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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傳智建築師
理事

歐陽麗絲建築師
教育事務部副主席

何建威建築師
外務事務部聯席主席

張雪輝建築師
執業事務部主席

陳啟聰建築師
理事

陳頌義建築師
本地事務部副主席

何力治建築師
理事

劉錦勝建築師
外務事務部聯席主席
內地事務部主席

關兆倫建築師
理事

盧鎮威建築師
理事

雷冠源建築師
內務事務部副主席

吳永順建築師
原會長

2018年度理事及主管人員

4. 朱海山
 義務秘書長

5. 陳澤斌
 義務財務長

1. 陳沐文
 會長

2. 李國興
 副會長

3. 何文堯
 副會長

1 2 3 4 5

義務核數師

沈埃迪建築師林光祺建築師
蘇晴建築師
教育事務部主席

鄧知蘅建築師
內務事務部主席

余烽立建築師
本地事務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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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會員：

2018年對香港建築師學會來說，是豐碩的一載；無

論於本地或海外，均積極進取，有所作為。在此，

本人謹向大家總結報告學會本年度各項重點活動成

果。

宏揚卓越建築

2018「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這是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與香港藝術發展

局第七次合作，共同主辦這項國際性建築雙年展中

的香港展覽。本次香港展由王維仁教授擔任總策展

人，自2018年5月至11月，於威尼斯展示了由94位

香港與海外建築師，以「垂直肌理：密度的地景」

展覽主題，各自演譯、設計之111個與別不同的塔樓

模型。是次展品的數量是香港展歷來最多的，並於

威尼斯廣獲好評。我們期待2019年3月在香港舉行的

回應展，屆時可以同香港市民一起參與是次盛事。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18年年獎

基於各方對經改革的2016/17年獎安排反應正面，

我們繼續按此表揚學會會員及傑出作品，令其得到

社會更廣泛的認可。2017/18年獎得獎作品及入圍項

目，已於11月假太古廣場展出，為期5天。而年獎頒

獎典禮也於11月3日在學會週年舞會上舉行。

推廣建築專業及學會會員

東京香港建築展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經濟貿易駐東京辦事

處及日本建築家協會的支持，香港建築師學會於

2018年11月首次在日本舉辦建築展。是次展覽主題

為「超越高層 — 從建築物探索香港」，而展出的作

品得到當地及香港社會許多積極回應和讚賞，成功

展示了我們年輕建築師的實力，對此本人特別感到

驕傲。展覽期間學會並安排公開論壇就「香港和日

本青年建築師的機遇與挑戰」進行了具啟發性的討

論。

是次活動得以圓滿成功舉行，全賴展覽籌委會主席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吳永順建築師及學會義務秘

書長朱海山教授的努力。

前海設計比賽

為了吸引更多香港青年建築師和建築學學生參與前

海的發展，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

局委託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合舉辦了前海設計比賽。

我們年輕建築師的作品獲得了各方正面的評價及肯

定。得獎作品分別於6月至7月假香港中環鴨巴甸街

35號元創方及前海舉辦相關展覽。獲獎團隊更於

2018年6月30日之頒獎典禮上獲聘為項目後續施工設

計提供諮詢服務。

香港建築師學會傢俬設計比賽2018

繼2017年成功舉辦第一屆香港建築師學會傢俬設計

比賽後，學會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於2018年再度組

織此項活動。優勝的多用途套裝傢俱分別於11月和

12月假中環中心和香港城市大學展出。展覽結束後，

獲獎作品亦已轉贈給有需要的基層家庭使用。

聯合專業團體共同關注社會議題

擬建元朗行人天橋

元朗一條擬建的行人天橋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爭議。

我們作為建築專業人士，有責任向政府及公眾反映

此工程所造成之社區環境問題。經與政府官員多次

會面溝通後，五個業界專業組織，包括香港建築師

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香港測

量師學會及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均認為擬建之行人

天橋不但無法有效解決元朗市中心道路堵塞問題，

反而會為環境帶來不可逆轉的損害。2018年7月17日

五個專業學會就《元朗明渠上興建行人天橋》舉行

了聯合記者招待會，向公眾闡述我們專業的觀點，

並敦促各方努力使香港成為一個更宜居的城市。

土地供應問題

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

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等四個作為土地、規劃及發展

的主要專業團體，有責任協助及參與當前有關香港

土地供應的討論。2018年5月四會聯同立法會建築、

測量、規劃、園境界別謝偉銓議員辦事處舉辦了

「增闢土地」論壇，共同確立了一些原則性的觀點，

並於2018年8月22日舉行之四會聯合記者招待會上

向公眾發表。鑒於增闢土地的不確定性、以及當前

社會及政治環境，以及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可預測性，

四會建議採用多管齊下之方法造地，並建立「土地

儲備」。四會強調，政府必須進行適當的整體規劃，

以「宜居城市」作為發展的原則。

繼2018年施政報告推出「明日大嶼願景」後，香港

建築師學會再次與立法會謝偉銓議員辦事處及其他

三個相關界別的專業學會合作，於2018年12月12日

舉辦「明日大嶼」之聯合論壇，就這項發展計劃進

行專業意見交流。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溝通及
聯繫

學會一直與政府高層人士及相關部門持續進行建設

性之對話，以反映我們專業界別對施政報告及制訂

未來有關策略之意見和期望。

與內地之溝通及聯繫

「一帶一路」倡議

學會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活動。作為

學會會長，本人收到很多相關活動之邀請，從不同

角度對倡議中有關基建工程建設方面的發展進行了

深入的討論和交流。本人曾參與之活動包括：2018

年2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北京舉行之「國家所

需 香港所長 — 共拓一帶一路策略機遇」論壇、香

港貿易發展局舉辦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及6月舉

行之第一屆年度圓桌會議等。

內地官員的到訪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協調下，商務部對外援助

司王勝文司長及王立貴處長於2018年2月8日到訪學

會。我們全面介紹了香港建築師學會之發展、歷史

及組織架構，以及香港建築師全過程專業服務制。

我們亦就香港專業人士之專業能力，及香港建築師

於「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願景下，在內地及

海外開拓更多商機及發展機遇交換意見。

大灣區發展

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合廣東省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

廣州市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深圳市勘察設計行業

協會及澳門建築師協會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工程設計

聯盟」，實現「融合、協作、共贏」之概念，以應對

大灣區經濟及基建的快速發展。「共用共贏，引領發

展：推進建築師負責制」籌備儀式暨論壇於2018年

3月9日在深圳舉行。同年10月，本人參加了四個專

業學會聯同立法會謝偉銓議員辦事處舉辦的大灣區惠

州考察團，深入瞭解惠州全面的城市規劃，宜居城市

的新項目及水質監測及控制等工作。

拜訪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會於2018年12月13日拜訪了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獲得中

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教授和副部長蕭家虹先生

代表接待。學會與中聯辦就來年雙方就專業活動項

目的合作進行了開放和富有成果的交流，以宏揚卓

越建築，並探索香港建築師和年輕專業人士在「一

帶一路」倡議及大灣區之發展機遇。

與國際機構之聯繫及溝通

簽訂坎培拉協定

本人很高興與你們分享香港建築師學會由2018年起

已成為坎培拉協定之其中一員，為期六年。這意味

著通過香港建築師學會及香港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認

可之建築系學位，可被坎培拉協議的其他簽訂國，

包括中國、美國、加拿大、韓國、南非、墨西哥等

國家和英聯邦建築師協會的相關認證機構視為經過

等同的認証。香港建築師學會將繼續與香港建築師

註冊管理局合作，加強我們對本地大學建築系專業

教育之認證制度。

亞洲建築師協會第18屆亞洲建築師大會和國際

建築師聯會第4區會議

本人與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團隊於2018年9月在日本

東京參加了第18屆亞洲建築師大會之會議和活動。

期間亦同時在當地進行國際建築師聯會第4區會議。

大會就建築教育、專業實踐、綠色建築、可持續建

築以及青年建築師的發展等議題上進行了豐富的經

驗交流。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亞洲建築師協會

之國家及經濟體系之間將有越來越多區域通訊及跨

境合作的機會。

與學會會員聯繫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年體育活動及家庭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年體育活動及家庭日於2018年

4月28日假香港大學何鴻燊體育中心舉行。當天超過

200名會員及其家庭成員參加了各項康體活動競賽，

渡過身心舒暢愉快的一天。

就學會規章中榮譽資深會員和榮譽會員之修訂

根據學會規章，香港建築師學會可嘉許合適人士成為

學會榮譽資深會員或榮譽會員。然而近年來，會員對

榮譽資深會員及榮譽會員之定位存有不同意見。經評

估後，理事會認為榮譽資深會員和榮譽會員宜獲得

同等認可。經會員座談會討論後，於2018年9月在學

會第三季季度大會上通過此項規章的修訂，將兩個

榮譽會員的類別合併為「榮譽資深會員」。

2018週年舞會

超過480位嘉賓及會員出席了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8

年11月3日舉辦的週年舞會，共同渡過了一個愉快的

晚上。我們榮幸地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作為主禮嘉賓。晚會中並進行將會長

會徽移交給當選會長李國興建築師的儀式、頒授香

港建築師學會「榮譽資深會員」榮銜；並頒授嘉許

狀至2017/18年度香港建築師學會年獎、2017年青年

建築師獎和2018年學生榮譽大獎之各得獎者。

與業界之溝通及聯繫

「建築工程質量」論壇暨「建造業創新及科技

基金」啟動儀式

本人應發展局和建築業議會之邀請，於2018年10月2

日以小組成員身份參加了「建築工程質量」論壇。論

壇鼓勵更廣泛地採用預製 / 模組化綜合建築和建築信

息模型等創新的建設方法，以及加強發展局在「建築

2.0」中品質提升的措施。總撥款達10億港元、用於

技術應用和人力發展兩方面的建築創新及技術基金

亦於當日正式啟動 。

香港建造學院和「組裝合成」建築法展示中心

開幕活動

隨著建造業議會成立香港建造學院和「組裝合成」

建築法展示中心的落成，香港建築業進入了一個新

時代。香港建造學院於2018年10月開幕，旨在培養

具備良好專業技能、理論知識和創新理念的成熟建

築力量。「組裝合成」建築法展示中心於2018年11

月開幕，由10個模組化單元組成，展示了5個不同入

會長獻辭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8年報



5

親愛的會員：

2018年對香港建築師學會來說，是豐碩的一載；無

論於本地或海外，均積極進取，有所作為。在此，

本人謹向大家總結報告學會本年度各項重點活動成

果。

宏揚卓越建築

2018「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這是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與香港藝術發展

局第七次合作，共同主辦這項國際性建築雙年展中

的香港展覽。本次香港展由王維仁教授擔任總策展

人，自2018年5月至11月，於威尼斯展示了由94位

香港與海外建築師，以「垂直肌理：密度的地景」

展覽主題，各自演譯、設計之111個與別不同的塔樓

模型。是次展品的數量是香港展歷來最多的，並於

威尼斯廣獲好評。我們期待2019年3月在香港舉行的

回應展，屆時可以同香港市民一起參與是次盛事。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18年年獎

基於各方對經改革的2016/17年獎安排反應正面，

我們繼續按此表揚學會會員及傑出作品，令其得到

社會更廣泛的認可。2017/18年獎得獎作品及入圍項

目，已於11月假太古廣場展出，為期5天。而年獎頒

獎典禮也於11月3日在學會週年舞會上舉行。

推廣建築專業及學會會員

東京香港建築展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經濟貿易駐東京辦事

處及日本建築家協會的支持，香港建築師學會於

2018年11月首次在日本舉辦建築展。是次展覽主題

為「超越高層 — 從建築物探索香港」，而展出的作

品得到當地及香港社會許多積極回應和讚賞，成功

展示了我們年輕建築師的實力，對此本人特別感到

驕傲。展覽期間學會並安排公開論壇就「香港和日

本青年建築師的機遇與挑戰」進行了具啟發性的討

論。

是次活動得以圓滿成功舉行，全賴展覽籌委會主席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吳永順建築師及學會義務秘

書長朱海山教授的努力。

前海設計比賽

為了吸引更多香港青年建築師和建築學學生參與前

海的發展，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

局委託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合舉辦了前海設計比賽。

我們年輕建築師的作品獲得了各方正面的評價及肯

定。得獎作品分別於6月至7月假香港中環鴨巴甸街

35號元創方及前海舉辦相關展覽。獲獎團隊更於

2018年6月30日之頒獎典禮上獲聘為項目後續施工設

計提供諮詢服務。

香港建築師學會傢俬設計比賽2018

繼2017年成功舉辦第一屆香港建築師學會傢俬設計

比賽後，學會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於2018年再度組

織此項活動。優勝的多用途套裝傢俱分別於11月和

12月假中環中心和香港城市大學展出。展覽結束後，

獲獎作品亦已轉贈給有需要的基層家庭使用。

聯合專業團體共同關注社會議題

擬建元朗行人天橋

元朗一條擬建的行人天橋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爭議。

我們作為建築專業人士，有責任向政府及公眾反映

此工程所造成之社區環境問題。經與政府官員多次

會面溝通後，五個業界專業組織，包括香港建築師

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香港測

量師學會及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均認為擬建之行人

天橋不但無法有效解決元朗市中心道路堵塞問題，

反而會為環境帶來不可逆轉的損害。2018年7月17日

五個專業學會就《元朗明渠上興建行人天橋》舉行

了聯合記者招待會，向公眾闡述我們專業的觀點，

並敦促各方努力使香港成為一個更宜居的城市。

土地供應問題

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

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等四個作為土地、規劃及發展

的主要專業團體，有責任協助及參與當前有關香港

土地供應的討論。2018年5月四會聯同立法會建築、

測量、規劃、園境界別謝偉銓議員辦事處舉辦了

「增闢土地」論壇，共同確立了一些原則性的觀點，

並於2018年8月22日舉行之四會聯合記者招待會上

向公眾發表。鑒於增闢土地的不確定性、以及當前

社會及政治環境，以及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可預測性，

四會建議採用多管齊下之方法造地，並建立「土地

儲備」。四會強調，政府必須進行適當的整體規劃，

以「宜居城市」作為發展的原則。

繼2018年施政報告推出「明日大嶼願景」後，香港

建築師學會再次與立法會謝偉銓議員辦事處及其他

三個相關界別的專業學會合作，於2018年12月12日

舉辦「明日大嶼」之聯合論壇，就這項發展計劃進

行專業意見交流。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溝通及
聯繫

學會一直與政府高層人士及相關部門持續進行建設

性之對話，以反映我們專業界別對施政報告及制訂

未來有關策略之意見和期望。

與內地之溝通及聯繫

「一帶一路」倡議

學會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活動。作為

學會會長，本人收到很多相關活動之邀請，從不同

角度對倡議中有關基建工程建設方面的發展進行了

深入的討論和交流。本人曾參與之活動包括：2018

年2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北京舉行之「國家所

需 香港所長 — 共拓一帶一路策略機遇」論壇、香

港貿易發展局舉辦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及6月舉

行之第一屆年度圓桌會議等。

內地官員的到訪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協調下，商務部對外援助

司王勝文司長及王立貴處長於2018年2月8日到訪學

會。我們全面介紹了香港建築師學會之發展、歷史

及組織架構，以及香港建築師全過程專業服務制。

我們亦就香港專業人士之專業能力，及香港建築師

於「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願景下，在內地及

海外開拓更多商機及發展機遇交換意見。

大灣區發展

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合廣東省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

