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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
理事及主管人員

張雪輝建築師
本地事務部主席

解端泰建築師
理事

盧鎮威建築師
內務事務部聯席
副主席

何建威建築師
外務事務部主席

韓曉峯建築師
理事

劉錦勝建築師
內地事務部主席

馬鍵郁建築師
外務事務部副主席

陳傳智建築師
執業事務部主席

陳啟聰建築師
內務事務部聯席
副主席

陳沐文建築師
原會長

鄭仲良建築師
理事

張廣揚建築師
執業事務部聯席
副主席

李國興建築師
會長

陳翠兒建築師
副會長

余烽立建築師
副會長

許允恒建築師
義務財務長

梁喜蓮建築師
義務秘書長

雷冠源建築師
內務事務部主席

吳錦勝建築師
理事

蘇晴建築師
教育事務部主席

陳澤斌建築師 鄧偉文建築師

義務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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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獻辭

親愛的會員：

時光飛逝！這一獻辭代表我的會長任期及理事會任期過半有餘。面對全球貿易戰和社會現狀，2019年對於
建築業來說是非同尋常的一年。然而，理事會一直致力於履行學會促進建築和專業卓越的承諾，同時運用

新思維來應對這一時期許多紛繁複雜的挑戰。

在我首次會長致辭中，談到了理事會旨在為會員探索本地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機會，擴大和改善與會員的溝

通渠道；以及強化持續專業進修計劃，將更多重點放在涵蓋設計和項目管理的完整建築週期上；以豐富會

員使用新技術的知識和能力。

您將在義務秘書長兼董事會主席梁喜蓮建築師之報告中，獲悉學會全方面工作的詳盡信息；我想重點強調，

理事會為應對經濟動蕩而做出了關鍵性的努力。

自加入董事會以來，我和理事會成員一直竭力於實現我們在香港、內地和海外領域發展的承諾。首先，

針對我們年輕有才華的建築師和新入會的公司會員，我們成功組織及獲得了更多參加香港和前海“實景建築”
設計競賽的機會。對於我們的註冊建築師企業單位和會員而言，香港建築師學會一直與香港特區政府和內

地相關部門保持持續對話，以提升在大灣區的商機。在向您傳達此信息時 (2020年8月)，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的爆發仍在流行。然而，展望未來，感謝我們理事會成員的堅持不懈，學會不久將在香港舉辦更多的

“實景建築”設計競賽。我們也將很快宣佈有關會員進入內地市場之資格要求新辦法，我希望我們的會員把
握機會。

在本地市場，我們已與相關政府部門合作，以期實現高質量的成果；這是我在首次會長致辭中所作的承諾

之一。政府採購方式已取得進展。但是，必須做更多的工作來應對費用跳水的挑戰。理事會將在這方面繼

續努力。

對於香港社會，理事會已與媒體和立法委員就城市規劃、法定異議及與我們專業相關的各種問題進行了討

論。我還充分利用媒體採訪來表達香港建築師學會的立場及我們對本地城市和建築問題的專業看法。

關於利用新渠道加強與會員溝通事宜，我很高興我們與會員進行了定期在線溝通，在線介紹我們的活動和

事宜，並分享會員關心的問題。此做法得到會員積極的回應，我們亦收到了會員提出的新建議。在線技術

的使用也已應用於我們的研討會和持續專業進修活動中。

談到增強持續專業進修計劃事宜，作為試點計劃，我們在2019年免除了在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址舉辦的持續
專業進修活動的註冊費，以鼓勵會員參與活動。理事會已經審查了成果，並將繼續執行。關於我們的持續

專業進修活動的架構，我認為已經在技術和設計之間取得了平衡，以使我們的會員能夠增強其對包含設計

和項目管理之完整建築週期的瞭解，並與產品設計階段和建築信息模型等新技術保持同步。我們將組織更

多此類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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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獻辭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和項目管理之完整建築週期的瞭解，並與產品設計階段和建築信息模型等新技術保持同步。我們將組織

更多此類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理事會能夠在充滿挑戰的時間內組織本地和海外的展覽和會議，以繼續促

進卓越的建築設計。我和理事會成員都參加了各種國際會議，以確保香港建築師學會的立場得到認可，

並保持香港在全球舞臺上的知名度。

最後，我想借此機會感謝全體理事會成員為改善我們的建築專業所做的不懈努力，並衷心感謝所有香港

建築師學會成員對學會的堅定支持。在我任期的最後一年，我謹呼籲您一如既往地為支持香港建築師學

會而共同努力！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2019-2020
李國興建築師香港建築師學會資深會員 註冊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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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義務秘書長
報告

執業事宜

建築信息模型

付款保障條例

其他

書面意見

就以下主題向各組織發出書面意見：

執業事務部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認證計劃於2019年
7月31日啟動，為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
專業人士和建築信息模型公司提供認證服務。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計劃和建築信息模

型計劃的“祖父政策”提交截止日期為2020年7月
31日，現接受申請。 

香港建築師學會亦就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計劃和建

造業議會認可建築信息模型管理人員互惠安排，

及簡化和更新建造業議會認可的建築信息模型管

理人員對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計劃 /
建築信息模型計劃進行評估和更新程序，與建造

業議會進行討論。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認證計劃簡介會於

2019年8月8日至8月15日舉行

常見問題詳見香港建築師學會官網

增值訓練課程將於2019年年底舉行。

2019年2月22日，建造業議會向香港建築師學會
會員簡述了其全新建築信息模型認可及認證計劃。

香港建築師學會將與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建造業

議會聯合舉辦建築信息模型課程。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信息模型認證計劃

發展局於2019年1月24日發出就付款保障條例
之下細化裁決範圍徵詢意見的信函，2019年2月
18日向所有註冊建築師企業單位發放一份調查
問卷，以收集他們對上述發展局提案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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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向發展局發出聯署信函。

關於香港建築師學會要求發展局就付款保障條例

向學會會員舉行簡介會一事，發展局回應只有在

就延長時間的細化建議協商一致並且支付安全性

的立法框架草案達成共識後，簡介會才可以召開。

於2020年5月14日向漁農自然護理由就進行公眾
參與活動以提高香港郊野公園及特別區域的康樂

及教育潛能書面意見提交書面意見。

2019年6月18日，向立法會有關小組委員會提交
《2019年仲裁委任仲裁員及調解員和仲裁員人
數的決定》(修訂) 規則書面意見。

2019年8月21日，向建造業議會提交建築安全職
責書面意見。



義務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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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和活動

香港建築師學會註冊建築師企業單位分享會

行業會議

機構

建造業議會裝配式建築聯盟

聯合調解專項辦事處候補董事

建造業議會建築信息模型認可及認證計劃

水務署持牌水喉匠自願持續專業進修計劃組

會員

張廣揚建築師

林煒彬建築師

陳永佳建築師 
陳詠欣建築師

張文政建築師 
龔翊豪建築師

孟耀永建築師

陳聚文建築師

提名

發展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築署交流會分別於

2019年5月29日和2019年12月9日舉行。

建造業議會於2020年7月2日討論關於香港建造
業主要持份者的安全角色和責任。

發展局於2010年8月12日舉辦分享會，討論資助
非政府機構使用政府空置土地的資助計劃。

建築署於2019年8月28日舉行專題小組會議，就
公共工程項目採用新工程合同進行檢視。

醫院管理局於2019年11月22日舉辦更多顧問參
與基建工程項目分享會。

兩場香港建築師學會註冊建築師企業單位分享會

分別於2019年1月22日和2019年4月26日舉行。

“透過建築探索香港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展覽於灣
仔會展中心香港貿易發展局設計廊舉行。香港

