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事項

➢ 所有「打卡點」中包括五個「神秘打卡點」，各跑手可根據「建造業/歷史特色」

的提示，尋找正確的「打卡點」打卡。

➢ 部分「打卡點」行人不能直接到達，例如 : 青馬大橋、汀九橋等，跑手可自行

選擇於附近能清楚拍攝「打卡點」位置的路線及安全位置拍照打卡。跑手亦可

參考大會提供的建議打卡位置。

打卡照片準則 : 

1. 清楚看到跑手模樣 (可配戴口罩、帽子、太陽眼鏡等)

2. 背景清楚看到列明的「打卡點」建築物外觀或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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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點」位置 - 港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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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港島 中西區

交易廣場 中環康樂廣場8號交易廣場 第17頁

山頂廣場 山頂山頂道118號 第18頁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中環炮台里1號 第19頁

中環街市活化項目 中環皇后大道中93號 第20頁

香港滙豐總行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1號 第21頁

神秘打卡點 1 - 第22頁

新紀元廣場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181及183號 第23頁

凌霄閣 山頂山頂道128號 第24頁

中環新海濱 中環龍和道 第25頁



「打卡點」位置 - 港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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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港島 灣仔區

利園一期 銅鑼灣希慎道33號 第26頁

利園三期 銅鑼灣希慎道10號 第27頁

英皇駿景酒店 灣仔皇后大道東373號 第28頁

金紫荊廣場 灣仔博覽道1號 第29頁

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

人工島西北面 第30頁

灣仔臨時海濱花園 灣仔博覽道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第31頁

中環廣場新翼 香港灣仔港灣道18號 第32頁



「打卡點」位置 - 港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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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港島

東區

綠在東區 筲箕灣愛信道30號 第33頁

銅鑼灣東岸公園 銅鑼灣屈臣道 第34頁

華廈邨 香港柴灣吉勝街2號 第35頁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柴灣校園)

柴灣盛泰道133號 第36頁

太古坊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9 號 第37頁

南區

美利樓 赤柱大街96號 第38頁

香港海洋公園 黃竹坑黃竹坑道180號 第39頁

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 香港仔漁光道95號 第40頁



「打卡點」位置 - 九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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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九龍 九龍城區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 九龍塘達康路18號 第41頁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創新樓 九龍漆咸道南 第42頁

牛棚藝術村 土瓜灣馬頭角道63號 第43頁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九龍城沐虹街11號 第44頁

樂善堂組裝合成社會房屋計劃－
宋皇臺道與土瓜灣道交界項目

土瓜灣道160號 第45頁

啟德郵輪碼頭 九龍啓德承豐道33號 第46頁

啟德消防局 香港九龍觀塘祥業街5號 第47頁

工業貿易大樓 啟德協調道3號 第48頁

香港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銀禧學院 香港九龍何文田忠孝街81號 第49頁



「打卡點」位置 - 九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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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九龍 油尖旺區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邵逸夫樓 西九龍海庭道19號 第50頁

神秘打卡點 2 - 第51頁

西九文化區 - 戲曲中心 西九龍柯士甸道西88號 第52頁

西九文化區 - 自由空間 西九龍博物館道18號 第53頁

西九文化區 - M+ 西九龍博物館道38號 第54頁

西九文化區 -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西九龍博物館道8號 第55頁

梳士巴利花園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第56頁

K11 MUSEA Donut Playhouse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 第57頁

618 上海街 上海街618號 第58頁



「打卡點」位置 - 九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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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九龍 觀塘區

安泰邨 安秀道安泰邨 第59頁

裕民坊 YM2 觀塘協和街33號 第60頁

啟德垃圾收集站 承啟道與沐安街交界 第61頁

「組裝合成」建築法資源中心 九龍灣常悅道8號 第62頁

海濱匯 觀塘海濱道77號 第63頁

神秘打卡點 3 - 第64頁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 九龍灣常悅道8號 第65頁



「打卡點」位置 - 九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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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九龍 觀塘區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九龍觀塘海濱道122號 第66頁

香港兒童醫院 香港九龍九龍灣承昌道1號 第67頁

8 Bay East / NEO 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123號 第68頁

香港建造學院 - 九龍灣院校 九龍灣大業街44號 第69頁



「打卡點」位置 - 九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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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九龍

