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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輯

「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大 獎
2023 」是一個肯定工程專業人
士對香港發展的成就和貢獻而
設的獎項，涵蓋創意、工業及
基建工程三大範疇，於3月9日
舉行「 香港工程師學會大獎 」
頒獎典禮，邀得香港特別行政
區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擔任大會
榮譽嘉賓，表揚會員對學會以
至工程界在科學、工程及社會
上的貢獻。

香港工程師學會（學會）在推動香港及工

程界發展，一直不遺餘力，為了加深社會對

工程師工作的了解，特設學會大獎並為此舉

行頒獎典禮，學會會長卜國明工程師欣喜今

年有不少優秀參賽作品，「 學會與時並進，

積極回應社會上的需要，今年的學會大獎得

獎作品對公共衛生、醫療、建築及香港交通

基建有莫大裨益，彰顯工程師對推動社會多

個領域發展的貢獻。 」

科技應對民生需求
「香港工程師學會大獎2023——創意」設兩

個分組，分別為分組I─發明，以及分組 II─創

新應用。分組I─發明大獎的獲獎作品：「用

於污水監測的緊湊型採樣裝置」，該裝置尺寸

細小，可安裝於沙井內，更可實時記錄採樣過

程，對監察公共衛生情況和偵測傳染病傳播，

具有卓越成效。疫情期間該裝置被廣泛應用於

2019冠狀病毒病污水監測。

分組 II ─ 創新應用獲獎項目：「高強S690

鋼創新工程技術及應用」，通過使用機械人焊

接系統，優化焊接技術以保存高強鋼的優異機

械性能，並完成了一系列有系統的鋼材鋼構測

試，藉着高強鋼的卓越結構表現提高設計方法

效能。高強S690鋼可以承托高荷載，適合在

高層建築和大跨度橋樑的創新應用。

疫情期間，全球運輸系統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響，為了維持醫療物資的供應穩定，在工業組

獲獎作品：「3D列印技術在醫療上的應用」，

能夠於短時間在醫院內自行生產相關器材，維

持一定的服務，滿足更多病人的需要。

隨着社會持續發展，各類基建工程陸續上

馬，基建工程獲獎作品：「 港珠澳大橋香港

口岸 」，團隊克服工期及工地的各種限制，

以嶄新設計令旅檢大樓成為整個口岸的地

標，其中一個重點是區域性冷卻系統，能每

年節省350萬度電及2,500噸碳排放，為環保

和節能帶來顯著效益。

為了加深大眾對工程師的了解，學會於三

月期間舉辦「 香港工程師週2023 」，並透過

連串活動深入淺出介紹工程如何被應用，讓

大眾學習生活中各類型的有趣工程知識。

未來．一同創造
「 香港工程師週2023 」於3月3日至11日

期間舉行，目的是凝聚工程業界。開幕禮於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邀得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香港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王偉

明，立法會議員盧偉國博士、工程師，立法

會議員張欣宇工程師及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劉俊傑工程師擔任主禮嘉賓。陳茂

波於儀式上表示，在社會全速復常、迎來新

開始、進入新里程之際，香港工程師學會主

辦「 香港工程師週 」，向社會和市民大眾推

廣工程專業，以及香港的工程成就和機遇，

可謂正值其時。「 未來十年，香港有多項規

模龐大的基建，連同其他有利社會民生的工

程。在國家全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香港與大

灣區經濟更深度融合下，香港的工程專業將

會機遇處處、迎來更亮麗的未來。」

開幕禮上，學會公布了「 未來城市．一同

創造 」創新設計比賽的得獎結果，並由陳茂

波為一眾來自中學及大專組別的未來工程界

「 接班人 」頒發獎狀，鼓勵年輕人發揮創意

和想像力，共同建設香港的未來。

促進交流培育人才
香港工程師週2023以「 未來．一同創造

“Our Future．We Engineer ”」為主題，

學會率先在中環街市舉行以鼓勵年輕人投身

工程專業的「 香港工程師學會公眾展覽 」，

展示21種工程專業及工作內容，讓年輕觀眾

可探索自己屬於哪種工程師類型；其後於西

九文化區海濱草坪舉行「 香港工程師週嘉年

華 」，以「Σ (食住行)“ Our Living．We

Engineer ”」為主題，設有40個來自學會分

部及不同企業的攤位，涵蓋大型基建、飛機

工程及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工程應用

等，也有VR設備讓大眾體驗最新工程技

術，分享各類工程概念，與民同樂。為了促

進工程界的專業交流，學會於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 香港工程師學會國際會議 」，就

着環境、能源、物流、生活和基建等範疇作

分享。

香港工程師週2023活動花絮
網址：www.hkengineersw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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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程師週 與民同樂 說好工程故事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卜國明工程師表示，今年有
不少優秀參賽作品，為工程師的工作感到驕傲。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出席香港工程師週開幕禮，分享大灣區發展藍圖，機遇處處。