貿易發展局與香港建築師學會聯合舉辦展覽及

相關設計講座，為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提供平

台。邀請年齡在40歲以下的會員參加。
於2019年3月29日前提交意向登記。

展覽於2019年6月12日至7月7日期間舉辦。

開幕典禮於2019年6月22日舉行。

兩場設計講座分別於2019年6月22日和2019年
6月29日舉行。

2019年11月18日，對新工程合同在工程和施工
合同中的賠償事件進行有效的合同管理。

2019年11月27日，項目管理機構下項目管理工
具—建築工程合約糾紛的避免及預防。

2019年11月30日，大灣區建築建設與發展—訴
訟以外的糾紛解決機制。

建築合約及糾紛調解事務委員會舉辦持續專業進

修系列研討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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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專業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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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學會2019年共舉辦超過50項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成為認可人士」系列活動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7月11日

2019年7月18日

2019年8月22日

2019年8月27日

2019年9月23日

2019年10月28日

2019年11月4日

「超越建築」系列活動

2019年5月28日

2019年6月14日

2019年6月28日

2019年7月19日

應考「認可人士」面試之經驗分享座談會

從清拆到佔用 (1)

從清拆到佔用 (2)

有關香港法定規劃工作的常見問題

土地問題

小型工程項目

發展潛力

於內地工作

中港兩地工作和生活

投身政府工作的機會

尋找超越建築的理由

香港建築師學會知識分享系列：香港的建築和開發控制：

由黎紹堅建築師主持的從清拆到佔用 (1)

由楊敬安建築師、余鋒立副會長和洪錦輝建築師主持的

「超越建築」系列研討會1

義務秘書長報告

教育事務部

預售同意書、公共契約、售樓說明書、協議

計劃和分配計劃-概述工作流程及其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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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項目」系列活動

2019年7月2日

2019年7月8日

2019年7月15日

「建築外牆」系列活動

2019年11月5日

「會員分享」系列活動

2019年7月29日

2019年9月4日

2019年9月20日

2019年9月25日

2019年1月23日

2019年6月5日

2019年7月4日

2019年10月16日

2019年4月10日

2019年8月26日

2019年10月23日

「廉政公署共建誠信建設」工作坊系列

供應商技術研討會

優質房屋項目-三個獲優質建築大獎的公共

房屋項目之經驗分享

高層住宅的預製、組裝合成技術和其他新技術

優質與可持續發展的採購策略

外牆設計類型和安裝

2019年11月26日 複雜幾何及立體形式

南丫島填海及大灣中心

從灰色到綠色-追求創新城市發展

承辦商索賠概述

2019建造業議會建築信息模擬比賽得獎者分享

建築師的道德陷阱

合約承包防貪污

項目管理防貪污

為什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MIPO)
引起建築師的關注

用於採光和節能的變色玻璃

外牆管理的最新技術 – 自然光和電燈的控制

解決潮濕地區乾牆和天花板問題的新技術

2019建造業議會建築信息模擬比賽得獎者分享從灰色到綠色-
追求創新城市發展

「房屋項目」系列活動

從灰色到綠色-追求創新城市發展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義務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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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持續專業進修研討會及工作坊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澳門建築師協會聯合論壇 - 

綠色建築發展新趨勢

亞洲建築師協會&亞洲防災中心舉辦關於

建築師災後培訓工作坊

內地持續專業進修課程：防火建築設計

適用於所有樓宇的消防安全

彈性建築和建築形式的體現

「綠建環評」v2.0

香港環保促進局 - 考慮設計的可持續採購和

材料選擇

創新煤氣技術的介紹及其在建築中的應用

材料研發與建築可持續性

職業安全健康局–建築設計管理

我們脆弱的自然 - 藝術與建築

自動化停車場系統

陳可石建築設計理論與實踐

社區工作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香港測量師學會聯合研討會 -

《新工程合同》4及合約行政流程

國際建築師協會2019巴庫國際建築大獎
“絲路釋昊酒店”

內地持續專業進修課程：粵港澳大灣區之法律

發展動向 -《香港建築師需要知道什麼？》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香港測量師學會聯合研討會 - 

早期承包商參與《新工程合同》4

綠色建築發展新趨勢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澳門建築師協會聯合論壇)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香港測量師學會聯合研討會 -《新工程合同》

4及合約行政流程

我們脆弱的自然 - 藝術與建築

義務秘書長報告

2019年1月19日

2019年2月16日

2019年3月16日

2019年4月11日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7月10日

2019年7月17日

2019年7月23日

2019年8月13日

2019年8月19日

2019年8月30日

2019年9月6日

2019年9月19日

2019年9月30日

2019年10月25日

2019年10月29日

2019年11月7日

2019年12月14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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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與澳門建築師協會聯合視察活動– 

認識澳門保育活化文物建築

「組裝合成」建築法展現中心暨項目經驗和

零碳天地分享

建造業議會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

香港珠海學院

戲曲中心

香港藝術館

牛棚藝術公園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澳門建築師協會聯合

視察活動 - 大館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組裝合成展示

中心&零碳建築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澳門
建築師協會聯合視察活動 )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澳門建築師協會聯合視察活動– 

認識澳門保育活化文物建築

牛棚藝術公園

戲曲中心視察活動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澳門建築師協會聯合視察活動 - 大館

「組裝合成」建築法展現中心暨項目經驗和零碳天地分享

義務秘書長報告

視察活動

2019年1月19日

2019年1月26日

2019年2月23日

2019年3月23日

2019年5月4日

2019年5月4日

2019年5月18日

2019年9月21日

2019年10月26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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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測試

出勤率

109

150

91

三月測試

出勤率

151

186

168

持續專業進修研究基金

教育發展及評審

檢討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之建築課程認證標準和和程序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評審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課程

學會已收到下列課程的評審申請：-

重審考察相關計劃於2020年底進行

專業測評

1.  試卷3、4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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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率

66.89%

46.70%

81.37%

合格率

39.05%

58.33%

73.56%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義務秘書長報告

學會共收到9份2019年持續專業進修研究基金申請。由教育事務部主席蘇晴建築師、持續專業進修委員會
主席唐以恆建築師和衛翠芷博士組成的研究基金評審委員會無法揀選合資格的研究申請。因此，教育事務

部同意今年不向任何申請撥款，該公告於2019年10月29日發佈。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香港建築師學會成立了特別小組，以檢討課程評審手冊以回應坎培拉協議審核考察團隊
的意見及評審成員的其他意見。修訂版於2019年6月獲得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會通過。

香港中文大學 (CUHK) 社會科學學士學位 (建築學) 和建築學碩士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 (CityU) 建築學理學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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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率