深水埗區

西九龍政府合署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11號 第71頁

欽州街組合社會房屋項目 - 雅匯 欽州街西與通菜街交界 第72頁

神秘打卡點 4 - 第73頁

英華社區組合房屋－喜信 長沙灣英華街 第74頁

香港建造學院 - 通州街訓練場
九龍深水埗通州街

(通州街184號對開之西九龍走廊橋底)
第75頁

黃大仙區

志蓮淨苑 鑽石山志蓮道五號 第76頁

嗇色園黃大仙祠 竹園村二號 第77頁



「打卡點」位置 - 新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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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新界

元朗區

同心村過渡性房屋 元朗山貝路1號 第78頁

天水圍天秀路食環署天幕街市 天水圍天秀路 第79頁

元朗朗善邨 新界元朗凹頭友善街11-12號 第80頁

天水圍醫院 新界天水圍天壇街11號 第81頁

香港建造學院 - 天月路訓練場 新界天水圍天月路 第82頁

北區

水知園 天水圍天柏路20號 第83頁

香港建造學院 - 上水院校 上水鳳南路1號 第84頁



「打卡點」位置 - 新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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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新界

大埔區

大埔白石角科學園創新斗室 大埔白石角創新路1號 第85頁

香港回歸紀念塔 大埔海濱公園內 第86頁

神秘打卡點 5 - 第87頁

屯門區

T·PARK 源·區 屯門稔灣路25號 第88頁

香港建造學院 - 兆麟街訓練場 屯門兆麟街(兆麟運動場對面) 第89頁

香港建造學院 - 屯門訓練場 屯門屯義街16區 第90頁

香港建造學院 - 藍地訓練場 屯門藍地黃崗圍路8號 第91頁



「打卡點」位置 - 新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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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新界 沙田區

香港科學園 - 高錕會議中心 (金蛋) 白石角科技大道西8號 第92頁

車公廟體育館 沙田沙田頭路10號 第93頁

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工程 - 社區
聯絡中心

沙田馬鞍山梅子林路 第94頁

顯徑站 大圍車公廟路 第95頁

香港回歸紀念亭 麥理浩徑5段 第96頁

恒生管理學院何善衡教學大樓 香港新界沙田小瀝源廣善街 第97頁

綠在沙田 新界沙田石門安平街10號 第98頁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香港新界沙田澤祥街9號 第99頁



「打卡點」位置 - 新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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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新界

荃灣區

南豐紗廠 荃灣白田壩街45號 第100頁

西樓角花園 荃灣西樓角路 第101頁

汀九橋 - 第102頁

葵青區

運輸署車輛檢驗綜合大樓 青衣西草灣路18號 第103頁

香港建造學院 - 葵涌院校 葵涌葵合街7至11號 第104頁

香港建造學院 - 達美路訓練場 新界葵涌達美路 第105頁



「打卡點」位置 - 新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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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新界 西貢區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將軍澳景嶺路3號 第106頁

Global Switch Data Centre 將軍澳工業邨駿日街18號 第107頁

海下遊客中心 西貢市海下 第108頁

設計及建造西灣觀星設施 西貢西灣麥理浩徑2段 第109頁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將軍澳海灣 第110頁

將軍澳百勝角消防處紀律部隊宿舍 將軍澳百勝角百勝角路8號 第111頁

香港單車館 將軍澳寶康路105-107號 第112頁

將軍澳海濱公園 將軍澳唐俊街 第113頁



「打卡點」位置 - 新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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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打卡點」 地址 詳細資料

新界 離島區

天壇大佛 大嶼山昂坪 第114頁

港珠澳大橋 大嶼山東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第115頁

香港迪士尼樂園 大嶼山神奇道 第116頁

香港國際機場 赤鱲角翔天路1號 第117頁

青馬大橋 - 第118頁

東薈城名店倉(商場)/ 
東薈城一座(辦公大樓)