廣州市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深圳市勘察設計行業

協會及澳門建築師協會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工程設計

聯盟」，實現「融合、協作、共贏」之概念，以應對

大灣區經濟及基建的快速發展。「共用共贏，引領發

展：推進建築師負責制」籌備儀式暨論壇於2018年

3月9日在深圳舉行。同年10月，本人參加了四個專

業學會聯同立法會謝偉銓議員辦事處舉辦的大灣區惠

州考察團，深入瞭解惠州全面的城市規劃，宜居城市

的新項目及水質監測及控制等工作。

拜訪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會於2018年12月13日拜訪了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獲得中

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教授和副部長蕭家虹先生

代表接待。學會與中聯辦就來年雙方就專業活動項

目的合作進行了開放和富有成果的交流，以宏揚卓

越建築，並探索香港建築師和年輕專業人士在「一

帶一路」倡議及大灣區之發展機遇。

與國際機構之聯繫及溝通

簽訂坎培拉協定

本人很高興與你們分享香港建築師學會由2018年起

已成為坎培拉協定之其中一員，為期六年。這意味

著通過香港建築師學會及香港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認

可之建築系學位，可被坎培拉協議的其他簽訂國，

包括中國、美國、加拿大、韓國、南非、墨西哥等

國家和英聯邦建築師協會的相關認證機構視為經過

等同的認証。香港建築師學會將繼續與香港建築師

註冊管理局合作，加強我們對本地大學建築系專業

教育之認證制度。

亞洲建築師協會第18屆亞洲建築師大會和國際

建築師聯會第4區會議

本人與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團隊於2018年9月在日本

東京參加了第18屆亞洲建築師大會之會議和活動。

期間亦同時在當地進行國際建築師聯會第4區會議。

大會就建築教育、專業實踐、綠色建築、可持續建

築以及青年建築師的發展等議題上進行了豐富的經

驗交流。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亞洲建築師協會

之國家及經濟體系之間將有越來越多區域通訊及跨

境合作的機會。

與學會會員聯繫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年體育活動及家庭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年體育活動及家庭日於2018年

4月28日假香港大學何鴻燊體育中心舉行。當天超過

200名會員及其家庭成員參加了各項康體活動競賽，

渡過身心舒暢愉快的一天。

就學會規章中榮譽資深會員和榮譽會員之修訂

根據學會規章，香港建築師學會可嘉許合適人士成為

學會榮譽資深會員或榮譽會員。然而近年來，會員對

榮譽資深會員及榮譽會員之定位存有不同意見。經評

估後，理事會認為榮譽資深會員和榮譽會員宜獲得

同等認可。經會員座談會討論後，於2018年9月在學

會第三季季度大會上通過此項規章的修訂，將兩個

榮譽會員的類別合併為「榮譽資深會員」。

2018週年舞會

超過480位嘉賓及會員出席了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8

年11月3日舉辦的週年舞會，共同渡過了一個愉快的

晚上。我們榮幸地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作為主禮嘉賓。晚會中並進行將會長

會徽移交給當選會長李國興建築師的儀式、頒授香

港建築師學會「榮譽資深會員」榮銜；並頒授嘉許

狀至2017/18年度香港建築師學會年獎、2017年青年

建築師獎和2018年學生榮譽大獎之各得獎者。

與業界之溝通及聯繫

「建築工程質量」論壇暨「建造業創新及科技

基金」啟動儀式

本人應發展局和建築業議會之邀請，於2018年10月2

日以小組成員身份參加了「建築工程質量」論壇。論

壇鼓勵更廣泛地採用預製 / 模組化綜合建築和建築信

息模型等創新的建設方法，以及加強發展局在「建築

2.0」中品質提升的措施。總撥款達10億港元、用於

技術應用和人力發展兩方面的建築創新及技術基金

亦於當日正式啟動 。

香港建造學院和「組裝合成」建築法展示中心

開幕活動

隨著建造業議會成立香港建造學院和「組裝合成」

建築法展示中心的落成，香港建築業進入了一個新

時代。香港建造學院於2018年10月開幕，旨在培養

具備良好專業技能、理論知識和創新理念的成熟建

築力量。「組裝合成」建築法展示中心於2018年11

月開幕，由10個模組化單元組成，展示了5個不同入

會長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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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會員：

2018年對香港建築師學會來說，是豐碩的一載；無

論於本地或海外，均積極進取，有所作為。在此，

本人謹向大家總結報告學會本年度各項重點活動成

果。

宏揚卓越建築

2018「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這是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與香港藝術發展

局第七次合作，共同主辦這項國際性建築雙年展中

的香港展覽。本次香港展由王維仁教授擔任總策展

人，自2018年5月至11月，於威尼斯展示了由94位

香港與海外建築師，以「垂直肌理：密度的地景」

展覽主題，各自演譯、設計之111個與別不同的塔樓

模型。是次展品的數量是香港展歷來最多的，並於

威尼斯廣獲好評。我們期待2019年3月在香港舉行的

回應展，屆時可以同香港市民一起參與是次盛事。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18年年獎

基於各方對經改革的2016/17年獎安排反應正面，

我們繼續按此表揚學會會員及傑出作品，令其得到

社會更廣泛的認可。2017/18年獎得獎作品及入圍項

目，已於11月假太古廣場展出，為期5天。而年獎頒

獎典禮也於11月3日在學會週年舞會上舉行。

推廣建築專業及學會會員

東京香港建築展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經濟貿易駐東京辦事

處及日本建築家協會的支持，香港建築師學會於

2018年11月首次在日本舉辦建築展。是次展覽主題

為「超越高層 — 從建築物探索香港」，而展出的作

品得到當地及香港社會許多積極回應和讚賞，成功

展示了我們年輕建築師的實力，對此本人特別感到

驕傲。展覽期間學會並安排公開論壇就「香港和日

本青年建築師的機遇與挑戰」進行了具啟發性的討

論。

是次活動得以圓滿成功舉行，全賴展覽籌委會主席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吳永順建築師及學會義務秘

書長朱海山教授的努力。

前海設計比賽

為了吸引更多香港青年建築師和建築學學生參與前

海的發展，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

局委託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合舉辦了前海設計比賽。

我們年輕建築師的作品獲得了各方正面的評價及肯

定。得獎作品分別於6月至7月假香港中環鴨巴甸街

35號元創方及前海舉辦相關展覽。獲獎團隊更於

2018年6月30日之頒獎典禮上獲聘為項目後續施工設

計提供諮詢服務。

香港建築師學會傢俬設計比賽2018

繼2017年成功舉辦第一屆香港建築師學會傢俬設計

比賽後，學會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於2018年再度組

織此項活動。優勝的多用途套裝傢俱分別於11月和

12月假中環中心和香港城市大學展出。展覽結束後，

獲獎作品亦已轉贈給有需要的基層家庭使用。

聯合專業團體共同關注社會議題

擬建元朗行人天橋

元朗一條擬建的行人天橋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爭議。

我們作為建築專業人士，有責任向政府及公眾反映

此工程所造成之社區環境問題。經與政府官員多次

會面溝通後，五個業界專業組織，包括香港建築師

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香港測

量師學會及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均認為擬建之行人

天橋不但無法有效解決元朗市中心道路堵塞問題，

反而會為環境帶來不可逆轉的損害。2018年7月17日

五個專業學會就《元朗明渠上興建行人天橋》舉行

了聯合記者招待會，向公眾闡述我們專業的觀點，

並敦促各方努力使香港成為一個更宜居的城市。

土地供應問題

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

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等四個作為土地、規劃及發展

的主要專業團體，有責任協助及參與當前有關香港

土地供應的討論。2018年5月四會聯同立法會建築、

測量、規劃、園境界別謝偉銓議員辦事處舉辦了

「增闢土地」論壇，共同確立了一些原則性的觀點，

並於2018年8月22日舉行之四會聯合記者招待會上

向公眾發表。鑒於增闢土地的不確定性、以及當前

社會及政治環境，以及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可預測性，

四會建議採用多管齊下之方法造地，並建立「土地

儲備」。四會強調，政府必須進行適當的整體規劃，

以「宜居城市」作為發展的原則。

繼2018年施政報告推出「明日大嶼願景」後，香港

建築師學會再次與立法會謝偉銓議員辦事處及其他

三個相關界別的專業學會合作，於2018年12月12日

舉辦「明日大嶼」之聯合論壇，就這項發展計劃進

行專業意見交流。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溝通及
聯繫

學會一直與政府高層人士及相關部門持續進行建設

性之對話，以反映我們專業界別對施政報告及制訂

未來有關策略之意見和期望。

與內地之溝通及聯繫

「一帶一路」倡議

學會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活動。作為

學會會長，本人收到很多相關活動之邀請，從不同

角度對倡議中有關基建工程建設方面的發展進行了

深入的討論和交流。本人曾參與之活動包括：2018

年2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北京舉行之「國家所

需 香港所長 — 共拓一帶一路策略機遇」論壇、香

港貿易發展局舉辦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及6月舉

行之第一屆年度圓桌會議等。

內地官員的到訪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協調下，商務部對外援助

司王勝文司長及王立貴處長於2018年2月8日到訪學

會。我們全面介紹了香港建築師學會之發展、歷史

及組織架構，以及香港建築師全過程專業服務制。

我們亦就香港專業人士之專業能力，及香港建築師

於「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願景下，在內地及

海外開拓更多商機及發展機遇交換意見。

大灣區發展

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合廣東省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

廣州市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深圳市勘察設計行業

協會及澳門建築師協會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工程設計

聯盟」，實現「融合、協作、共贏」之概念，以應對

大灣區經濟及基建的快速發展。「共用共贏，引領發

展：推進建築師負責制」籌備儀式暨論壇於2018年

3月9日在深圳舉行。同年10月，本人參加了四個專

業學會聯同立法會謝偉銓議員辦事處舉辦的大灣區惠

州考察團，深入瞭解惠州全面的城市規劃，宜居城市

的新項目及水質監測及控制等工作。

拜訪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會於2018年12月13日拜訪了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獲得中

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教授和副部長蕭家虹先生

代表接待。學會與中聯辦就來年雙方就專業活動項

目的合作進行了開放和富有成果的交流，以宏揚卓

越建築，並探索香港建築師和年輕專業人士在「一

帶一路」倡議及大灣區之發展機遇。

與國際機構之聯繫及溝通

簽訂坎培拉協定

本人很高興與你們分享香港建築師學會由2018年起

已成為坎培拉協定之其中一員，為期六年。這意味

著通過香港建築師學會及香港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認

可之建築系學位，可被坎培拉協議的其他簽訂國，

包括中國、美國、加拿大、韓國、南非、墨西哥等

國家和英聯邦建築師協會的相關認證機構視為經過

等同的認証。香港建築師學會將繼續與香港建築師

註冊管理局合作，加強我們對本地大學建築系專業

教育之認證制度。

亞洲建築師協會第18屆亞洲建築師大會和國際

建築師聯會第4區會議

本人與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團隊於2018年9月在日本

東京參加了第18屆亞洲建築師大會之會議和活動。

期間亦同時在當地進行國際建築師聯會第4區會議。

大會就建築教育、專業實踐、綠色建築、可持續建

築以及青年建築師的發展等議題上進行了豐富的經

驗交流。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亞洲建築師協會

之國家及經濟體系之間將有越來越多區域通訊及跨

境合作的機會。

與學會會員聯繫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年體育活動及家庭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年體育活動及家庭日於2018年

4月28日假香港大學何鴻燊體育中心舉行。當天超過

200名會員及其家庭成員參加了各項康體活動競賽，

渡過身心舒暢愉快的一天。

就學會規章中榮譽資深會員和榮譽會員之修訂

根據學會規章，香港建築師學會可嘉許合適人士成為

學會榮譽資深會員或榮譽會員。然而近年來，會員對

榮譽資深會員及榮譽會員之定位存有不同意見。經評

估後，理事會認為榮譽資深會員和榮譽會員宜獲得

同等認可。經會員座談會討論後，於2018年9月在學

會第三季季度大會上通過此項規章的修訂，將兩個

榮譽會員的類別合併為「榮譽資深會員」。

2018週年舞會

超過480位嘉賓及會員出席了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8

年11月3日舉辦的週年舞會，共同渡過了一個愉快的

晚上。我們榮幸地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作為主禮嘉賓。晚會中並進行將會長

會徽移交給當選會長李國興建築師的儀式、頒授香

港建築師學會「榮譽資深會員」榮銜；並頒授嘉許

狀至2017/18年度香港建築師學會年獎、2017年青年

建築師獎和2018年學生榮譽大獎之各得獎者。

與業界之溝通及聯繫

「建築工程質量」論壇暨「建造業創新及科技

基金」啟動儀式

本人應發展局和建築業議會之邀請，於2018年10月2

日以小組成員身份參加了「建築工程質量」論壇。論

壇鼓勵更廣泛地採用預製 / 模組化綜合建築和建築信

息模型等創新的建設方法，以及加強發展局在「建築

2.0」中品質提升的措施。總撥款達10億港元、用於

技術應用和人力發展兩方面的建築創新及技術基金

亦於當日正式啟動 。

香港建造學院和「組裝合成」建築法展示中心

開幕活動

隨著建造業議會成立香港建造學院和「組裝合成」

建築法展示中心的落成，香港建築業進入了一個新

時代。香港建造學院於2018年10月開幕，旨在培養

具備良好專業技能、理論知識和創新理念的成熟建

築力量。「組裝合成」建築法展示中心於2018年11

月開幕，由10個模組化單元組成，展示了5個不同入

會長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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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會員：

2018年對香港建築師學會來說，是豐碩的一載；無

論於本地或海外，均積極進取，有所作為。在此，

本人謹向大家總結報告學會本年度各項重點活動成

果。

宏揚卓越建築

2018「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這是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與香港藝術發展