340

296

158

218

171

試卷1 : 建築工程法規

試卷2 : 建築合約、專業業務管理、專業操守、
協議條款及收費

試卷6 : 場地設計

試卷7 : 建築設計

試卷8 : 個案研究*

*4名考生因抄襲而獲得零分，且將不被允許參加2020年專業測評試卷8考試

試卷3、4和5 : - 2019年1月至2月舉行了9次講座
試卷1、2、6、7和8:- 2019年6月至10月舉行了14次講座

2.  試卷1、2、6、7和8 (11月)

合格率

36.18% 

56.76% 

77.85% 

57.80% 

84.21%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2019專業測評-試卷3、4、5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2019專業測評-試卷1、2、6、7

共有125名考生通過所有筆試，另2名非本地建築專業人士通過了試卷1和試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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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專業面試
2019年3月和9月舉行了兩次專業面試。

- 153名考生中有122名 (80%) 考生通過了面試

- 35名考生中有25名 (71%) 通過了面試
- 8名非本地建築專業人士中有6名 (75%)
  通過了面試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2018專業面試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3月

9月



13

5.  非本地建築專才計劃

6.  導師和辦公室監督人提名
截至2019年10月31日，共收到179份提名。

專業測評的最低門檻或資格

試卷 3、4 和5範圍、科目和評估方式
個案研究、工作紀錄、專業面試和專業測評導師和辦公室監督人系統

提供模擬答案/教案，研討會和工作坊，加強考生的學習過程應考專業測評

其他相關問題，包括與本地大學的交流，專業測評委員會的繼任計劃等

國際建築師協會教育委員會

2019香港建築師學會學生獎
以下為有關學校提名的得獎者，獎項已於香港建築師學會周年晚會上頒發：-

學生贊助

香港建築師學會贊助了以下建築系學生團體舉辦的活動：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收到的9份申請中，有4份申請獲批(包括1名經甲組及3名經乙組的申請)；1名申請人撤回了該申請，
另外4名申請人由於實習經驗不足而被拒絕其申請。

7.  專業測評10年規劃特別工作小組
專業測評委員會轄下成立了由5個小組組成的特別工作小組，以詳細討論以下各項提出的建議，進行
下一步計劃：-

教育事務部主席蘇晴建築師出席了2019年2月18日
至19日在巴黎舉行的國際建築師協會教育委員會
會議。這是香港建築師學會首次參加該委員會。

在會議上，成員們計劃了在2019國際建築師協會
巴庫論壇和2020Rio國際建築師協會上為建築系學
生籌備活動。

為加強香港建築師學會與大專院校之間有關專業測評和建築課程的交流，成立了聯絡小組，成員包括教

育事務部、專業測評委員會代表及每個提供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認可的專業建築課程的院

校代表。

香港珠海學院 – 林浩 (建築學碩士二年級)
香港中文大學 – 鄧韻婷 (建築學碩士二年級)
香港大學 - 鄭德熙 (建築學碩士二年級)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理學學士畢業展獲得港幣2,000元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碩士畢業展獲得港幣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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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

1. 

2. 為學生會員安排海外實習機會。

3. 與其他組織合作籌辦國際會議。

4. 與內地事務部及中國建築學會就香港建築師學會和中國建築學會在國際的參與度制定長期戰略。

2019年11月6日至7日在孟加拉共和國達卡舉行的亞洲建築師協會理事會會議

外務事務部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保持香港建築師學會在國際專業領域的知名度，例如：亞洲建築師協會、國際建築師協會及英聯邦建

築師協會等國際組織。國際建築師協會和英聯邦建築師協會按成員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計算該成員國的

相應合資格投票票數；在亞洲建築師協會，每個成員國均可投兩票。香港建築師學會在資源分配的限

制下有限地參加國際建築師協會的活動，同時在亞洲建築師協會中擔當領導者之一的角色。提名香港

建築師學會代表參加國際建築師協會、英聯邦建築師協會和亞洲建築師協會的不同委員會/工作小組並

參加海外活動等。

5. 與內地事務部共同透過香港貿發局及發展局，積極探索在「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政策下香港建
築師學會會員及公司會員在內地發展的潛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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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建築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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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威建築師
官方代表: 張廣揚建築師
觀察員: 陳沐文建築師
觀察員: 黃守發建築師

亞洲建築師協會建築教育委員會 :
官方代表: 蘇晴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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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傳智建築師

官方代表: 張廣揚建築師
觀察員: 黃守發建築師

亞洲建築師協會社會責任委員會

亞洲建築師協會綠色及可持續建築委員會

官方代表: 張雪輝建築師

亞洲建築師協會建築教育委員會年度委員會會議在

孟加拉共和國達卡舉行

亞洲建築師協會專業執業委員會年度委員會會議在

孟加拉共和國達卡舉行

亞洲建築師協會社會責任委員會年度委員會會議在

孟加拉共和國達卡舉行

香港建築師學會官方代表在孟加拉共和國達卡

亞洲建築師協會綠色及可持續建築委員會年度委員會會議在

孟加拉共和國達卡舉行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香港建築師學會在2019年與亞洲建築師協會保持密
切聯繫。除了參加由亞洲建築師協會及其成員舉辦

的論壇、圓桌會議和研討會外，香港建築師學會外

務事務部主席何建威建築師率領八人代表團參加了

於2019年11月3日至8日在孟加拉共和國達卡舉行的
亞洲建築師協會第20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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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建築師協會青年建築師委員會

官方代表: 高栢勤建築師

官方代表: 陳沐文建築師
資深會員委員會 :

2019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學生設計比賽

項目名稱: A Keloid for Garden Hill
學生姓名: 林顯峰及黎家臻

銅獎

2019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展覽
亞洲建築師協會主要展覽: 香港建築師學會簡介以
及最新發展

亞洲建築師協會青年建築師委員會年度委員會會議在

孟加拉共和國達卡舉行

2019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學生設計比賽獲獎者合影

2019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圓桌會議在香港舉行

資深會員年度會議在孟加拉共和國達卡舉行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在2019年亞洲建築師協會理事會會議上，香港建築
師學會候選人張廣揚建築師當選為2020年亞洲建築
師協會社會責任委員會副主席及2021-2022年亞洲建
築師協會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

除了參加亞洲建築師協會的定期會議和活動外，香

港建築師學會更於2019年9月14日至15日在香港及
澳門舉辦了亞洲建築師協會社會責任委員會圓桌會

議，主題為「彈性設計‧我們的社會道義」-。圓桌

會議吸引了包括亞洲建築師協會主席蘇淑蘭建築師

在內，約30位來自亞洲建築師協會的官方代表和觀
察員，討論了如何通過亞洲建築師協會社會責任委

員會決議積極有效地對地球產生切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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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建築師協會應急建築師 (AEA) 發佈會在香港舉行

在孟加拉共和國達卡舉行亞洲建築師協會第20屆論壇期間，

國際建築師協會第四區會議同時舉行

國際建築師協會特別大會於2019年6月11日在阿塞拜疆巴庫舉行

香港建築師學會官方代表與在阿塞拜疆巴庫舉行的國際建築師

協會成員會議代表合影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同時，亞洲建築師協會應急建築師 (AEA)的發佈
會也於2019年9月14日在香港舉行。亞洲建築師協
會主席蘇淑蘭建築師、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李國

