 少許鹽調味即成 

材料

洋蔥  3個
大蒜  1個
南瓜  1/4個
紅蘿蔔  1條
腰果  40克
紅棗  6粒
水  2公升

•  保持理想體重
 �  亞洲人的理想體重指標為18.5-22.9 

 （Body Mass Index, BMI）
 �  體重指標 = 體重（公斤）÷ 身高（米）÷ 身高（米）

•  維持低脂肪、低糖、低鹽及高纖維素的飲食習慣
•  建議每星期最少五天進行30分鐘或以上中等強度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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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活動 

A.  嵌入式混凝土傳感器  B.  嵌入式混凝土傳遞器

C.  內置式混凝土傳感器

參加者請將姓名連同答案WhatsApp
至6477 3264。截止日期為2022年4月 
15日，得獎者將獲專人通知領獎。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第二十五期問題：

第二十四期答案：D.	小型承建商

今期「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	
中心」介紹了什麼新知？

送送
棉質休閒襪		
共20份

*  活動詳情以最新公布為準

31/3 第三屆傑出校友獎（截止提名）
香港建造學院

7 & 21/4 建築信息模擬講座及工作坊2.0建造業議會建築信息模擬空間

有獎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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