局第七次合作，共同主辦這項國際性建築雙年展中

的香港展覽。本次香港展由王維仁教授擔任總策展

人，自2018年5月至11月，於威尼斯展示了由94位

香港與海外建築師，以「垂直肌理：密度的地景」

展覽主題，各自演譯、設計之111個與別不同的塔樓

模型。是次展品的數量是香港展歷來最多的，並於

威尼斯廣獲好評。我們期待2019年3月在香港舉行的

回應展，屆時可以同香港市民一起參與是次盛事。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18年年獎

基於各方對經改革的2016/17年獎安排反應正面，

我們繼續按此表揚學會會員及傑出作品，令其得到

社會更廣泛的認可。2017/18年獎得獎作品及入圍項

目，已於11月假太古廣場展出，為期5天。而年獎頒

獎典禮也於11月3日在學會週年舞會上舉行。

推廣建築專業及學會會員

東京香港建築展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經濟貿易駐東京辦事

處及日本建築家協會的支持，香港建築師學會於

2018年11月首次在日本舉辦建築展。是次展覽主題

為「超越高層 — 從建築物探索香港」，而展出的作

品得到當地及香港社會許多積極回應和讚賞，成功

展示了我們年輕建築師的實力，對此本人特別感到

驕傲。展覽期間學會並安排公開論壇就「香港和日

本青年建築師的機遇與挑戰」進行了具啟發性的討

論。

是次活動得以圓滿成功舉行，全賴展覽籌委會主席 -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吳永順建築師及學會義務秘

書長朱海山教授的努力。

前海設計比賽

為了吸引更多香港青年建築師和建築學學生參與前

海的發展，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

局委託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合舉辦了前海設計比賽。

我們年輕建築師的作品獲得了各方正面的評價及肯

定。得獎作品分別於6月至7月假香港中環鴨巴甸街

35號元創方及前海舉辦相關展覽。獲獎團隊更於

2018年6月30日之頒獎典禮上獲聘為項目後續施工設

計提供諮詢服務。

香港建築師學會傢俬設計比賽2018

繼2017年成功舉辦第一屆香港建築師學會傢俬設計

比賽後，學會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於2018年再度組

織此項活動。優勝的多用途套裝傢俱分別於11月和

12月假中環中心和香港城市大學展出。展覽結束後，

獲獎作品亦已轉贈給有需要的基層家庭使用。

聯合專業團體共同關注社會議題

擬建元朗行人天橋

元朗一條擬建的行人天橋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爭議。

我們作為建築專業人士，有責任向政府及公眾反映

此工程所造成之社區環境問題。經與政府官員多次

會面溝通後，五個業界專業組織，包括香港建築師

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香港測

量師學會及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均認為擬建之行人

天橋不但無法有效解決元朗市中心道路堵塞問題，

反而會為環境帶來不可逆轉的損害。2018年7月17日

五個專業學會就《元朗明渠上興建行人天橋》舉行

了聯合記者招待會，向公眾闡述我們專業的觀點，

並敦促各方努力使香港成為一個更宜居的城市。

土地供應問題

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

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等四個作為土地、規劃及發展

的主要專業團體，有責任協助及參與當前有關香港

土地供應的討論。2018年5月四會聯同立法會建築、

測量、規劃、園境界別謝偉銓議員辦事處舉辦了

「增闢土地」論壇，共同確立了一些原則性的觀點，

並於2018年8月22日舉行之四會聯合記者招待會上

向公眾發表。鑒於增闢土地的不確定性、以及當前

社會及政治環境，以及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可預測性，

四會建議採用多管齊下之方法造地，並建立「土地

儲備」。四會強調，政府必須進行適當的整體規劃，

以「宜居城市」作為發展的原則。

繼2018年施政報告推出「明日大嶼願景」後，香港

建築師學會再次與立法會謝偉銓議員辦事處及其他

三個相關界別的專業學會合作，於2018年12月12日

舉辦「明日大嶼」之聯合論壇，就這項發展計劃進

行專業意見交流。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溝通及
聯繫

學會一直與政府高層人士及相關部門持續進行建設

性之對話，以反映我們專業界別對施政報告及制訂

未來有關策略之意見和期望。

與內地之溝通及聯繫

「一帶一路」倡議

學會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活動。作為

學會會長，本人收到很多相關活動之邀請，從不同

角度對倡議中有關基建工程建設方面的發展進行了

深入的討論和交流。本人曾參與之活動包括：2018

年2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北京舉行之「國家所

需 香港所長 — 共拓一帶一路策略機遇」論壇、香

港貿易發展局舉辦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及6月舉

行之第一屆年度圓桌會議等。

內地官員的到訪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協調下，商務部對外援助

司王勝文司長及王立貴處長於2018年2月8日到訪學

會。我們全面介紹了香港建築師學會之發展、歷史

及組織架構，以及香港建築師全過程專業服務制。

我們亦就香港專業人士之專業能力，及香港建築師

於「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願景下，在內地及

海外開拓更多商機及發展機遇交換意見。

大灣區發展

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合廣東省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

廣州市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深圳市勘察設計行業

協會及澳門建築師協會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工程設計

聯盟」，實現「融合、協作、共贏」之概念，以應對

大灣區經濟及基建的快速發展。「共用共贏，引領發

展：推進建築師負責制」籌備儀式暨論壇於2018年

3月9日在深圳舉行。同年10月，本人參加了四個專

業學會聯同立法會謝偉銓議員辦事處舉辦的大灣區惠

州考察團，深入瞭解惠州全面的城市規劃，宜居城市

的新項目及水質監測及控制等工作。

拜訪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會於2018年12月13日拜訪了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獲得中

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教授和副部長蕭家虹先生

代表接待。學會與中聯辦就來年雙方就專業活動項

目的合作進行了開放和富有成果的交流，以宏揚卓

越建築，並探索香港建築師和年輕專業人士在「一

帶一路」倡議及大灣區之發展機遇。

與國際機構之聯繫及溝通

簽訂坎培拉協定

本人很高興與你們分享香港建築師學會由2018年起

已成為坎培拉協定之其中一員，為期六年。這意味

著通過香港建築師學會及香港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認

可之建築系學位，可被坎培拉協議的其他簽訂國，

包括中國、美國、加拿大、韓國、南非、墨西哥等

國家和英聯邦建築師協會的相關認證機構視為經過

等同的認証。香港建築師學會將繼續與香港建築師

註冊管理局合作，加強我們對本地大學建築系專業

教育之認證制度。

亞洲建築師協會第18屆亞洲建築師大會和國際

建築師聯會第4區會議

本人與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團隊於2018年9月在日本

東京參加了第18屆亞洲建築師大會之會議和活動。

期間亦同時在當地進行國際建築師聯會第4區會議。

大會就建築教育、專業實踐、綠色建築、可持續建

築以及青年建築師的發展等議題上進行了豐富的經

驗交流。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亞洲建築師協會

之國家及經濟體系之間將有越來越多區域通訊及跨

境合作的機會。

與學會會員聯繫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年體育活動及家庭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年體育活動及家庭日於2018年

4月28日假香港大學何鴻燊體育中心舉行。當天超過

200名會員及其家庭成員參加了各項康體活動競賽，

渡過身心舒暢愉快的一天。

就學會規章中榮譽資深會員和榮譽會員之修訂

根據學會規章，香港建築師學會可嘉許合適人士成為

學會榮譽資深會員或榮譽會員。然而近年來，會員對

榮譽資深會員及榮譽會員之定位存有不同意見。經評

估後，理事會認為榮譽資深會員和榮譽會員宜獲得

同等認可。經會員座談會討論後，於2018年9月在學

會第三季季度大會上通過此項規章的修訂，將兩個

榮譽會員的類別合併為「榮譽資深會員」。

2018週年舞會

超過480位嘉賓及會員出席了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8

年11月3日舉辦的週年舞會，共同渡過了一個愉快的

晚上。我們榮幸地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作為主禮嘉賓。晚會中並進行將會長

會徽移交給當選會長李國興建築師的儀式、頒授香

港建築師學會「榮譽資深會員」榮銜；並頒授嘉許

狀至2017/18年度香港建築師學會年獎、2017年青年

建築師獎和2018年學生榮譽大獎之各得獎者。

與業界之溝通及聯繫

「建築工程質量」論壇暨「建造業創新及科技

基金」啟動儀式

本人應發展局和建築業議會之邀請，於2018年10月2

日以小組成員身份參加了「建築工程質量」論壇。論

壇鼓勵更廣泛地採用預製 / 模組化綜合建築和建築信

息模型等創新的建設方法，以及加強發展局在「建築

2.0」中品質提升的措施。總撥款達10億港元、用於

技術應用和人力發展兩方面的建築創新及技術基金

亦於當日正式啟動 。

香港建造學院和「組裝合成」建築法展示中心

開幕活動

隨著建造業議會成立香港建造學院和「組裝合成」

建築法展示中心的落成，香港建築業進入了一個新

時代。香港建造學院於2018年10月開幕，旨在培養

具備良好專業技能、理論知識和創新理念的成熟建

築力量。「組裝合成」建築法展示中心於2018年11

月開幕，由10個模組化單元組成，展示了5個不同入

住的住宅單元。目前，「組裝合成」建築方法已被

應用於幾個公共項目，以提高現場安全和施工品質。

創新的勞動資源和技術對我們建築行業的未來至關

重要。

在任兩年，本人很榮幸能夠得到很多學識淵博的前

輩、積極熱誠的同仁及朋友支持。通過大家的集體

智慧及共同努力，學會過去兩年得以推動拓展眾多

嶄新的倡議及合作項目，這些成果實為本人在出任

會長之初未可預見的。

最後，本人衷心向本屆學會理事會、各事務部、

委員會和所有會員致謝，感謝你們在2017年和2018

年對學會的支持、努力及奉獻。

謝謝大家！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2017-2018

陳沐文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資深會員

會長獻辭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8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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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事務部

2018公司會員

香港建築師學會現共有195家公司會員

香港建築師學會第三組別建築顧
問公司名單

名單中現共有71間第三組別建築顧問公司

提名

楊俊傑建築師獲學會向建造業議會提名出任建築工

程電腦輔助軟件課程顧問小組成員，任期兩年，

由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以下8名會員獲學會向醫院管理局提名出任項目承

辦商及顧問的表現評審制度上訴委員團成員：

-  陳樹強建築師

-  曹永昌建築師

-  何建威建築師

-  葉敏翹建築師

-  林光祺建築師

-  盧建業建築師

-  唐以恒建築師

-  黃朝龍建築師

周嘉穎建築師獲學會向建造業議會提名出任建築信

息模型培訓專責小組成員。

陳永佳建築師獲學會向建造業議會提名出任建築信

息模型標準第二期專責小組成員。

執業事宜

建議的付款保障條例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7年11月12日與發展局 

 會面討論在付款保障條例下設定的審裁員提

名程序和審裁員提名機構，以及關於時間申索

爭議的審裁事項。

- 於2018年1月22日發出回應發展局有關審裁

 員提名機構註冊建議草案的函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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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7日向

 發展局發出聯署函件，以查詢建議草案內容。

- 關於不受理付款保障條例延期索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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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7日向發展局發出聯署函件，以進一步與發 

 展局討論將延長竣工期的索償從付款保障條例

 審裁範圍中撤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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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顧問公會亦於2018年4月10日與發展局會面，

 並於2018年4月13日致函發展局，進一步與發展

 局商討此事宜。

- 發展局舉行了一系列簡介會，向業界人士介紹

 建議的了付款保障條例草案。香港建築師學會 

 出席了2018年3月下旬至4月期間首三次會議。 

 然而，發展局取消了原定於2018年4月下旬至 

 2018年6月期間舉行的其餘4次會議。

- 香港建築師學會邀請發展局為學會會員介紹建議 

 的付款保障條例草案，發展局表示將在

 業界完成簡報後舉行。

- 於2018年5月3日，向所有會員和公司會員發出 

 通告，更新付款保障條例的背景和主要討論事 

 項，以及跟進工作。













建築信息模型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8年1月向所有公司會員

 進行項調查，收集有關採用建築信息模型的經驗

 和準備情況的資料。

- 繼2017年11月與發展局的會議，以及向所有公司 

 會員發佈的關於採用建築信息模型的經驗和準備

 情況的調查，學會於2018年3月22日向發展局發 

 出了信件，就建築信息模型的實施細節提出了建 

 議。

-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評審計劃

 專責小組邀請有建築信息模型經驗的會員擔任

 評審計劃的評審員。

- 建築信息模型合約條款

 香港建築師學會接受了香港測量師學會的邀請， 

 加入了建築信息模型合約條款聯盟，審核建造業

 的建築信息模型合約條款。有關草稿的意見已於

 2018年10月5日向香港測量師學會反映。聯盟正

 對其進行討論。 

- 持續專業進修活動研討會/分享會  

   學會舉辦了以下持續專業進修活動研討會：

    - 2018年9月26日舉辦中國的建築信息模型

     技術的發展

    - 2018年10月31日舉辦如何在建築資訊模

     型技術系統中生存

- 與建造業議會合作

 香港建築師學會就下列有關建築信息模型事宜進

 行合作：

  -  建築信息模型從業人員認證

  - 組織基於學科的建築信息模型培訓

  - 組織持續專業進修活動課程

  - 舉辦香港高等教育機構建築信息模型比賽

   和評審課程

施工現場安全措施

- 2018年10月24日已向發展局提供了書面文件，

 回應建築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進行施工

 現場監管的職責。

建造業創科基金

- 2018年10月2日開始建造業創科基金申請，建造

 業創科基金的申請概要已經發送給所有公司會員

 和會員，以供參考

- 2018年11月20日，建造業議會向會員簡介創科

 基金。

- 香港建築師學會就申請建造業創科基金的資格， 

 致函建造業創科基金指導委員會。

公共建築項目可建造性評估系統

- 發展局、建築署及其顧問小組的代表於2018年

 6月6日，向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及公司會員簡介

 公共建築項目可建造性評估系統。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專家證人研討會系列

 - 2017年專家證人研討會系列於2017年11月15日 

  至12月1日成功舉行。

義務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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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事務部

2018公司會員

香港建築師學會現共有195家公司會員

香港建築師學會第三組別建築顧
問公司名單

名單中現共有71間第三組別建築顧問公司

提名

楊俊傑建築師獲學會向建造業議會提名出任建築工

程電腦輔助軟件課程顧問小組成員，任期兩年，

由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以下8名會員獲學會向醫院管理局提名出任項目承

辦商及顧問的表現評審制度上訴委員團成員：

-  陳樹強建築師

-  曹永昌建築師

-  何建威建築師

-  葉敏翹建築師

-  林光祺建築師

-  盧建業建築師

-  唐以恒建築師

-  黃朝龍建築師

周嘉穎建築師獲學會向建造業議會提名出任建築信

息模型培訓專責小組成員。

陳永佳建築師獲學會向建造業議會提名出任建築信

息模型標準第二期專責小組成員。

執業事宜

建議的付款保障條例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7年11月12日與發展局 

 會面討論在付款保障條例下設定的審裁員提

名程序和審裁員提名機構，以及關於時間申索

爭議的審裁事項。

- 於2018年1月22日發出回應發展局有關審裁

 員提名機構註冊建議草案的函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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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7日向

