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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理事及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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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沐文建築師

4. 朱海山建築師

會長

義務秘書長

2. 何文堯建築師

5. 陳澤斌建築師

副會長

義務財務長

3. 李國興建築師
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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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啟聰建築師
理事

7. 余烽立建築師
本地事務部主席

8. 關兆倫建築師
理事

9. 張雪輝建築師
執業事務部主席

義務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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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陳頌義建築師
本地事務部副主席

11. 鄧知蘅建築師
內務事務部副主席

12. 陳翠兒建築師
內務事務部主席

13. 何力治建築師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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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張容美卿
總幹事

15. 歐陽麗絲建築師
教育事務部副主席

16. 何建威建築師
外務事務部聯席主席

17. 陳淑芬建築師
理事

林光祺建築師

沈埃迪建築師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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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劉錦勝建築師

外務事務部聯席主席
內地事務部主席

19. 吳永順建築師
原會長

20. 蘇晴建築師

教育事務部主席

21. 盧鎮威建築師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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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獻辭
親愛的會員：

提升會員專業

2017年是自學會60周年慶典之後又一新篇章。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我很榮幸能夠在這一重要時刻擔任香港建築
師學會會長，並很高興向大家報告今年學會
的主要倡議及在國內外取得的顯著成就。學
會以促進建築卓越和提升建築師的專業為宗
旨，以加強會員和社會聯繫。

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邀請，我於2017年5月
14日至15日參加了以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梁
振英率領的官方代表團出席了「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為保持發展趨勢，學會於2017年9月26日在

促進建築卓越

深圳首次舉辦了「香港建築師學會『一帶一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6-17年年獎

東的建築實踐提供一個平台，分享「一帶一

香港建築師學會年獎起源於1965年，獎項類

活動受到包括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內地建

別根據實事變化進行了創新。今年的變化之

築企業單位代表、廣東省開發商和承包商在

一是增設了主題建築獎項下的包容性設計和

內的130多名與會者的好評。

路』經驗分享會」。分享會旨在為香港及廣
路」沿線地區建設項目的經驗及挑戰。此次

可持續性建築類別，以表達建築師在解決香
港新興社會中可持續性問題的責任感。

粵港澳大灣區諮詢會議

為期5天的入圍獎項目展於10月底將在太古廣

學會一如既往適時地為會員發聲。我於2017

場舉行。為了促進公眾參與，邀請了參觀展

年6月14日出席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策略發

覽的普通公眾投票選出一個“我最喜愛的作

展委員會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諮詢會議。學

品”。看到公眾與評委不同的評選結果真是別

會及時回應並與香港專業聯盟的10個會員學

有風趣。年度頒獎典禮已被融入2017年度周

會、協會聯合向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提交

年晚宴活動的一部分，這也是一項新的嘗試。

建議書。該建議書已於2017年5月19日提交至

2017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地建
築設計論壇及大獎
2017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
壇及大獎由香港建築師學會主辦。是次論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及一
帶一路辦事處。

第十五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香港回應展

共有超過300位嘉賓、學生和香港建築師學

由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香港藝術

會會員出席，頒發近100個獎項以表彰兩岸四

發展局和「油街實現」共同主辦，創意香港

地的傑出作品。

為主要贊助機構，並以「建築兵法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7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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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獻辭
（Stratagems in Architecture）」為主題的

與會者來自香港政府、聯盟機構、學術團體、

第十五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 香港回應展

大學以及我們的工作夥伴。我們榮幸地邀請

於2017年5月在香港舉行。在我們的會員、總

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

策展人蕭國健建築師的帶領下，香港展覽圓

生出任主禮嘉賓。晚宴為我們的會員也提供

滿成功。

了一個良好的交流機會。

2017年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
（香港）

特別會員大會

由學會會員、總策展人陳麗喬博士建築師主

議修訂學會4項協議議案，即《學會規則》、

持，在9個場館分別舉辦了主題為「城市執

《香港建築師學會專業行為守則》、《香港

生：留得青山在的傳奇」的2017年港深城市\

建築師學會客戶和建築師之間的合同條例》、

建築雙城雙年展（香港）（UABBHK2017）。

《收費》。參加特別會員大會的2/3會員投讚

開幕禮於2017年12月12日假香港新紀元廣場

成票通過修訂版。

在2017年8月18日舉行的特別會員大會上，提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
生主禮拉開帷幕。
展覽標誌着我們與深圳同行合作十周年，並
促使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香港）成為
過去十年高質展覽的品牌。

香港建築師學會傢俬設計比賽
由青年學會委員會於2017年初發起，首屆香
港建築師學會傢俬設計比賽獲獎沙發於2017

香港建築師學會主要文件的修訂確實是一個
複雜的問題，需要我們會員的集體智慧。

與國際機構聯繫
國際建築界圓桌會議
我有幸被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邀請出席於
2017年7月3日至6日在倫敦英國皇家建築師學

年底在希慎廣場展出，並於11月26日及12月

會總部舉行的國際圓桌會議。

1日分別舉行兩場公開講座。在2017年12月

這是首次齊集各大建築師學會會長從全球角

2日下午舉行的頒獎典禮，約有60人參加。

度視野就建築師行業挑戰方面進行交流。西
方建築師團體對「一帶一路」倡議表示濃厚

與會員和專業人士聯繫
2017周年晚宴
2017年11月18日舉行主題為「新篇章」2017
年周年晚宴暨香港建築師學會年獎。嘉賓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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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並希望有合作的機會。我亦借此機會
介紹香港建築師學會在本地註冊/評審方面的
獨特角色和經驗，以及全方位建築服務制對
中國內地的影響。

會長獻辭
尼泊 爾 第 38 屆 亞 洲 建 築 師 協 會理
事會 會 議
我於2017年11月3日至4日參加了由印度建築
師學會主辦、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舉辦的第38
屆亞洲建築師協會（ARCASIA）理事會會議。
我在會議期間介紹了香港最新的建築發展和
主辦第17屆亞洲建築師大會（ACA17）的報告。
隨著新加坡蘇淑蘭建築師當選為2018/2019
亞洲建築師協會主席，我們很期待亞洲建築
師協會在亞洲地區未來幾年的強勁發展，以
及與其在認證、執業、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等
各方面的密切合作。

國際建築師協會（UIA）大會和
2017年首爾大會
超過15名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於2017年9月

今年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易軍副部長接待
了學會訪京代表團，而代表團與主管部門官
員也進行了一個共3小時的會談。主管部門官
員對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香
港註冊建築師和認可人士制度的介紹以及香
港建築師提供的全過程服務制都給予了積極
響應。
在與商務部的會議上，我們通過簡報介紹了
香港建築師在「一帶一路」發展的優勢，並
探討「一帶一路和大灣區」倡議帶來的合作
機會。
訪京期間，我們邀請嘉賓和香港建築師學會
非居港會員共進晚餐。我們的名譽會員葉如
棠建築師、中國建築學會理事長修龍先生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代表應邀
出席了此次活動。

3日至13日出席了國際建築師協會大會。我們
學會會員提交的研究論文和設計作品質素優
秀，在大會上獲得包括最佳論文獎在內的6項
大獎。
來自美國的新當選國際建築師協會主席
VONIER Thomas建築師表示有意與我學會在
各方面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聯繫
學會正在與政府高層管理人員以及相關部門
進行積極討論，以反映建築師對該行業和整
個社會良好的意見和建議，以及2017年政府
制定施政報告的意見和建議。