興建築師、亞洲建築師協會應急建築師有限責任

公司董事關國樂建築師和黃守發建築師主持了亮

燈儀式。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於2019年繼
續積極參加國際建築師協會常設委員會和國際建築師

協會工作小組的會議、大獎比賽和活動。

外務事務部主席何建威建築師於2019年6月11日出席
了在阿塞拜疆巴庫舉行的國際建築師協會特別大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發表了包括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在每

個常設委員會和工作小組的報告。會上亦討論了建築

章程和條例的修訂。

香港建築師學會參與了英聯邦建築師協會的「2019
年英聯邦建築環境專業調查」，並與英聯邦同仁分享

了香港的經驗和建議。 

國際建築師協會

英聯邦建築師協會



新會員證書頒發典禮

超過120名建築學畢業生通過了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專業測評並成為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和
香港註冊建築師。證書頒發典禮於2019年8月3日舉行，以慶祝和記錄新當選為學會會員和建築師這一里程
碑時刻。學會熱烈歡迎新成員加入香港建築師學會大家庭。

在建築署開設獎品機制的有力支持下，學會舉行了

香港建築師學會概念設計比賽2019 – 2020年維多利
亞公園農曆年宵花巿入口拱型門 (香港最大的農曆年
宵花巿 )。共計收到了30份提交作品。2019年7月進
行了包括選定設計團隊面試的評審。除獲獎設計作

品外，還遴選了2個優異獎和6個榮譽提名。

獲獎的設計作品 “Gateway of Happiness”是為2020年
1月17日至24日舉行的維多利亞公園2020農曆新年
展而建造的。頒獎典禮已於2020年1月13日晚在
2019香港建築師學會周年晚宴上舉行。

18

新會員證書頒發典禮

內務事務部

香港建築師學會概念設計比賽2019 – 
2020年維多利亞公園農曆年宵花巿入口拱型門

HKIA Idea Design Competition 2019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香港建築師學會一年一度的青年建築師獎，由亞洲

文化協會香港分會協辦、新昌-葉庚年教育基金獎學
金贊助，旨在對25歲至35歲香港青年建築師的才華
和所做的貢獻進行認可與表彰。以2019年香港財政
預算案相呼應的「海濱康樂中心」為主題，學會收

到了多項高質量的設計作品。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19年年獎展覽於2019年10
月28至11月3日在香港金鐘太古廣場舉行。展覽以
“城市肌理”為主題，展示了所有獲獎作品和入圍作
品，這些作品都展示在起伏的緞帶上。展覽期間舉

辦了“城市肌理”玻璃盆栽工作坊，以引導公眾探索
香港的城市天際線，並通過創建自己的玻璃盆栽來

欣賞我們周圍的綠色植物。

在2019香港建築師學會周年晚宴上舉行了各項獎項
的頒獎典禮，獲獎項目的所有建築公司及其同仁均

參加了頒獎典禮。

學會周年晚宴活動因社會原因自2019年11月3日推
遲至2020年1月13日，超過440名嘉賓參加了這次活
動。為了紀念包豪斯100周年，晚宴以“包豪斯100
周年”為主題，嘉賓以包豪斯風格著裝參加晚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大紫荊勳

賢，GBS，JP，作為主禮嘉賓。晚宴上頒發香港建
築師學會2018-19年年獎、2018年香港建築師學會
青年建築師獎、2019年學生獎和香港建築師學會概
念設計比賽2019–2020年維多利亞公園農曆年宵花
巿入口拱型門。香港建築師學會歌唱小組表演出

色。香港醫學會義務秘書楊協和醫生、博士也參加

了表演。

經評審，龔翊豪建築師獲得了青年建築師獎，陳俊

宇建築師和杜澄興建築師獲得了榮譽獎。龔翊豪建

築師代表香港建築師學會參加了由亞洲文化協會舉

辦或推介的專業活動。

19

2018青年建築師獎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19年年獎收到超過80項不同
類別的參賽作品。評審於2019年7月6日至13日進行
評選。由7名成員組成的評審小組聽取了參賽項目團
隊的介紹，對當選的本地項目進行了實地考察並進

行了幾輪辯論，最終甄選出8個本地項目獎和11個
海外項目獎。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19年年獎

2018青年建築師獎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8-19年年獎

2019香港建築師學會周年晚宴 

2019香港建築師學會周年晚宴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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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表演

會員福利活動

《香港建築師學報》第75期：Occupy Towers

香港建築師學會體育隊伍和歌唱小組

比賽

《香港建築師學報》第75期

香港專業團體康樂體育俱樂部2019龍舟競渡大賽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周年晚宴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學會旨在為會員提供最好的服務，提供了各種各樣

的福利活動。福利包括汽油、旅行、餐飲、書店、

葡萄酒和軟件產品等購買折扣。

由編輯部總監王維仁教授、鐘宏亮教授和曾慶豪教

授負責製作最新學報，於2019年12月份出版。該
學報已贈與所有會員，包括海外會員和相關機構。

電子版可通過點擊www.hkia-journal.net 獲得。

學會體育隊伍和歌唱小組經過辛勤訓練，今年表演

取得了良好的成績。

香港專業團體康樂體育俱樂部2019龍舟競渡大賽–
杯賽冠軍

香港專業團體康樂體育俱樂部2019排球錦標賽–
男子組第一名、女子組第二名

香港專業團體康樂體育俱樂部2019籃球錦標賽– 
第二名

香港專業團體康樂體育俱樂部2019羽毛球錦標賽– 
第三名

2019職業高爾夫錦標賽–第六名

屋宇署2019龍舟競渡邀請大賽-銀盤冠軍

香港會計師公會2019龍舟競渡邀請大賽–
鑽石杯第三名

香港專業團體康樂體育俱樂部2019歌唱大賽–
第六名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新春酒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周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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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提名

蘇晴建築師獲提名為職業訓練局建築、土木工程

訓練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9年至2021年。

陳聚文建築師獲提名為建造業議會建築業地盤監

督作業專責小組委員。

梁傑文建築師、陳祖聲建築師和余鋒立建築師獲

提名，出任環保建築專業議會委員會董事，任期

自2019年至2020年。

黃嘉雯建築師獲提名為建築環保評估協會綠建環

評數據中心開發督導委員會委員。

歐陽治經建築師獲提名為水務署水暖技術委員會

委員，任期自2019年3月24日至2022年3月23日。

陳紹璋建築師、周寄欣建築師、梁德賢建築師、

梁樂堯建築師和唐以恆建築師獲提名為環保建築專

業議會委員會聯席成員，任期自2019年至2020年。

張廣揚建築師獲提名為建築環保評估協會董事，

任期自2019年6月起，為期2年。

徐柏松建築師獲提名為香港房屋協會自願性建築

評估計劃香港優質建築小組成員，任期自2019
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陳頌義建築師、梁傑文建築師和譚國治建築師獲

提名為屋宇署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

岩土工程師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9年6月1日
至2021年6月30日。

倫潔芝建築師獲提名為屋宇署樓宇檢驗計劃和強

制驗窗計劃遴選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9年6月
1日至2021年5月31日。

張文政建築師和解端泰建築師獲提名為發展局海

濱事務委員會常任代表和候補代表，任期自

2019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周寄欣建築師獲委任為屋宇署暢通無阻通道諮詢

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9年8月1日至2021年7月
31日。

盧鎮威建築師獲提名為建造業議會2020年度可
持續建築大獎技術委員會代表。

葉嘉偉建築師獲提名為屋宇署外部安全設計實踐

守則技術委員會委員，任期3年。黎裕良建築師獲提名為屋宇署消防安全委員會和

《消防安全 (建築物)條例》及《消防安全 (商業
處所)條例》諮詢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19年6月
1日至2022年5月31日。