 發展局發出聯署函件，以查詢建議草案內容。

- 關於不受理付款保障條例延期索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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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7日向發展局發出聯署函件，以進一步與發 

 展局討論將延長竣工期的索償從付款保障條例

 審裁範圍中撤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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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顧問公會亦於2018年4月10日與發展局會面，

 並於2018年4月13日致函發展局，進一步與發展

 局商討此事宜。

- 發展局舉行了一系列簡介會，向業界人士介紹

 建議的了付款保障條例草案。香港建築師學會 

 出席了2018年3月下旬至4月期間首三次會議。 

 然而，發展局取消了原定於2018年4月下旬至 

 2018年6月期間舉行的其餘4次會議。

- 香港建築師學會邀請發展局為學會會員介紹建議 

 的付款保障條例草案，發展局表示將在

 業界完成簡報後舉行。

- 於2018年5月3日，向所有會員和公司會員發出 

 通告，更新付款保障條例的背景和主要討論事 

 項，以及跟進工作。

 







建築信息模型

- 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8年1月向所有公司會員

 進行項調查，收集有關採用建築信息模型的經驗

 和準備情況的資料。

- 繼2017年11月與發展局的會議，以及向所有公司 

 會員發佈的關於採用建築信息模型的經驗和準備

 情況的調查，學會於2018年3月22日向發展局發 

 出了信件，就建築信息模型的實施細節提出了建 

 議。

-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評審計劃

 專責小組邀請有建築信息模型經驗的會員擔任

 評審計劃的評審員。

- 建築信息模型合約條款

 香港建築師學會接受了香港測量師學會的邀請， 

 加入了建築信息模型合約條款聯盟，審核建造業

 的建築信息模型合約條款。有關草稿的意見已於

 2018年10月5日向香港測量師學會反映。聯盟正

 對其進行討論。 

- 持續專業進修活動研討會/分享會  

   學會舉辦了以下持續專業進修活動研討會：

    - 2018年9月26日舉辦中國的建築信息模型

     技術的發展

    - 2018年10月31日舉辦如何在建築資訊模

     型技術系統中生存

- 與建造業議會合作

 香港建築師學會就下列有關建築信息模型事宜進

 行合作：

  -  建築信息模型從業人員認證

  - 組織基於學科的建築信息模型培訓

  - 組織持續專業進修活動課程

  - 舉辦香港高等教育機構建築信息模型比賽

   和評審課程

施工現場安全措施

- 2018年10月24日已向發展局提供了書面文件，

 回應建築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進行施工

 現場監管的職責。

建造業創科基金

- 2018年10月2日開始建造業創科基金申請，建造

 業創科基金的申請概要已經發送給所有公司會員

 和會員，以供參考

- 2018年11月20日，建造業議會向會員簡介創科

 基金。

- 香港建築師學會就申請建造業創科基金的資格， 

 致函建造業創科基金指導委員會。

公共建築項目可建造性評估系統

- 發展局、建築署及其顧問小組的代表於2018年

 6月6日，向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及公司會員簡介

 公共建築項目可建造性評估系統。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專家證人研討會系列

 - 2017年專家證人研討會系列於2017年11月15日 

  至12月1日成功舉行。

義務秘書長報告



10

教育事務部

持續專業進修

1. 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為提升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的專業知識，學會全年

共舉辦超過40項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由馮永基建築師主講之"建築師作為⋯"系列研討會: 水墨建築師

日期 活動

2018年1月6日  西貢鹽田梓村現場視察活動

2018年1月22日  "建築師作為⋯"系列研討會 : 

  企業用戶 (企業房地產及設施管理)

2018年1月23日  香港及內地可持續設計得獎項目分享 : 

 「雲南魯匐縣光明村抗震土房」及

 「雙村記: 重建菜園村與松陽」

  (第一部分)

2018年1月25日  國際建築師協會傑出論文及設計作品

  大獎得獎者分享

2018年1月29日  香港及內地可持續設計得獎項目分享 : 

 「雲南魯匐縣光明村抗震土房」及

 「雙村記: 重建菜園村與松陽」

  (第二部分)

2018年2月27日  牌照申請研討會

2018年3月4日  (「前海城市新中心小型環境藝術設施

及17日  建築設計競賽」前海項目現場勘察) 

2018年3月13日  "建築師作為⋯"系列研討會: 混合式

  基建之專家

2018年3月28日  "建築師作為⋯"系列研討會: 鼓動者

2018年4月26日  "建築師作為⋯"系列研討會: 水墨建築師

2018年4月28日  香港兒童醫院現場視察活動

持續專業進修活動一覽 :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8年報

義務秘書長報告

由李國興建築師主講之"建築師作為⋯"系列研討會: 混合式基建
之專家

上海萬科上生 ·新所現場視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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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4日  "建築師作為⋯"系列研討會: 價值創造者

2018年5月5日  上海萬科上生 ·新所現場視察活動

2018年5月16日 供應商系列研討會:如何打造出無懼風吹 

 雨 打的地標項目﹖(屋面、牆身板篇)

2018年5月26日 北京麗澤SOHO現場視察活動

 

2018年5月29日 增闢土地論壇

2018年5月30日 "建築師作為⋯"系列研討會 : 通道專家

2018年6月2日 源 ·區現場視察活動

2018年6月20日 綠建環評新建建築評核系統之修改

2018年6月22日 中國的建築及文化

2018年6月23日 澳門建築師協會及香港建築師學會合辦 -  

 海岸概念設計與防洪設施設計論壇及參觀 

 活動

2018年7月4日 供應商系列研討會 : 適用於綠色建築環境 

 之創新隔音設計

2018年7月11日 專業測評顧問分享會

2018年8月18日 量產客製化之設計

2018年8月25日 V POINT商廈現場視察活動

2018年9月8日 青衣西南康體大樓現場視察活動

2018年9月14日 智慧城市及社區的環境設計

2018年9月14日 AIA (Hong Kong), HKIA及 
 RIBA (Hong Kong)聯合研討會：

 公共空間私有化/私人空間公眾化

2018年9月26日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系列研討會 :

 中國的建築信息模擬技術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8年報

V POINT商廈現場視察活動

澳門建築師協會及香港建築師學會合辦 -  海岸概念設計與防洪設施
設計論壇及參觀活動

香港建築物及發展管制(第三節): 發展潛力

寶血兒童村多功能設施和寶血會女修院現場視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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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8年報

2018年9月27日  香港建築物及發展管制(第一節) : 

  香港建築物管制之認可人士機制概述及 

 《建築物條例》管制體系

2018年9月29日  寶血兒童村多功能設施和寶血會女修院

  現場視察活動

2018年10月5日  香港建築物及發展管制(第二節):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

  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51 : 

  優化建築設計 締造可持續建築環境

2018年10月9日  香港建築物及發展管制(第三節): 

  發展潛力

2018年10月25日  香港建築物及發展管制(第四節): 

  認可人士的法定角色 - 從清拆到佔用

2018年10月27日  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現場視察活動

2018年10月31日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系列研討會: 

  如何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系統中生存?

2018年11月6日  香港建築物及發展管制(第五節): 

  規劃及土地管制

2018年11月22日  香港建築物及發展管制(第六節): 

  建築師在項目管理中的角色: 

  最新的工具及技術 - 案例分享

2018年11月23日  南豐紗廠現場視察活動

2018年12月1日  從協作中展現卓越建築 - 

  由加拿大到香港

2018年12月3日  香港建築物及發展管制(第七節): 

  小型工程及牌照管理

2018年12月8日  洪福邨現場視察活動

2018年12月11日  香港建築物及發展管制(第八節): 

  紙契、布契及建築師參與草擬受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規範之售樓說明書

香港建築物及發展管制(第五節): 規劃及土地管制

洪福邨現場視察活動

南豐紗廠現場視察活動

香港建築物及發展管制(第四節): 認可人士的法定角色 - 
從清拆到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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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培拉協議臨時會議

義務秘書長報告

2. 持續專業進修研究基金

學會共收到11份持續專業進修研究基金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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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翠芷博士及唐以恒建

築師）對研究計劃書進行了審查及挑選。

經理事會批准，以下申請獲得2018年持續專業進修研

究基金：

- 申請人：馮達煒建築師及麥憬淮建築師

 研究主題 : 街招 : 招牌探索 - 建築物條例如何塑造城 

 市景觀及其保育

- 申請人 : 黃瑋皓建築師

 研究主題 : 當東西方相遇—香港劇院設計的發展

- 申請人 : 馬善璋建築師

 研究主題 : 隱藏的深度—在香港被遺忘的“泳棚”、 

 維多利亞港在現今社會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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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發展及評審

1. 坎培拉協議

會長陳沐文建築師、教育事務部主席蘇晴建築師和建

築師註冊管理局教育及評審資格委員會主席衞翠芷博

士出席了2018年5月22日在倫敦舉行的坎培拉協議臨

時會議。

香港建築師學會一套學術評審系統所達致的成果被確

認與其他正式成員相同，並於2018年1月1日起，

香港建築師學會已由該協議的臨時成員身份改為正式

成員，為期六年。

2. 檢視香港建築師學會和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學

 術評審手冊

為符合坎培拉協議的評審標準，香港建築師學會和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聯合成立了一特別工作小組，檢

討香港建築師學會和建築師註冊管理局現行的學術

評審手冊。

3. 與全國註冊建築師管理委員會續簽評審制度

 互認協議

與全國註冊建築師管理委員會(NABAR)簽訂有關建築

專業學位互認的協議已於2019年1月到期。由於全國

高等學校建築學專業教育評估委員會和香港建築師

學會現已為坎培拉協議正式成員，兩會之評審制度

與認可課程應已相互認為滿足兩地建築師註冊之學

術要求，故無需再續簽該份協議。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8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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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測評

1. 試卷3、4和5

各試卷合格率如下 :

2. 試卷1, 2, 6, 7 和 8

 - 日期：2018年11月19日至22日

 - 考生人數：485人

共有138名考生通過所有筆試並符合資格參加專業

面試；另有6名非本地建築專業人士通過試卷1及試

卷2，並取得參加專業面試之資格。

科目 合格率

試卷 1 建築工程法規 38.42%

試卷 2 建築合約，專業業務管理，專業操守， 43.10%
協議條款及收費  

試卷 6 場地設計 89.11%

試卷 7 建築設計 62.13%

試卷 8 個案研究 83.44%

3. 專業測評講座及研討會系列與基礎知識講座

學會於2018年1月至2月期間舉辦了10場有關試卷3、

4和5的講座，於6月至9月期間舉辦了共18場有關試

卷1、2、6、7及8的講座，並在同年7月舉辦了2場有

關試卷1的基礎知識講座。

2018年度之專業測評

2018年度之專業測評

義務秘書長報告

 

三月  59.66% 41.56% 51.61%

七月 63.83% 46.92% 43.69% 

總評 81.88% 64.10% 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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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8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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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測評

1. 試卷3、4和5

各試卷合格率如下 :

2. 試卷1, 2, 6, 7 和 8

 - 日期：2018年11月19日至22日

 - 考生人數：485人

共有138名考生通過所有筆試並符合資格參加專業

面試；另有6名非本地建築專業人士通過試卷1及試

卷2，並取得參加專業面試之資格。

3. 專業測評講座及研討會系列與基礎知識講座

學會於2018年1月至2月期間舉辦了10場有關試卷3、

4和5的講座，於6月至9月期間舉辦了共18場有關試

卷1、2、6、7及8的講座，並在同年7月舉辦了2場有

關試卷1的基礎知識講座。

日期 講題

2018年1月11日 試卷5 – 建築材料與技術講座Ⅰ

2018年1月12日 試卷5 – 建築材料與技術講座Ⅱ

2018年1月19日 試卷5 – 建築材料與技術講座Ⅲ

2018年1月22日 試卷4 – 建築設備與環境控制講座Ⅰ之 

 可持續建築設計

2018年1月25日 試卷3 – 建築結構講座Ⅰ

2018年1月29日 試卷3 – 建築結構講座Ⅱ – 

 進階結構系統

2018年1月31日 試卷5 – 建築材料與技術講座Ⅳ

2018年2月2日 試卷4 – 建築設備與環境控制講座Ⅱ

2018年2月5日 試卷4 – 建築設備與環境控制講座Ⅲ

2018年2月8日 試卷3 – 建築結構講座Ⅲ

2018年6月13日 試卷8 – 個案研究講座

2018年7月5日 試卷2 – 試卷簡介、協議條款、

 專業收費及設計比賽

2018年7月7日 試卷1基礎知識講座：

 - 建築物條例導論與認可人士的職責

 - 發展潛力與管制的基礎

2018年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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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16日  建築合同講座Ⅰ

2018年7月23日  試卷2 – 建築合同講座Ⅱ

2018年7月28日  試卷1 基礎知識講座：

  - 租賃

  - 城市規劃

2018年7月30日  試卷2 – 建築合同講座Ⅲ

2018年8月1日  試卷1 – 建築物管制及圖則處理 – 

  第123章《建築物條例》

  試卷1 – 第121章

 《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

2018年8月6日  試卷1 – 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2018年8月14日  試卷1 – 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之應用

  試卷1 –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2018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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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21日  試卷6及試卷7 – 場地設計和建築設計

2018年8月24日  試卷1 – 消防事務

2018年8月27日  試卷1 – 土地事務

2018年9月18日  試卷1 – 規劃事務

2018年9月21日  試卷1 – 小組討論研討會（並行教學）

及28日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8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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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業面試

2018年共舉行兩次專業面試，詳情如下：

- 2018年3月22日

 共102名考生參加面試，其中74名考生（73%）

 通過面試。

- 2018年9月26日

 共37名考生（包括2名非本地建築專業人士）參加 

 面試，其中22名考生（59%）通過面試。

5. 2018非本地建築專才計劃

學會共收到12份申請，其中11份申請獲接受，而1份

申請因申請人實習經驗不足而不被接納。

6. 2019年專業測評導師和辦公室監督人提名

截至2018年10月31日，共收到178份提名。

7. 專業測評10年規劃圖圓桌論壇

專業測評委員會轄下成立特別工作小組，檢視現行

的專業測評制度，同時為該制度制定未來十年的規

劃圖。工作小組於2018年9月10日舉辦了圓桌論壇聽

取會員意見，並對現行的專業測評制度進行全面檢

討。共有31名會員出席是次論壇。

2018香港建築師學會學生獎

以下為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提名的2018年香港

建築師學會傑出學生獎得獎名單。

-  香港中文大學：梁安裕，建築學碩士二年級

-  香港大學：馮嘉怡，建築學碩士二年級

獎牌於2018年11月3日香港建築師學會周年晚宴上

頒發。

贊助

2018亞洲建築師協會跨文化學生研討會

每所受香港建築師學會認可的建築學專業課程的學校

(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珠海學院及香港大學)均獲邀提

名一位建築學碩士研究生，參加2018年12月29日至

2019年1月26日在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舉行的

2018亞洲建築師協會跨文化學生研討會。每位獲提

名的學生均獲香港建築師學會贊助港幣1萬元。

與外部建築專業團體的會議

會長陳沐文建築師、副會長何文堯建築師、義務財務

長陳澤斌建築師、教育事務部主席蘇晴建築師以及建

築師註冊管理局教育及評審資格委員會主席衞翠芷博

士於2018年3月15日接待了來自澳門土地工務運輸局

的嘉賓，雙方就有關建築師專業考試和註冊的經驗與

資料互相交流。

 

