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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

2020年對於香港及全球而言，都是充滿嚴峻挑戰的一年。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席捲全球 
，人類健康、社會和經濟深受影響，相信社會各界，包括建築界在內，都面臨空前挑戰。

在香港，疫情緊接著一系列社會事件和全球經濟動盪，令香港的困境如雪上加霜。

共渡時艱

面臨前所未見的艱難時刻，本人及理事會同仁責無旁貸，以為會員提供及時和切實的支援

為己任。建築師在專業工作上向來以具創造力和適應能力強見稱，我們堅信，雖面對風雨
，學會與會員攜手並肩，定能走出逆境。2020年間，學會為迅速支援會員而採取的行動包

括: 聯繫政府當局，爭取將抗疫資助擴展至學會所有註冊建築師企業單位(Registered 
Practices)，包括中小型企業，而非政府原先計劃只惠及香港建築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

員會(AACSB)顧問公司名單上的企業；設立聘用建築系畢業生及助理專業人員的資助計劃 
；於項目合約屆滿前提早發放延期索賠；加快籌劃和推展更多不同規模的項目；簡化政府

部門在家工作期間提交及審批流程的行政安排等等。

此外，學會還提供會費減免，並與各方聯合舉辦或助力推動多項建築設計比賽，藉以推廣

會員的卓越專才，並創造更多顧問工作機會。學會亦著眼發掘香港以外地區，特別是在內

地，為會員提供更廣更新的資訊，涵蓋不同規模、不同地方的建築設計比賽；為此，我們

在學會網站專門設立了內地新聞資訊頁面，並建立微信平臺，方便會員溝通交流。

社會責任

運用專業所長服務社會，是學會應盡的社會責任。疫情肆虐下，我們致力協助市民對抗病

毒，維持健康的建築環境。60多名不同世代的學會會員組成抗疫義工小組，自2020年3月

起投入社區幫助有需要的市民，包括協助一些長者中心和學校檢視建築環境狀況，提供改

善環境健康或設施的意見；向有需要家庭捐贈口罩、衛生用品、超級市場優惠券、電腦等

物資；同時，還推出「健康建築快速測試」應用程式，幫助市民檢視自己處所的健康情況 

，找出需改善的地方。

學會希望以疫情為契機，與其他學會及其他專業界別合作，共同為締造健康建築、健康城

市推展公眾教育、制定指南、倡導相關公共政策的改進等等。2020年間，學會便已聯合其

他組織為會員及公眾舉辦了一共9場「健康建築 健康城市」網絡研討會。這些合作努力為

日後的活動奠定基礎，我們會繼續聯同建築、教育和醫療領域的夥伴組織開展「健康城市

倡議」工作，期望匯聚各方專業意見，長遠推動香港發展成為更健康的宜居城市。

教育前沿

作育英才是學會主要職責之一，以培養年輕建築師，維護專業水平，提升專業知識與能力以
實踐卓越建築。

受疫情影響，2020年度部分專業測評需推延至下半年，尤幸所有試卷測評最終都順利舉行。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及香港城市大學(城大)的課程評審亦延期至2020年12月舉行。兩個獨立的
專業教育課程評估小組已提交報告，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其後亦通過
了報告，無條件認證中大的建築學碩士和學士課程，以及城大的建築學學士課程，為期五年
。

我衷心感謝評估小組的本地和海外成員及觀察員，以及多年來支持專業測評的一眾評分員、
面試員，以及督導個別考生的辦公室監督人及導師，他們為培養一代接一代的年輕建築師貢
獻良多。2020年，專業測評委員會及各試卷專責小組的成員除了確保測評正常運作外，更致
力簡化專業測評流程，為考生編撰各試卷的學習指南，並著手制訂完善專業測評系統的未來
十年藍圖，我亦向他們衷心致謝。

我在成為候任會長後的首次演講中，承諾為會員加強專業進修活動以配合終身學習，提升他
們對建築週期各個環節的認識，以應對科技進步和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2020年，學會舉辦
了逾50場持續專業進修活動，當中包括專題系列，涵蓋成為認可人士、健康建築及健康城市
、學會年獎獲獎項目、科技應用等範疇。學會亦定期與本地及國際專業機構合作，以期豐富
持續專業進修活動內容，讓會員從更多的講者、主題及觀點中獲益。

學會亦致力提升會員在建築項目中運用建築訊息模型(BIM)的能力，以應對與日俱增的需求，
同時為會員提供獲得BIM組長及BIM協調員資格的途徑。學會於2019年中啟動香港建築師學會
建築資訊模型認證計劃，為專業人士和公司提供BIM認證服務，2020年全力推展計劃，並為
此舉辦一系列培訓、補充課程及持續專業進修課程。

受疫情影響，許多持續專業進修課程需延期至下半年，其中多數轉為線上形式。結果顯示，
線上研討會的出席率遠高於傳統的現場模式；相信即使疫情過後，不少研討會都會採用線上
與線下相結合模式。至於考察活動，2020年，我們只能在疫情前的1月份舉辦了一次實地考察
；我們希望很快便能恢復舉辦更多實地考察活動，無需倚仗虛擬考察。

聯繫內地與海外

由於全球疫情蔓延，學會在內地和海外的許多夥伴機構的工作、活動和會議需推遲、或改為

線上形式；然而，這無阻學會會員參與的決心。學會會員依然以代表或講者身份，踴躍參與

各個平臺的工作與活動，包括亞洲建築師協會、國際建築師協會、坎培拉協定、英聯邦建築

師協會，以及內地和香港部門舉辦的有關在前海、大灣區、一帶一路地區執業的交流活動。

我們的積極參與，除了有助會員保持與世界各地同行的聯繫和交流外，也能確保香港建築師

學會、香港建築專業人才和香港的卓越建築在國際舞臺上獲得注視、並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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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聯繫政府當局，爭取將抗疫資助擴展至學會所有註冊建築師企業單位(Registered 
Practices)，包括中小型企業，而非政府原先計劃只惠及香港建築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

員會(AACSB)顧問公司名單上的企業；設立聘用建築系畢業生及助理專業人員的資助計劃

；於項目合約屆滿前提早發放延期索賠；加快籌劃和推展更多不同規模的項目；簡化政府

部門在家工作期間提交及審批流程的行政安排等等。

此外，學會還提供會費減免，並與各方聯合舉辦或助力推動多項建築設計比賽，藉以推廣

會員的卓越專才，並創造更多顧問工作機會。學會亦著眼發掘香港以外地區，特別是在內

地，為會員提供更廣更新的資訊，涵蓋不同規模、不同地方的建築設計比賽；為此，我們

在學會網站專門設立了內地新聞資訊頁面，並建立微信平臺，方便會員溝通交流。

社會責任

運用專業所長服務社會，是學會應盡的社會責任。疫情肆虐下，我們致力協助市民對抗病

毒，維持健康的建築環境。60多名不同世代的學會會員組成抗疫義工小組，自2020年3月

起投入社區幫助有需要的市民，包括協助一些長者中心和學校檢視建築環境狀況，提供改

善環境健康或設施的意見；向有需要家庭捐贈口罩、衛生用品、超級市場優惠券、電腦等

物資；同時，還推出「健康建築快速測試」應用程式，幫助市民檢視自己處所的健康情況

，找出需改善的地方。

學會希望以疫情為契機，與其他學會及其他專業界別合作，共同為締造健康建築、健康城

市推展公眾教育、制定指南、倡導相關公共政策的改進等等。2020年間，學會便已聯合其

他組織為會員及公眾舉辦了一共9場「健康建築 健康城市」網絡研討會。這些合作努力為

日後的活動奠定基礎，我們會繼續聯同建築、教育和醫療領域的夥伴組織開展「健康城市

倡議」工作，期望匯聚各方專業意見，長遠推動香港發展成為更健康的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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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前沿

作育英才是學會主要職責之一，以培養年輕建築師，維護專業水平，提升專業知識與能力以
實踐卓越建築。

受疫情影響，2020年度部分專業測評需推延至下半年，尤幸所有試卷測評最終都順利舉行。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及香港城市大學(城大)的課程評審亦延期至2020年12月舉行。兩個獨立的
專業教育課程評估小組已提交報告，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其後亦通過
了報告，無條件認證中大的建築學碩士和學士課程，以及城大的建築學學士課程，為期五年
。

我衷心感謝評估小組的本地和海外成員及觀察員，以及多年來支持專業測評的一眾評分員、
面試員，以及督導個別考生的辦公室監督人及導師，他們為培養一代接一代的年輕建築師貢
獻良多。2020年，專業測評委員會及各試卷專責小組的成員除了確保測評正常運作外，更致
力簡化專業測評流程，為考生編撰各試卷的學習指南，並著手制訂完善專業測評系統的未來
十年藍圖，我亦向他們衷心致謝。

我在成為候任會長後的首次演講中，承諾為會員加強專業進修活動以配合終身學習，提升他
們對建築週期各個環節的認識，以應對科技進步和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2020年，學會舉辦
了逾50場持續專業進修活動，當中包括專題系列，涵蓋成為認可人士、健康建築及健康城市
、學會年獎獲獎項目、科技應用等範疇。學會亦定期與本地及國際專業機構合作，以期豐富
持續專業進修活動內容，讓會員從更多的講者、主題及觀點中獲益。

學會亦致力提升會員在建築項目中運用建築訊息模型(BIM)的能力，以應對與日俱增的需求，
同時為會員提供獲得BIM組長及BIM協調員資格的途徑。學會於2019年中啟動香港建築師學會
建築資訊模型認證計劃，為專業人士和公司提供BIM認證服務，2020年全力推展計劃，並為
此舉辦一系列培訓、補充課程及持續專業進修課程。