◀▼香港工程師週活
動多元化，包括於西
九文化區海濱草坪舉
行「 香港工程師週嘉
年華」。

▲會長卜國明工程師（右）及高級副會長李志康博
士、工程師皆希望透過活動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

◀▼會長卜國明
親自上陣，與
參加者一起跑
步及踏單車。

3月11日為「香港工程師週2023」閉幕禮及

壓軸活動「香港工程師學會單車及跑步籌款活

動」，由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工程師擔任

主禮嘉賓。學會會員及工程界專業人士以單車

及跑步形式，途經香港新地標「將軍澳跨灣大

橋」，將籌募得來的經費，培育下一代工程專

才，為工程業界以及香港未來的發展作出努力。

到此，為期九天的「香港工程師週2023」正式

圓滿閉幕，由籌備到落實，過程匯聚工程界的

心血和努力。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卜國明工程

師表示：「工程師週的各項活動呈現工程師及

工程專業與市民日常生活的連繫，亦是業界多

年來為社會默默貢獻的見證。是次工程師週響

應學會今年主題『以工程師為傲』，希望各會

員以身為專業工程師而自豪，並培育有抱負的

年輕人加入專業工程師行列，在未來承傳工程

行業，肩負推動香港城市發展的重要任務。」

學會衷心感謝業界和市民的積極支持和參

與。希望會員以身為專業工程師自豪外，更

攜手宣傳工程專業的多樣性，讓大眾全方位

認識工程師的工作及表揚工程師對建設香港

的貢獻。

地址：香港銅鑼灣記利佐治街1號
金百利9樓

電話：2895 4446
傳真：2577 7791
電郵：hkie-sec@hkie.org.hk www.hkie.org.hk

香港工程師學會資料

香港工程師學會大獎頒獎典禮香港工程師學會大獎頒獎典禮
肯定業界努力肯定業界努力 表揚非凡成就表揚非凡成就

▲「 香港工程師學會大獎
2023 」得到各界支持，嘉賓
與得獎者合照，場面熱鬧。

香港工程師學會大獎2023——創意
分組I─發明

大獎

張彤博士、工程師
徐浩光博士、工程師
徐仕基工程師

優異獎

張壽昌工程師

謝茂基工程師
張建偉工程師

分組II─創新應用

大獎

鍾國輝教授、工程師

優異獎

黃志威工程師
陳欽明工程師
蔡思敏工程師
葛明教授、工程師

陳志剛工程師
李成添工程師
白諫鳴工程師
張彤博士、工程師

優異獎 (青年會員組)

何嘉杰工程師

香港工程師學會大獎2023——工業
大獎

唐嘉信博士、工程師
陳卓銘工程師

優異獎

杜思源博士、工程師

彭啟輝先生
鄺嘉明先生

李德仁工程師
黃國治工程師
莊達騰工程師

周治平工程師

鄧進明博士、工程師

香港工程師學會大獎2023——基建工程
大獎

伍偉康工程師
盧國中工程師
麥偉隆工程師
李瑞焯工程師

優異獎

曾國柱博士、工程師
黃曉陽博士、工程師
陳惠芬工程師
郭偉程工程師

梁中立工程師
岑肇雄博士、工程師
闞軍工程師

獲獎作品

用於污水監測的緊湊型採樣裝置

AI改裝車輛識別系統

Novel extendable deep mixing rod for
low headroom (4-Stage Extendable
Rod System, ERS4)

獲獎作品

高強 S690鋼創新工程技術及應用

智能隧道質量檢測系統

應用工程及資訊科技進行全港污水監測

天眼追兇

獲獎作品

3D列印技術在醫療上的應用：從高風險
程序之培訓到尖端的臨床應用，包括腦
動脈瘤、顱骨成形術、機械人部分腎切
除術、血管插管和胸腔穿刺術

MVN仿自然生態淨水系统

數據驅動智能鐵路軌道維修

自動混凝土磚測試系統

廚餘再生俠

Llewellyn and Partners Company Limited

獲獎作品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金鐘站擴建：四綫轉乘的超級車站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單車跑步籌款活動 匯聚工程界守護社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身為「 香港工程協會 」，早於1947年

成立，隨着協會不斷發展。政府於1975年通過《香港工程

師學會條例》(第1105章)，正式賦予學會法定地位。學會以

團結不同專業界別的工程師，為會員謀求福利為宗旨。學會

亦負責擬定專業工程師訓練及資歷審核標準，並積極推廣專

業守則，對會員的操守有嚴格要求。

作為工程界的專業團體，學會致力向各界發放工程界的聲音，

並以自身專業參與不同的社會事務。學會經常提名會員出任各

政府部門及高等教育機構的諮詢委員會委員，並就有關工程專

業的政府諮詢文件提供專業建議。學會亦積極尋求與內地及海

外各個工程專業團體，簽署專業資格互認協議及合作協議，學

會亦是多個國際工程組織及聯盟的成員。

香港工程師學會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中）出席香港工程師學會
大獎頒獎典禮，與嘉賓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