香港大嶼山東涌達東路20號 第119頁



建造業/歷史特色

1. 交易廣場
中環康樂廣場8號交易廣場

「十築十KOL」指定綠色建築，以
太陽能板、減廢回收、物資捐贈、
數碼化等策略，為改善氣候暖化出
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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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aps/rgXFax9icsbU7uLX8

https://goo.gl/maps/rgXFax9icsbU7uLX8


建造業/歷史特色

2. 山頂廣場
山頂山頂道118號

「十築十KOL」指定綠色建築，與
時並進的香港地標！除採用節能製
冷和節水裝置，建築天台亦換了環
保隔熱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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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aps/eo6pnnAXvyzexaPz7

https://goo.gl/maps/eo6pnnAXvyzexaPz7


建造業/歷史特色

3.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中環炮台里1號

法定古蹟，香港碩果僅存的新古典
風格建築。近年經綠色活化，保存
文物價值同時取得符合綠建環評暫
定金級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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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aps/ps2rsAW5vTRpXtp87

https://goo.gl/maps/ps2rsAW5vTRpXtp87


建造業/歷史特色

4. 中環街市活化項目
中環皇后大道中93號

利用BIM技術繪製建築圖則、測量
及整合設計、機電、管道設備和結
構工程細節，以現代科技實現保育
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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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aps/C3UbT8TVKmvSQ6tV9

https://goo.gl/maps/C3UbT8TVKmvSQ6tV9


建造業/歷史特色

5. 香港滙豐總行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1號

世上理念最先進、技術含量最高的
建築之一！廣泛採用預製組件，最
大特色是內部並無任何支撐結構，
可自由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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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aps/1intzH5sCdnLbYFWA

https://goo.gl/maps/1intzH5sCdnLbYFWA


建造業/歷史特色

6. 神秘打卡點 1

一級歷史建築，魯班的工藝精神，
盡顯在廟宇的精湛建築之上。

22



建造業/歷史特色

7. 新紀元廣場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181及183號

上環地標之一，由兩座大廈及中央
廣場組成；廣場設有大型歐陸式噴
泉，巧妙融合綠化休憩空間與高科
技光纖燈飾。

23
https://goo.gl/maps/FgN8TXRNAsb4PXHs9

https://goo.gl/maps/FgN8TXRNAsb4PXHs9


建造業/歷史特色

8. 凌霄閣
山頂山頂道128號

香港首屈一指的旅遊名勝，1993年
改建時由英國著名設計師Sir Terry 
Farrell操刀，獨特的後現代風外觀
令人一見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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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page/peak-tower-hong-kong-island?share

https://g.page/peak-tower-hong-kong-island?share


建造業/歷史特色

9. 中環新海濱
中環龍和道

城市設計的最佳範例，經規劃優化
後成為新地標、大型活動場地兼綠
色海濱休憩空間，摩天輪更是打卡
必影。

25
https://goo.gl/maps/wHaK58iUo7SAn3vZ9

https://goo.gl/maps/wHaK58iUo7SAn3vZ9


建造業/歷史特色

10. 利園一期
銅鑼灣希慎道33號

全港第十高大廈，雖建於1990年代，
但由能源使用到營運管理都極盡環
保，近年亦增設電動車充電站，與
時並進。

26
https://goo.gl/maps/FtTnGM8jPL8gvVaB8

https://goo.gl/maps/FtTnGM8jPL8gvVaB8


建造業/歷史特色

11. 利園三期
銅鑼灣希慎道10號

「十築十KOL」指定綠色建築，整
體綠化率達36.5%，吸引蝴蝶、增
加建築物的生物多樣性，改善社區
微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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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aps/1ym2SEbMuAAcXS319

https://goo.gl/maps/1ym2SEbMuAAcXS319


建造業/歷史特色

12. 英皇駿景酒店
灣仔皇后大道東373號

「十築十KOL」指定綠色建築，建
築時採用環保製冷及隔熱物料，並
回收拆卸及建築廢料，減少堆填區
負擔。

28
https://goo.gl/maps/UR68DvUzokCCVRyg9

https://goo.gl/maps/UR68DvUzokCCVRyg9


建造業/歷史特色

13. 金紫荊廣場
灣仔博覽道1號

香港回歸時灣仔會展擴建工程之一，
也是旅客必到打卡景點。廣場為公
眾地方，可寫意拍照及欣賞維港沿
岸美景。

29
https://goo.gl/maps/oy9WhcGUEL9NAhiU9

https://goo.gl/maps/oy9WhcGUEL9NAhiU9


建造業/歷史特色

14. 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人工島西北面

正面刻有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親題
碑名「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夜
間柱頂會亮起射燈，石環和四周亦
設有燈光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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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aps/j49cKpAWj6rjGNDY7

https://goo.gl/maps/j49cKpAWj6rjGNDY7


建造業/歷史特色

15. 灣仔臨時海濱花園
灣仔博覽道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長達7.4公里，橫跨9個地鐵站，途
經多個景點、地標和設施，去年開
放的灣仔段更是首個維港無欄杆梯
級式設計。