受疫情影響，許多持續專業進修課程需延期至下半年，其中多數轉為線上形式。結果顯示，
線上研討會的出席率遠高於傳統的現場模式；相信即使疫情過後，不少研討會都會採用線上
與線下相結合模式。至於考察活動，2020年，我們只能在疫情前的1月份舉辦了一次實地考察
；我們希望很快便能恢復舉辦更多實地考察活動，無需倚仗虛擬考察。

聯繫內地與海外

由於全球疫情蔓延，學會在內地和海外的許多夥伴機構的工作、活動和會議需推遲、或改為

線上形式；然而，這無阻學會會員參與的決心。學會會員依然以代表或講者身份，踴躍參與

各個平臺的工作與活動，包括亞洲建築師協會、國際建築師協會、坎培拉協定、英聯邦建築

師協會，以及內地和香港部門舉辦的有關在前海、大灣區、一帶一路地區執業的交流活動。

我們的積極參與，除了有助會員保持與世界各地同行的聯繫和交流外，也能確保香港建築師

學會、香港建築專業人才和香港的卓越建築在國際舞臺上獲得注視、並大放異彩。

表揚卓越建築

為表揚卓越建築，學會早已設立「香港建築師學會年獎」，2020年正好為年獎55周年誌慶 

，今年共有10個項目獲獎。繼2012年設立「青年建築師獎」，學會於2020年創設「香港建

築師學會金獎」(HKIA Gold Medal)，這是學會頒發的最高榮譽，以表彰對香港建築具持續 
、深遠及卓越貢獻的建築師；首屆金獎頒授予香港卓越建築的典範 —— 木下一建築師

(James Hajime KINOSHITA)。

建築獎項、展覽和比賽一向有助建築界專業人才發揮才華，展示卓越成就。儘管疫情下，我

們無法前往海外參加各種區域或國際活動，學會在2020年仍努力以不同方式持續舉辦卓越
建築的活動，例如以網絡形式為「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舉辦一系列研討會和虛擬展覽；

以及為「洛杉磯建築展」、「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及大獎」、「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

展」等舉辦本地巡迴展。

誠摯鳴謝

我謹此衷心向理事會全體同仁及秘書處同事致謝，在兩年任期內，他們克盡己職、勇於創新 

，致力實現本屆理事會的承諾: 摰誠服務會員、推廣卓越建築、履行社會責任。全賴他們在

嚴峻挑戰下並肩努力，學會才得以在飆風疾雨下的2020年與會員同舟共濟，共渡時艱。

我亦要感謝學會的一眾友會、夥伴機構及政府部門，長期與學會攜手合作，同步致力建設香

港成為更美好的家園。最後，我誠摯感謝所有會員的鼎力支持，給予學會寶貴而多元的意見。

我呼籲並懇請大家一如既往，繼續支持香港建築師學會。

祝願各位健康、快樂、富足！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2019-2020

李國興 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資深會員 註冊建築師



季度義務秘書長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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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信息模型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認證計劃

•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認證計劃於2019年 7月31日啟動，為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
息模型專業人士和建築信息模型協調人員提供認證服務。

•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計劃和建築信息模 型計劃的“祖父政策”提交截止日期為
2020年7月31日。

• 香港建築師學會亦就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計劃和建造業議會認可建築信息模型管理人員互惠
安排， 及簡化和更新建造業議會認可的建築信息模型管理人員對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
息模型計劃/ 建築信息模型計劃進行評估和更新程序，與建造業議會進行討論。

•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認證計劃簡介會於 2019年8月8日至8月15日舉行
• 常見問題詳見香港建築師學會官網。
• 第一次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專業人士增值訓練課程於2020年7月18日以及7月25
日以中文形式於ZOOM舉行。

• 第二次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專業人士增值訓練課程於2020年10月24日、10月31日
以及11月7日以英文形式於ZOOM舉行。

發展局推出防疫抗疫基金支持建築業對抗新型冠狀病毒
• 發展局於2020年2月24日致函香港建築師學會，表示政府會根據抗疫基金提供5萬港元一
次性資助，供AACSB顧問名單中所有建築公司申請。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20年3月2日回覆發展局，本基金中約有130名註冊執業人士
（RPs），包括第3級建築顧問名單下的執業人士，仍未獲資助。我們促請發展局考慮將
我們所有的執業事務所納入資助名單，讓有需要的執業事務所申請基金。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20年3月5日致函發展局，並透過謝偉銓議員的協調，與建築署、屋
宇署、地政總署及建造業議會的代表會面。發展局於2020年4月6日答覆香港建築師學會，
除建築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顧問公司名單（AACSB）在第一輪撥款中列出的公司
之外，防疫基金的覆蓋範圍已擴展至所有香港建築師學會公司會員，包括中小型公司。合
資格的公司可獲發2萬港元的資助。

季度義務秘書長報告
執業事務部



建築信息模型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認證計劃
•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認證計劃於2019年 7月31日啟動，為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

信息模型專業人士和建築信息模型協調人員提供認證服務。

•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計劃和建築信息模 型計劃的“祖父政策”提交截止日期為
2020年7月31日。

• 香港建築師學會亦就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計劃和建造業議會認可建築信息模型管理人員互惠
安排， 及簡化和更新建造業議會認可的建築信息模型管 理人員對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
息模型計劃/ 建築信息模型計劃進行評估和更新程序，與建造業議會進行討論。

• 常見問題詳見香港建築師學會官網。

• 第一次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專業人士增值訓練課程於2020年7月18日以及7月25 
日以中文形式於ZOOM舉行。

• 第二次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專業人士增值訓練課程於2020年10月24日、10月31日
以及11月7日以英文形式於ZOOM舉行。

發展局推出防疫抗疫基金支持建築業對抗新型冠狀病毒
• 發展局於2020年2月24日致函香港建築師學會，表示政府會根據抗疫基金提供5萬港元一

次性資助，供AACSB顧問名單中所有建築公司申請。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20年3月2日回覆發展局，本基金中約有130名註冊執業人士

 （RPs），包括第3級建築顧問名單下的執業人士，仍未獲資助。我們促請發展局考慮將 
我們所有的執業事務所納入資助名單，讓有需要的執業事務所申請基金。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20年3月5日致函發展局，並透過謝偉銓議員的協調，與建築署、屋 
宇署、地政總署及建造業議會的代表會面。發展局於2020年4月6日答覆香港建築師學會， 
除建築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顧問公司名單（AACSB）在第一輪撥款中列出的公司 
之外，防疫基金的覆蓋範圍已擴展至所有香港建築師學會公司會員，包括中小型公司。合 
資格的公司可獲發2萬港元的資助。

建築合約及糾紛調解事務委員會舉辦持續專業進修系列研討會

• 2020年12月12日， 法律和實際方面的時間相關索賠和不可預見的風險（包括 COVID-19）
• 2020年12月28日， 建築師在仲裁、調解、裁決和專家證人方面的經驗分享

香港建築師學會 ‧ ����年報   7

建築合約及糾紛調解事務委員會
• 建築合約及糾紛調解事務委員會自 2020年11月起制定新的小型工程合同標準形式、裝

修、翻新改造和補充工程，並計劃於 2021年12月底前完成。

• 委員會還正在編寫新的合同爭議解決手冊，目標是在2021年完成。

項目和活動
行業會議
• 香港建築師學會和Autodesk交流會議於2020年4月27日舉行，反映會員對新訂閱計劃和

現有計劃的退休安排作的深切關注。

•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於2020年5月19日舉行網上研討會介紹有關基金申請事宜。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20年7月9日舉行網上防疫基金簡報會

• 香港建築師學會和BrisCAD交流會議於2020年9月29日舉行‘工作流程設計’。
• 香港建築師學會和GraphiSoft交流會議於2020年7月30日舉行ArchiCAD + Open BIM。

• 香港建築師學會、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北京構力科技有限公司於2020年8月
18日舉行網上研討會探討現行在內地採用的建築信息模型

建築信息模型委員會舉辦持續專業進 修系列研討會

• 2020年11月16日，使用建築信息模型的建築概念設計

• 2020年12月18日，根據屋宇署的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PNAP) 提交的 一般建築圖則(GBP)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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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

會員 機構

楊俊傑建築師 建造業議會-建築工程電腦輔助軟件課程

顧問組

陳樹強建築師
馮宜萱建築師
林雲峰建築師
譚天放建築師

周嘉穎建築師
馬鍵郁建築師
余烽立建築師

張廣揚建築師

林煒彬建築師

張廣揚建築師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委任諮詢委員會

醫院管理局- 

Appeal Panel for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for Capital Works Contractors 
and Consultants

建築環保評估協會-

Users Representative/ Consultation 
Group for the Assessment Auto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發展局-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督導委員

會成員

建築環保評估協會-賽馬會綠建環評學校

計劃指導委員會

譚天放建築師

陳永佳建築師 發展局-空間數據共享諮詢委員會

建造業議會-建築信息模擬

建造業議會-建造業工人覆核委員會

徐柏松建築師

黃志光建築師

梁達勇建築師

馮宜萱建築師

建造業議會-

CIC Task Force on Optimal Construction 
Volume and Resources Utilisation under 
the Committee

建造業議會-建造業工人資格評審委員會

建造業議會-註冊專門行業承造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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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分享」系列

2020年4月3日    

季度義務秘書長報告

教育事務部

持續專業進修
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大部份持續專業進修活動均以網上形式進行。儘管如此，網上持續
專業進修活動的參加人數比以往明顯增加。為提升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的專業知識水準，學會
2020年共舉辦超過60項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成為認可人士」系列活動