與內地的聯繫

與社會聯繫

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訪京團

玩轉「油」樂場展覽

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的協調下，我和其他9位理事於2017年7月

「油街實現」展覽於2017年2月啟動，在油街
舉辦為期一年的巡迴展覽。透過創意藝術品

下旬與中央政府相關部門進行了為期兩天的

和特別節目，年輕且充滿活力的建築師通過

訪談。

這個良好的機會表達他們關於城市規劃、城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7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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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獻辭
市建築和其他社會發展問題的「改變」想法
和理念。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社區住房活動
自香港社會服務聯會（HKCSS）推出公眾負
擔得起和體面的過渡性社會住房的新措施以
來，香港建築師學會是主要的支援專業機構
之一。除了為社會住宅督導委員會提供專業
意見，我還作為小組的主持人參加了11月的香

Opening Ceremony of Venice Biennale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Exhibition 2016: Hong Kong Response
Exhibition on 4 May 2017

港社會服務聯會大會。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辦公室同事、理事會、
各事務部和委員會以及秘書處的奉獻和辛勤
工作，在充滿挑戰的工作中度過充實的一年。
但是，沒有廣大成員的參與，一切都變得不
可能和沒有意義。
再次感謝您對學會的不懈支持。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 2017-2018

HKIA Annual Awards 2016/2017 Press Conference on
26 October 2017

陳沐文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資深會員

HKIA Annual Dinner 2017 on 18 Nov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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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教育事務部
持續專業進修

2017年8月14日

內設計師

1. 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2017年8月15日

為提升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的專業知識水準，
學會全年共舉辦超過40項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活動

2017年2月9日

怎樣成為綠建評委

2017年2月24日

聯合學會合辦之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午餐會講座 - 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之持
續多方向策略

2017年3月20日

《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
策略》- 簡介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資訊模型研討會系列：
建築師分享

2017年8月24日

供應商系列研討會：應用於開放式辦公室
的天花系統設計

持續專業進修活動一覽：
日期

"成為建築師與否?"系列研討會：建築及室

2017年8月30日

供應商系列研討會：牆壁及地磚應用

2017年9月11日

"成為建築師與否?"系列研討會：發展商

2017年9月23日

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之視察活動

2017年9月25日

"成為建築師與否?"系列研討會：項目經理

2017年9月26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一帶一路經驗分享會

2017年9月27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資訊模型研討會系列：
建築師工具

2017年4月29日

小型建築工程與牌照申請

2017年5月27日

藍屋建築群之視察活動

2017年6月13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審裁員認受課程第一次簡

可持續發展創新系列：活動 1 - 參觀空中

介會

花園

2017年6月15日

供應商系列研討會：Rockfon的天花系統

2017年9月29日

為何建築師不設計負責任的建築？

2017年9月29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 + 環保建築專業議會：

2017年9月30日

如何幫助建築物達至綠建環評之標準
2017年6月17日

2017年6月29日

可持續發展創新系列：活動 2 - 海外綠色
倡議研討會

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及大獎《高速、高
密、多元

建築》

香港建築師學會審裁員認受課程第二次簡
介會

2017年7月4日

項目管理

2017年7月26日

"成為建築師與否?"系列研討會：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 + 環保建築專業議會：

2017年10月7日

消防處 - 香港建築師學會技術研討會

2017年10月11日

城市與生態系列研討會：城市生態

2017年10月21日

蘇州中心參觀考察活動

2017年10月26日 城市與生態系列研討會：社區
2017年11月8日

水務署簡介提升香港食水安全行動計劃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7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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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2017年11月11日

城市與生態系列研討會：綠色與藍色城市
景觀

2017年11月15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年專家見證研討會系
列 – 第一場：啟動：為什麼以及如何成為
專家見證人

2017年11月16日

可持續發展之城市生活 – 空中花園

2017年11月17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年專家見證研討會系

小型建築工程與牌照申請

列 – 第二場：專家報告、實踐技巧和個案
研究經驗分享
2017年11月18日

城市與生態系列研討會及九龍公園觀鳥活
動：在路旁享受自然

2017年11月22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年專家見證研討會系
列 – 第三場：決策與證據：概述

2017年11月28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年專家見證研討會系
列 – 第四場：聽證會

2017年11月28日

建築節能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研討會

2017年12月1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年專家見證研討會系

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之視察活動

列 – 第五場：法庭、律師的挑戰/期望
2017年12月5日

供應商系列研討會：當防水遇上LOHAS

2017年12月8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 – 香港建築中心聯合舉辦
持續專業進修研討會意外結合：香港早期
殖民地建築的中國屋頂

2017年12月9日

"成為建築師與否?"系列研討會：項目經理

洪福邨之視察活動

城市與生態系列研討會及九龍公園觀鳥活動：在路旁享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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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2. 持續專業進修研究基金

教育發展及評審

學會共收到11份持續專業進修研究基金的申

1. 評審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建築課程

請。由教育事務部任命的持續專業進修研究
基金評審委員會（成員包括蘇晴建築師、衞

由以下成員組成的評審團於2017年6月15日至

翠芷博士及唐以恒建築師）對研究計劃書進

17日就林肯大學授予的建築學榮譽文學士學

行了審查及挑選。經理事會批准，以下申請

位進行評審。

獲得2017年持續專業進修研究基金：
- 申請人：易威遠建築師
研究主題：設計與能量流：華南地區具氣
候韌性的家庭住宅類型開發
- 申請人：潘錦堯建築師
研究主題：了解香港安老院的現況
每個獲選的申請均獲得港幣25,000元研究資
助金，獲選者在申請成功後首先獲得50%的
資助金。完成研究並得到教育事務部批准後，
獲選者將獲得餘下50%的資助金。獲選者除
得到教育事務部准許外，一般須在12個月內
完成研究。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韋栢利建築師（評
審團主席）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副會長鄭曾靜英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教育及評審資格委員會
主席衞翠芷博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委員陳沐文建築師
- 廣州大學沈粵教授
- 新加坡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前會長蘇淑蘭建
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委員曾慕秋建築師（視察
員）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委員岑延威建築師（視察
員）

評審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建築課程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7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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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2. 評審香港大學建築課程

3. 評審珠海學院建築課程

由以下成員組成的評審團於2017年6月19日至

由以下成員組成的評審團於2017年11月28日

21日就香港大學授予的建築學文學士和建築

至30日就珠海學院建築學（榮譽）理學士學

學碩士學位進行複審。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沈埃迪築師（評審團
主席）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李國興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副主席關國樂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教育及評審資格委員會
主席衞翠芷博士
- 全國高等學校建築學專業教育評估委員會
主任委員朱文一教授
-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HAARHOFF Errol J.教授
-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STEENKAMP Aletta
Catharina教授（視察員）
兩門課程均獲得延續五年的無條件認可，下
次複審活動將於2022年。

位及建築碩士學位進行評審。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韋栢利建築師（評
審團主席）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事務部主席蘇晴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副主席關國樂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委員陳澤斌建築師
- 全國高等學校建築學專業教育評估委員會
主任委員朱文一教授
- 奧地利格拉茨技術大學建築技術學院院長
RIEWE Roger教授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委員
陳皓忠建築師（視察員）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委員
梁德賢建築師（視察員）
建築學（榮譽）理學士學位獲得延續五年的
無條件認可，建築碩士學位獲得五年的有條
件認可，下次複審活動將於2022年。

評審香港大學建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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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珠海學院建築課程