 

2018年度之專業測評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8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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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事務部

亞洲建築師協會 
2018年香港建築師學會繼續與亞洲建築師協會保持

密切聯繫。除了參加亞洲建築師協會以及亞洲建築

師協會會員舉辦的論壇、研討會和圓桌會議外，會

長陳沐文建築師率領一個超過10人的代表團於2018

年9月10日至14日出席了在日本東京舉辦的第18屆亞

洲建築師大會。

亞洲建築師協會年度委員會和理
事會會議：

 亞洲建築師協會理事會會議：

 官方代表：陳沐文建築師

 官方代表：何建威建築師

 觀察員：張廣揚建築師

 觀察員：關國樂建築師

 亞洲建築師協會建築教育委員會

 觀察員：陳沐文建築師

 觀察員：何建威建築師

 亞洲建築師協會專業執業委員會

 官方代表 : 張雪輝建築師

 觀察員 : 楊燕玲建築師

 亞洲建築師協會社會責任委員會

 官方代表 : 張廣揚建築師

 觀察員 : 馬鍵郁建築師 

 觀察員 : 陳啟聰建築師

 觀察員 : 關國樂建築師

 亞洲建築師協會綠色及可持續建築委員會

 官方代表 : 余烽立建築師

 亞洲建築師協會青年建築師委員會

 官方代表: 許允恒建築師

 資深會員委員會 :

 官方代表 : 關國樂建築師

第18屆亞洲建築師大會於2018年9月10至14日在日本東京舉行

陳沐文會長介紹並推廣「建築師全過程服務制」

 
義務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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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建築師協會2019-2020選舉
結果如下 :

 會長：新加坡建築師學會蘇淑蘭建築師

 A區副會長：印度建築師學會Lalichan ZACHARIAS 

 建築師

 B區副會長：馬來西亞建築師學會Saifuddin Bin

 AHMAD建築師

 C區副會長：中國建築學會伍江建築師

 資深會員委員會召集人：孟加拉國建築師學會

 Qazi M ARIF建築師

2018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建築獎 :

 C組別：工業建築

 獎項：金獎

 項目名稱：綠在東區

 公司名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署

2018年亞洲建築師協會旅遊獎

 主題：Kumiki

 C區得獎者：黃智勤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署獲得2018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建築獎金獎

2018年亞洲建築師協會旅遊獎得獎者參加在日本當地的木材工作坊

 
義務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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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1日亞洲建築師協會
設計講座

 香港建築師學會演講者：許允恒建築師

 演講主題：垂直城市

2018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建築院校
學生聯誼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8人學生代表團參加了2018年亞洲 

 建築師協會建築院校學生聯誼會

2018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展覽

 亞洲建築師協會展覽主要展覽：香港建築師學會簡 

 介以及最新發展

 亞洲建築師協會社會責任委員會展覽：「賽馬會善 

 寧之家」

 亞洲建築師協會綠色及可持續建築委員會展覽：

「光明村」和「源·區」

許允恒建築師在亞洲建築師協會設計講座中演講

學生代表參觀當地建築信託公司

學生代表正在向其他同學展示其設計理念

 
義務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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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建築師協會

2018年香港建築師學會繼續積極參與國際建築師協

會各項活動，受到了國際建築師協會的高度讚賞。

除推薦會員參與各個國際建築師協會工作計劃外，

香港建築師學會亦首次獲邀提名會員擔任國際建築

師協會常設委員會成員。 

 教育委員會：蘇晴建築師

 國際競賽委員會：何文堯建築師

 專業執業委員會：張雪輝建築師

 可持續發展目標委員會：陳祖聲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陳沐文建築師、國際建築師協

會 Architecture for All 工作小組第四區理事關國樂建

築師、香港建築師學會外務事務部聯席主席何建威

建築師和香港建築師學會國際建築師協會委員會主

席陳啟聰建築師於2018年9月10日在日本東京出席了

國際建築師協會第四區會議，並會見了國際建築師

協會會長Thomas VONIER建築師。香港建築師學會的

報告包括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就各常設委員會及工

作計劃所作的報告。會議中還討論了國際建築師協

會關於無障礙和包容性建築環境的政策草案。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參與了英聯邦建築師協會的「專業

問卷調查」。英聯邦建築師協會委員會希望藉著這份

研究報告，指出一些現時面對重大挑戰的建築專業能

力，以發展一個更具可持續性的英聯邦。

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與國際建築師協會會長Thomas VONIER
建築師交流

國際建築師協會第四區會議於第18屆亞洲建築師大會期間在日本
東京舉行

 
義務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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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青年建築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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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表彰25歲至35歲香港青年建築師的才華和

所做的貢獻。以「鄔勵德紀念館」為主題，學會收到

多項高質量的設計作品。鄔勵德建築師系1958年香港

建築師學會會長，設計者在作品中表達了他們對於鄔

勵德建築師的尊敬之情。

經過一輪評審，鄭舜妮建築師榮獲了青年建築師獎，

蕭健偉建築師獲得了優異獎。鄭舜妮建築師代表香

港建築師學會參加由亞洲文化協會舉辦或推介的專

業活動。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18年年獎
展覽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7-18年年獎展覽於2018年11月1

至5日在香港金鐘太古廣場舉行。所有獲獎和入圍項

目，香港建築師學會青年建築師獎獲獎作品和香港建

築師學會傑出學生獎獲獎作品均在展覽中展出，以喚

起市民與遊客對建築的欣賞。

香港建築師學會學報 :
 香港地景

由於2017年兩期香港建築師學會學報反響熱烈，由

王維仁教授、鍾宏亮教授及曾慶豪教授組成的編輯委

員會，於2018年出版以地景為主題的第74期香港建

築師學會學報。

該學報將贈予於2018年11月3日出席香港建築師學會

周年晚宴的嘉賓與會員。同時也會贈予所有會員，包

括境外會員。

義務秘書長報告

內務事務部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
體育與家庭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運動與家庭同樂日於2018年4月

28日在香港大學何鴻燊運動中心舉行。有超過來自

八間建築師事務所、建築署和香港房屋委員會170名

以上建築師運動員和其親友參加。

謹此祝賀王董建築師事務有限公司勇奪2018年全場

總冠軍。亦祝賀香港醫學會獲得4x100米接力邀請賽

冠軍，並獲得由香港建築師學會原會長劉秀成建築

師所捐贈的「建造杯」。

新會員證書頒發典禮

約100名建築學畢業生在2018年通過香港建築師學會/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專業測評，成為香港建築師學會

會員及香港註冊建築師。為了慶祝這個具有意義的

日子，新會員證書頒發典禮於2019年7月28日舉行，

歡迎他們加入香港建築師學會大家庭。

香港建築師學會傢俬設計比賽

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於2018年7月成功舉辦第二屆香

港建築師學會傢俬設計比賽。為應對香港高密度的居

住環境，比賽要求參賽者提供一套多用途桌椅的設計

方案，該桌椅在不使用時可以收納在香港狹小的居住

空間內。

在23份設計方案中，評審團選出3名優勝獎，2名優異

提名獎及3名入圍獎。結果於2018年12月15日在香港

城市大學的頒獎禮上公佈。

獲獎作品將被製作出設計之原型，並於2018年11月至

12月期間分別在中環中心和香港城市大學舉行展出。

香港建築師學會 • 2018年報

2018體育與家庭日

2018新會員證書頒發典禮

2018傢俬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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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事務部

提名

劉錦勝建築師獲委任為建造業議會維修、保養、

改建和加建工地之安全專責小組成員，任期自

2017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

陳頌義建築師獲委任為建造業議會建造業工人覆核

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2月1日起，為期3年。

李國興建築師獲再次提名，歐陽治經建築師和關兆

倫建築師獲委提名為屋宇署樓宇安全貸款計劃審批

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2月1日起，為期2年。

陳祖聲建築師獲提名為建造業議會改善香港建造

業環境績效研究督導委員會代表。

解端泰建築師獲提名為建造業議會改善香港建造業

時間、成本和質量績效研究督導委員會代表。

譚國治建築師獲委任為石棉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

任期自2018年3月8日起，為期2年。

唐以恒建築師和黃凱茵建築師獲提名至民政事務

總署，以考慮委任為上訴委員會（旅館業）上訴

委員會(會社（房產安全）)和上訴委員會(床位寓

所)，任期自2018年4月21日起，為期2年。

以下會員獲提名至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及轄下

小組委員會，任期自2018年7月1日起，為期3年：

-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余烽立建築師

-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屋宇小組委員會：朱學宏

 建築師、嚴迅思建築師（再提名）

-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地政小組委員會：梁傑文

 建築師

-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規劃小組委員會：解端泰

 建築師

歐陽治經建築師獲提名至水務署，出任水務設施

條例及水務設施規例全面檢討工作小組代表，任期

2年。

洪彬芬建築師獲提名至屋宇署，委出任歷史建築

的樓宇安全及衞生規定技術委員會委員，任期自

2018年6月1日起，為期3年。

香港建築師學會已提名至建造業議會，以考慮任

命包括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建造安全專責委員

會、環境專責委員會和生產力專責委員會委員，

但所有獲提名人均未由建造業議會委任。

陳頌義建築師獲提名至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

出任為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精簡發展管制

聯合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

年12月31日。

黎裕良建築師獲提名至屋宇署，出任建築物消防

安全守則技術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10月1日

起，為期3年。

歐陽百雄建築師、何承澤建築師、葉肇峰建築師、

江華傑建築師、劉志良建築師、李素筠建築師、

梁達勇建築師、李震鑾建築師、杜善揚建築師、

楊紫萼建築師和葉思進建築師獲提名至發展局，

供考慮委任為建築物上訴審裁小組成員。

陳祖聲建築師和徐柏松建築師獲提名至屋宇署

「以建築信息模型提交建築圖則工作小組」代表。

黃朝龍建築師獲再次提名至建造業議會，出任為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9年1月1日至

2020年6月30日。

余烽立建築師獲再次提名至建造業議會，考慮委

任為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9年1

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岑延威建築師、馮宜萱建築師和林光祺建築師獲

按優先次序提名至發展局，考慮委任為建造業議

會，任期自2019年2月1日，為期2年。

梁樂堯建築師獲提名至環境局，出任能源諮詢委

員會轄下能源效益及節約小組委員會成員，任期

2年至2020年7月14日止。

何湛建築師和林偉豪建築師獲提名至路政署，供

考慮委任為《土地(雜項條文)條例》覆核委員團

委員，任期自2019年4月起，為期3年。

陳聚文建築師獲提名至發展局，供委任為土地及建

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精簡發展管制聯合委員會候補委

員，任期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以下會員獲提名至市區重建局轄下香港樓宇復修促

進服務有限公司委員會和專責小組：

- 技術委員會專責小組1-

 標準文件：

 盧鎮威建築師

- 技術委員會專責小組2-

 作業備考和指引：

 解端泰建築師和盧鎮威建築師

- 技術委員會專責小組3-

 成本參考中心：

 梁以華建築師

- 服務提供者委員會：

 盧鎮威建築師

- 宣傳委員會：

 劉錦勝建築師

蘇晴獲提名至建造業議會合理工期專責小組。

陳聚文建築師、高俊建築師、劉志良建築師、梁樂

堯建築師和盧鎮威建築師獲再次提名；周寄欣建築

師、張凱科建築師和葉霖霖建築師獲提名至發展局，

任職於上訴委員團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任期自

2019年1月25日至2021年1月24日。

余烽立建築師獲委任為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督

導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9月7日至2020年

9月6日。

表達建議

香港建築師學會就以下內容與媒體會面：

-  本地事務部轄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於2018年2月 

 9日舉行了會員論壇，並於2018年2月12日與獲邀

 傳媒體會面，介紹選定的土地供應建議的意見。

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出席以下諮詢活動及會議：

- 本地事務部代表於2018年2月2日，出席了建造業

 議會組織的預製構件諮詢研究。

- 本地事務部和建築物條例及地政委員會代表於

 2018年2月12日，出席了屋宇署「以總樓面面積  

 寬免促進優質及可持續建築環境的機制檢討」研  

 究的會議。

- 本地事務部和執業事務部代表於2018年2月22日，

 出席了發展局舉辦的香港高層建築採用「組裝合

 成」建築法的可行性研究。

-  本地事務部和執業事務部代表於2018年2月28日

 出席了建造業議會改善香港建造業時間、成本和

 質量表現顧問研究。

- 2018年4月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就「增闢土地你

 我抉擇」提出公眾參與後，於2018年6月15日與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行了交流會，以促進更深入瞭解

 香港的土地短缺及供應問題，並與專責小組直接對

 話，就香港這個重要課題進行富有成效的討論。

- 2018年9月17日，與香港建造業議會持份者就改  

 善香港建造業環境績效的顧問研究。 

- 2018年11月8日，與發展局就優化使用空置政府

 用地的新措施舉行會議。

香港建築師學會提交以下書面意見：

- 提交至消防處有關註冊消防工程師制度的實施細

 則書面意見書

-  致市區重建局關於油旺地區規劃研究函件 

-  致發展局就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土地招標函件

-  致建造業議會驗樓工作小組的回函

-  致香港政府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書面意見書

設計比賽

舊城中環燈柱設計比賽 

香港建築師學會是舊城中環燈柱設計比賽的支持

機構之一；比賽由香港旅遊發展局於2017年8月1

日推出。

- 比賽獲獎結果於2017年11月底公佈；直至2018年 

 1月底，獲獎的燈柱設計沿著荷李活道進行展覽。

綠在灣仔概念設計比賽

- 香港建築師學會作為支持機構，並參與由環境保

 護署組織的比賽評審小組；邀請專業人士及市民

 為 「 綠 在 灣 仔 」 提 出 發 展 功 能 及 創 意 ，

 加強推動社區綠化站品牌，推廣綠色文化。

- 比賽頒獎典禮於2018年5月28日舉行；專業組及

 公開組的獲獎作品可於比賽網站查閱：  

 http://www.cgsdesigncompetition.hk/.