「成為認可人士」系列活動

全球氣候變化之謎

密集型城市的可持續創新 X 健康生活 重新定義的教堂空間

「認可人士」系列 (第3節)：建築基礎及挖
 掘及側向支撐安裝工程簡介

「認可人士」系列 (第4節)：外部建築工程
（緊急車輛出入許可證及挖掘許可證）

「成為認可人士」系列之認可人士分享座

談會2020（第1節）

2020年7月18日 

2020年7月18日 

2020年11月21日

重新定義的教堂空間2020年8月7日

2020年6月3日

2020年7月8日    

2020年12月16日 「成為認可人士」系列之認可人士分享
座談會2020（第2節）

社區建築新方法–建築師和其他專業人士如
何在香港設計和呈現社區項目方面發揮重

要角色

全球氣候變化之謎

密集型城市的可持續創新 X 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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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共享試驗計劃

「廉政公署共建誠信建設」工作坊系列

「組裝合成」建築法相關主題

0 0年 月 日 土地共享試驗計劃

《一型徙廈的設計基因—香港公屋原型》

0 0年 月 日 外牆木材和複合材料的最新發展 

「廉政公署共建誠信建設」工作坊系列

0 0年 月 日 從建築師角度看新工程合約管理防貪污

0 0年 0月1 日 公務員關係管理

「組裝合成」建築法相關主題

0 0年 月 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 x 香港測量師學會 

x 香港營造師學會合辦之持續專業

進修研討會：百勝角消防處員佐級

職員宿舍之「組裝合成」建築法應用

0 0年 月 日 香港的「組裝合成」建築法（由喜

利得(香港)有限公司主講）

「香港建築師學會 x 建造業議會合辦之參數化建
 築設計」持續專業進修研討會系列

0 0年 0月 日 後數碼建築實踐之簡化建築

    參數化建築設計, 建築信息模型之
互動能力及項目實施 + 效益

當沒有做時, 你會錯過了其 ?
「香港建築師學會 x 建造業議會合辦之參數化建築設
 計」持續專業進修研討會系列

0 0年 0月 日 

0 0年 0月 0日

0 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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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下遊客中心和車公廟體育館研討會

持續專業進修研討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 x 澳門建築 師協會合辦」持續專
業進修研討會系列

0 0年 月 日 從項目到社區管理的數據平台和
訊息應用

與社區一起規劃

「香港建築師學會 x 澳門建築師協會合辦」持續

專業進修研討會系列

香港建築師學會年獎得獎項目分享講座

海下遊客中心和車公廟體育館

與人和大自然融和的建築項目：中文   

大學三位建築系講師的分享

其他持續專業進修研討會及工作坊

0 0年 月 日  香港最早的大型住宅項目

0 0年8月 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 x 香港測量師學會 x

香港營造師學會合辦之持續專業進修

研討會：新工程合約第四版是舊酒新

瓶嗎？

0 0年8月 日  網上人工智能

視察活動

0 0年 月 日 持續專業進修視察活動：香港賽馬會

芝加哥大學教學綜合大樓

視察香港賽馬會芝加哥大學教學綜合大樓

0 0年 0月 0日

0 0年 月 日

0 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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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專業進修研究基金
學會共收到8份2020年持續專業進修研究基金申請。
經由教育事務部委任的持續專業進修研究基金評審委員會(成員包括唐以恆建築師，梁德賢
建築師，朱海山建築師，衛翠芷博士及楊紫萼建築師)對研究計劃書進行審查及挑選，鄭惠

冲先生獲得2020年持續專業進修研究基金，研究主題為「商業的重置; 香港商業建築作為未

來連繫社區基建。」

教育發展及評審

檢討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之建築課程認證申請費

由2021年1月1日起，申請建築課程認證之收費如下:
認證課程 現時收費 新收費

諮詢視察        $170,000 $190,000

初次認證新課程        $310,000 $396,400 
(專業先修課程或專業課程)
初次認證新課程                     $465,000 $594,600 
(包括專業先修課程及專業課程) 

重新認證課程        $290,000 $370,700 
(包括專業先修課程及專業課程)

初次認證新課程(專業先修課程或專業課程)       $455,000                      $581,750 
+重新認證課程(專業先修課程或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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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評審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課程
儘管新冠肺炎疫症肆虐，認證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課程之評審考察活動已於 0 0年 月 日順利

完成。 經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通過，該校之建築學(榮譽)理學士學位課程獲

延續五年的無條件認可。 感謝該校努力及以下評審小組成員的支持。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馮宜萱建築師(評審團主席)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及教育事務部成員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主席陳澤斌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前副主席關國樂建築師

- 中國東南大學建築系院長張彤教授

- 日本國士館大學建築系 教授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事務部副主席及教育發展及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成員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成員李少穎建築師(視察員)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評審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課程
儘管新冠肺炎疫症肆虐，認證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課程之評審考察活動已於 0 0年 月8 0日順

利完成。經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通過，該校之建築學碩士學位課程及建築學

社會科學學士學位課程均獲延續五年的無條件認可。感謝該校努力及以下評審小組成員的支持。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陳沐文建築師(評審團主席)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事務部主席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

教育評審委員會主席蘇晴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前主席岑延威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教育評審委員會前主席衞翠芷博士

- 昆士蘭大學建築系講師 博士

- 全國高等學校建築學專業教育評估委員會主席

庄惟敏院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成員及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成員張廣揚建築師(視察員)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成員葉思進建築師(視察員)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課程之評審考察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課程之評審考察

2.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評審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課程
儘管新冠肺炎疫症肆虐，認證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課程之評審考察活動已於2020年12月1-3日順利

完成。 經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通過，該校之建築學(榮譽)理學士學位課程獲

延續五年的無條件認可。 感謝該校努力及以下評審小組成員的支持。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馮宜萱建築師(評審團主席)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及教育事務部成員

          王寶龍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主席陳澤斌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前副主席關國樂建築師

- 中國東南大學建築系院長張彤教授

- 日本國士館大學建築系George Kunihiro教授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事務部副主席及教育發展及評審

          委員會成員陳頌義建築師(視察員)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成員李詩庭建築師(視察員)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成員李少穎建築師(視察員)

3.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評審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課程
儘管新冠肺炎疫症肆虐，認證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課程之評審考察活動已於2020年12月8-10日順利

完成。 經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通過，該校之建築學碩士學位課程及建築學社

會科學學士學位課程均獲延續五年的無條件認可。 感謝該校努力及以下評審小組成員的支持。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陳沐文建築師(評審團主席)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事務部主席及建築師註冊管理

          局教育評審委員會主席蘇晴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前主席岑延威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教育評審委員會前主席衞翠芷博士

-         昆士蘭大學建築系講師MUSGRAVE Elizabeth A博士

-         全國高等學校建築學專業教育評估委員會主席

          庄惟敏院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成員及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成員張廣揚建築師(視察員)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成員葉思進建築師(視察員)

王寶龍建築師

評審委員會成員陳頌義建築 (視察員)

李詩庭建築師(視察員)



4.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澳大利亞建築師資格協會(AACA)建築學評審系統互認協議
互認協議於2020年12月24日續簽，有效期為5年至2025年。

5. 坎培拉協議2020年中期會議
教育事務部主席蘇晴建築師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教育評審委員會前主席衞翠芷博士代表香港

建築師學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出席2020年9月16及18日之中期會議。

6. 應考專業測評的認可學歷-就認可英國課程的過渡性安排
在香港要成為註冊建築師，一般的途徑乃應考並通過由香港建築師學會(“HKIA”)及香港特別

行政區建築師註冊管理局(“ARB”)合辦之專業測評。

而要符合專業測評的申請資格，考生需持有認可之建築學專業學位，以及具備最少兩年認可

的專業培訓和實習經驗。

考生必須先修畢HKIA及ARB認可的建築學專業課程。 除了經由HKIA及ARB直接評審的本地

建築學專業課程，HKIA及ARB亦認可一些非本地專業課程，這些課程須為經由中國內地、

美國、澳大利亞或紐西蘭的國家評審機構認可的建築學專業課程。此外，英聯邦建築師協會

(“CAA”)認可課程的畢業生，亦獲HKIA及ARB接受申請專業測評。

CAA更新其認可建築學專業課程名單，自2020年2月1日起，更新名單只涵蓋由CAA直接評
審的課程。過往名單包括由CAA認可的國家級評審程序(即英國、澳大利亞及紐西蘭)評審的
建築學專業課程則一律被刪除。

HKIA現時與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專責評審建築學課程的機構，均已簽署互認協議，因此，
HKIA及ARB將會繼續認可兩個國家經此途徑評審的課程，相關畢業生仍被視為符合申請專
業測評的資格。

然而，HKIA並沒有與英國任何建築學課程評審機構簽署互認協議，基於維護學生福祉，
HKIA及ARB決定實施以下特別過渡性安排:-

所有於2021/2022學年或之前入讀CAA於2019年認可的英國建築學專業課程的學生，不

會受此次CAA名單更新影響；他們修畢課程後，其學歷仍繼續獲HKIA及ARB認可，符合 

申請專業測評的資格，與目前處理程序無異。

於2022/2023學年或之後入讀英國建築學專業課程的學生，畢業後需通過HKIA的學術資 
格測評，以評估其學歷是否符合申請專業測評的資格，處理程序與其他未獲HKIA及ARB 
認可的非本地課程的畢業生相同。

詳情請瀏覽以下HKIA網頁:
https://www.hkia.net/en/ProfessionalAssesement/notice-and-announc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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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與澳大利亞建築師資格協會(AACA)建築學評審系統互認協議
互認協議於2020年12月24日續簽，有效期為5年至2025年。

