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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連續二十五年舉辦兼備本
地、內地與國際專家參與的研討會，為本地同業提供了
更多學習及交流的機會，實是非常難得。香港測量師學
會建築測量組主席何鉅業測量師表示： 「二十五年來，
香港建築方式及城市面貌變化很大，多年來我們透過研
討會為業界及政府提供參考意見，達到貢獻社會的目
的。今屆研討會希望從宏觀的角度探討樓宇安全衞生及
健康城市環境建設等問題。現行香港建築物條例已沿用
超過半個世紀，隨社會的變遷，相關條例會否有改善
空間以提升樓宇安全及健康水平；另外，面對將來城市
發展，除了保障樓宇安全層面，相關條例在改善環境健
設的質素上，還可以扮演什麼角色等，都值得各界討
論，而我們希望這次研討會能帶來啟發性的思維。」

鼓勵業主承擔保養維修責任

據悉，建築物條例包括管制新、舊建築物，要求業主
肩負起保養維修責任，然而目前大部分樓宇的業權分
散，當遇上舊樓維修、重建時，或會因為回收業權問題
而引起糾紛。

何鉅業補充： 「香港超過三十年樓齡的樓宇約有一萬
八千幢，分布在九龍區的油麻地、尖沙咀、旺角、觀
塘、長沙灣；港島的中環、上環、灣仔、北角、筲箕灣
等地，預計二十年後，有些樓宇需要活化、部分大廈需
要拆卸，屆時便要面對相關問題。若要有效地建設健康

及安全的環境，並達至可持續發展的
目標，我們需要鼓勵業主承

擔日常維修保

養的責任，才可有效保持樓宇的價值，以及延續建築物
的壽命。同時透過優化現有建築物條例，協助樓宇更新
改造。」
這次研討會便邀請了來自澳洲的講者Geoff Mitchell

分享當地的建築條例，互相交流參考。何鉅業又說：
「香港樓宇密集，高樓大廈佔多數，是很特別的城市環
境，雖然難以將香港與鄰近地區保存及活化現有樓宇政
策的優劣作比較，但是外地政府對這個議題持有比較積
極關切的態度，以及他們注重社區空間人性化等原則，
均值得同業借鏡及有關當局參考。」

活化舊樓宇達環保建築效果

維修保養及活化改造舊樓工程也應加入環保建築的概
念及原則，建築測量組副主席龔瑞麟測量師認同環保是
各行業均須留意的課題。他表示： 「建築界對此亦有很
高意識。在建築時會選用環保物料，例如可適當選用竹
材取代木材、採用不含甲醛等對環境有害成分的建材。
在處理舊建築物工程方面，不但謹慎地選用建材，還盡
量以活化舊建築物為手段，務求達到理想的環保建築效
果。」
龔瑞麟再為活化舊建築物概念補充。他說： 「為舊建

築物加入活力，要充分考慮相關建築物的新用途，而且
要考慮如何能夠儲備充足的維修資金。當然還要考慮進
行相關改造工程時，以不破壞建築物外觀及主體布局為
原則。例如位處深水埗的古蹟雷生春交由一團體運作，
新增了空調、燈光等設備，但從外觀是不易察覺的，這
正是透過社區及商業參與而達到保育舊建築的成功例
子。」
在建築測量組內，很多名建築測量師已獲取了 「香港

綠建專才」 資格，表示這批專才已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
及能力，並在處理建築項目時，融入適合的環保考慮。
另一方面，龔瑞麟認為相對過去，現時建築業更留意工
業安全，政府很多部門都攜手監管建築工地職安健問
題，一旦發生意外，立即啟動既定機制要求承建商尋找
發生意外原因及提交改善措施。其中測量師與屋宇署、
政府部門等互相配合，能夠完善監管環境。

與內地學會互認工程師資格

除了關注本地樓宇建築和舊樓改造、樓宇安全勘察、
以及保養維修等議題外，本地建築測量師亦關心在內地
發展的機遇。建築測量組另一名副主席梁志添測量師透
露： 「本會已經與內地監理工程師學會互認資格，可以
在內地註冊成為監理工程師。深圳市政府在接近香港一
處地點設立 『前海開發區』 ，已經定為內地與香港合作
開發地區。近年深圳住房局、前海開發區管理局及深圳
建設監理協會都派專員到港訪問交流，向本會汲取意
見，考慮最佳的開發方式及如何與本港專業建築測量師
合作參與開發。」
就有關內地城市建設的經驗，這次研討會邀請了北京

交通大學的劉伊生教授講述內地情況。在內地建築業界
甚具聲望的劉教授，深受內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推崇，
長期從事工程項目管理、
建設監理等方面的理論研
究，在工程建設管理領域
享有很高聲譽。劉教授在
會議上將會提供不少實用
的資訊，豐富業界的思維。
梁志添及另外兩名建築

測量組代表皆表示： 「研
討會既有內地、亦有海外
專家分享意見，內容豐
富。建築測量組期望透過
研討會燃點各界視野，迸
出思維的亮光，帶出具前
瞻性的意見，即使未能立
刻歸納出完整的結論，但
是希望透過討論引起各界
對議題的關注，從而推動
香港建築業以致社會整體
的持續發展。而測量師同
業則可以透過研討會，思
考建築測量師在未來城市
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怎樣才是健康及安全的建築環境，現時尚未有
統一的標準，但是在香港建築專業人士及公眾多
年關注及討論下，漸漸為 「健康及安全建築環
境」 一詞整理出一個較為統一的理解及定義。香
港建築業在環境建設方面表現傑出，然而海外或
鄰近地區業界仍有很多做法及概念具啟發性。香
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藉着舉辦 「第二十五屆
建築測量研討會 」 ，以 「Built 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為主題，邀請各界分享意
見，探討如何構建更理想的工作與生活空間。

▲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主席何鉅業（左）及副主席龔瑞
麟皆認同活化舊建築物有助促進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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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香港專業聯盟主席梁振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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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部門來港交流，內地部門來港交流，
研究落實合作方案。研究落實合作方案。」」

▶本港將來約有萬多幢樓宇樓齡超過50
年，現時要考慮如何處理相關問題。

◀香港樓宇業
權分散，將來
重建要回收業
權存在隱憂。

◀香港樓宇密
集，成為特別
的建築生態。

▼研討會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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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黃比測量師表
示： 「現時的建築環境的確充滿驚喜
及挑戰。一方面，科技為業界在建築
技術上及建材選用上有更上乘及更豐
富的選擇，為人類提供更舒適的居住
及營商環境。另方面，天災及意外
的發生亦不斷作出提醒，我們
所身處的建築環境仍有很多改
善的空間。每年一度的香港
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研討
會，正為香港測量師與各界
就社會關注問題提供交流
的良機。本年度第二十五
屆研討會將集中探討建築
環境的健康與安全，結合
各地專業人士的分享及見
解，期望能為香港的未來發
展帶來新方向。」

會長的話會長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