義務秘書長報告
4. 評審香港城市大學建築課程
由以下成員組成的評審團於2017年12月5日
至7日就香港城市大學授予的建築學（榮譽）
理學士學位進行複審。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教育及評審資格委員會
主席衞翠芷博士（評審團主席）
- 香港建築師學會義務財務長陳澤斌建築師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
副主席王寶龍建築師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聯席委員會主席岑延威
建築師
- 廈門大學建築與土木工程學院院長王紹森
教授
- 昆士蘭大學講師MUSGRAVE Elizabeth A.
教授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委員
陳傳智建築師（視察員）
-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委員
梁德賢建築師（視察員）
此門課程獲得延續三年的有條件認可，下次

5.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新西蘭註冊建
築師管理局（NZRAB）建築學評
審系統的互認
互認於2017年7月15日續簽，有效期為5年至
2022年，直至進一步續約。

6. 坎培拉協議
陳沐文會長、教育事務部主席蘇晴建築師及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教育及資格評審委員會主
席衞翠芷博士出席了於2017年5月5日至7日由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在斯里蘭卡科倫坡主辦的
第六屆坎培拉協議大會。為滿足申請成為坎
培拉協議正式成員的先決條件，兩名坎培拉
協議審查員HUANG Hsu-Jen教授和LEE Sang
Jun教授參與視察香港大學的評審活動。他們
到訪香港建築師學會和建築師註冊管理局的
會址，審查學會和管理局的評審系統，並評
估學會申請成為“坎培拉協議”成員的現狀。
申請結果有待公佈。

複審活動將於2020年。

評審香港城市大學建築課程

2017年5月5日至7日在斯里蘭卡科倫坡參加第六屆坎培拉協議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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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2017年6月19日，兩名坎培拉協議審查員HUANG Hsu-Jen教
授和LEE Sang Jun教授，到訪香港建築師學會和建築師註冊管
理局，審查學會和管理局的評審系統，並評估學會申請成為
“坎培拉協議”的正式成員的現狀。

題目

通過率

試卷1
建築工程法規

30.90%

試卷2
建築合約，專業業務管理，專業操守，建築
師專業服務合約條款和收費

23.75%

試卷6
場地設計

63.68%

試卷7
建築設計

58.14%

試卷8
個案研究

80.95%

專業測評
1. 試卷3、4和5

84名考生通過了所有的筆試並有資格參加專
業面試，另有兩名非本地建築專業人士通過

通過率如下：

試卷3
建築結構
試卷4
建築設備與環境控制
試卷5
建築材料與技術

試卷1和試卷2，並有資格參加專業面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59.46%

57.47%

38.10%

34.46%

46.95%

43.36%

50.00%

61.17%

54.55%

2017年6月6日至7日香港建築師學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2017年
第二季度（試卷3、4和5）專業測評

2. 試卷1、2、6、7和8
通過率如下：
- 日期：2017年11月20日至23日
- 考生人數：459人
2017年11月20日至23日香港建築師學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
2017年第四季度（試卷1、2、6和7）專業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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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3. 專 業 測 評 講 座 及 研 討 會 系 列 和
基礎講座
2017年1月至2月期間舉辦了10場有關試卷3、
4和5的講座，並於2017年6月至9月期間舉辦
了共15場有關試卷1、2、6、7及8講座。另

2017年7月13日

試卷2 – 建築合同研討會Ⅰ

2017年7月21日

試卷2 – 建築合同研討會Ⅱ

2017年7月27日

試卷2 – 建築合同研討會Ⅲ

2017年7月29日

試卷1 基礎講座：
- 租賃

外，於2017年6、7和10月舉辦了3場有關試
卷1的基礎講座。

- 城市規劃
2017年8月8日

試卷1 – 樓宇自控及圖則處理 – 第123章
《建築物條例》

日期

主題

2017年1月9日

試卷5 – 建築材料與技術研討會Ⅰ

2017年1月12日

試卷3 – 建築結構研討會Ⅰ – 進階結構系統

2017年8月15日

試卷1 – 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2017年1月19日

試卷5 – 建築材料與技術研討會Ⅱ

2017年8月16日

試卷1 – 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之應用

2017年1月20日

試卷3 – 建築結構研討會Ⅱ

2017年1月21日

試卷4 – 建築設備與環境控制研討會Ⅰ

2017年1月23日

試卷4 – 建築設備與環境控制研討會Ⅱ

2017年2月10日

試卷3 – 建築結構研討會Ⅲ

試卷1 – 第121章《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
條例》

試卷1 –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2017年8月17日

試卷1 – 牌照監管
試卷1 – 第502章《消防安全（商業處所）
條例》及第572章《消防安全（建築物）條
例》

2017年2月13日

試卷5 – 建築材料與技術研討會Ⅲ

2017年2月20日

試卷5 – 建築材料與技術研討會Ⅳ

2017年2月24日

試卷1 – 消防事務

2017年8月29日

試卷6及試卷7 – 場地設計和建築設計

2017年8月31日

試卷1 – 土地事務

2017年9月7日

試卷1 – 規劃事務

2017年9月15日

試卷1 – 小組討論研討會（並行教學）

試卷4 – 建築設備與環境控制研討會Ⅲ –
可持續建築設計

2017年6月10日

2017年8月24日

試卷1 基礎講座：
- 建築物條例和認可人士職責
- 發展潛力與控制管理

2017年6月14日

試卷8 – 個案研究

2017年7月5日

試卷2 – 簡介，協議條件，專業收費和設計

及22日
2017年10月21日

試卷1 基礎講座：
- 租賃條件
- 建築物條例
- 城市規劃條例

競賽
2017年7月6日

試卷2 – 香港建築師學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
局專業操守及防止賄賂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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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4. 專業面試

5. 2017非本地建築專才計劃

2017年舉行兩次專業面試，詳情如下：

15份申請中，13份申請獲接受，而2份申請

- 2017年3月23日

因為實習經驗不足而被拒絕。

185名考生參加面試，130名考生（70%）

6. 個人履歷評估和學術資格評估

通過面試。

2017年6月10日理事會通過了個人履歷評估

- 2017年9月27日

指引，以及學術資格評估修訂指引。個人履
歷評估適用於評估非學會認可之建築學專業

68名考生（包括1名非本地建築專業人士）

先修課程而學術資格評估則適用於評估非學

參加面試，46名考生（68%）通過面試。

會認可之建築學專業課程。
申請者須提供證明其個人履歷之真偽，要求
其英語水平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
文第3級。

講座和研討會系列

2017年3月23日專業面試

試卷1基礎講座

2017年9月27日專業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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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7. 審查專業測評導師資格

香港建築師學會傑出學生獎

自2018專業測評開始，持有以下資格之香港

以下為2016和2017年度香港建築師學會傑出

建築師學會會員可擔任專業測評導師：

學生獎的得獎名單。

- 具有至少8年之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或資深

2016

會員的經驗，並持有香港註冊建築師及認
可人士-建築師資格；
- 具有至少12年之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或資深
會員的經驗。
符合條件的會員將被邀請列入香港建築師學
會專業測評的導師名單，以協助考生尋找導
師。

8. 2018年專業測評導師和辦公室
監督人提名

- 香港中文大學：馬家琪，建築學碩士二年級
- 香港大學：林立，建築學碩士二年級

2017
- 香港中文大學：林建均，建築學碩士二年級
- 香港大學：WONG Yanessa，建築學碩士
二年級
獎牌已於2017年11月18日在香港建築師學會
周年晚宴上頒發給得獎者。

截止2017年10月31日，共收到191份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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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事務部
亞洲建築師協會
由會長陳沐文建築師率領之4人香港建築師學
會代表團於2017年5月23日在印度齋浦爾參加
了亞洲建築師協會委員會會議。
2017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建築獎獲獎結果於
2017年5月24日在印度齋浦爾舉辦的亞洲建築
師協會頒獎晚宴上公佈。2個香港項目分別獲
得以下2個組別的金獎：
B3組別： 公共設施建築
項目名稱： 堅尼地城游泳池
公司名稱： TFP Farrells 有限公司
C組別： 工業建築
項目名稱： 沙田社區綠化站
公司名稱： 香港建築署