31
https://goo.gl/maps/jwyrjLCggqWjtxhu8

https://goo.gl/maps/jwyrjLCggqWjtxhu8


建造業/歷史特色

16. 中環廣場新翼
香港灣仔港灣道18號

重用現有建築結構以減建廢，並採
用低排放及區域建築材料。三層玻
璃幕牆可減少熱輻射，節省空間製
冷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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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aps/13kux8PPCssEiVwQ9

https://goo.gl/maps/13kux8PPCssEiVwQ9


建造業/歷史特色

17. 綠在東區
筲箕灣愛信道30號

「十築十KOL」指定綠色建築兼回
收環保站，以舊貨櫃改裝配合環保
物料建成，施工時採用減廢、減噪、
節水管理。

33
https://goo.gl/maps/x3yYP2R2akESxM2g8

https://goo.gl/maps/x3yYP2R2akESxM2g8


建造業/歷史特色

18. 銅鑼灣東岸公園
銅鑼灣屈臣道

場地除了有藝術裝置和遊樂設施，
更有首條公眾開放的維港防波堤，
讓你「走出」海濱，從新角度欣賞
維港美景。

34
https://goo.gl/maps/d247u3NFEcTX4Pwz7

https://goo.gl/maps/d247u3NFEcTX4Pwz7


建造業/歷史特色

19. 華廈邨
香港柴灣吉勝街2號

二級歷史建築物，改建時利用消防
工程學測試樓板，以保留逾七成大
廈結構。綠建環評新建建築1.2版最
終鉑金級。

35
https://goo.gl/maps/Qkj2AngUWLhzwNBi6

https://goo.gl/maps/Qkj2AngUWLhzwNBi6


建造業/歷史特色

20.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柴灣校園)
柴灣盛泰道133號

綠色校園試點，建造時採用區域建
料及可持續木材，並有省電節水等
環保設備。綠建環評新建建築1.2版
最終鉑金級。

36
https://goo.gl/maps/UNxJqFpyFAhoGtgTA

https://goo.gl/maps/UNxJqFpyFAhoGtgTA


建造業/歷史特色

21. 太古坊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9號

「十築十KOL」指定綠色建築，一
座地下至三樓建成通風走廊，紓緩
都市熱島效應；二座並有7萬平方尺
綠化園區。

37
https://goo.gl/maps/vqC3kpcAFWPoqbS3A

https://goo.gl/maps/vqC3kpcAFWPoqbS3A


建造業/歷史特色

22. 美利樓
赤柱大街96號

香港碩果僅存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物，
重建時由中環搬至赤柱，今天既是
博物館和食肆大樓，亦是赤柱必打
卡景點。

