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者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 李國興建築師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主席 陳澤斌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原會長 陳沐文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事務部主席及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教育及評審資格委員會主席 蘇晴 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HKIA)



• 香港建築師學會(HKIA)於1956年成立，是以香港建築師為主
的專業團體

• 學會的組織及管理依據《香港建築師學會法團條例》
(香港法律第1147章)

• 學會主旨包括

（a）推廣建築學的一般發展並促進及幫助各界人士獲取與

建築學有關的各藝術及科技知識

（b）提高香港建築學及學會會員所提供的專業建築服務的水平



香港特別行政區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

Architects Registration Board HKSAR (ARB)



• 建築師註册管理局於1990年根據香港《建築師註册條例》

(香港法律第408章)成立

• 建築師註册管理局乃香港政府法定機構

• 建築師註册管理局按《建築師註册條例》，依法對

- 香港建築師專業註册

- 香港註册建築師的紀律管制及有關事宜作出規定。



如何成為香港註冊建築師



3 Es

Education 建築學專業教育

Experience 專業實習

Examination 專業測評



建築學專業教育



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築師註冊管理局 (HKIA/ARB)

認可的建築學專業教育

• 不少於 5 年全日制建築學教育

• 擁有 HKIA/ARB 評審或認可的建築學專業教育學位

如 : 建築碩士學位 (M Arch)



專業測評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PA)



可於以下網頁下載: 
https://www.hkia.net/en/pdf/PA/PA_Handbook_revised_2017.pdf

Objectives of PA

- to ensure that the candidates have
acquired the recognised academic training
and prescribed local practical experience,

- and have attained a level of knowledge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conduct acceptable to the HKIA for
admission to full membership, and to the
ARB for registration as Registered
Architects.





英國建築學專業課程



英國建築師註冊管理局 (ARBUK) 認可的英國建築學專業教育

• Part 1  建築學先修課程 (一般 3 年 )

- 建築學士學位 (B Arch)

• Part 2   建築學專業教育課程 (一般 2 年 )

- 建築碩士學位 (M Arch) 或同等建築專業學位



過往英國畢業生
如何成為香港註冊建築師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

Commonwealth Association of Architects (CAA)

認可建築學專業課程名單之更新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 (CAA) 認可建築學專業課程名單

◆經CAA直接評審的建築學課程
(如:香港, 南非, 肯亞, 等)

◆由CAA認可的國家評審程序評審的建築學課程
(如:澳大利亞, 紐西蘭, 英國)

2020年2月前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 (CAA) 認可建築學專業課程名單

◆經CAA直接評審的建築學課程
(如:香港, 南非, 肯亞, 等)

◆由CAA認可的國家評審程序評審的建築學課程
(如:澳大利亞, 紐西蘭, 英國)

2020年2月後



學會就認可英國建築學課程

之過渡性安排



學會就認可英國建築學課程之過渡性安排



學會就認可英國建築學課程之過渡性安排



未來英國畢業生
如何成為香港註冊建築師





學術資格測評
Academic Qualifying Assessment  (AQA)



學術資格測評
Academic Qualifying Assessment  (AQA)

可於以下網頁下載:
https://www.hkia.net/en/pdf/PA/PA_Handbook_revised_2017.pdf
https://www.hkia.net/en/pdf/PA/AQA_Guidelines.pdf

• 申請資格

非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築師註冊管理局 (HKIA/ARB)

評審或認可學校的畢業生，在申請參加專業測評前，其學術資格和水
準需要先通過學術資格測評確定。學術資格測評須以書面方式向學會
提出申請。

• 測評的習作記錄

申請人須呈遞一份詳細的習作記錄（或連同其他資料），以展示其參
與的學校習作和其他相關設計功課。

• 測評準則

若習作記錄中所列示的工作水平與 HKIA/ARB 評審或認可學校的畢
業生的工作水平相若，則可報考 HKIA/ARB專業測評。

https://www.hkia.net/en/pdf/PA/PA_Handbook_revised_2017.pdf
https://www.hkia.net/en/pdf/PA/AQA_Guidelines.pdf


2006-2019 通過學術資格測評 (AQA)

非香港建築師學會(HKIA)評審或認可學校的畢業生

包括 :

丹麥、荷蘭、意大利、芬蘭、挪威、瑞典、新加坡等國家



未來發展



香港建築師學會 (HKIA) 與其他建築學專業認證團體簽訂
互認建築學專業課程協議

• 中國全國高等學校建築學專業教育評估委員會
(National Board of Architectural Accreditation) (NBAA)                         由2000年

•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
(Commonwealth Association of Architects) (CAA) 由2001年

• 澳大利亞建築師資格評估委員會
(Architects 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Australia) (AACA) 由2010年

• 紐西蘭建築師管理局
(New Zealand Registered Architects Board) (NZRAB) 由2012年



建築學教育坎培拉協議

Canberra Accord o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香港建築師學會 (HKIA) 自 2018年成為
建築學教育坎培拉協議 (Canberra Accord o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
成員

HKIA/ARB 建築學課程評審系統，為下列國家級建築學專業認證團體
認可，具有同等評審水平 :

中國、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南韓、南非及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CAA)



未來發展

• HKIA 繼續與其他海外建築學評審機構商討, 開拓更多互認學歷的
途徑

•積極聯繫本港各中學、國際學校及教育機構, 為學生、教育界及
公眾提供相關資訊, 協助學生計劃海外升學時, 充分掌握資訊以作
出適當決定

•如有任何有關升學的疑問, 歡迎致電秘書處熱線: 2511 6323 



謝謝!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