亞洲建築師協會委員會副主席：
- 亞洲建築師協會建築教育委員會：印度
- 亞洲建築師協會專業執業委員會：印度
- 亞洲建築師協會社會責任委員會：
斯里蘭卡
- 亞洲建築師協會綠色和可持續建築委員會：
泰國
- 亞洲建築師協會青年建築師委員會：
馬來西亞

國際建築師協會
2017年9月4日至7日在韓國首爾COEX舉行了
2017年國際建築師協會首爾展覽。外務事務
部的展覽團隊設計並設置了香港展覽攤位，
宣傳香港建築師學會及其會員作品，並重點
介紹香港建築師學會近期發展及展示會員的
獲獎項目。

會長陳沐文建築師和外務事務部聯席主席何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陳沐文建築師於2017年

建威建築師代表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7年5月

9月7日至10日在韓國首爾東大門設計廣場參

21日在印度齋浦爾參加了國際建築師協會第

加了為期4天的2017年國際建築師協會大會。

四地區會議及第四地區與第五地區之小型會

以下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在國際建築師協會

議。

不同工作小組的會議上擔任講者：

會長陳沐文建築師和外務事務部副主席張廣

- 「全民建築」工作小組

揚建築師代表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7年11月3

講者： 關國樂建築師

日至4日在尼泊爾加德滿都參加了第38屆亞洲

主題： 為什麼建築師不設計責任建築？

建築師協會理事會會議。選舉結果如下：
亞洲建築師協會候任主席：
- 新加坡蘇淑蘭建築師

16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7年報

- 「建築和可再生能源」工作小組
講者： 楊燕玲建築師
主題： 氣候適宜 - 香港建設環境

義務秘書長報告
- 「建築與兒童」工作小組

獎項：傑出論文 / 設計作品獎

講者： 梁喜蓮女士

建築師名稱：

主題： 策劃一個可持續的高密度城市

楊麗芳建築師

- 「文化認同 - 建築遺產」工作小組
講者： 姜藝思建築師
主題： 可 持 續 文 化 遺 產 ： 中 國 廣 西 的
一所學校

研究題目：
原已婚警察宿舍活化為創意產業地標建築物
獎項：傑出論文 / 設計作品獎
建築師名稱：
溫灼均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在國際建築師協會大獎

研究題目：

上獲得如下獎項：

香港未來城市範例：活化城市空間

- 國際建築師協會友好和包容空間獎 - 榮譽獎

獎項：傑出論文報告獎（未來）- 建築理論

建築師名稱：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署
類別： 公共空間
項目名稱： 觀塘海濱長廊

和設計獎
建築師名稱：
黃芷娟建築師和潘凱玲建築師
研究題目：
躍動都市神韻擁抱快活樂齡

建築師名稱： 謝錦榮建築師
類別： 現存和歷史建築
項目名稱： We 嘩藍屋
- 國際建築師協會研究論文和設計作品
獎項：最佳論文獎
建築師名稱：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委員會
張廣揚建築師、關國樂建築師和何建威建築
師在參加國際建築師協會會議期間，於2017年
9月5日參加了主題為「英聯邦建築師協會-展
望未來 」 的英聯邦建築師協會會議。

梁以華建築師
研究題目：
中國屋脊與西方框架的意外結合：香港早
期殖民地建築中國瓷磚與西方桁架融合屋
頂的起源、設計、技術、問題及修復方法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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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2017年5月21日在印度齋浦爾參加國際建築師協會第四地區會
議及第四地區與第五地區之小型會議。

2017國際建築師協會首爾大會 - 2017年9月3日在在韓國首爾
COEX舉行的歡迎會和開幕式。

2017年11月3日至4日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舉行了第38屆亞洲建築
師協會理事會會議。

2017國際建築師協會首爾展覽於2017年9月4日至7日在韓國首
爾COEX舉行。

2017年9月5日在韓國首爾COEX參加英聯邦建築師協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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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內務事務部
香港建築師學會學報
由王維仁教授、鍾宏亮教授和曾慶豪教授組
成的編輯委員會，負責製作2017年兩期的香
港建築師學會學報，主題分別為「佔領：住
宅」和「佔領：公共空間」。

2016青年建築師獎
主題為「香港（現代）藝術博物館」。在截
止日期前共計收到11份提交作品。結果如下：
- 得獎者：

吳家健建築師

- 入圍名單： 鄧知蘅建築師和黃瑋皓建築師

天的時間對14份參賽作品進行評審，於2017年
6月23日由6名陪審員甄選7組入圍設計團隊。
陪審團遴選出了3名獲勝獎和2名特別提名獎。
獲獎的作品將由HoneD贊助製作出設計之原
型，並且展覽於2017年11月25日至12月6日
期間展出，隨後舉行頒獎典禮。
展覽期間舉行了2場公開講座：
- 2017年11月26日舉辦SMART安全設計
- 2017年12月1日舉辦SMART照明設計

社區關係拓展委員會
一批志願者建築師與心光恩望學校合作，為

香港建築師學會歌唱小組

心光恩望學校的學生組織了兩場研討會，並

為了參加康樂活動，香港建築師學會今年新

設計了一棵視障學生可以感受到的五感聖誕

成立歌唱小組，並於2017年6月3日參加香港

樹。

在2017年12月3日舉辦的學校嘉年華晚會共同

專業團體康樂體育俱樂部（RSCP）歌唱大賽。

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

體育隊伍
香港建築師學會秘書處在2017年至2018年擔

除了2017年3月10日舉行的香港建築師學會歡

任香港專業團體康樂體育俱樂部中央秘書處

迎新會員活動外，於2017年7月22日舉行新會

統籌，為香港本地專業人士和學會協調各種

員證書頒發典禮，並於2017年9月14日舉行香

體育活動。

港建築師學會 /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專業測評之
試前輔導班。

香港建築師學會龍舟隊於2017年5月30日參
加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獲得南區工商業聯

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為學會舉辦了首次傢俬

合總會盃男子中龍工商組銀盃錦標第一名，

設計大賽。於2017年6月20日至22日花費兩

2017年6月3日至4日參加星展集團2017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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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2017年12月2日舉行傢俬設計大賽頒獎典禮

觸覺聖誕樹於2017年12月3日在心光恩望學校慈善步行街和聖
誕嘉年華晚會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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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本地事務部
提名
• 黃朝龍先生獲建造業議會委任為建造業訓練
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7年1月1日起，為期
兩年。

• 朱學宏先生獲學會再次向屋宇署提名，擔任
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作業守則技
術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7年起，為期3
年。
• 陳澤斌先生、陳啟聰先生和馮少文先生獲委