市區選定位置地下空間開發試點研究設計比賽

- 香港建築師學會派出代表，參加了由土木工程拓  

 展署和規劃署聯合組織的競賽評審小組，以鼓勵  

 高等教育學校學生和各專業學院的年輕會員，參  

 與規劃和設計具潛力的市區地下空間。

- 提交參賽作品截止日期為2018年4月；獲獎結果

 於2018年7月18日宣佈，頒獎典禮於2018年8月

 16日舉行。

活動

舉辦以下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7年10月30日，香港建築師學會和環保建築

 專業議會就海外綠色倡議項目舉辦的持續專業進

 修聯合研討會

- 2017年12月9日，於洪福邨實地考察持續專業

 進修活動

- 2017年12月16日，實地考察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

 及回收設施WEEE Park的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8年1月6日，參觀鹽田梓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8年1月23日和2018年1月29日，由環保建築

 專業議會、香港建築師學會和香港城市設計學會聯

 合舉辦「兩個村莊項目的故事」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8年6月20日，「綠建環評新建建築評估系統

 之修改」的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香港建築師學會獲保育歷史建築基金批准「共建

活力築蹟」的申請。2018年3月底獲批約港幣194萬

元預算，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8年4月接受了獲

批的基金。

東京考察團

- 考察團於2018年10月28日至2018年11月2日舉行。

 與日本建築師學會、建築環境與節能研究所、

 隈研吾建築師事務所和日建設計進行交流會，

 和實地參觀東京及香港建築師學會於東京舉行

「香港周」的展覽。

2018年香港國際環保博覽

- 香港建築師學會作為博覽的支持機構，於2018  

 年10月25日至28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3號館

 和6號館舉行的2018年香港國際環保展覽會上  

 參展。

步行環境工作坊

- 該工作坊於2018年11月3日舉行，旨在提出改善

 香港市區步行環境的建議。

 
義務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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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事務部

提名

劉錦勝建築師獲委任為建造業議會維修、保養、

改建和加建工地之安全專責小組成員，任期自

2017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

陳頌義建築師獲委任為建造業議會建造業工人覆核

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2月1日起，為期3年。

李國興建築師獲再次提名，歐陽治經建築師和關兆

倫建築師獲委提名為屋宇署樓宇安全貸款計劃審批

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2月1日起，為期2年。

陳祖聲建築師獲提名為建造業議會改善香港建造

業環境績效研究督導委員會代表。

解端泰建築師獲提名為建造業議會改善香港建造業

時間、成本和質量績效研究督導委員會代表。

譚國治建築師獲委任為石棉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

任期自2018年3月8日起，為期2年。

唐以恒建築師和黃凱茵建築師獲提名至民政事務

總署，以考慮委任為上訴委員會（旅館業）上訴

委員會(會社（房產安全）)和上訴委員會(床位寓

所)，任期自2018年4月21日起，為期2年。

以下會員獲提名至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及轄下

小組委員會，任期自2018年7月1日起，為期3年：

-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余烽立建築師

-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屋宇小組委員會：朱學宏

 建築師、嚴迅思建築師（再提名）

-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地政小組委員會：梁傑文

 建築師

-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規劃小組委員會：解端泰

 建築師

歐陽治經建築師獲提名至水務署，出任水務設施

條例及水務設施規例全面檢討工作小組代表，任期

2年。

洪彬芬建築師獲提名至屋宇署，委出任歷史建築

的樓宇安全及衞生規定技術委員會委員，任期自

2018年6月1日起，為期3年。

香港建築師學會已提名至建造業議會，以考慮任

命包括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建造安全專責委員

會、環境專責委員會和生產力專責委員會委員，

但所有獲提名人均未由建造業議會委任。

陳頌義建築師獲提名至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

出任為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精簡發展管制

聯合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

年12月31日。

黎裕良建築師獲提名至屋宇署，出任建築物消防

安全守則技術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10月1日

起，為期3年。

歐陽百雄建築師、何承澤建築師、葉肇峰建築師、

江華傑建築師、劉志良建築師、李素筠建築師、

梁達勇建築師、李震鑾建築師、杜善揚建築師、

楊紫萼建築師和葉思進建築師獲提名至發展局，

供考慮委任為建築物上訴審裁小組成員。

陳祖聲建築師和徐柏松建築師獲提名至屋宇署

「以建築信息模型提交建築圖則工作小組」代表。

黃朝龍建築師獲再次提名至建造業議會，出任為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9年1月1日至

2020年6月30日。

余烽立建築師獲再次提名至建造業議會，考慮委

任為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9年1

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岑延威建築師、馮宜萱建築師和林光祺建築師獲

按優先次序提名至發展局，考慮委任為建造業議

會，任期自2019年2月1日，為期2年。

梁樂堯建築師獲提名至環境局，出任能源諮詢委

員會轄下能源效益及節約小組委員會成員，任期

2年至2020年7月14日止。

何湛建築師和林偉豪建築師獲提名至路政署，供

考慮委任為《土地(雜項條文)條例》覆核委員團

委員，任期自2019年4月起，為期3年。

陳聚文建築師獲提名至發展局，供委任為土地及建

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精簡發展管制聯合委員會候補委

員，任期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以下會員獲提名至市區重建局轄下香港樓宇復修促

進服務有限公司委員會和專責小組：

- 技術委員會專責小組1-

 標準文件：

 盧鎮威建築師

- 技術委員會專責小組2-

 作業備考和指引：

 解端泰建築師和盧鎮威建築師

- 技術委員會專責小組3-

 成本參考中心：

 梁以華建築師

- 服務提供者委員會：

 盧鎮威建築師

- 宣傳委員會：

 劉錦勝建築師

蘇晴獲提名至建造業議會合理工期專責小組。

陳聚文建築師、高俊建築師、劉志良建築師、梁樂

堯建築師和盧鎮威建築師獲再次提名；周寄欣建築

師、張凱科建築師和葉霖霖建築師獲提名至發展局，

任職於上訴委員團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任期自

2019年1月25日至2021年1月24日。

余烽立建築師獲委任為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督

導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9月7日至2020年

9月6日。

表達建議

香港建築師學會就以下內容與媒體會面：

-  本地事務部轄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於2018年2月 

 9日舉行了會員論壇，並於2018年2月12日與獲邀

 傳媒體會面，介紹選定的土地供應建議的意見。

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出席以下諮詢活動及會議：

- 本地事務部代表於2018年2月2日，出席了建造業

 議會組織的預製構件諮詢研究。

- 本地事務部和建築物條例及地政委員會代表於

 2018年2月12日，出席了屋宇署「以總樓面面積  

 寬免促進優質及可持續建築環境的機制檢討」研  

 究的會議。

- 本地事務部和執業事務部代表於2018年2月22日，

 出席了發展局舉辦的香港高層建築採用「組裝合

 成」建築法的可行性研究。

-  本地事務部和執業事務部代表於2018年2月28日

 出席了建造業議會改善香港建造業時間、成本和

 質量表現顧問研究。

- 2018年4月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就「增闢土地你

 我抉擇」提出公眾參與後，於2018年6月15日與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行了交流會，以促進更深入瞭解

 香港的土地短缺及供應問題，並與專責小組直接對

 話，就香港這個重要課題進行富有成效的討論。

- 2018年9月17日，與香港建造業議會持份者就改  

 善香港建造業環境績效的顧問研究。 

- 2018年11月8日，與發展局就優化使用空置政府

 用地的新措施舉行會議。

香港建築師學會提交以下書面意見：

- 提交至消防處有關註冊消防工程師制度的實施細

 則書面意見書

-  致市區重建局關於油旺地區規劃研究函件 

-  致發展局就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土地招標函件

-  致建造業議會驗樓工作小組的回函

-  致香港政府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書面意見書

設計比賽

舊城中環燈柱設計比賽 

香港建築師學會是舊城中環燈柱設計比賽的支持

機構之一；比賽由香港旅遊發展局於2017年8月1

日推出。

- 比賽獲獎結果於2017年11月底公佈；直至2018年 

 1月底，獲獎的燈柱設計沿著荷李活道進行展覽。

綠在灣仔概念設計比賽

- 香港建築師學會作為支持機構，並參與由環境保

 護署組織的比賽評審小組；邀請專業人士及市民

 為 「 綠 在 灣 仔 」 提 出 發 展 功 能 及 創 意 ，

 加強推動社區綠化站品牌，推廣綠色文化。

- 比賽頒獎典禮於2018年5月28日舉行；專業組及

 公開組的獲獎作品可於比賽網站查閱：  

 http://www.cgsdesigncompetition.hk/.

市區選定位置地下空間開發試點研究設計比賽

- 香港建築師學會派出代表，參加了由土木工程拓  

 展署和規劃署聯合組織的競賽評審小組，以鼓勵  

 高等教育學校學生和各專業學院的年輕會員，參  

 與規劃和設計具潛力的市區地下空間。

- 提交參賽作品截止日期為2018年4月；獲獎結果

 於2018年7月18日宣佈，頒獎典禮於2018年8月

 16日舉行。

活動

舉辦以下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7年10月30日，香港建築師學會和環保建築

 專業議會就海外綠色倡議項目舉辦的持續專業進

 修聯合研討會

- 2017年12月9日，於洪福邨實地考察持續專業

 進修活動

- 2017年12月16日，實地考察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

 及回收設施WEEE Park的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8年1月6日，參觀鹽田梓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8年1月23日和2018年1月29日，由環保建築

 專業議會、香港建築師學會和香港城市設計學會聯

 合舉辦「兩個村莊項目的故事」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8年6月20日，「綠建環評新建建築評估系統

 之修改」的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香港建築師學會獲保育歷史建築基金批准「共建

活力築蹟」的申請。2018年3月底獲批約港幣194萬

元預算，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8年4月接受了獲

批的基金。

東京考察團

- 考察團於2018年10月28日至2018年11月2日舉行。

 與日本建築師學會、建築環境與節能研究所、

 隈研吾建築師事務所和日建設計進行交流會，

 和實地參觀東京及香港建築師學會於東京舉行

「香港周」的展覽。

2018年香港國際環保博覽

- 香港建築師學會作為博覽的支持機構，於2018  

 年10月25日至28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3號館

 和6號館舉行的2018年香港國際環保展覽會上  

 參展。

步行環境工作坊

- 該工作坊於2018年11月3日舉行，旨在提出改善

 香港市區步行環境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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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事務部

提名

劉錦勝建築師獲委任為建造業議會維修、保養、

改建和加建工地之安全專責小組成員，任期自

2017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

陳頌義建築師獲委任為建造業議會建造業工人覆核

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2月1日起，為期3年。

李國興建築師獲再次提名，歐陽治經建築師和關兆

倫建築師獲委提名為屋宇署樓宇安全貸款計劃審批

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2月1日起，為期2年。

陳祖聲建築師獲提名為建造業議會改善香港建造

業環境績效研究督導委員會代表。

解端泰建築師獲提名為建造業議會改善香港建造業

時間、成本和質量績效研究督導委員會代表。

譚國治建築師獲委任為石棉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

任期自2018年3月8日起，為期2年。

唐以恒建築師和黃凱茵建築師獲提名至民政事務

總署，以考慮委任為上訴委員會（旅館業）上訴

委員會(會社（房產安全）)和上訴委員會(床位寓

所)，任期自2018年4月21日起，為期2年。

以下會員獲提名至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及轄下

小組委員會，任期自2018年7月1日起，為期3年：

-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余烽立建築師

-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屋宇小組委員會：朱學宏

 建築師、嚴迅思建築師（再提名）

-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地政小組委員會：梁傑文

 建築師

-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規劃小組委員會：解端泰

 建築師

歐陽治經建築師獲提名至水務署，出任水務設施

條例及水務設施規例全面檢討工作小組代表，任期

2年。

洪彬芬建築師獲提名至屋宇署，委出任歷史建築

的樓宇安全及衞生規定技術委員會委員，任期自

2018年6月1日起，為期3年。

香港建築師學會已提名至建造業議會，以考慮任

命包括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建造安全專責委員

會、環境專責委員會和生產力專責委員會委員，

但所有獲提名人均未由建造業議會委任。

陳頌義建築師獲提名至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

出任為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精簡發展管制

聯合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

年12月31日。

黎裕良建築師獲提名至屋宇署，出任建築物消防

安全守則技術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10月1日

起，為期3年。

歐陽百雄建築師、何承澤建築師、葉肇峰建築師、

江華傑建築師、劉志良建築師、李素筠建築師、

梁達勇建築師、李震鑾建築師、杜善揚建築師、

楊紫萼建築師和葉思進建築師獲提名至發展局，

供考慮委任為建築物上訴審裁小組成員。

陳祖聲建築師和徐柏松建築師獲提名至屋宇署

「以建築信息模型提交建築圖則工作小組」代表。

黃朝龍建築師獲再次提名至建造業議會，出任為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9年1月1日至

2020年6月30日。

余烽立建築師獲再次提名至建造業議會，考慮委

任為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9年1

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岑延威建築師、馮宜萱建築師和林光祺建築師獲

按優先次序提名至發展局，考慮委任為建造業議

會，任期自2019年2月1日，為期2年。

梁樂堯建築師獲提名至環境局，出任能源諮詢委

員會轄下能源效益及節約小組委員會成員，任期

2年至2020年7月14日止。

何湛建築師和林偉豪建築師獲提名至路政署，供

考慮委任為《土地(雜項條文)條例》覆核委員團

委員，任期自2019年4月起，為期3年。

陳聚文建築師獲提名至發展局，供委任為土地及建

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精簡發展管制聯合委員會候補委

員，任期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以下會員獲提名至市區重建局轄下香港樓宇復修促

進服務有限公司委員會和專責小組：

- 技術委員會專責小組1-

 標準文件：

 盧鎮威建築師

- 技術委員會專責小組2-

 作業備考和指引：

 解端泰建築師和盧鎮威建築師

- 技術委員會專責小組3-

 成本參考中心：

 梁以華建築師

- 服務提供者委員會：

 盧鎮威建築師

- 宣傳委員會：

 劉錦勝建築師

蘇晴獲提名至建造業議會合理工期專責小組。

陳聚文建築師、高俊建築師、劉志良建築師、梁樂

堯建築師和盧鎮威建築師獲再次提名；周寄欣建築

師、張凱科建築師和葉霖霖建築師獲提名至發展局，

任職於上訴委員團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任期自

2019年1月25日至2021年1月24日。

余烽立建築師獲委任為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督

導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8年9月7日至2020年

9月6日。

表達建議

香港建築師學會就以下內容與媒體會面：

-  本地事務部轄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於2018年2月 

 9日舉行了會員論壇，並於2018年2月12日與獲邀

 傳媒體會面，介紹選定的土地供應建議的意見。

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出席以下諮詢活動及會議：

- 本地事務部代表於2018年2月2日，出席了建造業

 議會組織的預製構件諮詢研究。

- 本地事務部和建築物條例及地政委員會代表於

 2018年2月12日，出席了屋宇署「以總樓面面積  

 寬免促進優質及可持續建築環境的機制檢討」研  

 究的會議。

- 本地事務部和執業事務部代表於2018年2月22日，

 出席了發展局舉辦的香港高層建築採用「組裝合

 成」建築法的可行性研究。

-  本地事務部和執業事務部代表於2018年2月28日

 出席了建造業議會改善香港建造業時間、成本和

 質量表現顧問研究。

- 2018年4月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就「增闢土地你

 我抉擇」提出公眾參與後，於2018年6月15日與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行了交流會，以促進更深入瞭解

 香港的土地短缺及供應問題，並與專責小組直接對

 話，就香港這個重要課題進行富有成效的討論。

- 2018年9月17日，與香港建造業議會持份者就改  

 善香港建造業環境績效的顧問研究。 

- 2018年11月8日，與發展局就優化使用空置政府

 用地的新措施舉行會議。

香港建築師學會提交以下書面意見：

- 提交至消防處有關註冊消防工程師制度的實施細

 則書面意見書

-  致市區重建局關於油旺地區規劃研究函件 

-  致發展局就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土地招標函件

-  致建造業議會驗樓工作小組的回函

-  致香港政府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書面意見書

設計比賽

舊城中環燈柱設計比賽 

香港建築師學會是舊城中環燈柱設計比賽的支持

機構之一；比賽由香港旅遊發展局於2017年8月1

日推出。

- 比賽獲獎結果於2017年11月底公佈；直至2018年 

 1月底，獲獎的燈柱設計沿著荷李活道進行展覽。

綠在灣仔概念設計比賽

- 香港建築師學會作為支持機構，並參與由環境保

 護署組織的比賽評審小組；邀請專業人士及市民

 為 「 綠 在 灣 仔 」 提 出 發 展 功 能 及 創 意 ，

 加強推動社區綠化站品牌，推廣綠色文化。

- 比賽頒獎典禮於2018年5月28日舉行；專業組及

 公開組的獲獎作品可於比賽網站查閱：  

 http://www.cgsdesigncompetition.hk/.