坎培拉協議2020年中期會議
教育事務部主席蘇晴建築師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教育評審委員會前主席衞翠芷博士代表香港

建築師學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出席2020年9月16及18日之中期會議。

應考專業測評的認可學歷 -就認可英國課程的過渡性安排
在香港要成為註冊建築師，一般的途徑乃應考並通過由香港建築師學會(“HKIA”)及香港特別

行政區建築師註冊管理局(“ARB”)合辦之專業測評。

而要符合專業測評的申請資格，考生需持有認可之建築學專業學位，以及具備最少兩年認可

的專業培訓和實習經驗。

考生必須先修畢HKIA及ARB認可的建築學專業課程。 除了經由HKIA及ARB直接評審的本地

建築學專業課程，HKIA及ARB亦認可一些非本地專業課程，這些課程須為經由中國內地、

美國、澳大利亞或紐西蘭的國家評審機構認可的建築學專業課程。此外，英聯邦建築師協會

(“CAA”)認可課程的畢業生，亦獲HKIA及ARB接受申請專業測評。

CAA更新其認可建築學專業課程名單，自2020年2月1日起，更新名單只涵蓋由CAA直接評
審的課程。過往名單包括由CAA認可的國家級評審程序(即英國、澳大利亞及紐西蘭)評審的
建築學專業課程則一律被刪除。

HKIA現時與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專責評審建築學課程的機構，均已簽署互認協議，因此，
HKIA及ARB將會繼續認可兩個國家經此途徑評審的課程，相關畢業生仍被視為符合申請專
業測評的資格。

然而，HKIA並沒有與英國任何建築學課程評審機構簽署互認協議，基於維護學生福祉，
HKIA及ARB決定實施以下特別過渡性安排:-

所有於2021/2022學年或之前入讀CAA於2019年認可的英國建築學專業課程的學生，不

會受此次CAA名單更新影響；他們修畢課程後，其學歷仍繼續獲HKIA及ARB認可，符合

申請專業測評的資格，與目前處理程序無異。

於2022/2023學年或之後入讀英國建築學專業課程的學生，畢業後需通過HKIA的學術資
格測評，以評估其學歷是否符合申請專業測評的資格，處理程序與其他未獲HKIA及ARB 
認可的非本地課程的畢業生相同。

詳情請瀏覽以下HKIA網頁:
https://www.hkia.net/en/ProfessionalAssesement/notice-and-announc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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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 建築結構 0

七月測試 十二月測試

試卷 建築設備與環境控制 0

試卷 建築材料與技術 00 0 0

出勤率 合格率 出勤率   合格率

專業測評試卷 、 及

專業測評

專業測評試卷 、 及 原定於 0 0年 月因疫情關係延期至 0 0年 月舉行，而 月之

專業測評則順延至 月舉行。

試卷1、2、6、7和8

*3名考生因抄襲而獲得零分，且將不被允許參加2021年專業測評試卷8考試

共有115名考生通過8份試卷，並3位非本地建築專才通過試卷1和2，合符資格應考專業面試。

試卷 建築工程法規 0

試卷 場地設計 8 8

試卷 建築設計 
試卷8 個案研究* 8 0

8試卷 建築合約、專業業務管理、專業操守、
協議條款及收費

出勤率 合格率

專業測評試卷 、 、 、 和8

�� 試卷�、�和�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20年報   16

4.專業面試
有鑑於疫情並得到香港置地有限公司及保華建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幫助提供寬敞的場地以
保持社交距離，學會於����年�月�日及��月��日舉行了兩次專業面試。

2020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學生獎
以下為有關學校提名的得獎者，獎項已於香港建築師學會年獎頒獎典禮上頒發:  

香港珠海學院 – 郭榮生 (建築學碩士二年級)
香港中文大學 – 黃樂希 (建築學碩士二年級)
香港大學 – 徐鈺欣 (建築學碩士二年級)

3.�專業測評講座系列
試卷�、�和�：
- ����年�月至�月共舉辦了�次講座
試卷�、�、�、�和�：
- ����年�月至�月共舉辦了��次講座

 �月
- ���名考生中有���名(��%)通過了面試

��月
- ��名考生中有��名(����%)通過了面試
- 全部�名非本地建築專業人士通過了面試

��非本地建築專才計劃
收到�份申請中，有�份經乙組的申請獲批；另外�名申請人由於實習經驗不足而被拒絕申請。

��導師和辦公室監督人提名
截至����年��月��日，共收到���位考生提交提名申請。

�� 專業測評10年規劃特別工作小組
特別工作小組在����年主要工作如下：
    理順專業測評講座收費 (由以往分開收費改為與考試費用一併繳付)
    理順專業測評報名流程及提交證明文件及報名之截止日期
    製作網上學習指南以協助考生預備應考專業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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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義務秘書長報告

外務事務部

發展策略
1 保持學會在國際專業領域的知名度，例如積極參與亞洲建築師協會 、國際建築

師協會 及英聯邦建築師協會 等國際專業組織活動。國際建築師協會和英聯邦建

築師協會是按成員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計算該成員國的相應合資格投票票數；在亞洲建築

師協會，每個成員國均可投兩票。學會基於資源分配的限制下有限地參加國際建築師協

會的活動，在亞洲建築師協會中則擔當領導者之一的角色。提名學會代表參與國際建築師協
會、英聯邦建築師協會和亞洲建築師協會的不同委員會 工作小組並參加海外活動等。

2 與學會的內地事務部及中國建築學會就提高香港建築師學會和中國建築學會在國際參與

度方面制定長遠發展策略。

支持香港的青年建築師在內地發展，並與香港貿發局共同合作 與學會執業事務部或內地

事務部 ，向東南亞、印度及中東地區等一帶一路國家推廣香港建築師服務，並在香港以

外地區舉辦展覽。

與香港建築中心合作，為年輕會員舉辦不同類型的短途導賞。

為學生會員安排海外實習機會。

與其他組織合作籌辦國際會議。

與教育事務部及其他專業學會合作，協助會員拓展未來的就業機會。

亞洲建築師協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在2020年與亞洲建築師協會保持緊密聯繫。2019冠狀病毒病於2020年在

全球肆虐，令亞洲建築師協會大部分活動取消或延期。儘管面臨挑戰，亞洲建築師協會籌辦

了不少網上研討會、線上工作坊及分享會，以保持成員國之間的緊密聯繫。學會的代表出席

亦在線上會議及研討會中與亞洲建築師協會的代表分享有關香港在面對當下疫症的應變措施

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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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日—亞洲建築師協會青年建築師委

員會網上研討會學會講者：高栢勤建築師

月 日 亞洲建築師協會韋栢利建築師線

上追思會學會講者：關國樂建築師、梁慶

儀建築師、 、

學會代表以講者身份參與的工作坊、網上研討會如下：

9月12日 亞洲建築師協會應急建築師

及亞洲建築師協會社會責任委員會

工作坊系列1學會講者：林余家慧建築師

太平紳士、黃守發建築師

11月 日 亞洲建築師協會綠色及可持續建

築委員會網上研討會學會講者：張雪輝建

築師

11月21日 亞洲建築師協會應急建築師

及亞洲建築師協會社會責任委員會

工作坊系列2香港建築師學會講者：何永

賢建築師太平紳士、黃守發建築師

p.20                   



p.20                   香港建築師學會 2020年報   21   

鑒於當前全球疫情形勢，第19屆亞洲建築師大會、第 1屆理事會年會及相關活動延至2021
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在中國上海舉行。所有在亞洲建築師協會任職人員，包括協會幹事、
委員會主席以及候任人員任期延長一年至2021年底結束。

亞洲建築師協會宣佈免除會員2020年百分之五十的會費，與協會會員渡過艱難時期。

自2020年起，中國建築學會擔任亞洲建築師協會雜誌《亞洲建築》的編輯，參與出版工
作 。應《亞洲建築》新編輯組邀請，學會提名代表如下：

《亞洲建築》顧問事務部代表：

• 鄭炳鴻建築師
• 黃盈輝建築師

《亞洲建築》通訊編委代表：
• 鍾宏亮建築師

有關學會會員的建築項目及文章刊載於2020年兩期的《亞洲建築》雜誌中：

2019冠狀病毒病特刊《構築健康未來》，請

參閱亞洲建築師協會網頁

2020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建築獎特刊，請參閱

亞洲建築師協會網頁



香港建築師學會 0 0年報   22

榮獲2020年亞洲建築師協會獎項的學會會員及代表如下：
2020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建築獎：

• 組別：(1) 獨戶住宅項目 及 (2) 社會責任建築
獎項：(1) 榮譽提名獎；(2) 特設獎
項目名稱：光明村震後重建農宅項目
獲獎者：吳恩融建築師

2020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年度最佳學術論文獎：
• 金獎

論文名稱：參與式住宅：21世紀生活的可重構空間系統
學生姓名：馬振宇

• 銅獎
論文名稱：海藻機：東平洲再生建築
學生姓名：黃樂希

國際建築師協會
學會及學會代表於2020年繼續積極參與國際建築師協會常設委員會和國際建築師協會工作小

組的會議、比賽及活動。

受疫情影響，第27屆世界建築師大會及國際建築師協會大會延至2021年7月18日至26日於巴西
里約熱內盧舉行。所有國際建築師協會常設委員會代表及工作小組成員任期延長一年至2021
年7月。