本地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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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陳頌義建築師和嚴迅思建築師獲提名為發展局土

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精簡發展管制聯合委員

會常任代表和候補代表，任期自2020年1月1日
至2021年6月30日。

以下會員獲提名於2019/2020年度出任市區重建
局轄下香港建築物康復促進服務有限公司：

技術委員會專責小組1-標準文件：盧鎮威
建築師、唐以恆建築師

技術委員會專責小組2-作業備考和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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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恆建築師

陳頌義建築師獲提名出任建造業議會建造安全

專責委員會常任代表，張雪輝建築師、徐柏松

建築師和葉嘉偉建築師則獲提名為候補代表。

陳沐文建築師、譚國治建築師和梁傑文建築師

獲提名，予發展局考慮任命為建造業議會理事

會成員，如獲任命，任期自2020年2月1日起。

2019年3月1日，在聯合學會論壇上，向發展局
提交有關《大嶼山明天願景》顧問研究範圍的

意見。

2019年3月21日，向屋宇署顧問提交有關「以
總樓面面積寬免促進優質及可持續建築環的境

機制檢討」的意見。

2019年4月2日，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
有關《大嶼山明天願景》的意見。

2019年4月2日，向建築環保評估協會提交對
《建築環保評估系統2.0 (測試版 )》的意見。

2020年7月23日，向運輸署顧問提交有關「商
用車輛泊車顧問研究—可行性研究—香港規劃
標準與準則第一階段諮詢」的意見。

2020年7月24日，向海濱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
「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西園景天臺擬議設計」

的意見。

土木工程拓展署進行有關城市地下空間開發試

驗研究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本會於2020年8
月21日提交意見。

2020年8月21日，向建造業議會建築安全委員
會提交有關「工地安全角色和職責」的意見。

提出有關本地事務的觀點和意見

書面意見

就以下議題向政府及相關組織提交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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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2020年8月24日，就「在香港政府項目中使用
海綿城市設計概念和技術的顧問研究」向建築

署提交意見。

2019年10月14日，就《2019年施政報告》公
眾諮詢，向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提交意見。

2019年10月30日，向環境戶外燈光專責小組提
交有關「管理戶外燈光措施和發展的檢討報告」

提交意見。

2019年1月12日 —「新蒲崗商業區行人環境與交
通改善公眾論壇 — 可行性研究」公眾論壇

2019年1月30日和1月31日 —「以總樓面面積寬
免促進鼓勵營造優質及可持續建築環的境機制檢

討」公眾諮詢會

2019年2月23日 —「將九龍東發展為智慧城市區
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公眾論壇及技術展示會。

2019年2月25日，與市區重建局就改善消防安全
的兩階段設計方法舉行會議。

2019年3月5日 —「東區走廊下之行人板道第三
階段社區參與調查」焦點小組會議

2019年4月9日，與建築環保評估協會及其顧問
舉行會議，討論創新和增值對評估工具的的重

要，以及有關就綠建環評新建建築2.0版對評估
項目建議進行的實地審核

2019年5月22日，與運輸署及其顧問會面，商討
有關「商用車輛泊車的研究 —可行性研究 —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一階段諮詢」

2020年6月5日 —「城市地下空間開發試驗研究
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的焦點小組會議

2020年7月2日，與建築業議會就香港建築業主
要持份者的安全角色和責任舉行會議

2020年7月11日，與發展局海港辦事處就提升海
濱發展舉行會議

2020年7月29日至30日 —「綠建環評資料中心
開發」第一次持份者工作坊

2020年8月15日，與市區重建局就油旺區研究舉
行會議

2020年8月28日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長遠減
碳策略」公眾會議

2018年10月28日，就《2019年施政報告》與學
會會員舉行即時面書交流論壇

2019年11月2日— 2019年過渡性房屋專題研討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透過參與持份者參與和公眾諮詢

活動，表達對以下議題的意見：

持份者參與和公眾諮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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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專業進修活動和項目

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展覽

2019年3月至10月，共舉行了四個活動系列，分別是「與都神共遊」、「隨匠師共藝」、「伙同學共創」
及「和則師共劃」。

「共建活力築蹟」       保育歷史建築的公眾參與項目

發展局保育歷史建築基金資助

與都神共遊：在茂蘿街7號、藍屋和亞洲協
會香港中心舉辦4次導賞

與都神共遊：在虎豹樂圃舉辦工作坊及3次
導賞

2019年3月16日 2019年5月18日

2019年6月29日

2019年6月29日

2019年7月6日

2019年7月20日

2019年7月27日

2019年8月3日

2019年8月10日

2019年8月24日

2019年8月31日

2019年9月7日

2019年9月21日

2019年9月28日

2019年10月26日

2019年10月12日

2019年3月16日

2019年3月23日

2019年3月30日

2019年4月6日

2019年4月6日

2019年4月13日

2019年4月13日

2019年4月15日

2019年4月16日

2019年4月27日

2019年4月29日

2019年5月4日

2019年5月11日

日期 日期活動

開幕典禮 隨匠師共藝：灰塑花線工作坊

與都神共遊：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 (香港分校)

伙同學共創：巡演禮

與都神共遊：綠匯學苑

隨匠師共藝：譚公廟木樑修復及上彩工作坊

隨匠師共藝：虎豹樂圃洗水石米工作坊

與都神共遊：藝穗會

與都神共遊：雷生春堂

隨匠師共藝：磚牆復修工作坊

伙同學共創：啟動典禮

伙同學共創：九龍城築蹟行

伙同學共創：虎豹樂圃導賞

伙同學共創：香港醫學博物館導賞

隨匠師共藝：洗水石米工作坊

伙同學共創：雷生春堂導賞

與都神共遊：美荷樓

與都神共遊：元創方

隨匠師共藝：門神彩繪工作坊

活動

與都神共遊：香港醫學博物館

與都神共遊：香港新聞博覽館

隨匠師共藝：門神彩繪工作坊

與都神共遊：皇冠酒窖

和則師共劃：鯉魚門公園導賞

和則師共劃：鯉魚門公園設計坊

閉幕典禮

與都神共遊：饒宗頤文化館

活動詳細資訊和媒體報導，請參閱「共建活力築蹟」面書及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CoVitalizeOurHeritage/
           http://hkia-covitalize.hk/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2020年7月9日，香港建築師學會和環保建築專業議會 (PGBC)聯合舉辦「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持續專業
進修講座和工作坊

2019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香港建築師學會於香港國際環保博覽展展示學會2018-2019年獎「主題建
築獎 – 可持續發展建築」的入圍作品。 