38
https://goo.gl/maps/viLR2YJtZaaoJy3r6

https://goo.gl/maps/viLR2YJtZaaoJy3r6


建造業/歷史特色

23. 海洋公園
黃竹坑黃竹坑道180號

獲獎教育主題公園，佔地達87萬平
方米，分山上、山下兩部分，以登
山纜車連接，無論建築還是營運都
屬世界級！

39
https://goo.gl/maps/Da2NWKoQw5nqVRuJ8

https://goo.gl/maps/Da2NWKoQw5nqVRuJ8


建造業/歷史特色

24. 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
香港仔漁光道95號

為建造業界提供獨立、可靠的工藝
測試服務，進行技能評核後，頒發
證明書以作為認可資格﹐提升技術
工人地位。

40
https://goo.gl/maps/MNjE1yMZn56XFyWb9

https://goo.gl/maps/MNjE1yMZn56XFyWb9


建造業/歷史特色

25.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
九龍塘達康路18號

41

獲選「世界十大最美麗大學建築」
之一，造型別具匠心，風格簡約大
膽、空間寬敞，凝聚成一個充滿活
力的學習空間。

https://goo.gl/maps/eVCAuGp9NvnkL7RF8

https://goo.gl/maps/eVCAuGp9NvnkL7RF8


建造業/歷史特色

26.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創新樓
九龍漆咸道南

42

建築巨擘Zaha Hadid之作，流線外
形顛覆傳統建築外觀，多種活動空
間啟迪創意，是建築和攝影迷必到
必影打卡點。

https://goo.gl/maps/Vkyq3v7h2WTsq8vt8

https://goo.gl/maps/Vkyq3v7h2WTsq8vt8


建造業/歷史特色

27. 牛棚藝術村
土瓜灣馬頭角道63號

43

藝術村所在地的前身是馬頭角牲畜
檢疫站，由屠宰中心活化成為本地
藝術集中地，鋪瓦尖頂的紅磚單層
平房建築是香港二級歷史建築。

https://goo.gl/maps/6EHNJTMB8yGHmB6F9

https://goo.gl/maps/6EHNJTMB8yGHmB6F9


建造業/歷史特色

28.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九龍城沐虹街11號

44

劃時代學校環保建築範例！糅合多
個環保元素，如垂直綠化、減少耗
電的竹樹屏風、遮陽裝置和落地玻
璃採光等。

https://goo.gl/maps/HHgGWkXjQDGDKtBk9

https://goo.gl/maps/HHgGWkXjQDGDKtBk9


建造業/歷史特色

29. 樂善堂組裝合成社會房屋計劃 -
宋皇臺道與土瓜灣道交界項目

土瓜灣道160號

45

以「組裝合成」建築法建成，施工
更有效率、更安全及更高質素，將
政府閒置土地打造成舒適安全的過
渡性社會房屋。

https://goo.gl/maps/66prnoTxosziP2DY7

https://goo.gl/maps/66prnoTxosziP2DY7


建造業/歷史特色

30. 啟德郵輪碼頭
九龍啓德承豐道33號

46

可供世界最大郵輪停泊的國際級碼
頭。以預製組件減少臨時構築，並
設全港最大公眾園景平台，既綠化
又減少熱島效應。

https://g.page/kaitakcruiseterminal?share

https://g.page/kaitakcruiseterminal?share


建造業/歷史特色

31. 啟德消防局
香港九龍觀塘祥業街5號

47

經重新規劃的公共藝術空間，重用
原址建築近八成結構，減少碳排放；
天台逾一半為高反射率物料，避免
熱島效應。

https://goo.gl/maps/3yDBBiUXGoJomE4t7

https://goo.gl/maps/3yDBBiUXGoJomE4t7


建造業/歷史特色

32. 工業貿易大樓
啟德協調道3號

48

除了外牆搶眼的「綠色綵帶」，還
採用了區域供冷系統、熱能交換設
備、升降機電力再生系統等建築佈