考慮全球疫情帶來的困難，國際建築師協會宣佈免除會員2021年百分之二十五會費。

國際建築師協會於2020年籌辦了線上展覽（網頁暫時僅提供葡萄牙語版本）。
KWWS���XLD����ULRH[SR�FRP�YLUWXDO�KNLD�KWPO

國際建築師協會2020年線上展覽



����

建築與兒童工作小組在2019年公布了兒童
及青年建築環境教育章程。香港建築師學

會於2020年協助將該章程翻譯為繁體中文
版本，經國際建築師協會秘書處編輯後，

將上載至國際建築師協會網頁。

國際建築師協會可持續發展目標指南《聯
合國1 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建築指南》第2冊
已於2020年底出版。全冊英文版本已上載
至國際建築師協會網頁。翻譯工作將於

2021年進行。

月11日 可持續發展目標委員會網上研討會學

會講者：陳祖聲建築師

10月 日 2020年世界建築日網上研討會學會

講者：關國樂建築師 榮譽勳章

10月 日 建築遺產和文化特色工作小組網上研

討會學會講者：胡燦森建築師

2020年國際建築師協會的會議全部改為線上或延期舉行，並舉辦了一系列網上研討會。香港

建築師學會代表以講者身份出席的會議、網上研討會如下：

香港建築師學會 0 0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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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聯邦建築師協會第 期雜誌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於2020年3月出版第8期雜

誌，詳見英聯邦建築師協會網頁。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於2020年底成立了全新的

教育委員會，為英聯邦的建築教育和後續教育

工作制定願景。香港建築師學會提名代表加入
該委員會：

蘇晴建築師（臨時代表至學會提名2021年正式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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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義務秘書長報告

內務事務部

2019 20年年獎評審會議

2019 20年年獎展覽「 城市 織理殿」

2019 20年年獎頒獎典禮

連結: 
https://www.hkia.net/en/awards-competition.html?id=1&news=136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 20年年獎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 20年年獎收到愈 0份
競逐不同獎項類別的參賽作品。今年學會於

主題建築獎下新增 社會創新 分類，以鼓勵

建築師們以創意改善環境配合社會需求。在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的全球疫情下，大部份

評審環節均以網上形式於2020年 月1日至

月2 日舉行，以減少接觸。 位評審期間於

網上會面，聽取參賽團隊的作品簡介及對結

果進行多輪辯論，最後甄選出 個本地及非本

地項目給予共12個獎項。

各得獎及入圍作品，連同青年建築師獎2019
和傑出學生獎2020所有得獎者的設計作品於

2020年11月2 29日假南豐紗廠舉行的展覽

中展出。是次名為「 城市 織理殿」的展覽由

學會年青會員設計，以多條巨型布條，展示

人類居所建築由「小屋」至「殿」的演進。
展覽亦設有 虛擬導覽供公眾隨時參觀。

頒獎典禮於2020年11月2 日假學會會址分

節舉行，得到超過100位嘉賓蒞臨。2019 20
年年獎、青年建築師獎2019及傑出學生獎

2020均於當天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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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證書頒發典禮2020

每年一度的新會員證書頒發典禮於2020年11月
2 日以網上形式舉行。是次證書頒發典禮共歡迎

了10 位新會員。會長李國興建築師、候任會長

蔡宏興建築師、香港建築師註冊管理局主席陳國

斌建築師於典禮中歡迎各位新會員加入學會及管

理局的大家庭。

香港建築師學會概念設計比賽 維多利
亞公園農曆年宵巿場2021入口拱門設計

承2019年設計比賽的成功，維多利亞公園農曆

年宵巿場2021入口拱門概念設計比賽載譽歸

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署繼續鼎力支持，

提供獎金及協助建成冠軍設計。縱使冠軍設計最

終因疫情及公眾健康等因素下未能豎立於年宵巿
場2021這年度盛事，學會仍希望向公眾介紹各

得獎及優異獎設計：

- 冠軍設計：紅運鐺頭

- 優異獎： 光之門

- 優異獎：文化工藝傳承

紅運鐺頭

光之門

新會員證書頒發典禮2020

文化工藝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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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建築師獎2019

香港建築師學會一年一度的青年建築師獎，由亞洲
文化協會香港分會協辦、新昌 葉庚年教育基金獎

學金贊助，旨在對 歲或以下的香港青年建築師的

才華和貢獻加以表揚。本年度的青年建築師獎以
「 房屋 重塑可負擔房屋及宜居生活」

由 位評審的全面商討後，獎項由黃鋈暉築師獲

得 ，鄧知蘅建築師和姚鑫波建築師則獲得優異獎。

黃鋈暉建築師將代表學會參加由亞洲文化協會舉辦

或推介的專業活動。

優異獎鄧知蘅建築師

得獎者黃鋈暉建築師

優異獎姚鑫波建築師

得獎者黃鋈暉建築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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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編輯部總監王維仁教授和鐘宏亮教授負責製作最新
一期的學報已於2020年12月出版。學會會員可到會

址領取。學報網頁 亦已改善以

提升閱讀體驗。

香港建築師學會運動隊及歌唱小組
雖然巿面遇上不同程度的停擺，學會各個運動隊及歌

唱小組仍努力不懈以最安全方式鍛鍊，保持最佳狀
態 ，應付來年各項比賽。

會員福利活動
學會為會員搜羅生活所需各項福利，包括汽油、旅
行 、餐飲、書店、葡萄酒和軟件產品等購物折扣。

香港建築師學會週年舞會2020
因疫情關係，學會取消年度壓軸活動週年舞會，以避免人群聚集、保障會員、嘉賓及公

眾健康。縱然如此，學會亦無間斷在不同活動以線上線下形式慶祝會員的多項成就，如
2019 20年年獎頒獎禮、周年會員大會等。

香港建築師學報 第 期 衞生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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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朝龍建築師獲委任為環境保護署石棉行政管理委員會成員，任期自2020年 月 日起。

• 張廣揚建築師、鄭仲良建築師、唐以恒建築師及王寶龍建築師獲委任為路政署橋樑及有關
建築物外觀諮詢委員會成員。任期自2020年1月1日起，為期 年。

• 以下會員獲委任為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各常設委員會增補委員。任期自2020年1月1日起，

為期2年：

- 傳訊及會員事務委員會：陳翠兒建築師
- 綠建標籤委員會：梁樂堯建築師
- 業界標準及作業委員會：程玉宇建築師
-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馮宜萱建築師

• 陳聚文建築師獲委任為建造業議會建築安全設計專責小組成員，任期自2020年 月21日
至2022年1月 1日。

• 朱學宏建築師及嚴迅思建築師獲委任為就將推出《建築物(小型工程)(修訂)規例》下的程

序精簡安排工作組成員，工作組隸屬屋宇署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

委員會。

• 何建威建築師獲委任為運輸及房屋局「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
評審委員會成員。任期自2020年 月起，為期 年。

• 曾文彪建築師獲委任為屋宇署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作業守則技術委員會成員。任
期自2020年 月1日起，為期 年。

• 林秉康建築師、楊燕玲建築師及熊斌建築師獲獲委任為環境保護署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

委員會成員。

• 黎裕良建築師獲委任為屋宇署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技術委員會成員。任期自2020年9
月起，為期 年。

• 陳樹強建築師、張凱科建築師、林中偉建築師及盧鎮威建築師獲委任為市區重建局下轄的
香港樓宇復修促進服務有限公司成員。任期自2020年9月起，為期2年。

• 陳頌義建築師及葉嘉偉建築師獲提名為屋宇署總樓面面積寬免機制特定標準細則工作組成

員。

• 陳祖聲建築師獲委任為屋宇署電子資料呈交及處理系統專責小組成員。任期自2020年11
月起。

季度義務秘書長報告

本地事務部

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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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湛建築師、黎裕良建築師、林偉豪建築師、馬健騰建築師、蘇炳洪建築師、唐以恒建築

師、董正綱建築師及黃景鎏建築師獲委任為民政事務總署轄下旅館牌照簽發諮詢小組。任
期自2020年12月起，為期 年。

• 鄭仲良建築師獲委任為屋宇署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技術委員會成員。任期自2020年12月起，

為期 年。

• 陳聚文建築師獲委任為屋宇署地盤監督作業守則技術委員會成員。任期自2021年1月起，為

期 年。

• 盧鎮威建築師獲委任為屋宇署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技術委員會成員。任期自2021年1月起，

為期 年。

• 陳聚文建築師、周寄欣建築師、鄭仲良建築師、張凱科建築師、李嘉胤建築師、盧鎮威建
築師、倫潔芝建築師及馬健騰建築師獲委任為發展局上訴委員團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成

員。任期自2021年1月起，為期2年。

• 陳祖聲建築師、楊燕玲建築師及余烽立建築師獲委任為環保建築專業議會董事會董事。陳
紹璋建築師及盧宜璋建築師獲委任為該會增補理事。任期自2021年至2022年，為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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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意見

屋宇署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特別工作安排

屋宇署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委員會及建築小組委員會的本會代
表，以及本會建築物條例及地政委員會主席，於2020年2月10日聯署致函屋宇署，就特別

工作安排期間，提出精簡行政安排的建議。本地事務部和建築物條例及地政委員會主席亦

代表學會與發展局及屋宇署官員會面，就政府僱員在家工作的安排提出意見及建議。

2020年 月11日致函發展局，反映按地契條款審批申請，以及樹木保留和移除申請的情況；

並就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下，如何促進建築業發展提出建議措施。

2020年 月1 日及 月2 日致函發展局，就擬議的處置中環新海濱三號用地「雙信封制」

招標安排提出意見及建議。

組裝合成建築法
2020年 月1 日致函發展局，表達學會關注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引發的問題，並出意見及