市區選定位置地下空間開發試點研究設計比賽

- 香港建築師學會派出代表，參加了由土木工程拓  

 展署和規劃署聯合組織的競賽評審小組，以鼓勵  

 高等教育學校學生和各專業學院的年輕會員，參  

 與規劃和設計具潛力的市區地下空間。

- 提交參賽作品截止日期為2018年4月；獲獎結果

 於2018年7月18日宣佈，頒獎典禮於2018年8月

 16日舉行。

活動

舉辦以下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7年10月30日，香港建築師學會和環保建築

 專業議會就海外綠色倡議項目舉辦的持續專業進

 修聯合研討會

- 2017年12月9日，於洪福邨實地考察持續專業

 進修活動

- 2017年12月16日，實地考察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

 及回收設施WEEE Park的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8年1月6日，參觀鹽田梓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8年1月23日和2018年1月29日，由環保建築

 專業議會、香港建築師學會和香港城市設計學會聯

 合舉辦「兩個村莊項目的故事」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 2018年6月20日，「綠建環評新建建築評估系統

 之修改」的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香港建築師學會獲保育歷史建築基金批准「共建

活力築蹟」的申請。2018年3月底獲批約港幣194萬

元預算，香港建築師學會於2018年4月接受了獲

批的基金。

東京考察團

- 考察團於2018年10月28日至2018年11月2日舉行。

 與日本建築師學會、建築環境與節能研究所、

 隈研吾建築師事務所和日建設計進行交流會，

 和實地參觀東京及香港建築師學會於東京舉行

「香港周」的展覽。

2018年香港國際環保博覽

- 香港建築師學會作為博覽的支持機構，於2018  

 年10月25日至28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3號館

 和6號館舉行的2018年香港國際環保展覽會上  

 參展。

步行環境工作坊

- 該工作坊於2018年11月3日舉行，旨在提出改善

 香港市區步行環境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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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

在成立內地事務部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工作小組委員

會的第二年，委員會主要就香港建築師學會對「一

帶一路」及大灣區發展的貢獻制訂策略。

鑒於大灣區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香港建築師學會在

多個場合反映及討論了學會有關為青年建築師帶來

更多發展機會、建築師個人註冊和建築師事務所開

業註冊的願景。

與此同時，為加強與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友好機構的

溝通，香港建築師學會在2018年分別成為香港貿易

發展局「一帶一路」國際聯盟的成員，以及粵港澳

大灣區工程設計聯盟的創始成員。

此外，內地事務部亦設立了「一帶一路」、大灣區

及雄安新區的電子新聞通訊，與會員分享相關背景、

最新政策及地區發展的資訊。

前海發展

除了反映會員對前海發展的意見外，為了吸引更多

香港青年建築師及學生參與前海的發展，2018年上

半年舉辦了由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

理局主辦、香港建築師學會和深圳市前海開發投資

控股有限公司承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

區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支持的「前海城市新中心

小型環境藝術設施建築設計競賽」。

比賽的推廣活動包括一場簡介會及兩場實地考察，

競賽最後吸引了香港青年建築師及建築系學生提交

共29份建築設計作品。

競賽結果於2018年6月30日在元創方舉行的頒獎典禮

上公佈。評審團在青年建築師專業組別中評選出9個

獎項，在學生組別中評選出4個獎項。

競賽得獎作品展覽在香港和前海兩地舉行，共展出

13個得獎項目並表達了香港青年建築師和建築系學

生對前海發展的憧憬。在2018年7月1日至15日在元

創方舉行的香港展覽共吸引了1,600名參觀者。

內地事務部

建築師全過程服務制

在2018年，內地事務部繼續推進香港建築師的獨特

優勢－－「建築師全過程服務制」。內地事務部與

中國內地及香港的各界人士於下列場合進行會談：

 - 在北京舉行、「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共拓一帶

  一路策略機遇」論壇中的「與香港專業服務互

  補合作，共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專題環節

 - 在香港會見由中國商務部外援司王勝文司長率領

  的中國商務部代表團

 - 在威尼斯舉行的第16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一帶一路」論壇

 - 在北京和上海舉行項目考察團和研討會

 - 參加香港專業聯盟大灣區考察團並與廣東有關部

  委會談

 - 在貴陽市舉行的2018年內地與香港建築論壇

 - 在香港舉行的「連通一帶一路，共拓發展機遇」

  高層圓桌會議

 - 在香港舉行的「一帶一路」國家貿易投資政策與

  實踐論壇

陳沐文會長介紹並推廣「建築師全過程服務制」

與中國商務部外援司王勝文司長會談

香港建築師學會擔任於貴陽市舉行的2018年內地與香港建築論壇
香港籌備委員會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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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

在成立內地事務部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工作小組委員

會的第二年，委員會主要就香港建築師學會對「一

帶一路」及大灣區發展的貢獻制訂策略。

鑒於大灣區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香港建築師學會在

多個場合反映及討論了學會有關為青年建築師帶來

更多發展機會、建築師個人註冊和建築師事務所開

業註冊的願景。

與此同時，為加強與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友好機構的

溝通，香港建築師學會在2018年分別成為香港貿易

發展局「一帶一路」國際聯盟的成員，以及粵港澳

大灣區工程設計聯盟的創始成員。

此外，內地事務部亦設立了「一帶一路」、大灣區

及雄安新區的電子新聞通訊，與會員分享相關背景、

最新政策及地區發展的資訊。

前海發展

除了反映會員對前海發展的意見外，為了吸引更多

香港青年建築師及學生參與前海的發展，2018年上

半年舉辦了由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

理局主辦、香港建築師學會和深圳市前海開發投資

控股有限公司承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

區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支持的「前海城市新中心

小型環境藝術設施建築設計競賽」。

比賽的推廣活動包括一場簡介會及兩場實地考察，

競賽最後吸引了香港青年建築師及建築系學生提交

共29份建築設計作品。

競賽結果於2018年6月30日在元創方舉行的頒獎典禮

上公佈。評審團在青年建築師專業組別中評選出9個

獎項，在學生組別中評選出4個獎項。

競賽得獎作品展覽在香港和前海兩地舉行，共展出

13個得獎項目並表達了香港青年建築師和建築系學

生對前海發展的憧憬。在2018年7月1日至15日在元

創方舉行的香港展覽共吸引了1,600名參觀者。

香港建築師學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的「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共拓一帶一路策略機遇」論壇中擔任講者

香港建築師學會是粵港澳大灣區工程設計聯盟的創始成員之一

內地事務部

建築師全過程服務制

在2018年，內地事務部繼續推進香港建築師的獨特

優勢－－「建築師全過程服務制」。內地事務部與

中國內地及香港的各界人士於下列場合進行會談：

 - 在北京舉行、「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共拓一帶

  一路策略機遇」論壇中的「與香港專業服務互

  補合作，共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專題環節

 - 在香港會見由中國商務部外援司王勝文司長率領

  的中國商務部代表團

 - 在威尼斯舉行的第16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一帶一路」論壇

 - 在北京和上海舉行項目考察團和研討會

 - 參加香港專業聯盟大灣區考察團並與廣東有關部

  委會談

 - 在貴陽市舉行的2018年內地與香港建築論壇

 - 在香港舉行的「連通一帶一路，共拓發展機遇」

  高層圓桌會議

 - 在香港舉行的「一帶一路」國家貿易投資政策與

  實踐論壇

 
義務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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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在上海參加項目考察及研討會 2018年「前海城市新中心小型環境藝術設施建築設計競賽」
一眾得獎者於頒獎禮上分享得獎喜悅

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在廣東參觀港珠澳大橋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為2018年「前海城市新中心小型環境藝術設施
建築設計競賽」安排了兩場實地考察

2018年「前海城市新中心小型環境藝術設施建築設計競賽」
評審團評選獲獎作品

2018年「前海城市新中心小型環境藝術設施建築設計競賽」
香港展覽在元創方舉行，吸引了1,600名參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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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

及大獎（CADSA 2017）巡迴展覽

主辦機構：

香港建築師學會

合作機構：

廣州市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深圳市註冊建築師

協會、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和澳門建築師協會

主要贊助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主題：

高速、高密、多元建築

巡迴展覽（1）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展期：

2018年1月18日至24日

開放時間：

上午10:00至晚上8:00

地點：

香港中環港景街1號國際金融中心1樓大堂

（港鐵香港站E1出口）

參觀人數：

超過230,000

巡迴展覽（2）香港希慎廣場

展期：

2018年3月23日至29日

開放時間：

上午10:00至晚上8:00

地點：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辦公大樓9樓

（港鐵銅鑼灣站，F2出口）

參觀人數：

14,000

巡迴展覽（3）澳門科學館

展期：

2018年8月18日至9月2日

開放時間：

上午10:00至下午6:00

地點：

澳門科學館地下展覽中心

參觀人數：

16,939 

澳門開幕式巡迴展覽

日期：

2018年8月17日

時間：

下午6:00

地點：

澳門科學館地下展覽中心

活動網站：
www.cadsa.com.hk

臉書活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iacadsa/?ref=bookmarks

第十六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 香港展覽

合作機構：

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和香港藝術發展局

合作夥伴：

香港建築師學會

主要贊助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展期：

2018年5月26日至11月25日

展覽地點：

Campo della Tana，Castello 2126- 30122 Venezia

（面對威尼斯兵工廠）

主禮嘉賓：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義大利大使李瑞宇先生和歐洲聯

盟特派代表林雪麗女士，太平紳士

主題：

「垂直肌理：密度的地景」

參觀人數：

超過 55,000

相關活動：

媒體導賞、參展人論壇及一帶一路論壇

活動網站：

https://www.2018.vbexhibitions.hk/

臉書活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VABHK/

2017年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UABBHK 2017)

合作機構：

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香港規劃師學會和

香港設計師協會

合作夥伴：

香港建築師學會

主要贊助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展期：

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2月11日

展覽地點：

中環地鐵站J出口藝術管，中環街市，中環中心H6 

CONET，海港政府大樓，香港藝術中心，希慎廣場

Z畫廊，希慎廣場辦公大樓9樓，堡壘街18號及深圳

南頭古城

參觀人數：

超過235,685

展覽主題：

城市執生 :「留得青山在」的傳奇

閉幕嘉年華「城市五感全盒」

日期：

2018年2月11日

時間：

下午2:30至6:00

地點：

香港銅鑼灣白沙道

主禮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先生、大紫荊勳章、太平紳士

活動網站：

http://uabbhk.org/

臉書活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uabbhk/

HKIA-CADSA Macau Exhibition 1

HKIA-CADSA Macau Exhibition 2

義務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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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

及大獎（CADSA 2017）巡迴展覽

主辦機構：

香港建築師學會

合作機構：

廣州市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深圳市註冊建築師

協會、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和澳門建築師協會

主要贊助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主題：

高速、高密、多元建築

巡迴展覽（1）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展期：

2018年1月18日至24日

開放時間：

上午10:00至晚上8:00

地點：

香港中環港景街1號國際金融中心1樓大堂

（港鐵香港站E1出口）

參觀人數：

超過230,000

巡迴展覽（2）香港希慎廣場

展期：

2018年3月23日至29日

開放時間：

上午10:00至晚上8:00

地點：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辦公大樓9樓

（港鐵銅鑼灣站，F2出口）

參觀人數：

14,000

巡迴展覽（3）澳門科學館

展期：

2018年8月18日至9月2日

開放時間：

上午10:00至下午6:00

地點：

澳門科學館地下展覽中心

參觀人數：

16,939 

澳門開幕式巡迴展覽

日期：

2018年8月17日

時間：

下午6:00

地點：

澳門科學館地下展覽中心

活動網站：
www.cadsa.com.hk

臉書活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iacadsa/?ref=bookmarks

第十六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 香港展覽

合作機構：

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和香港藝術發展局

合作夥伴：

香港建築師學會

主要贊助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展期：

2018年5月26日至11月25日

展覽地點：

Campo della Tana，Castello 2126- 30122 Venezia

（面對威尼斯兵工廠）

主禮嘉賓：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義大利大使李瑞宇先生和歐洲聯

盟特派代表林雪麗女士，太平紳士

主題：

「垂直肌理：密度的地景」

參觀人數：

超過 55,000

相關活動：

媒體導賞、參展人論壇及一帶一路論壇

活動網站：

https://www.2018.vbexhibitions.hk/

臉書活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VABHK/

2017年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UABBHK 2017)

合作機構：

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香港規劃師學會和

香港設計師協會

合作夥伴：

香港建築師學會

主要贊助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展期：

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2月11日

展覽地點：

中環地鐵站J出口藝術管，中環街市，中環中心H6 

CONET，海港政府大樓，香港藝術中心，希慎廣場

Z畫廊，希慎廣場辦公大樓9樓，堡壘街18號及深圳

南頭古城

參觀人數：

超過235,685

展覽主題：

城市執生 :「留得青山在」的傳奇

閉幕嘉年華「城市五感全盒」

日期：

2018年2月11日

時間：

下午2:30至6:00

地點：

香港銅鑼灣白沙道

主禮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先生、大紫荊勳章、太平紳士

活動網站：

http://uabbhk.org/

臉書活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uabbhk/

HKIA-VB2018 grand opening

HKIA-VB2018 HK exhibition

義務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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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