• 余烽立先生獲建造業議會委任為建造業工人

任，及陳紹璋先生、楊燕玲女士和葉頌文

註冊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7年1月1日起，

先生獲再次委任為環保建築專業議會理事

為期兩年。

會增選委員，任期自2017年至2018年，為

• 陳聚文先生、高俊先生、鄺永強先生、劉志

期兩年。

良先生、雷卓浩先生、梁樂堯先生、盧鎮

• 陳祖聲先生獲建築環保評估協會再次委任為

威先生及黃朝龍先生等八位建築師獲發展

建築環保評估協會董事，任期自2017年6月

局委任為上訴團（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起，為期兩年。

（香港法例第583章）委員，任期自2017年
1月25日起，為期兩年。
• 沈埃迪先生獲學會再次向職業訓練局提名，

• 葉嘉偉先生獲屋宇署委任為《設計手冊：暢
通無阻的通道》技術委員會，任期自2017
年6月1日起，為期3年。

擔任建築、土木工程及建築環境訓練委員

• 劉錦勝博士獲再次委任為香港房屋協會「自

會委員，任期自2017年4月1日起，為期兩

願樓宇評審計劃」香港優質建設技術小組

年。

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7年7月1日起，為

• 朱海山先生、熊依明女士、黎紹堅先生及李

期兩年。

國興先生獲學會向路政署再次提名，擔任

• 雷卓浩先生和黃朝龍先生獲香港房屋協會再

橋樑及有關建築物外觀諮詢委員會代表，

次委任為「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技術小組

任期自2017年至2019年，為期3年。

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7年7月1日起，為

• 葉嘉偉先生獲學會向屋宇署提名，代表學會
出任提供外牆設施維修保養安全通道和設
施，及簡化涉及小型工程的拆卸工程提交
文件的程序的工作小組。

期兩年。
• 盧鎮威先生獲學會向建造業議會提名，出任
建築採購委員會成立的維修、保養、加建
和改建採購工作專責組委員，任期為18個
月，根據工作進展情況有所延長。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7年報 21

義務秘書長報告
• 蘇晴女士和周嘉穎女士獲學會向建造業議會
提名，出任建築訊息模型委員會的正式代
表和後備代表。
• 解端泰先生和張文政先生獲學會向發展局再
次出任海濱事務委員會的正式代表和後備
代表，任期為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
30日。
• 於2017年7月19日，朱學宏先生再次獲委任
為屋宇署無障礙設計諮詢委員會委員，任
期由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
• 陳聚文先生獲學會向屋宇署提名出任地盤監
督作業守則技術委員會的代表，任期為期3
年至2020年6月30日。
• 葉嘉偉先生獲學會向屋宇署提名出任提供外
牆設施維修保養 - 安全通道及設施的特別工
作小組的學會代表。
• 陳頌義先生獲再次提名至建造業議會出任建
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2
月1日起，任期為3年。
• 盧鎮威先生獲提名至屋宇署，出任建築物拆
卸作業守則技術委員會委員，任期為3年。
• 陳思宗先生獲再次提名至屋宇署，出任小型
工程監管制度技術委員會，任期為3年。
• 以下是學會向市區重建局提名出任香港樓宇
復修促進服務公司委員會及專責小組的提
名名單：
- 技術委員會：解端泰先生
- 專責小組（1）- 標準文件：陳頌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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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2）- 作業備考及指引：
解端泰先生
- 專責小組（3）- 成本參考中心：
梁以華先生
- 服務供應者委員會：陳頌義先生
- 推廣委員會：劉錦勝先生
• 鍾詠琪女士、馮少文先生、黎裕良先生、梁
文傑先生獲提名至環境保護署出任環境保
護專業人士環境諮詢委員會委員。
• 陳沐文先生獲提名至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出
任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督導委員會的學會代
表。

表達建議
• 香港建築師學會發佈以下新聞稿：
- 2017年1月11日發佈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新聞稿。
- 2017年1月21日發佈對2017年施政報告意
見的新聞稿。
• 以下書面意見由香港建築師學會提出：
- 於2017年4月10日向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
了在市區選定位置發展地下空間試點研
究第一階段公眾參與的意見。
- 於2017年4月10日向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
了對東區走廊之行人板道第二階段公眾
參與的意見。
- 於2017年4月10日向發展局起動九龍東辦
事處提交了“九龍東發展智慧城市可行
性研究”第一階段公眾參與的意見。

義務秘書長報告
- 於2017年4月29日向規劃署提交了香港
2030年+：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
略的公眾參與書面意見。
- 於2017年6月10日向立法會水務設施（修
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提交了“2017年水
務設施（修訂）條例草案”的書面意見。
- 於2017年6月22日回覆機電工程署對香港
光伏應用的調查。
- 於2017年6月29日，香港建築師學會向屋
宇署提交有關沉管中的反虹吸管的意見。
- 於2017年7月11日向建築環保評估協會提
交對建築環保評估系統2.0草稿的意見。
- 於2017年7月21日向路政署提交有關旺角
行人天橋系統的意見。
- 於2017年7月29日向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
有關東區走廊行人板道的意見。
- 於2017年8月11日，就九龍東環保連接系
統詳細可行性研究的中期公眾諮詢的意
見，提交土木工程拓展署。
- 於2017年8月18日向屋宇署提交有關“建
築（規劃）規例檢討”多方持份者諮詢
的意見。
- 於2017年9月30日向創新及科技局提交
就香港智慧城市藍圖顧問研究的書面意
見。
• 香港建築師學會派出代表參加以下活動：
- 2017年1月21日出席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工作坊。
- 2017年2月23日出席發展局的建築文物保

- 2017年2月20日和27日建築環保評估系統
2.0的持份者參與工作坊。
- 分別於2017年10月13日和19日參加了關於
物業管理公司發牌和物業管理人員發牌的
聚焦討論小組會議。
• 過渡性社會住房項目
- 運輸及房屋局邀請香港建築師學會參與這
項計劃，與社區攜手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
可負擔的過渡性社會房屋。該項目由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於2017年9月19日推出。

設計比賽
• 城市藝裳公共藝術比賽
- 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同發展局、香港園境師
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及香港城市設計學
會主辦“城市藝裳公共藝術比賽”，以慶
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20周年活動
之一。它旨在在全港徵集優秀的藝術作品
以美化城市風貌。它由三主題組成，即：
“維多利亞港設計”、“夢幻天橋”及
“活力城市”。有關提交參賽作品於
2017年2月至4月7日展出。
-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為2017年4月7日。入圍
作品甄選於2017年5月18日舉行。香港建
築師學會會長參與評審工作。
- 頒獎典禮於2017年9月16日舉行。

育項目公眾參與資助計劃的午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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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 2017香港新晉建築及設計師比賽 - 為西九
文化區設計一座臨時展亭

- 2017年9月29日在Skypark進行了持續專
業進修考察活動。

- 該比賽由西九龍文化區管理局舉辦，香港

- 消防處 - 香港建築師學會已於2017年10月

建築師學會是支持機構之一。提交第一

7日舉行技術研討會，向各會員介紹了向

階段概念性參賽作品的截止日期定於

消防處呈交的文件、消防裝置的合格檢查

2017年6月26日。會長陳沐文先生擔任比

及檢驗程序，以及如何申請危險品牌照。

賽的評審之一。
- 比賽結果由西九龍文化區管理局於2018年
3月14日公佈。
• 舊城中環燈柱設計比賽

- 水務署於2017年11月8日向香港建築師學會
會員進行了關於加強香港飲用水安全行動
計劃的簡報。
• 舉行以下交流合作活動：

- 香港建築師學會是舊城中環燈柱設計比賽

- 2017年1月5日香港建築師學會設午宴歡送

的支持機構之一。大賽由香港旅遊發展局

屋宇署署長許少偉先生退休及歡迎新任署

於2017年8月1日推出。於2017年9月11日

長張天祥先生。

截止提交參賽作品。
- 香港旅遊發展局於2017年11月底透過多家

- 2017年2月27日香港建築師學會設晚宴歡
迎規劃署署長李啟榮先生就任。

媒體宣佈了兩個獲獎團隊。直到2018年

- 於2017年7月16日與規劃署進行閉門會議，

1月31日，獲獎的燈柱設計沿著荷里活道

就灣仔北及北角海濱的城市設計研究交換

進行展覽。在香港旅遊發展局官方網站和

意見及建議。

社交媒體平台均可獲得相關照片。

活動
• 舉行以下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6年12月10日香港建築師學會和環保
建築專業議會聯合舉辦「最新獲獎綠色建
築項目的特徵」持續專業進修考察活動。
- 於2017年5月27日在灣仔藍屋進行持續專業
進修考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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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7年8月28日與新發展局局長及發展
局其他主要人員舉行午餐會。