建議 。學會代表於2020年11月1 日與發展局官員會談，跟進學會的意見。之後，學會再度

致函發展局作跟進，建議政府專責監督組裝合成建築法政策的督導委員會，必須加入包括

本會代表的建造業各界代表。

2020年 月 日致函發展局，就優化海濱提出意見及建議。

學會代表於2020年10月9日與發展局及海濱事務委員會高層進行會議，跟進學會提交的意

見。

2020年10月19日向環境保護署提交書面意見，就「在規劃住宅發展時使用減音窗 擋板式

以防止道路交通噪音的作業備考」草案反映意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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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對話 共建美好香港 2020年1月1 日 嘈音緩解創新設計 減音窗及 虛擬實境科技 2020年9月2 日

活動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分享會

2020年1月1 日於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址舉行「與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對話 共建美好香港」分

享會。2 位學會會員出席分享會，與副局長蘇偉文博士就多項房屋及運輸事宜交換意見。

組裝合成建築法線上研討會
2020年 月2 日，學會聯同環保建築專業議會舉辦網絡研討會，來自五個專業學會共約 0
名專業人士出席。三位講者從不同角度探討組裝合成建築法：

- 利安顧問有限公司 成冠羣董事

- AD+RG建築設計及研究所 林雲峰總監

- 巴馬丹拿集團 梁惠文董事

與環境保護署合辦技術線上研討會
2020年9月2 日的網絡研討會主題為：「噪音緩解創新設計 減音窗及 虛擬實境科技」，

超過1 0名學會會員出席。會上，環保署以其新開發的「體感虛擬實境空間」系統（

）作即場示範，讓會員從視覺和聽覺上體驗減音窗的降噪效果。本會成為體驗該系統

的首家專業學會 ，系統採用身臨其境的虛擬實境技術，旨在協助業界規劃房屋發展項目。

最新守則與法規線上研討會

本地事務部於2020年12月1 日舉行線上研討會，超過 20名學會會員出席。研討會就四大範

疇的最新守則與法規，與會員作分享：

-消防處與認可人士聯絡會議

-簡化審批流程的新近發展

-結合瀝青混凝土平台、陽台、公用平台及相關問題

-《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 通風管道、防火閘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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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發展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持續發展，內地事務部代表與
內地同行及監管機構，就支持建築師與建築事務所
在大灣區城市備案及重啟互認資格事宜上保持密切
溝通。

- 與廣東省政府部門舉行聯合會議

- 與發展局和謝偉銓議員就香港與內地「建築師」
資格互認事宜會面

- 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與發展局舉辦粵港澳
大灣區新措施簡介會

- 發展局舉辦香港工程建設諮詢企業和專業人士
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業執業新措施新聞
發佈會

內地事務部致力促進及推動建築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去年舉辦了兩項持續專業進修活動以分
享寶貴經驗，突顯香港與大灣區合作的優勢與機遇。

與廣東省政府相關部門舉行聯合會議

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與發展局舉辦粵港澳大灣區新措
施簡介會

- 香港貿易發展局與學會聯合舉辦「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建設機遇」線上研討會

- 內地事務部舉辦「內地註冊、執業和提供專業服務之經驗」線上分享會

香港貿易發展局與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合舉辦「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建設機遇」線上研討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內地事務部線上分享會

季度義務秘書長報告

內地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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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發展
根據《内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最新開放措施，內地事務部

向會員及公司會員征集關於香港工程建設領域專
業人士及專業機構執業備案管理辦法新措施的熱
點問題及意見。內地事務部代表出席由香港特區
政府發展局舉辦的活動如下：

- 前海簡報會暨考察團

- 前海建造業行情線上會議

- 在香港舉行的建設領域深港合作創新成果發
佈會

除了反映會員對前海發展的看法外，內地事務部
認為更應重視香港年輕建築專業人士的發展。在
2019年中，謝偉銓議員辦公室主辦了第二屆《前
海 • 香港青年建築設計比賽》。透過廣大宣傳及
兩次實地考察，共收到26份由青年建築師及建築
系學生提交的作品。大會於2020年7月6日假中
環交易廣場舉行頒獎典禮公佈得獎作品。評審團
嚴選出8組專業組及3組學生組獲獎作品。

會員區
為方便會員查閱廣州、深圳及粵港澳大灣區其他
城市的內地建築設計比賽及招標資料，學會新增
「機遇．內地」頁面。

為給會員提供一個便捷的交流平台，學會邀請所有
個人會員加入新組建的「HKIA會員交流微信群」，
以討論與建築相關問題和分享建築活動之最新進
程。

前海建設領域深港合作創新成果發佈會

2019年《前海 香港青年建築設計比賽》評審團

2019年《前海 香港青年建築設計比賽》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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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探訪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在社會的爆發，學會成立了一個義工組，以探討如何協助市民應對疫情
的蔓延。同時匯聚各方力量，推廣香港的城市健康及建築健康。為實現這一目標，由 0多
名會員組成的義工組在2020年進行多次外展義工服務及線上公開研討會。

為貧困家庭、康復中心和學校提供外展義工服務

社區探訪

義工組深入社區實地探訪，以確保建築的衛生標準及安全性。並向有需要的家庭派發抗疫衛

生物資。

日期  地點

季度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冠狀病毒病義工組

2020年 月1 日及
2020年 月 0日

2020年 月9日

2020年 月1 日

2020年 月 0日

2020年 月2日、
月 日及 月9日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路德會協同中學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明愛荃灣社區中心



探訪中學及進行學校檢查以準備復課

探訪小學及進行學校檢查以準備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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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明愛荃灣社區中心

共描計劃 – 
#SketchwithHKArchitects   

邀請會員分享他們的創作作品，如繪

圖、攝影及文字，以捕捉一些前所未有
的時刻。於2020年 月1 日至 1日期

間，會員以標籤
分享至

及 。共收到29幅
作品，已上載至香港建築師學會

的相簿。

共描計劃  – #SketchwithHKArchit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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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捐贈予弱勢家庭的學生

口罩及超市現金券捐贈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通過派發 千個成人口罩予本會，以轉贈給弱勢社群。同時，理事會成

員以個人名義捐贈共 1000元港幣，購買超市現金券及抗疫衛生物資捐贈予有需要的家庭。

口罩、超市現金券及抗疫衛生物資經由非牟利機構捐贈予有需要的群體。

電腦捐贈予弱勢家庭的學生
鑒於疫情期間中小學生在家上學的需要，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捐贈共 台電腦，包括2 台

二手電腦及 台全新電腦。同時，捐贈了191 元港幣，以支援貧困學生購買所需電子產品之

用。現金捐贈用於購買慈善優惠微軟版權費。所有電腦已通過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

校，明愛荃灣社區中心和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贈予有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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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城市健康建築指南

手機應用程序版本：

shorturl.at/kswGO

網頁版本：

http://healthcheck.hkia.net

健康建築及城市設計推廣

「健康建築」快速測試網上遊戲

為市民大眾提供快速測試工具以確保所在建築物的安全性，「健康建築」快速測試網上遊戲
已於2020年 月在谷歌商店及 （學會官方網站）發佈。公眾可通過快速測

試，查詢當前所在建築的衛生及安全狀況，並在有需要時尋求專業援助。

「健康建築」快速測試

高密度城市健康建築指南

義工組進行全面的研究，總結了高密度城市的健康建築指南。義工組在2020年12月22日
的網上公開講座分享了該指南。該指南將於2021年製成一系列的智能閃卡，供公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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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公開講座
為會員舉辦一系列的網上講座，作為持續專業進修活動。同時加強公眾和媒體對健康城市

及建築的意識。

第六次網上講座 - 高密度城市健康建築指南 第二次聯合網上講座 - 城市疫變–挑戰與機遇–測量與園
境規劃

日期 網上講座

2020年2月2 日

2020年 月9日

2020年 月9日

健康建築免疫力

可持續共融社區

高密度城市健康建築指南

憑創意推展身心健康．打造抗逆健康城

健康建築健康城市 

抗疫建築打造健康城市

打造健康城市 — 逆(疫)境的挑戰2020年 月2 日

2020年 月 1日

2020年 月10日

2020年9月 日

2020年9月2 日

2020年12月22日

城市疫變–挑戰與機遇–建築與規劃

- 後疫變之．共建．健康都市

- 疫下再思：規劃健康城市

（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聯合網上講座）

城市疫變–挑戰與機遇–測量與園境規劃

- 打造香港成為具備防疫韌性的健康城市

- 打造健康城市的園境設計

（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聯合網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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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貴賓導賞合影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李國興建築師，場地贊助機構華懋
集團行政總監及集團行政總裁蔡宏興建築師，主要贊助
機構創意香港助理總監袁賽芳女士，督導委員會成員張
廣揚建築師和策展人合影

季度義務秘書長報告

特殊項目：香港建築師學會 - 洛杉磯建築展 (‘L.A. Exhibition’) 

由香港建築師學會 主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作為主要贊助機構，並以「島與半島」作為主題的洛杉磯建築展 「 洛杉磯展覽」 於

2019年9月19日至10月2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聖塔莫尼卡大道20 號西田世紀城購

物中心綠洲舉行。

2019年9月21日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物館演講廳舉行了題為「兩個城市的故事」的論

壇 ，其中包括兩個小組討論：「洛杉磯與香港對比鮮明的建築形態塑造」和「兩個城市下

一個十年的變化」。

回應展於2020年10月 0日至11月9日假荃灣如心廣場中庭舉行，共展示了12個展品。由於

19社交距離規定的限制，大會於2020年10月 0日舉行了四次 導賞團，約有 0
名貴賓、策展人和參展人參加，當中包括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李國興建築師，場地贊助機