局及綠色科技。

https://goo.gl/maps/v7oXoq4LAgbZQJYJ7

https://goo.gl/maps/v7oXoq4LAgbZQJYJ7


建造業/歷史特色

33. 香港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銀禧學院
香港九龍何文田忠孝街81號

49

首座獲綠建環評1.1版最終鉑金級的
大學建築物。全港最大光伏建築一
體化玻璃幕牆，並有風車發電裝置
作教育展示。

https://goo.gl/maps/5eo2FY1wr3p4je1d8

https://goo.gl/maps/5eo2FY1wr3p4je1d8


建造業/歷史特色

34.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邵逸夫樓
西九龍海庭道19號

50

救1次血能救3個人，呼籲大家踴躍
參與「建造業捐血日」，為社區有
需要人士傳遞愛心。

https://goo.gl/maps/zb7MVayGrprHH9wu9

https://goo.gl/maps/zb7MVayGrprHH9wu9


建造業/歷史特色

35. 神秘打卡點 2

51

全球首座建築物採用雙層玻璃幕牆
建造，達至天然採光環境保護效果。



建造業/歷史特色

36. 西九文化區 - 戲曲中心
西九龍柯士甸道西88號

52

以「氣」為概念的外形和空間設計
不但時尚，更由建築到管理都極盡
環保，獲綠建環評新建建築1.2版最
終金級認證。

https://g.page/xiqucentre?share

https://g.page/xiqucentre?share


建造業/歷史特色

37. 西九文化區 - 自由空間
西九龍博物館道18號

53

位於公園中央的表演藝術空間，內
有全港最大黑盒劇場及音樂酒吧，
建築西側的一片式外牆更可變身電
影屏幕。

https://g.page/freespacewestkowloon?share

https://g.page/freespacewestkowloon?share


建造業/歷史特色

38. 西九文化區 - M+
西九龍博物館道38號

54

M+博物館的垂直塔樓幕牆，以14
萬片陶瓦設置成百葉結構，每行百
葉凹槽內嵌LED燈管，形成全球最
大螢幕之一。

https://goo.gl/maps/zP4RrgmmsCrDtRA88

https://goo.gl/maps/zP4RrgmmsCrDtRA88


建造業/歷史特色

39. 西九文化區 -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西九龍博物館道8號

55

由香港知名建築師嚴迅奇操刀設計，
建築外形儼如方形大鼎；分布不同
樓層的中庭，讓訪客休息時可多角
度欣賞美景。

https://goo.gl/maps/NmLMBZDFYvX4KeVR8

https://goo.gl/maps/NmLMBZDFYvX4KeVR8


建造業/歷史特色

40. 梳士巴利花園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56

經重新規劃的公共藝術空間，重用
原址建築近八成結構，減少碳排放；
天台逾一半為高反射率物料，避免
熱島效應。

https://goo.gl/maps/fNttv4dBKRkxsjsGA

https://goo.gl/maps/fNttv4dBKRkxsjsGA


建造業/歷史特色

41. K11 MUSEA Donut Playhouse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

57

全港首個室內多元智能學習空間，
嶄新橢圓形玻璃建築內有貫通三層
的巨型滑梯，綠建環評新建建築1.2
版暫定鉑金級。

https://goo.gl/maps/acxsMw9DnXW7wxuz5

https://goo.gl/maps/acxsMw9DnXW7wxuz5


建造業/歷史特色

42. 618 上海街
上海街618號

58

「十築十KOL」指定綠色建築，含
10幢二級歷史建築及4幢戰前樓宇，
設計及施工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演
繹綠建美學。