義務秘書長報告
內地事務部
建築師全過程服務制
推廣「建築師全過程服務制」一直是內地事
務部在2017年的首要任務。內地事務部代表
會見並開始與以下各方進行對話、介紹並解
釋內地建築業如何從「建築師全過程服務制 」
中獲益：
-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標準定額司

2017年6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譚鐵牛副主任和教育科技部主要官員訪問香港建築師學會。

-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譚鐵牛副主任和教育科技部
- 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
- 上海浦東新區建設和交通委員會
- 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
- 廣州市白雲區人民政府

「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
為了與政府官員、專業團體和其他機構就香
港建築師在「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發展進
行聯絡，在沈埃迪建築師和戚務誠建築師領
導下，內地事務部轄下成立了一個專責工作
小組。
除了對「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發展提出建
議和提案外，學會還於2017年9月26日在中國
深圳舉辦了經驗分享會，為香港和廣東的企
業合作提供一個平台，分享「一帶一路」沿
線地區建設項目的經驗和挑戰。
大約130名香港和廣東建築行業的行政和高級
管理人員代表參加了為期一天的分享會。分
享會使雙方建立直接聯繫，並促進戰略合作

由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陳沐文建築師帶領的10人香港建築師學
會代表團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部委進行了禮節性訪問。

夥伴關係，推動「一帶一路」向前發展。會
上就如何充分利用香港商界和專業服務界獨
特優勢，共同推動該計劃進行了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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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極參加相關研討會，並與前海管理局規劃建
設處會面，協調與規劃實施有關的工作。
深港人才合作論壇暨深圳市人才嘉年華於
2017年11月1日在中國深圳舉行，義務財務長
陳澤斌建築師應邀出席發言，分享他對未來
港深人才合作的看法。
這將讓我們能夠運用香港在前海的獨特優
2017年9月26日在中國深圳舉辦香港建築師學會「一帶一路」
經驗分享會

勢，並因應各政策制定和決策者而制定具

2017年9月26日在中國深圳舉辦香港建築師學會「一帶一路」
經驗分享會

2017年11月1日由前海管理局在中國深圳舉辦深港人才合作論
壇暨深圳市人才嘉年華。

前海發展
2017年7月1日，廣東、香港和澳門政府共同
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
協議》（《框架協議》）之後，基本擬定了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規劃）。該
規劃將通過三地的互補合作，為建設世界級
城市群提供藍圖。香港建築師學會積極參與
推動大灣區發展，為我們建築師在大灣區工
作、開設和經營事務所創造有利條件。為獲
取更多直接資源和信息，內地事務部代表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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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提案計劃。

義務秘書長報告
執業事務部
2017公司會員
• 截至2017年12月，香港建築師學會現共有
189家公司會員。

香港建築師學會第三組別建築
顧問公司名單
• 截至2017年12月，名單中現共有68間第三
組別建築顧問公司。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7年6月16日收到發展
局關於擬議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中預設審
裁員提名機構的信件。考慮到發展局擬議
建造業付款條例專責工作組成員的意見，
發展局決定採用「索賠方提出 – 答辯方選
擇模式」。發展局亦通知，該草案的草擬
工作已經展開。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
事務所商會、香港測量師學會、和香港專
業工料測量顧問公會於2017年10月6日向發
展局發出聯署回覆函，要求發展局澄清在

發展局提出擬議建造業付款保
障條例
• 於2017年4月13日，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同建
築事務所商會、香港測量師學會及香港專
業工料測量顧問公會致函發展局，進一步
闡述了從擬議條例剔除關於時間申索爭議
的審裁事項的意見。
• 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同建築師事務所商會與
建築署，就建築顧問合約工作階段的分拆
顧問費用和直接僱用附屬顧問試驗計劃進
行跟進。

進入預設提名程序，審裁員提名和審裁員
委任由指定提名機構進行以前，索賠方和
答辯方是否可以選擇審裁員。

競爭條例
• 繼2016年12月8日香港建築師學會周年大會
報告，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6年12月15日
向各會員發通告，通知暫緩執行「香港建
築師學會建築師與委託人合約」（以下簡
稱「合約」）的一些被競爭事務委員會關
注的條款及專業按級收費、「香港建築師

• 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同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

學會會員獲邀提交參與建築顧問建議書的

測量師學會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以下簡

指引」（以下簡稱「指引」）及「會員專

稱「聯合機構」），與發展局跟進不資助
建議的聯合預設審裁員提名機構的原因，
及查詢若擬議條例不設有預設審裁員提名
機構時，條例容許的其他審裁員提名機構

業操守」的一些被關注條款，並進行更新
工作，至2017年第三季度完成。學會亦告
知所有會員須遵守「競爭條例」。

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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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7年1月12日依據「競

- 於2017年5月29日以書面形式將「與澳大

爭條例」第41條透過法律顧問正式回覆競爭

利亞自由貿易協定」的意見提交至工業貿

事務委員會的通知。香港建築師學會亦提

易署。

供了學會向各會員推廣遵守「競爭條例」
工作的資料。

• 香港建築師學會也在下列會議上表達建議：
- 發展局、建築署、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

更新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與
委託人合約、香港建築師學會
會員獲邀提交建築顧問建議書
指引和「會員專業操守」
• 理事會成立一個特別工作小組，全面檢討有
關的合約、指引和操守守則。
• 於2017年6月10日舉行的第四次理事會會議
通過了修訂的合約, 指引和操守守則。
• 上述合約、指引和操守守則已於2017年7月
3日在會員論壇中討論，並於2017年8月18
日在特別會員大會上通過。

師事務所商會、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及註
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就總顧問專業責任保
險等問題，在2017年6月9日舉行的專題
會議上交換了意見。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7年7月31日參加了
建造業議會的聚焦討論小組會議，就香港
建造業地盤監督人員、技術及專業人員的
需求及供應預測進行討論。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7年8月15日出席了
建築署有關於公共建築工程可建造性評估
系統政策的交流會。
- 香港建築師學會分別於2017年4月5日和
2017年10月16日出席了建築署有關於公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執業問卷
調查
• 學會向公司會員發出問卷進行執業問卷調
查。於2017年6月30前回覆。

共建築工程可建造性評估系統政策的交流
會。

項目
• 香港建築師學會第二屆審裁員資歷評審計劃

表達建議
• 對以下議題表達意見：
- 於2017年5月29日將擬寫的「2017年版建
築物的一般規格」最終草案的意見提交至
建築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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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計劃分為兩個時間表，分別是工作日
的晚上和週末。兩個時間表均於2017年9
月初開始。一共有21人報名。
- 培訓課程成功舉辦。專業評核考試於
2017年11月4日舉辦。

義務秘書長報告
特殊項目
積極的公眾形象對於提升建築師的地位和吸
引公眾對我們專業工作的興趣非常重要。因
此，由政府和私人贊助商等外部機構贊助的
特殊項目吸引了公眾對建築師的倡議和才能
香港建築師學會第二屆資歷評審計劃