構華懋集團行政總監及集團行政總裁蔡宏興建築師和主要贊助機構創意香港助理總監袁賽

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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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義務秘書長報告
特殊項目：2019年香港城市 建築雙年展

2019香港城市 建築雙年展於南豐紗廠舉行之展覽圓滿結束

活動網站：

臉書活動網頁：

2019年香港城市 建築雙年展由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主辦，香港建築師學會、香

港規劃師學會及香港設計師協會協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為主要贊助機
構，於2019年12月19日至2020年 月1 日舉行，為城市規劃者、業界人士及公眾提供一

個交流建築創意的機會。

於南豐紗廠舉行之展覽共錄得2 1 1參觀人次，當中的參展作品展示了對社會、經濟、

環境等議題的關注，並配合策展主題「意像城創意」，透過結合創意想像元素與本地文

化，為香港的城市規劃造就無限可能。

除了展覽以外，一系列的「與策展人對話」、工作坊及座談會均受各界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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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感——聽覺」導賞團，帶領參加者踏上一個以觸感和聽覺感受周遭環境去發掘城市的旅程

2019香港城市 建築雙年展舉辦了一系列「與策展人對話」

座談會

2 2生態村模型工作坊除了製作生態村模型外，導師與學員更分

享了不同環保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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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禮合照

由香港建築師學會主辦，廣州市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深圳市註冊建築師協會、台北

市建築師公會以及澳門建築師協會協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為主要贊助
機構的第四屆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及大獎，於2019年 月21日假香港 萬豪酒店順利

舉行。是次論壇以「塑造・無形：兩岸四地建築師與一帶一路及非洲建築」為主題。

大獎巡迴展覽於2020年 月2 日至 月 日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舉行，由於疫情，第二

和第三站假大陸及馬來西亞的巡迴展覽將延期舉行。

第四屆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及大獎紀念特刊已出版。電子版本已上載活動網站
2019 供下戴。

季度義務秘書長報告

特殊項目： 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及大獎 (CASDA)

2019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及大獎──主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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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 左起 ：張雪輝建築師，陳翠兒建築師，陳澤斌建築師，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教育科技部 蕭家虹副部長，

2020年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李國興建築師，陳沐文建築師及馬鍵郁建築師

2019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及大獎 ── 主要展覽

2020年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李國興建築師致歡迎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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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香港展覽由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及香港藝術發展局共同舉辦，香港建築師學會為合

作夥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為主要贊助機構。

活動網站： 2021
臉書活動網頁：

第十七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香港展覽由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 及香

港藝術發展局 共同舉辦，香港建築師學會 為合作夥伴，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 創意香港」 贊助。

今屆雙年展香港展覽以「重新分配：天、地、人」為主題。來自各界的參展組合會就

「天」、「地」、「人」三項重要元素，在展品中展現出具創意的城市規劃構思，共同

提升香港的生活質素。

香港策展團隊在2020年11月開放讓公眾免費透過手機、平板或桌上電腦瀏覽網上互動虛

擬展覽，以 0度環迴瀏覽率先觀看香港展覽的創意作品，本次是香港建築師學會舉辦

的活動中首個虛擬展覽。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第十七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香港展覽已延後展期，改

為2021年 月在意大利威尼斯舉行。

季度義務秘書長報告
特殊項目：第十七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香港展覽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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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香港展覽之香港策展團隊

「虛擬展覽」傳媒預展於2020年10月19日舉行

策展人梅鉅川先生在「虛擬展覽」傳媒預展帶領導賞 香港策展團隊展示展覽場地設計之模型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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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

成本

- 活動成本

- 演講及考試成本

- 刊物成本

毛利

其他收入

減:

- 僱用成本

- 其他經營及行政支出 (5,866,488)               (5,804,433)
- 融資成本

年度盈餘

其他全面收益

以後不可能轉回收益表的項目

- 公允價值變動列入其他綜合損益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020
港幣 $

 20,143,686 

 (5,269,668)
 (1,780,643)

 (94,400)

 12,998,975 
 1,572,576 

 (7,411,523)

 (108,701)

 1,184,839 

 (1,497,553)

 (1,497,553)

 (312,714)

2019
港幣 $

 21,362,866 

 (6,706,474)
 (1,960,677)

 (102,200)

 12,593,515 
 807,072 

 (6,732,122)

 864,032 

 (134,010)

 (134,010)

 730,022 

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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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2019
港幣 $

2018
港幣 $

 121,451

 29,482,332

 29,603,783

 45,995
 5,867,305
 3,498,877

 30,761,925

 40,174,102

 69,777,885

 296,451 
 5,529,694
 11,710,996
 400,000

 46,377,487

 64,314,628

港幣 $

 123,541
 798,340

 27,984,779

 45,995
 13,488,085

 2,022,522
 33,542,802

 319,451
 4,032,141

 11,735,096
 450,000

 47,512,326

資產

非流動資產

- 物業, 廠房及設備

- 使用權資產

- 其他金融資產

流動資產
- 存貨 - 完成品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銀行及現金結餘

資產總額

儲備及負債

會員基金

- 一般儲備

- 投資重估儲備

- 資本基金

- 償債基金

- 累積盈餘

流動負債

- 租賃負債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儲備及負債總額

 28,906,660

 64,049,014

13,957,050  5,463,257
  78,006,064    69,777,885 

 816,434
 13,140,616

  49,099,404

 78,006,064

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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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港幣 $)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年度淨盈餘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會員捐款

累積盈餘轉往償債基金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63,550,956

 864,032

 (134,010)

 730,022

 33,650

-

 763,672

 64,314,628

累積盈餘

(港幣 $)

 45,563,455

 864,032

-

 864,032

-

(50,000)

 814,032

 46,377,487

重估儲備

(港幣 $)

 5,663,704

-

 (134,010)

 (134,010)

-

-

 (134,010)

 5,529,694

一般儲備

(港幣 $)

 280,751

-

-

-

 15,700

-

 15,700

 296,451

資本基金

(港幣 $)

 11,693,046

-

-

-

 17,950

-

 17,950

 11,710,996

償債基金

(港幣 $)

 350,000

-

-

-

-

50,000

50,000

 400,000

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儲備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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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儲備變動表（繼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年度淨盈餘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會員捐款

累積盈餘轉往償債基金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64,314,628 

 1,184,839

 (1,497,553)

 (312,714)

 47,100

-

 (265,614)

 64,049,014

 46,377,487 

 1,184,839

-

 1,184,839

-

 (50,000)

 1,134,839

 47,512,326

 5,529,694 

-

 (1,497,553)

 (1,497,553)

-

-

 (1,497,553)

 4,032,141

 296,451 

-

-

-

 23,000

-

 23,000

 319,451

 11,710,996 

-

-

-

 24,100

-

 24,100

 11,735,096

 400,000 

-

-

-

-

 50,000

50,000

 450,000

總計

(港幣 $)

累積盈餘

(港幣 $)

重估儲備

(港幣 $)

一般儲備

(港幣 $)

資本基金

(港幣 $)

償債基金

(港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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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9
港幣 $

2020
港幣 $

 1,184,839 

84,965
 2,648,589

 108,701
 (190,296)

 47,100
 3,883,898 

(7,620,780)
 1,476,355
7,677,359

 5,416,832

190,296

 (87,055)

 103,241

(2,739,196)
(2,739,196)

2,780,877
 30,761,925
33,542,802

33,542,802

經營活動
營運盈餘

調整項目:

- 呆賬準備金

- 物業, 廠房及設備折舊

- 使用權資產折舊

- 融資成本

- 已收利息

- 會員捐款

 營運資金變動前營運現金流量 

資產（增加）／減少:

- 存貨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負債增加／（減少）: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經營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投資活動
- 已收利息

- 購買其他財務設備之款項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

投資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864,032

 107,906

  (448,374)
  33,650

  609,350

 (264,693)
  (2,148,103)

 2,181,467

  376,339

448,374
 (8,370,000)

 (74,211)

  (7,995,837)

 (7,619,498)
  38,381,423
 30,761,925

 38,381,423

 52,136 

 (1,682)

融資活動

租賃付款 

融資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現金流量表

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 銀行及現金結餘



委員會成員



執業事務部
及轄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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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事務部

梅鉅川 (主席)

蕭國健 (副主席)

陳永佳

陳傳智

建築資訊模型及智慧城市委員會

陳俊宇

周嘉穎

何建威

何勵琪

林煒彬

梁傑文

曾本治

余烽立

林煒彬 (主席) BURNS Nicholas Delisle (副主席)

陳永佳 (主席)

周嘉穎 (副主席)

李欣欣 (副主席)

蔡宏興 (當然委員)

張廣揚 (當然委員)

潘浩倫 (當然委員)

楊燕玲 (顧問)

黃政朗 (顧問)

建築合約及調解糾紛事務委員會



教育事務部
及轄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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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晴 (主席)

陳頌義 (副主席)

陳澤斌

陳皓忠

陳沐文

朱海山

Prof. David DERNIE
馮惠敏

梁德賢

Dr. Eric SCHULDENFREI

教育事務部

持續專業發展委員會

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

譚偉霖 

鄧耀倫 

唐以恒

衞翠芷

王寶龍

楊紫萼

嚴迅思

李國興 (當然委員)

梁喜蓮 (當然委員)

唐以恒 (主席) 楊燕玲 (副主席) 

專業測評委員會

嚴迅思 (主席)

歐陽明詩 (副主席)

譚偉霖 (副主席)

蘇晴 (主席) 梁德賢 (副主席)



外務事務部
及轄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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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威 (主席)