『共建活力築蹟』由香港建築師學會主辦，是獲發

展局保育歷史建築基金資助，並由保育專員辦事處

促成為期8個月的公眾參予項目。項目在2019年舉

辦了超過40次活動，當中由建築師現場解釋超過20

個活化歷史建築項目的設計，並總共得到超過1000

名市民和學生參予其中。

項目透過這些活動，讓公眾了解到保育和活化歷史

建築是可以讓大家參予的行為。對於業界和社區，

我們希望能夠提高保育活化建築的知識、誘導年輕

力量，和加強活化建築營辦者及持份者與建築師之

間之合作。

項目包含4大系列活動。有由建築師親身介紹活化建

築項目的設計挑戰和旨在培訓導賞員的『與都神共

遊』；由建築師與工藝師傅共同帶領公眾親手體驗

傳統復修技藝的『隨匠師共藝』工作坊；而『伙同

學共創』就是在建築師和中學老師的指引下，由中

學生以戲劇、短片、藝術品、模型等創作去發揮他

們的創意思維；最後『和則師共劃』則由社區持份

者聯同建築師嘗試為歷史建築進行大膽的活化改造

設計。

作為創新模式的活動，『共建活力築蹟』之成功舉

辦是建基於每一所活化建築的持份者的支持，亦有

賴合作伙伴之配合，當中包括政府部門、專業界別、

工藝匠師、各間中學、社區團體及建築師的熱烈

參與。

25

共建活力築蹟

開幕典禮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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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匠師共藝

和則師共劃

伙同學共創

與都神共遊

閉幕典禮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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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事務部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2019年，鑒於持續推廣香港建築師的「建築師全過
程服務制」，內地事務部委員於下列場合與各方展

開了對話，以表達香港建築師學會希望加快推進該

項試點機制的進程；及闡明了青年建築師如何從中

獲益：

隨著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的頒布，內地事務部委員於下列場合積極探討個人

建築師及建築公司在大灣區註冊事宜，涵蓋專業資

格之互認：

成立「研究內地推行建築師全程負責制及兩地專業

資格互認工作小組」，旨在了解內地實施該機制的

現狀並將該機制推廣至廣東省。

在東莞舉辦的廣東省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會員

大會

在香港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研討會

在香港舉辦的前海深港合作投資研討會

在香港與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成員進行會談

在北京舉辦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

在香港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論壇」

在深圳舉辦的「2019粵港澳大灣區暨一帶一路
工程設計論壇」

粵港澳大灣區「品質與創新：南沙規劃30年」
研討會

發展局代表團到訪南沙並簽署合作協議

在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址與廣東省工程勘察設計行

業協會成員進行會談

與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及深

圳市前海開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成員進行會談

在上海與香港建築師學會內地事務部下轄華東聯

繫小組成員進行座談

建築師全過程服務制

與廣東省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成員進行會談

「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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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李國興建築師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香港建築師學會大灣區考察團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進行交流

2019粵港澳大灣區暨一帶一路工程設計論壇

香港建築師學會內地事務部下轄華東聯繫小組成員關於推進

「建築師全過程服務制」座談會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2019年5月24日至26日，經內地事務部組織，一個
由31名會員組成的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團首次到訪
大灣區 (深圳、廣州、佛山、肇慶)。除實地考察保
育項目和建造模塊化工廠外，更與廣東省城鄉規劃

設計研究院進行交流，討論大灣區的建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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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發展

與深圳市前海開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進行會談

2019前海香港青年建築設計競賽啟動禮

2019前海香港青年建築設計競賽實地考察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繼2018年香港建築師學會主辦的首屆前海香港青年
建築設計競賽後，舉辦第二屆競賽的呼聲愈高。有

見及此，為進一步推動深港合作，以及支持香港年

輕建築專業人才的發展，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管理局於2019年中旬舉辦了第二屆競賽。
是次競賽由謝偉銓議員辦事處協調，深圳市前海開

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委託，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部、科技部支持。香

港建築師學會聯同其他有關專業機構，大力推廣和

鼓勵會員及建築系學生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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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及大獎
活動網站: www.cadsa.com.hk
臉書活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iacadsa/?ref=bookmarks

榮譽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先生GBS, JP、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李國興建築師與籌委會及論壇演講者合影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第四屆兩岸四地建築設計論壇及大獎，由香港建築

師學會主辦，廣州市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深圳

市註冊建築師協會、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以及澳門建

築師協會協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為主要贊助機構，於2019年6月21日在香港JW萬
豪酒店順利舉行。是次論壇以「塑造・無形：兩岸
四地建築師與一帶一路及非洲建築」為主題。

是次論壇圓滿舉辦，共有280位嘉賓出席研討會，
近300位嘉賓出席頒獎晚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先生

作為榮譽嘉賓主持晚宴。

2019年參賽作品總數再創新高，其中177項作品來
自專業組別，另外98項作品來自學生組別，主題為
“塑造・無形人          與自然的超越”。

2019年6月22日至25日期間，還舉辦了一系列公眾
及學生活動。這些活動包括在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舉

行公開講座及工作坊、香港特色建築之旅、參觀珠

海學院及建築設計公司。

是次論壇巡迴展覽將於2020年6月23日至7月7日在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舉行，隨後將於2020年第三和第
四季度在兩岸四地城市及一帶一路城市舉行一系列

巡迴展覽。

大紫荊勳章、太平紳士

特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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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討“建築師應如何應對一帶一路各城市間的文化差異？”

Peter RICH建築師、專業組別評委、金獎獲得者 香港特色建築之旅       香港藝術館

頒獎晚宴

公開講座講者及參與學生合影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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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洛杉磯建築展(‘L.A. Exhibition’)
活動網站: www.islandpeninsula.com
臉書活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IA-LA-Exhibition-108960487135155/

榮譽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先生、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李國興建築師與支持機構、督導委員會、策展人合影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由香港建築師學會 (HKIA)主辦，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創意香港」(Create Hong Kong)作為主要贊
助機構的主題為「島與半島」洛杉磯建築展 (「 LA
展」)於2019年9月19日至10月2日在美國加利福尼
亞州洛杉磯聖塔莫尼卡大道206號西田世紀城購物
中心綠洲舉行。

2019年9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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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紳士作

為榮譽嘉賓為洛杉磯會場盛大開幕儀式剪綵。其他

主禮嘉賓包括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李國興建築師、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政府「創意香港」總監曾昭學

先生、 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彭耀佳博士、大紫荊勳
章、太平紳士、香港貿易發展委員會副執行主任劉

德強博士；美國建築師學會香港分會代表Eric Ho
先生；以及華懋集團首席運營官王弘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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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兩個小組討論：「洛杉磯與香港對比鮮明的建

築形態塑造」和「兩個城市下一個十年的變化」。

回應展將暫定於2020年1月在荃灣如心廣場舉行。

特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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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第五區市議員科瑞茲先生參觀展覽

“兩個城市的故事”專題討論會 由藝術家林欣傑先生創作的互動藝術作品《天際大提琴》

在希慎廣場公開表演

公開論壇

開幕禮合照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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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倫敦建築節
香港建築師學會“實則虛之—香港的界限”展覽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李國興建築師、籌委會和策展團隊與主禮嘉賓在2019年6月3日於倫敦舉行的開幕式上合影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由香港建築師學會主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

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支持的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
年倫敦建築節展覽 “實則虛之─香港的界限 ”於
2019年6月3日至28日在英國倫敦的建築中心 
(The Building Centre) 舉行。