•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訊息模型系列研討會
- 於2017年8月15日舉行的持續專業進修研
討會上，討論如何輕鬆有效地過渡到使用
建築信息模型，建築訊息模型工作流程，

的關注：

2017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
地建築設計論壇及大獎
• 論壇及大獎頒獎晚宴：

以及建築訊息模型的設計和文檔主要工

- 日期：2017年6月17日

具。

- 時間：上午9:00至下午6:00（論壇）；

- 由Autodesk與Graphisoft公司人員講解
的持續專業進修研討會於2017年9月27日
舉行。6名講者就以下方面分享了他們的
觀點和經驗，包括：設計和展示方面：以
建築訊息模型進行設計和項目協作、可持
續建築設計的檢查：建築環境和能源分
析、自動化設計：參數化設計和規則系統
的設計工作流程。
- 學會計劃再舉辦該系列的多場研討會進行
分享交流。

晚上7:30至10:30（頒獎晚宴）
- 地點：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香港JW
萬豪酒店宴會廳
- 論壇主禮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金紫荊星章、大紫荊勳章、太平紳士
• 獲提名項目數量：
- 專業組別：169份作品（入圍79份作品）
- 學生組別：74份作品（入圍20份作品）
• 2017年6月18日學生參觀香港特色建築：
- 參觀第1站：元創方
- 參觀第2站：綠在沙田
- 參觀第3站：綠匯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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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主要展覽已於2017年
8月中旬完成。金獎及銀獎得獎者分享會於
2017年8月12日在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舉行。
• 大會將會製作紀念特刊和USB閃存盤完整
記錄整個論壇。
• 2017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地建築設計
論壇及大獎官方網頁：
http://www.cadsa.com.hk
• 2017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地建築設計
論壇及大獎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iacadsa

第15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香港回應展
• 聯合主辦機構：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
金會、香港藝術發展局和「油街實現」
• 展期：2017年5月2日至30日
• 地點：「油街實現」藝術空間
• 開幕禮：2017年5月4日
• 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先生，金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 參觀人數：12,788人
• 相關活動：在5月的週末舉辦了6場工作坊，
2017年5月29日舉辦了前策展人圓桌會議。
• 第15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香港回應展
官方網頁：
http://2016.venicebiennale.hk/

2017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及大獎

• 第15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香港回應展
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VAB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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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玩轉「油」樂場展覽
• 主辦單位：香港建築師學會和「油街實現」
• 支持單位：香港建築中心
• 展期：2017年1月25日至10月

2017年港深城市\建築雙城
雙年展（香港）
• 由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主辦
• 合作夥伴：香港建築師學會
• 協辦單位：香港規劃師學會和香港設計師協會

• 地點：「油街實現」藝術空間
• 開幕禮：2017年2月11日
• 參觀人數：7,015人（截至2017年2月26日）
• 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
PLAYtoCHANGE.Oi/

• 經過兩輪由聯席主席林雲峰教授建築師
和楊麗芳建築師所領導的督導委員會的
面試，陳麗喬博士建築師於2017年5月19日
被甄選出並正式宣佈作為2017年港深城市\
建築雙城雙年展（香港）的總策展人。
• 2017年6月29日正式宣佈公開招募參展人，
同年9月確定參展人名單。
• 2017年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香港）
新聞發佈會已於2017年11月7日在希慎廣場
舉行，超過30多家媒體和60位嘉賓出席是
次發佈會。
• 展覽從2017年12月12日開幕至2018年2月
11日在以下9個場地舉行：
1) 中環地鐵站 J 出口「藝術管道」
2) 中環街市
3) 中環中心H6 CONET
4) 上環海港大廈
5) 香港藝術中心
6) 希慎廣場跨層自動扶梯
7) 希慎廣場辦公大堂9樓

玩轉「油」樂場展覽

8) 香港北角堡壘街18-20號
9) 深圳南頭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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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 相關活動：與學校、非政府組織和社區團
體合作舉辦工作坊、專題研討會、電影放
映和導賞活動等。
• 2017年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香港）

學會再次度過了碩果累累、不同凡響和圓滿
成功的一年。
我非常感謝學會理事會、各事務部、委員會
及特別工作小組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官方網頁：
uabbhk.org
• 2017年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香港）
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uabbhk/

2017年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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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義務秘書長 2017-2018

朱海山教授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資深會員、註冊建築師

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7
（港幣）

2016
（港幣）

營業額
成本
• 活動成本
• 演講及考試成本
• 刊物成本

25,741,115

18,159,368

(11,014,785)
(2,362,271)
(164,000)

(3,022,886)
(1,650,658)
(339,159)

毛利
其他收入

12,200,059
409,394

13,146,665
675,771

減：
• 僱用成本
• 其他經營及行政支出

(6,022,745)
(5,843,531)

(5,593,070)
(5,188,292)

年度盈餘

743,177

3,041,074

其他全面收益
• 以後可能轉回收益表的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價值變動

916,817

(577,513)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916,817

(577,513)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659,994

2,46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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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2017
（港幣）

2016
（港幣）

274,516
18,991,530

336,103
18,074,713

19,266,046

18,410,816

40,890
7,507,891
2,351,144
32,171,509

20,248
6,800,790
793,166
35,744,296

42,071,434

43,358,500

資產總額

61,337,480

61,76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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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001
3,408,892
11,679,626
300,000
43,274,040

250,911
2,492,075
11,655,576
250,000
42,580,863

58,931,559

57,229,425

2,405,921

4,539,891

61,337,480

61,769,316

資產
非流動資產
• 物業、廠房及設備
• 可供出售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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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負債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儲備及負債總額
賬目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日由理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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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儲備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一般儲備

重估儲備

資本基金 償債基金

累積盈餘

總計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229,711

3,069,588

63,426

200,000

年度淨盈餘

0

0

0

0

3,041,074

3,041,074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0

(577,513)

0

0

0

(577,513)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0

(577,513)

0

0

3,041,074

2,463,561

21,200

0

28,300

0

0

49,500

累積盈餘轉往資本基金

0

0

11,563,850

0

(11,563,850)

0

累積盈餘轉往償債基金

0

0

0

50,000

(50,000)

0

21,200

(577,513)

11,592,150

50,000

(8,572,776)

2,513,061

250,911

2,492,075

11,655,576

250,000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會員捐款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51,153,639 54,716,364

42,580,863 57,22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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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儲備變動表（繼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一般儲備

重估儲備

資本基金 償債基金

累積盈餘

總計

(HK $)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250,911

2,492,075

11,655,576

250,000

年度淨盈餘

0

0

0

0

743,177

743,177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0

916,817

0

0

0

916,817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0

916,817

0

0

743,177

1,659,994

18,090

0

24,050

0

0

42,140

0

0

0

50,000

(50,000)

0

18,090

916,817

24,050

50,000

693,177

1,702,134

3,408,892 11,679,626

300,000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會員捐款
累積盈餘轉往償債基金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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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001

42,580,863 57,229,425

43,274,040 58,931,559

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7
(HK $)

2016
(HK $)

743,177

3,041,074

調整項目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已付利息
• 已收利息
• 會員捐款

183,366
0
(106,755)
42,140

179,424
364
(278,975)
49,500

營運資金變動前營運現金流量

861,928

2,99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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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42)
(707,101)
(1,557,978)

63,567
1,095,358
(753,147)

負債增加 /（減少）：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2,133,970)

(149,363)

經營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3,557,763)

3,247,802

106,755

278,975

(121,779)

(185,122)

(15,024)

93,853

經營活動
營運盈餘

投資活動
• 已收利息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

投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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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現金流量表（繼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7
(HK $)