馬鍵郁 (副主席)

陳祖聲

張廣揚

張國麟

傅秋梅

何勵琪

韓曉峯

許允恒

高栢勤

外務事務部

亞洲建築師協會/英聯邦建築師協會委員會

國際建築師協會委員會

林余家慧

劉錦勝

劉文君

梁德賢 

韋美華

黃偉祖

黃守發

梁喜蓮 (當然委員)

李國興 (當然委員)

關國樂 (顧問)

張國麟 (主席) 傅秋梅 (副主席)

梁德賢 (主席)



內務事務部
及轄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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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冠源 (主席)

黃偉祖 (聯副主席)

王安華 (聯副主席)

陳翠兒

陳皓忠

鄭舜妮

張家麒

傅秋梅

高栢勤

關芷沛

內務事務部

2019/20年年獎委員會

刊物出版委員會

劉昇陽

顏嘉倩

譚詠雯

鄧知蘅

杜善揚

蔣偉騏

梁喜蓮 (當然委員)

李國興 (當然委員)

陳啟聰 (顧問)

盧鎮威 (顧問)

朱海山 (聯主席) 鄧知蘅 (聯主席)

社區關係拓展委員會

譚詠雯 (聯主席) 杜善揚 (聯主席)

體育事務委員會

張家麒 (聯主席) 蔣偉騏 (聯主席)

音樂組

傅秋梅 (組長)

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

鄭舜妮 (聯主席)

高栢勤 (聯主席)

劉昇陽 (聯主席)

陳皓忠 (聯主席) 顏嘉倩 (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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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頌義 (主席)

解端泰 (副主席)

歐陽治經

馬鍵郁

陳澤斌

陳祖聲

周寄欣

陳沐文

張雪輝

張文政

蔡宏興

葉嘉偉

林和起

本地事務部

梁傑文

梁以華

梁樂堯

盧鎮威

吳錦勝

蘇晴

唐以恒

岑延威

余熾鏗

李國興 (當然委員)

余烽立 (當然委員)

梁喜蓮 (當然委員)

建築物條例及地政委員會

葉嘉偉 (主席)

陳祖聲 (聯副主席)

嚴迅思 (聯副主席)

黎裕良 (聯副主席)

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梁樂堯 (主席)

規劃及地政委員會

陳祖聲 (主席)

陳思宗 (聯副主席)

古蹟及文物保育委員會

周寄欣 (主席) 梁以華 (副主席)

張凱科 (聯副主席)

程玉宇 (聯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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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錦勝 (主席)

譚國治 (副主席)

陳沐文

周月珠

鄭仲良

鄭曾靜英

張雪輝

何建威

郭榮臻

林煒彬

內地事務部

盧鎮威

吳錦勝

潘家風

沈埃迪

施家殷

余烽立 

李國興 (當然委員)

梁喜蓮 (當然委員)

林雲峰 (顧問)

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工作小組委員會

沈埃迪 (主席)

聯繫委員會

周月珠 (主席)

特殊項目委員會

譚國治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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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
全年境外建築大獎
及
主題建築獎 - 社會創新

光明村災後重建示範項目

香港建築師學會
境內優異獎 - 
社區建築

車公廟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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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
境內優異獎 - 
社區建築

戲曲中心

香港建築師學會
境內優異獎 - 
工業/運輸/公用建築

香港西九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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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
境內優異獎 - 
工業/運輸/公用建築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

香港建築師學會
境外優異獎 - 
社區建築

iADC 設計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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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
境外優異獎 - 
社區建築

香港建築師學會
境外優異獎 - 
工業/運輸/公用建築
及
[入圍作品] 主題建築獎 – 
可持續發展建築

深圳書城龍華城

十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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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獎狀

主題建築獎 – 
文物建築
及
主題建築獎 – 
建築學研究

海下遊客中心

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修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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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即下述簽字之人士，於公元19 年9月 日聚首，熱心成立一個組織，以促進殖民地的

建築發展，弘揚與建築相關的藝術和科學知識。我們藉此團結起來，根據《社團條例》組成
『香港建築師公會』 以下簡稱『公會』 ，出任為創始會員，解囊捐助，起誓同意下述事項：

一、公會由會員、榮譽會員、聯繫會員、畢業生會員、及學生會員組成﹔

二、選出理事會管理公會。理事會須由一名會長、兩名副會長、以及任命其他職員和會員
      組成﹔     

三、公會須制定會規實踐優質管治及監管會員的專業行徑，並適時檢討﹔

四、公會須貫徹始終遵從香港政府法例，獲取、持有、及處理公會名下的資產及資金﹔

五、邀請殖民地聲名顯赫之人士出任公會贊助人。

1. J T Mallorie
2. J S Hirst
3. D G Farrow
4. R J Phillips
5. Faitfone Wong
6. W W C Shewan
7. Pak C Kwong
8. Stanley Kwok
9. T S C Feltham
10.  G G Djou
11. Koon Hing Cheang
12.  A J Brandt
13. A V Alvares
14.  Patricia Mayne

15.  W Elder Levie
16.  J C Charter
17. A M J Wright
18.  J B Aitken
19. T C Yuen
20. Wm S Ing
21. H S Luke
22. William Ling
23. Bjorn Nedberg
24. G Hollmann
25. W G Gregory
26. G D Su
27. David P Crease

創始會員在19 年9月 日第2次公會就職會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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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在19 年9月 日，2 名建築師聚首，為了

促進殖民地的建築發展，弘揚與建築相關

的藝術和科學知識，成立了『香港建築師
公會』。在19 年 月 日通過第一次修正

案，維持了約兩年半。在這段期間，會員

人數上升逾百分之五十，並取得了大不列

顛皇家建築師學會給予的『聯繫公會』認
可。進一步的修正在19 9年11月 日生效。

截至19 2年底，會員人數已比成立時激增

了七倍之多。

經過大量的籌備工作後，公會在19 2年正

式易名為香港建築師學會，開展了新里
程 。會員可運用專業銜頭 以示建築師

的身分和資格，並可稱為『香港建築師學

會會員』。聯繫會員亦可運用『香港建築
師學會聯繫會員』 須全寫 的稱銜，惟不得

簡略稱銜。

目的
學會成立的首要目的，是為了不斷提昇香

港建築的水平、以及加強會員所提供的專

業服務素質。

專業守則
作為專業建築師，除了履行法律所賦予的

責任外，學會會員還要遵守一套專業守則 

。制定這守則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學會會員

的專業操守和自律精神達到應有的水平，

以保障公眾利益。

紀律處分
會員如違反守則或行為有辱其專業操守，

可能遭受譴責、暫時吊銷甚至開除會籍。

這樣方可確保在公眾心目中，香港建築師

學會的會員經常維持最高的專業服務水平 

服務社群
與此同時，藉著會員的集體專業知識，學

會又向政府和建築界提供諮詢服務，以造

福社群。目前，香港建築師學會在多個顧

問及諮詢團體內均有代表參與。

在政府諮詢方面，學會任命經驗豐富的成

員參與各政府及公共機構的諮詢委員會並

提供專業意見。這些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包

括建築條例的立法、工業安全問題以致制

定工程合約的藍本等等。學會亦經常舉辦

設計比賽、展覽、 座談會與會議、工作坊

和適合小朋友的暑期活動⋯等，旨在引發

起各界對建築的興趣。

與建築有關的培訓
至於教育方面，本學會與兩所大學 – 香港

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無間，為建築專

業資格和實習提供課程和輔導。學會亦同

時與世界各地的大學保持聯繫，並進行資

格審查及互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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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資格
每年，有志人士可通過學會安排的專業考

試獲取建築師專業資格。通過考核者之建

築師專業資格不僅獲香港承認，並可獲英

國、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及其他

國家之認可。

參與國際組織
為提高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的重要性，本學
會近年更積極參與國際建築師協會 、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 和亞洲建築師協

會 等組織。

組織及會員
目前，本學會共有約1 0位資深會員、約

000名正式會員及超過 00多名聯繫會

員和畢業生會員。學會由一個理事會統

籌。理事會的成員包括會長、兩位副會

長、秘書長、財務長、八位理事會員、上

屆會長（當然委員）和各部門主席。部門

由理事會任命和成立，按本會的工作目標

分別執行特定範圍的職務。它們包括教育

事務部 、外務事務部、內務事務部、本地

事務部 、執業事務部和內地事務部。各部

門轄下的委員會負責處理該部門的專責事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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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

徐敬直

19 徐敬直

19
19 9
19 0 司徒惠

19 1
19 2
19
19
19
19 郭敦禮

19 Alan Fitch

19 9
19 0 歐陽昭
19 1 白自覺
19 2 白自覺
19 王澤生
19 王澤生
19 李景勳
19 李景勳
19 徐和德
19 徐和德
19 9 羅光耀
19 0 羅光耀
19 1 潘祖堯
19 2 潘祖堯
19 何承天
19 何承天
19 黃漢威
19 黃漢威
19 木下一

19 木下一
19 9 夏扶禮
1990 夏扶禮
1991 潘承梓
1992 潘承梓
199 劉榮廣
199 劉榮廣
199 鍾華楠
199 鍾華楠
199 何 弢
199 何 弢
1999 韋栢利
2000 韋栢利
2001 劉秀成
2002 劉秀成
200 王寶龍
200 沈埃迪
200 林雲峯
200 林雲峯
200 呂元祥
200 呂元祥
2009 鄺心怡
2010 鄺心怡
2011 林光祺
2012 林光祺
201 馮宜萱
201 馮宜萱
201 吳永順
201 吳永順
201 陳沐文
201 陳沐文
2019 李國興

1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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