及大獎（CADSA 2017）巡迴展覽

主辦機構：

香港建築師學會

合作機構：

廣州市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深圳市註冊建築師

協會、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和澳門建築師協會

主要贊助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主題：

高速、高密、多元建築

巡迴展覽（1）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展期：

2018年1月18日至24日

開放時間：

上午10:00至晚上8:00

地點：

香港中環港景街1號國際金融中心1樓大堂

（港鐵香港站E1出口）

參觀人數：

超過230,000

巡迴展覽（2）香港希慎廣場

展期：

2018年3月23日至29日

開放時間：

上午10:00至晚上8:00

地點：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辦公大樓9樓

（港鐵銅鑼灣站，F2出口）

參觀人數：

14,000

巡迴展覽（3）澳門科學館

展期：

2018年8月18日至9月2日

開放時間：

上午10:00至下午6:00

地點：

澳門科學館地下展覽中心

參觀人數：

16,939 

澳門開幕式巡迴展覽

日期：

2018年8月17日

時間：

下午6:00

地點：

澳門科學館地下展覽中心

活動網站：
www.cadsa.com.hk

臉書活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iacadsa/?ref=bookmarks

第十六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 香港展覽

合作機構：

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和香港藝術發展局

合作夥伴：

香港建築師學會

主要贊助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展期：

2018年5月26日至11月25日

展覽地點：

Campo della Tana，Castello 2126- 30122 Venezia

（面對威尼斯兵工廠）

主禮嘉賓：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義大利大使李瑞宇先生和歐洲聯

盟特派代表林雪麗女士，太平紳士

主題：

「垂直肌理：密度的地景」

參觀人數：

超過 55,000

相關活動：

媒體導賞、參展人論壇及一帶一路論壇

活動網站：

https://www.2018.vbexhibitions.hk/

臉書活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VABHK/

2017年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UABBHK 2017)

合作機構：

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香港規劃師學會和

香港設計師協會

合作夥伴：

香港建築師學會

主要贊助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展期：

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2月11日

展覽地點：

中環地鐵站J出口藝術管，中環街市，中環中心H6 

CONET，海港政府大樓，香港藝術中心，希慎廣場

Z畫廊，希慎廣場辦公大樓9樓，堡壘街18號及深圳

南頭古城

參觀人數：

超過235,685

展覽主題：

城市執生 :「留得青山在」的傳奇

閉幕嘉年華「城市五感全盒」

日期：

2018年2月11日

時間：

下午2:30至6:00

地點：

香港銅鑼灣白沙道

主禮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先生、大紫荊勳章、太平紳士

活動網站：

http://uabbhk.org/

臉書活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uabbhk/

HKIA-UABBclosing

HKIA-UABBclosing

義務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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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項目

展期：2018年11月1日至11日

地點：日本東京銀座Ginza Six六樓銀座蔦屋書店

Ginza Atrium

主辦機構：香港建築師學會

協辦機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東京經濟貿易辦

事處

支持機構：日本建築家協會

展覽網站

http://www.hkia.net/tokyo2018 

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大紫荊勳賢，GBS於2018年10月31日與一眾主禮

嘉賓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邱騰華先生GBS，太平紳士、主持展覽開幕式。

超過一百名嘉賓、參展團隊、香港和日本媒體參加

了是次展覽開幕式。

於2018年11月10日舉辦了以「香港和日本青年建

築師的機遇與挑戰」為主題的公眾論壇，由東京都

市大學名譽退休教授岩村和夫教授主持，4名來自

香港和日本的年輕建築師為講者。

義務秘書長報告

 













“超越高層 - 從建築物探索香港” 
日本東京展覽

這是香港建築師學會首次在日本東京舉辦建築

展覽，11天的展期吸引近10,000名參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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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建築師學會義務秘書長

朱海山教授建築師

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勳賢，GBS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先生GBS，
太平紳士主持展覽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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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項目

展期：2018年11月1日至11日

地點：日本東京銀座Ginza Six六樓銀座蔦屋書店

Ginza Atrium

主辦機構：香港建築師學會

協辦機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東京經濟貿易辦

事處

支持機構：日本建築家協會

展覽網站

http://www.hkia.net/tokyo2018 

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大紫荊勳賢，GBS於2018年10月31日與一眾主禮

嘉賓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邱騰華先生GBS，太平紳士、主持展覽開幕式。

超過一百名嘉賓、參展團隊、香港和日本媒體參加

了是次展覽開幕式。

於2018年11月10日舉辦了以「香港和日本青年建

築師的機遇與挑戰」為主題的公眾論壇，由東京都

市大學名譽退休教授岩村和夫教授主持，4名來自

香港和日本的年輕建築師為講者。

義務秘書長報告

 這是香港建築師學會首次在日本東京舉辦建築

展覽，11天的展期吸引近10,000名參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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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建築師學會義務秘書長

朱海山教授建築師

參展團隊正在向主禮嘉賓和其他嘉賓介紹他們的展品

除了高層建築外，是次展覽也透過建築向日本市民和遊客介紹了
香港的文化

展覽評審小組在一周內完成了首輪篩選和最終面試

香港和日本的年輕建築師主講的公眾論壇，有逾30名觀眾參與，
論壇完結前有討論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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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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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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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018
港幣$

23,723,265

(7,704,021)
(2,448,882)

(105,971)

13,464,394
569,257

(6,599,033)
(5,095,200)

2,339,415

2,254,812

2,254,812

4,594,227

2017
港幣$

25,7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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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00)

12,200,059
40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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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177

916,817

916,817

1,659,994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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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2017
港幣$

274,516
18,991,530

19,266,046

40,890
7,507,891
2,351,144

32,171,509

42,071,434

61,337,480

269,001
3,408,892

11,679,626
300,000

43,274,040

58,931,559

2,405,921

61,337,480

2018
港幣$

21,401,488

45,431,258

66,832,746

63,550,956

3,281,790

66,83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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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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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儲備及負債總額

賬目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理事會通過。

港幣$

155,146
21,246,342

44,313
5,654,748
1,350,774

38,381,423

280,751
5,663,704

11,693,046
350,000

45,563,45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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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儲備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總計

(港幣$)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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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盈餘轉往資本基金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57,229,425

743,177

916,817

1,659,994

42,140

-

1,702,134

58,931,559

累積盈餘

(港幣$)

42,580,863

743,177

-

743,177

-

(50,000)

693,177

43,274,040

重估儲備

(港幣$)

2,492,075

-

916,817

916,817

-

-

916,817

3,408,892

一般儲備

(港幣$)

250,911

-

-

-

18,090

-

18,090

269,001

資本基金

(港幣$)

11,655,576

-

-

-

24,050

-

24,050

11,679,626

償債基金

(港幣$)

250,000

-

-

-

-

50,000

50,000

300,00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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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儲備變動表 (繼續)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總計

(港幣$)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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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58,931,559

2,339,415

2,254,812

4,594,227

25,170

-

4,619,397

63,550,956

累積盈餘

(港幣$)

43,274,040

2,339,415

-

2,339,415

-

(50,000)

2,289,415

45,563,455

重估儲備

(港幣$)

3,408,892

-

2,254,812

2,254,812

-

-

2,254,812

5,663,704

一般儲備

(港幣$)

269,001

-

-

-

11,750

-

11,750

280,751

資本基金

(港幣$)

11,679,626

-

-

-

13,420

-

13,420

11,693,046

償債基金

(港幣$)

300,000

-

-

-

-

50,000

50,000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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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7
港幣$

743,177

183,366
(106,755)

42,140

861,928

 

(20,642)
(707,101)

(1,557,978)

(2,133,970)

(3,557,763)

106,755
(121,779)

(15,024)

(3,572,787)
35,744,296

32,171,509

32,171,509

2018
港幣$

2,339,415

176,120
(136,649)

25,170

2,404,056

(3,423)
1,853,143
1,000,370

875,869

6,130,015

136,649
(56,750)

79,899

6,209,914
32,171,509

38,381,423 

38,381,423

經營活動

營運盈餘

調整項目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已收利息
• 會員捐款 

營運資金變動前營運現金流量

• 存貨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資產 (增加) / 減少

經營活動所得 / (所耗) 現金淨額

負債增加 / (減少)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投資活動

• 已收利息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

投資活動所得 / (所耗) 現金淨額

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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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銀行及現金結餘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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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事務部

張雪輝(主席)

徐柏松 (副主席)

陳國權 (副主席)

陳星南

張光穎

車季良

池偉雄

陳沐文

戚務誠

周嘉穎

朱海山 (當然委員)

楊燕玲

劉錦勝

李少穎

李國興 

蘇晴

鄧子義

岑延威

黃政朗

余烽立

建築合約及調解糾紛事務委員會

池偉雄 (主席)

鍾健勤 (副主席)

李家峰 (副主席)

BURNS Nicholas Delisle
CAMPBELL John Reid
陳漢雲

曹永昌

馮宜萱

楊燕玲

葉大永

高俊

江朝健

林煒彬

李震鑾

湯先澄

唐以恒

謝厚明 

葉國華

袁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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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寄欣

鄭向鯤

龔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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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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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務部

蘇晴 (主席)

歐陽麗絲 (副主席)

陳澤斌

陳傳智

陳沐文

陳丙驊

朱海山

馮惠敏

何建威

黎紹堅

李國興

SERAJI Nasrin

鄧耀倫

唐以恒

衞翠芷

黃政朗

王寶龍

楊紫萼

嚴迅思

持續專業發展委員會

唐以恒 (主席)

楊燕玲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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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嚴迅思 (副主席)

歐陽明詩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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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事務部 
何建威 (聯席主席)

劉錦勝 (聯席主席)

張廣揚 (副主席)

馬鍵郁 

陳啟聰

陳沐文 (當然委員)

朱海山 (當然委員)

何力治

許允恒

關國樂 (顧問)

鄺心怡 (顧問)

林余家慧

劉文君

李國興

韋美華

黃問哲

黃守發

亞洲建築師協會/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委員會

韋美華 (主席)

馬鍵郁 (副主席)

國際建築師協會委員會

陳啟聰 (主席)

陳傳智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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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事務部

鄧知蘅(主席)

雷冠源(副主席)

陳沐文 (當然委員)

朱海山 (當然委員)

陳志輝

陳智星

陳翠兒

陳啟聰

傅秋梅

許允恆 

關兆倫 

盧鎮威

盧宜璋 

雷耀榮

梁雲飛

顏嘉倩 

蕭國健

蘇國堅

黃立炘

姚鑫波 

2017/18年年獎及2018年周年舞
會委員會

盧鎮威 (聯主席)

雷耀榮 (聯主席)

黃立炘 (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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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國健(聯主席)

蘇國堅(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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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烽立(主席)

陳頌義 (副主席)

解端泰 (副主席)

歐陽治經

歐陽麗絲

陳澤斌

陳祖聲

陳翠兒

陳淑芬

陳沐文

張文政

朱海山

何文堯

許嘉祺

葉嘉偉

關兆倫

林和起

劉錦勝

梁傑文

梁樂堯

梁以華

盧鎮威

蘇晴

岑延威

余熾鏗

建築物條例委員會

葉嘉偉(主席)

陳祖聲 (副主席)

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梁樂堯 (主席)

陳淑芬 (副主席)

周寄欣 (副主席)

程玉宇 (副主席)

古蹟及文物保育委員會

梁以華 (主席)

何心怡 (副主席)

規劃及地政委員會

張文政 (主席)

陳祖聲 (副主席)

陳思宗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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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事務部

劉錦勝 (主席)

譚國治(副主席) 

陳康明

周月珠

陳沐文 (當然委員)

曾靜英

戚務誠

朱海山 (當然委員)

何建威

何力治

林晞

李國興

林雲峰 (顧問)

盧鎮威

郭榮臻

潘家風

沈埃迪

施家殷

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工作小組
委員會

戚務誠 (聯席主席)

沈埃迪 (聯席主席)

林雲峰 (顧問)

聯繫委員會

周月珠 (主席)

華東聯系小組

周月珠 (召集人)

華南聯系小組

彭以恒 (召集人)

華中及華西聯繫小組

鄭佳茂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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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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華道18號

香港建築師學會
2017/18年年獎

香港建築師學會全年境內建築大獎及 
主題建築獎 - 文物建築

香港建築師學會境內優異獎 - 商業建築及
主題建築獎 - 可持續建築

We嘩藍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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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德烈生命中心

46

碧薈

香港建築師學會境內優異獎 - 
商業建築

香港建築師學會境內優異獎 - 
社區建築

香港建築師學會
2017/18年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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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境內優異獎 - 
社區建築

香港建築師學會境內優異獎 - 
社區建築

香港盲人輔導會賽馬會欣康樓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何崇鋈教學樓

香港建築師學會
2017/18年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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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ree

香港建築師學會境外優異獎 - 
社區建築

主題建築獎 -
室內設計

常德右岸文化藝術中心

香港建築師學會
2017/18年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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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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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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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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在1956年9月3日，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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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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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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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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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印記

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

 1988 木下一

 1989 夏扶禮

 1990 夏扶禮

 1991 潘承梓

 1992 潘承梓

 1993 劉榮廣

 1994 劉榮廣

 1995 鍾華楠

 1996 鍾華楠

 1997 何  弢

 1998 何  弢

 1999 韋栢利

 2000 韋栢利

 2001 劉秀成

 2002 劉秀成

 2003 王寶龍

 2004 沈埃迪

 2005 林雲峯

 2006 林雲峯

 2007 呂元祥

 2008 呂元祥

 2009 鄺心怡

 2010 鄺心怡

 2011 林光祺

 2012 林光祺

 2013 馮宜萱

 2014 馮宜萱

 2015 吳永順

 2016 吳永順

 2017 陳沐文

 2018 陳沐文

 1956 徐敬直

 1957 徐敬直

 1958 A M J Wright
 1959 H G F Robinson
 1960 司徒惠

 1961 W G Gregory
 1962 G Chadwick Dovey
 1963 G Chadwick Dovey
 1964 W K Lee
 1965 H Cedric Astbury
 1966  郭敦禮

 1967 Alan Fitch
 1968 Alfred V J Alvares
 1969 Ian James Campbell
 1970 歐陽昭

 1971 白自覺

 1972 白自覺

 1973 王澤生

 1974 王澤生

 1975 李景勳

 1976 李景勳

 1977 徐和德

 1978 徐和德

 1979 羅光耀

 1980 羅光耀

 1981 潘祖堯

 1982 潘祖堯

 1983 何承天

 1984 何承天

 1985 黃漢威

 1986 黃漢威

 1987 木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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