2016
(HK $)

融資活動
• 利息支出
• 融資租賃負債還款

0
0

(364)
(6,924)

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0

(7,28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 增加淨額

(3,572,787)

3,334,367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5,744,296

32,409,929

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171,509

35,744,296

32,171,509

35,744,29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 銀行及現金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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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教育事務部

持續專業發展委員會

蘇晴（主席）

唐以恒（主席）

歐陽麗絲（副主席）

楊燕玲（副主席）

陳澤斌
陳沐文（當然委員）
陳丙驊
朱海山（當然委員）
馮惠敏（由2017年10月9日）
何建威
KRUMMECK Stefan Wilhelm

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
蘇晴（主席）
王寶龍（副主席）

專業測評委員會

黎紹堅

黎紹堅（主席）

李國興

嚴迅思（副主席）

師瑞琪

歐陽明詩（副主席）

鄧耀倫
唐以恒
衞翠芷
黃政朗
黃偉祖（至2017年10月9日）
王寶龍
楊紫萼
嚴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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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何建威（聯席主席）

亞洲建築師協會 /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
委員會

劉錦勝（聯席主席）

張廣揚（主席）

外務事務部

張廣揚（副主席）
陳沐文（當然委員）

國際建築師協會委員會

朱海山（當然委員）

陳啟聰（主席）

關國樂（顧問）

陳傳智（副主席）

鄺心怡（顧問）
陳啟聰
李國興
何力治
劉文君
林余家慧
韋美華
黃嘉雯
黃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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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陳翠兒（主席）

2016/17年年獎及2017年周年晚宴
委員會

鄧知蘅（副主席）

盧鎮威（聯主席）

陳沐文（當然委員）

雷耀榮（聯主席）

朱海山（當然委員）

黃立炘（聯主席）

內務事務部

陳志輝
陳智星
周寄欣
許允恆
關兆倫
盧鎮威
盧宜璋
雷耀榮

刊物出版委員會
關兆倫（聯主席）
顏嘉倩（聯主席）

社區關係拓展委員會
麥喬恩（主席）

梁雲飛
麥喬恩
顏嘉倩
黃立炘
姚鑫波

體育事務委員會
陳志輝（聯主席）
梁雲飛（聯主席）

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
許允恆（聯主席）
盧宜璋（聯主席）
姚鑫波（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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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本地事務部

建築物條例委員會

余烽立（主席）

歐陽治經（主席）

陳頌義（副主席）

葉嘉偉（副主席）

解端泰（副主席）
歐陽治經
歐陽麗絲
陳祖聲
陳淑芬
陳沐文
張文政
朱海山

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陳祖聲（主席）
陳淑芬（副主席）
梁樂堯（副主席）
雷卓浩（副主席）

何文堯

古蹟及文物保育委員會

許嘉祺

梁以華（主席）

葉嘉偉

何心怡（副主席）

關兆倫
林和起
劉錦勝
梁傑文
梁以華
盧鎮威
蕭國健
蘇晴
岑延威
余熾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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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地政委員會
張文政（主席）
區紹文（副主席）

內地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內地事務部

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工作小組委員會

劉錦勝（主席）

戚務誠（聯主席）

譚國治（副主席）

沈埃迪（聯主席）

陳沐文（當然委員）

林雲峰（顧問）

朱海山（當然委員）
林雲峰（顧問）
陳康明
周月珠
曾靜英

聯繫委員會
周月珠（主席）

張雪輝

華東聯系小組

戚務誠

周月珠（召集人）

何力治
郭榮臻
李國興
盧鎮威
潘家風

華南聯系小組
彭以恒（召集人）

沈埃迪

華中及華西聯繫小組

施家殷

鄭佳茂（召集人）

譚天放

華北聯繫小組
潘家風（召集人）

特殊項目委員會
譚國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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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執業事務部

建築合約及調解糾紛事務委員會

張雪輝（主席）

池偉雄（主席）

徐柏松（副主席）

鍾健勤（副主席）

陳國權（副主席）

李家峰（副主席）

陳沐文（當然委員）

BURNS Nicholas Delisle

朱海山（當然委員）

CAMPBELL John

車季良

陳漢雲

池偉雄

曹永昌

張光穎

周世雄

戚務誠

楊燕玲

周嘉穎

葉大永

楊燕玲

高俊

劉錦勝

江朝健

李國興

林煒彬

呂慶耀

李震鑾

蘇晴

湯先澄

鄧子義

唐以恒

謝士穎

謝厚明

岑延威

葉國華

黃政朗

袁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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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建築訊息模型及資訊科技委員會
周嘉穎（主席）
馮樹堅（副主席）
陳永佳
陳祖聲
鄭向鲲
郭榮臻
龔翊豪
劉穎
李培基
李欣欣
呂文俊
麥兆光
孟耀永
梅鉅川
潘家駿
唐以恒
蔡昱
王曉盈
黃智邦
胡子民
楊俊傑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7年報 45

香港建築師學會 2016-17 年年獎

香港建築師學會全年境內建築大獎

香港珠海學院新校園

香港建築師學會境內優異獎 - 商業建築

V POINT

香港建築師學會境內優異獎 - 社區建築

青衣西南康體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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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 2016-17 年年獎

香港建築師學會境外優異獎 - 商業建築

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

香港建築師學會境外優異獎 - 商業建築

上海星薈中心

香港建築師學會境外優異獎 - 社區建築

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學芙蓉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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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 2016-17 年年獎

主題建築獎 - 共融設計

賽馬會善寧之家

主題建築獎 - 可持續性建築

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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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 2016-17 年年獎

評審特別獎 - 會長獎狀

寶血兒童村多功能設施

評審特別獎 - 會長獎狀

橋接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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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憲章
我們，即下述簽字之人士，於公元1956年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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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G G Djou

19. T C Yuen

2. J S Hirst

11. Koon Hing Cheang

20. Wm S Ing

3. D G Farrow

12. A J Brandt

21. H S Luke

4. R J Phillips

13. A V Alvares

22. William Ling

5. Faitfone Wong

14. Patricia Mayne

23. Bjorn Nedberg

6. W W C Shewan

15. W Elder Levie

24. G Hollmann

7. Pak C Kwong

16. J C Charter

25. W G Gregory

8. Stanley Kwok

17. A M J Wright

26. G D Su

9. T S C Feltham

18. J B Aitken

27. David P Crease

創始會員在1956年9月3日第2次公會就職會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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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印記
成立

紀律處分

在1956年9月3日，27名建築師聚首，為了促

會員如違反守則或行為有辱其專業操守，可

進殖民地的建築發展，弘揚與建築相關的藝

能遭受譴責、暫時吊銷甚至開除會籍。這樣

術和科學知識，成立了『香港建築師公會』。
在1957年5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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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1月3日生效。截至19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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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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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IA以示建築師的身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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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並可稱為『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

在政府諮詢方面，學會任命經驗豐富的成員

聯繫會員亦可運用『香港建築師學會聯繫會

參與各政府及公共機構的諮詢委員會並提供

員』（須全寫）的稱銜，惟不得簡略稱銜。

專業意見。這些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包括建築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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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成立的首要目的，是為了不斷提昇香港

展覽、 座談會與會議、工作坊和適合小朋友

建築的水平、以及加強會員所提供的專業服

的暑期活動…等，旨在引發起各界對建築的

務素質。

興趣。

專業守則

與建築有關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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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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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7年報 51

歷史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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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A）、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CAA）和亞洲建築師協
會（ARCASIA）等組織。

組織及會員
目前，本學會共有約180位資深會員、約
3,000名正式會員及超過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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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