https://goo.gl/maps/vyHX5H2HUdQeWAWL8

https://goo.gl/maps/vyHX5H2HUdQeWAWL8


建造業/歷史特色

43.安泰邨
安秀道安泰邨

59

「十築十KOL」指定綠色建築，大
幅採用再造建料，並安裝太陽能設
備、零灌溉系統，是嶄新環保公屋
代表作。

https://goo.gl/maps/fxqXspJvCW9MKPoG6

https://goo.gl/maps/fxqXspJvCW9MKPoG6


建造業/歷史特色

44. 裕民坊 YM2 
觀塘協和街33號

60

「十築十KOL」指定綠色建築，自
規劃階段起已融入可持續理念，採
用智能樓宇管理系統及預製組件等
環保建造方案。

https://goo.gl/maps/cAe5qZBd2NwrhJN2A

https://goo.gl/maps/cAe5qZBd2NwrhJN2A


建造業/歷史特色

45. 啟德垃圾收集站
承啟道與沐安街交界

61

利用BIM技術及預製組件，精簡建
造過程；並採用「乾建築法」，縮
短施工時間及減少人手，提升整體
工地管理效率。

https://goo.gl/maps/R99NtoVHcDFkfWPB8

https://goo.gl/maps/R99NtoVHcDFkfWPB8


建造業/歷史特色

46. 「組裝合成」建築法資源中心
九龍灣常悅道8號

62

香港首個「組裝合成」建築兼資訊
平台。除展示本地「組裝合成」例
子，亦為業界提供相關專業資訊和
新知。

https://goo.gl/maps/kUJ7snZD3K6NDeJC9

https://goo.gl/maps/kUJ7snZD3K6NDeJC9


建造業/歷史特色

47. 海濱匯
觀塘海濱道77號

63

融入數十項可持續建築設計理念，
各樓層度身訂造不同的節能遮陽裝
置，還有一條約40公尺長「步行發
電」智慧地板緩跑徑。

https://goo.gl/maps/KuYMJeVu5zqvDSQy6

https://goo.gl/maps/KuYMJeVu5zqvDSQy6


建造業/歷史特色

48. 神秘打卡點 3

64

香港首座零碳建築，種植超過200種
樹木及植物，自然引入雀鳥及其他
生物形成多樣性生態公園。



建造業/歷史特色

49.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
九龍灣常悅道8號

65

綠色建築典範！以建築信息模擬、
「組裝合成」建築法及3D打印技術，
由規劃至運作及維修都實現了可持
續性。

https://goo.gl/maps/z9MswwhqAHcSBqs9A

https://goo.gl/maps/z9MswwhqAHcSBqs9A


建造業/歷史特色

50.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九龍觀塘海濱道122號

66

香港首座低碳臨時辦公室，以環保
的簡約建造法，從設計到竣工只花
了半年，並應用了多元綠色建築科
技和節能材料。

https://goo.gl/maps/FnepVM1emF57Ykxq7

https://goo.gl/maps/FnepVM1emF57Ykxq7


建造業/歷史特色

51. 香港兒童醫院
香港九龍九龍灣承昌道1號

67

設計和佈局兼顧環保與用者體驗，
以先進工具計算及減少眩光，同時
引入自然通風，打造舒適又節能的
環境。

https://goo.gl/maps/m9YakJaZguk6WnDMA

https://goo.gl/maps/m9YakJaZguk6WnDMA


建造業/歷史特色

52. 8 Bay East / NEO
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123號

68

新一代可持續甲級商廈，不但可縱
覽維景，建材、綠化面積、能源使
用等更力盡環保！綠建環評新建建
築1.2版最終鉑金級。

https://goo.gl/maps/zSGXiE4LwcNw7MqG8

https://goo.gl/maps/zSGXiE4LwcNw7MqG8


建造業/歷史特色

53. 香港建造學院 - 九龍灣院校
九龍灣大業街44號

69

本地建造業專才的搖籃，提供專業
文憑及持續進修課程、系統性培訓
和見習生計劃，為香港的未來發展
打好根基。

https://goo.gl/maps/o7WX8Jc3mufFQQAeA

https://goo.gl/maps/o7WX8Jc3mufFQQAeA


建造業/歷史特色

55. 西九龍政府合署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11號

71

嶄新建築技術的代表作！利用先進
的建築信息模擬技術、裝配式設計
和機電裝備合成法，提升效率且減
少環境污染。

https://goo.gl/maps/fpRyLR2aguabpwGj7

https://goo.gl/maps/fpRyLR2aguabpwGj7


建造業/歷史特色

56. 欽州街組合社會房屋項目 - 雅匯
欽州街西與通菜街交界

72

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在閒置
土地上建設過渡性社會房屋，為輪
候公屋及／或現時居住條件惡劣人
士改善生活。

https://goo.gl/maps/uzXDXQXpenrQXnD59

https://goo.gl/maps/uzXDXQXpenrQXnD59


建造業/歷史特色

57. 神秘打卡點 4

73

香港首個以組裝合成建築技術興建
的鋼結構社會房屋。



建造業/歷史特色

58. 英華社區組合房屋－喜信
長沙灣英華街

74

利用高效率的「組裝合成」建築法，
於空置土地上建造過渡性房屋及社
區空間，為有需要人士及家庭改善
生活環境。

https://goo.gl/maps/SZPEVLR1hjxLmvxZ7

https://goo.gl/maps/SZPEVLR1hjxLmvxZ7


建造業/歷史特色

59. 香港建造學院 - 通州街訓練場
九龍深水埗通州街(通州街184號對開之西九龍走廊橋底)