香港建築師學會在倫敦建築節的首個展覽由主禮嘉

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處

長杜潔麗女士於2019年6月3日在倫敦展覽館主持
的開幕式揭開序幕。其他開幕式嘉賓包括香港建築

師學會會長李國興建築師、香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

陳翠兒建築師和展覽籌備委員會主席暨香港建築師

學會義務財務長許允恆建築師。超過150名嘉賓出
席了開幕式及展覽導賞團。

除展覽外，於6月3日開幕式之前還舉辦了一個研
討會，探討建築師在建立和擴展界限中的角色。由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李國興建築師主持，一眾來自

香港和倫敦不同領域的資深建築師與觀眾分享了他

們在業界的經驗。是次研討會吸引了超過100人參
與，並在最後進行了問答討論。

為期23天的展覽吸引了近7000名參觀者，通過一
系列展品、建築模型、平面展板及短片，讓參觀

者在近年香港的建築項目和城市景觀中體驗 “實則
虛之”的界限。

特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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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團隊介紹展覽主題

主禮嘉賓與其他嘉賓為展覽開幕式剪綵

開幕式結束後的嘉賓導賞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李國興建築師在展覽開幕式上致歡迎辭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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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
活動網站: http://uabbhk.org/
臉書活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uabbhk/

2019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主禮嘉賓與協辦機構、督導委員會、策展人、參展人合影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2019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由香港建築師學
會雙年展基金會主辦，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規

劃師學會和香港設計師協會協辦，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創意香港」為主要贊助機構，分別於

2019年12月19日至2020年3月15日期間在香港南
豐紗廠舉行；於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3月8日
期間在深圳福田站舉行。是次雙年展的主題為：

“2x2：想象創造”。

2019年12月19日在南豐紗廠舉辦的港深城市 \建築
雙城雙年展開幕典禮，超過250位嘉賓出席。開幕
嘉賓包括：深圳城市設計促進中心總監劉磊先生、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李國興建築師、香港建築師學

會雙年展基金會主席余烽立建築師、2019香港城
市 \建築雙年展督導委員會聯席主席林雲峰教授、

香港規劃師學會副會長Edward LO先生及香港設計
師協會會長葉小卡先生。

展覽超過150人參與活動。在展覽期間還舉辦了
一系列研討會、工作坊和觀光團。

特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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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策展人胡燦森先生帶領嘉賓導賞展覽

「Book B X 困境策畫」聯合舉辦的「城市 X 書店」
 工作坊於2020年1月18日舉行

「印象 X 荃灣」建築導賞於2019年11月2日舉行

2019香港城市\建築雙年展開幕典禮於2019年12月19日舉行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互動裝置「A Woven Matness」由參展單位
DEAWORKSHOP/Kraftangan Malaysia/C27所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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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簡介會

與參展人舉行首個工作會議

第十七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 香港展覽

義務秘書長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由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 (HKIABF)和香
港藝術發展局 (HKADC)聯合舉辦，與香港建築
師學會 (HKIA)合作，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創意香港」 (CreateHK)贊助，作為第十七屆
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 香港展覽「重新分配：

土地、人與環境」將於2020年8月27日至11月29
日在義大利威尼斯舉行。

香港展由首席策展人蔡宏興先生、聯合策展人

梅鉅川先生、聯合策展人李昭明先生、聯合策展

人洪靄琪女士、聯合策展人余家聲先生及聯合策

展人李浩賢先生舉辦。

除在威尼斯舉行香港展覽外，暫定於2021年在香
港舉行回應展。

特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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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港幣HK$

 22,438,867 

 (7,782,475)
 (1,960,677)

 (102,200)

 12,593,515 

 807,072 

 (6,732,122)
 (5,804,433)

 864,032 

 (134,010)

 (134,010)

 730,022

2018
港幣HK$

 23,72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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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71)

 13,464,391 

 56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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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9,415 

 2,254,812 

 2,254,812 

 4,594,227

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

成本

–活動成本

–演講及考試成本

–刊物成本

毛利

其他收入

減：
–僱用成本

–其他經營及行政支出

以後可能轉回收益表的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價值變動

年度盈餘

其他全面收益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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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港幣$

 29,603,783 

 

40,174,102 

 69,777,885 

 64,314,628 

 5,463,257 

 69,777,885

港幣$

  
121,451 

 29,48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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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61,925 

296,451 
 5,529,694 

 11,710,996 
 400,000 

 46,377,487 

2018
港幣$

  
155,146 

 21,246,342 

 21,40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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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81,423 

 45,431,258 

 
 66,832,746 

 280,751 
 5,663,704 

 11,693,046 
 350,000 

 45,563,455 

 63,550,956 

 3,281,790 

 66,832,746

香港建築師學會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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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賬目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由理事會通過。

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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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儲備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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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基金

港幣$

 11,679,626 
 
   - 

   - 

   - 

 13,420 

   - 

 13,420 
 

 11,693,04 

總計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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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償債基金

港幣$

 300,000 
 
   - 

   - 

 -   

   - 

 50,000 

 50,000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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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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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儲備變動表 (繼續)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年度淨盈餘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會員捐款

 

累積盈餘轉往償債基金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本基金

港幣$

 11,693,046 

   - 

   - 

 -   

 17,950 

   - 

 17,950 

 11,710,996 

總計

港幣$

 63,550,956 

 864,032 

 (134,010)

 730,022 

 33,650 

   - 

 763,672 

64,314,628 

累積盈餘

港幣$

 45,563,455 
 

 864,032 

   - 

 864,032 

   - 

 (50,000)

 814,032 

46,377,487 

償債基金

港幣$

 350,000 
 
   - 

   - 

 
-   

 
   -

 50,000 

 50,000 

 400,000 

重估儲備

港幣$

 5,663,704 

   - 

 (134,010)

 (134,010)

   - 

   - 

 (134,010)

 5,529,694 

一般儲備

港幣$

   157,082

   -

   - 

 
   -

 15,700 

   - 

 15,700 

296,451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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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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營活動

營運盈餘

調整項目

營運資金變動前營運現金流量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已收利息
–會員捐款

資產（增加）/ 減少 
–存貨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負債增加 / 減少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經營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購買其他財務設備之款項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

投資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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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2019
港幣$

 864,032 

 52,136 
 107,906 

 (448,374)
 33,650 

 609,350 

 (1,682)
 (264,693)

 (2,148,103)

 2,181,467 

 376,339 
 

 448,374 
 (8,370,000)

 (74,211)

 (7,995,837)
 

 (7,619,498)
 38,381,423 

 30,761,925 

 30,761,925 

財務報告

香港建築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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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煒彬

劉錦勝

李少穎

梁喜蓮 (當然委員)
李國興 (當然委員)
羅曉盈

吳錦勝

譚國治

鄧子義

黃政朗

黃國華

余烽立

 

李震鑾

李欣欣

吳躍

孫瑋琳

湯先澄

唐以恒

謝厚明

尹錦屏

楊光 (顧問)
葉國華

袁國章

麥兆光

孟耀永

潘家駿

成冠羣

岑錫培

唐以恒

蔡昱

王曉盈

黃智邦

胡子民

楊俊傑

余烽立

執業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執業事務部

陳傳智 (主席)
張廣揚 (副主席)
徐柏松 (副主席)
陳國權

陳翠兒

車季良

池偉雄

鄭仲良

張光穎

張雪輝

戚務誠

周嘉穎

楊燕玲

建築合約及調解糾紛事務委員會

林煒彬 (主席)
BURNS Nicholas Delisle (副主席及顧問)
馮宜萱 (副主席及顧問)
CAMPBELL John Reid
張穎敏

鍾潔坤

許紀欣

許瑞麟

高俊

梁思勵

梁德賢

建築訊息模型及資訊科技委員會

周嘉穎 (主席)
陳智強

陳祖聲

陳頌義

陳永佳

周寄欣

馮樹堅

KLOCEK Marcin Tadeusz
龔翊豪

林潁暉

梁德賢

李欣欣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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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惠敏

梁喜蓮 (當然委員)
梁德賢

李國興 (當然委員)
Prof. David Dernie
嚴迅思

鄧耀倫

唐以恒

王寶龍

楊紫萼

梁文華

潘裕偉

戴志華

王寶龍

余杏欣

李詩庭 
麥詠倫

韋栢利

王寶龍

胡燦森

葉思進

黎紹堅 (顧問)
李恆穎 (試卷八副主席)
倫潔芝 (試卷八主席)
蘇晴 (教育事務部主席)
譚錦業 (學術資格評估小組主席)
曾本治 (試卷七副主席)
黃政朗 (試卷三主席)
王寶龍 (試卷四主席)
黃華生 (試卷五主席)
余烽立 (試卷一主席)

教育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教育事務部

蘇晴 (主席)
陳頌義 (副主席)
陳澤斌

陳傳智

陳皓忠

陳沐文

陳丙驊

朱海山

Dr. Eric Schuldenfrei
衞翠芷

持續專業發展委員會

唐以恒 (主席)
楊燕玲 (副主席)
陳淑芬

許妙玲

梁振達

教育發展及評審委員會

蘇晴 (主席)
梁德賢

陳祖聲

陳頌義

陳皓忠

張廣揚

鄺心怡

專業測評委員會

嚴迅思 (主席)
歐陽明詩 (副主席及試卷七主席)
譚偉霖 (副主席及試卷六主席)
周冠棠 (試卷三副主席)
周蕙禮 (專業面試主席)
蔡琪穎 (試卷二主席)
朱學宏 (專業面試副主席)
方雪原 (試卷一副主席)
何定豐 (非本地建築專才計畫首席統籌人)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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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國樂 (顧問)
林余家慧

劉錦勝

劉文君

梁喜蓮 (當然委員)
梁德賢

李國興 (當然委員)
蘇晴

韋美華

傅秋梅 (副主席)

何勵琪 (副主席)

外務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外務事務部

何建威 (主席)
馬鍵郁 (副主席)
陳祖聲

張廣揚

張國麟

傅秋梅

何勵琪

韓曉峯

許允恒

高栢勤

亞洲建築師協會/英聯邦建築師協會委員會

張國麟 (主席)

國際建築師協會委員會

梁德賢 (主席)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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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昇陽

梁喜蓮 (當然委員)
梁雲飛

李國興 (當然委員)
雷耀榮

顏嘉倩

譚詠雯

鄧知蘅

杜善揚

朱海山 (聯主席)
鄧知蘅 (聯主席)

顏嘉倩 (聯主席)

杜善揚 (聯主席)

梁雲飛 (聯主席)

劉昇陽 (聯主席)

內務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內務事務部

雷冠源 (主席)
陳啟聰 (聯副主席)
盧鎮威 (聯副主席)
陳志輝

陳翠兒 (Office-bearers looking after BIA)
陳皓忠

鄭舜妮

傅秋梅

高栢勤

2018/19年年獎及2019年周年晚宴委員會

盧鎮威 (聯主席)
雷耀榮 (聯主席)

刊物出版委員會

陳皓忠 (聯主席)

社區關係拓展委員會

譚詠雯 (聯主席)

體育事務委員會

陳志輝 (聯主席)

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

鄭舜妮 (聯主席)
高栢勤 (聯主席)

音樂組

傅秋梅 (組長)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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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起

劉錦勝

梁喜蓮 (當然委員)
梁傑文

梁樂堯

梁以華

李國興 (當然委員)
盧鎮威

吳錦勝

蘇晴

唐以恒

岑延威

余烽立

余熾鏗

嚴迅思 (副主席)
黎裕良 (副主席)

周寄欣 (副主席)
程玉宇 (副主席)

何心怡 (副主席)

張凱科 (副主席)
張文政 (副主席)

本地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本地事務部

張雪輝 (主席)
陳頌義 (副主席)
歐陽治經

歐陽麗絲

馬鍵郁

陳澤斌

陳祖聲

周寄欣

陳沐文

張文政

蔡宏興

解端泰

葉嘉偉

關兆倫

關紹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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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蹟及文物保育委員會

梁以華 (主席)

規劃及地政委員會

陳祖聲 (主席)
陳思宗 (副主席)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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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喜蓮 (當然委員)
李國興 (當然委員)
林雲峰 (顧問)
盧鎮威

吳錦勝

潘家風

沈埃迪

施家殷

余烽立

林雲峰 (顧問)
盧鎮威

潘家風

施家殷

譚天放

丁劭恆

黃盈輝

彭以恒

潘家風

湯先澄

衞政邦

林展鵬

張一喆

內地事務部及轄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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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曾靜英

鄭仲良

戚務誠

何建威

郭榮臻

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工作小組委員會

戚務誠 (聯主席)
沈埃迪 (聯主席)
鄭仲良

張裕行

馮顯棠

何承澤

林煒彬

聯繫委員會

周月珠 (主席)
鄭佳茂

張裕行

李震鑾

特殊項目委員會

譚國治 (主席)
符展成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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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

全年境內建築大獎

主題建築獎–文物建築

香港賽馬會芝加哥大學教育綜合大樓 | 芝加哥大學袁天凡、慧敏校園

香港建築師學會

全年境內建築大獎

主題建築獎–文物建築

南豐紗廠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香港建築師學會
二零一八/一九年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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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

全年境外建築大獎

麥克坦 - 宿霧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

香港建築師學會

境內優異獎 - 綜合發展

主題建築獎–文物建築

大館 - 中區警署建築群活化計劃

香港建築師學會二零一八/一九年年獎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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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建築獎–建築學研究

澳門無障礙通用設計規範指引

主題建築獎–室內設計

築夢．社

香港建築師學會二零一八/一九年年獎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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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二零一八/一九年年獎

主題建築獎–共融設計

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

主題建築獎–可持續發展建築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柴灣校舍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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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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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始會員在1956年9月3日第2次公會就職會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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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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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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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印記

成立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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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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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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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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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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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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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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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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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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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印記



北京代表處
地址 : 中國北京海淀區三里河路13號 
中國建築文化中心北翼9001室
郵政編號 :100037
電話 : (86-10) 8808 3244 
傳真 : (86-10) 8808 2219 
電郵 : hkiabjo-sec@hkia.net

香港辦事處
地址 :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壹號19樓 
電話 : (852) 2511 6323 
傳真 : (852) 2519 6011 
電郵 : hkiasec@hki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