75

本地建造業專才的搖籃，提供專業
文憑及持續進修課程、系統性培訓
和見習生計劃，為香港的未來發展
打好根基。

https://goo.gl/maps/aug5cWtswniceeev7

https://goo.gl/maps/aug5cWtswniceeev7


建造業/歷史特色

60. 志蓮淨苑
鑽石山志蓮道五號

76

全港最大仿唐木構佛寺建築群，採
用榫卯和「批竹昂」斗拱支撐技術，
將中國傳統建築風格發揮得淋漓盡
致。

https://goo.gl/maps/Fa1kHT8M5eVoo7MK6

https://goo.gl/maps/Fa1kHT8M5eVoo7MK6


建造業/歷史特色

61. 嗇色園黃大仙祠
竹園村二號

77

香港最著名廟宇之一，香港一級歷
史建築，特色是按左龍右鳳、五行
屬性而建。終年香火鼎盛，善信及
遊客絡繹不絕。

https://goo.gl/maps/a6rppFqEzRqoaDtKA

https://goo.gl/maps/a6rppFqEzRqoaDtKA


建造業/歷史特色

62. 同心村過渡性房屋
元朗山貝路1號

78

採用高效率「組裝合成」建築法的
過渡性房屋及社區空間，幫助基層
及低收入家庭改善居住環境。

https://goo.gl/maps/aUQBDuEWymXTfcH79

https://goo.gl/maps/aUQBDuEWymXTfcH79


建造業/歷史特色

63. 天水圍天秀路食環署天幕街市
天水圍天秀路

79

同時採用「組裝合成」和「裝配式
設計」，預先在廠房製造街市攤檔
的組件，然後運往工地裝嵌，大大
縮減施工時間。

https://goo.gl/maps/Tw4fUfyUcbaRdmhKA

https://goo.gl/maps/Tw4fUfyUcbaRdmhKA


建造業/歷史特色

64. 元朗朗善邨
新界元朗凹頭友善街11-12號

80

利用模擬以確定室內及公共空間的
自然通風和採光；並進行環保施工，
例如使用可持續來源的木材及複合
木材產品。

https://goo.gl/maps/jr8iPA5KBG7CJy5P7

https://goo.gl/maps/jr8iPA5KBG7CJy5P7


建造業/歷史特色

65. 天水圍醫院
新界天水圍天壇街11號

81

採用可持續發展設計，如高效能玻
璃幕牆減少40%熱能吸收，同時引
入天然光，為使用者營造更自然舒
適環境。

https://goo.gl/maps/wPd7qAVxNJo4nCzF6

https://goo.gl/maps/wPd7qAVxNJo4nCzF6


建造業/歷史特色

66. 香港建造學院 - 天月路訓練場
新界天水圍天月路

82

本地建造業專才的搖籃，提供專業
文憑及持續進修課程、系統性培訓
和見習生計劃，為香港的未來發展
打好根基。

https://goo.gl/maps/nkJt1N51aV7G8Bbp9

https://goo.gl/maps/nkJt1N51aV7G8Bbp9


建造業/歷史特色

67. 水知園
天水圍天柏路20號

83

「十築十KOL」指定綠色建築，設
有節水教育展區和立體球幕影院。
全幢建築以翅式自然採光增加遮蔭，
節省空調。

https://goo.gl/maps/GaazErxCrWVTUURA9

https://goo.gl/maps/GaazErxCrWVTUURA9


建造業/歷史特色

68. 香港建造學院 - 上水院校
上水鳳南路1號

84

本地建造業專才的搖籃，提供專業
文憑及持續進修課程、系統性培訓
和見習生計劃，為香港的未來發展
打好根基。

https://goo.gl/maps/GGAmMyAtHnHopPPn7

https://goo.gl/maps/GGAmMyAtHnHopPPn7


建造業/歷史特色

69. 大埔白石角科學園創新斗室
大埔白石角創新路1號

85

以「組裝合成」建築法建成的住宅 x 
共享工作／生活空間，榮獲
2020/21世界建築節大獎(未來項目)
高度榮譽獎。

https://goo.gl/maps/9EtpfrbJaDW6cmR29

https://goo.gl/maps/9EtpfrbJaDW6cmR29


建造業/歷史特色

70. 香港回歸紀念塔
大埔海濱公園內

86

1997年與公園同時開放，塔位置乃
當年英國接管新界時英軍登陸之處。
塔高32.4米，登頂可遠眺公園及吐
露港美景。

https://goo.gl/maps/oimZiM7CZEQpTVzb8

https://goo.gl/maps/oimZiM7CZEQpTVzb8


建造業/歷史特色

71. 神秘打卡點 5

87

建造業開心跑2023實體跑會場



建造業/歷史特色

72. T·PARK 源·區
屯門稔灣路25號

88

香港首個自給自足污泥處理設施，
新建建築1.1版暫定鉑金級，集環保、
消閒、教育、自然生態和綠化園區
於一身。

https://goo.gl/maps/nwhY3q4RSF1TD5xu5

https://goo.gl/maps/nwhY3q4RSF1TD5xu5


建造業/歷史特色

73. 香港建造學院 - 兆麟街訓練場
屯門兆麟街(兆麟運動場對面)

89

本地建造業專才的搖籃，提供專業
文憑及持續進修課程、系統性培訓
和見習生計劃，為香港的未來發展
打好根基。

https://goo.gl/maps/tycH1JmcfkzEgBLj9

https://goo.gl/maps/tycH1JmcfkzEgBLj9


建造業/歷史特色

74. 香港建造學院 - 屯門訓練場
屯門屯義街16區

90

本地建造業專才的搖籃，提供專業
文憑及持續進修課程、系統性培訓
和見習生計劃，為香港的未來發展
打好根基。

https://goo.gl/maps/u6i1LyM74E3fesSB8

https://goo.gl/maps/u6i1LyM74E3fesSB8


建造業/歷史特色

75. 香港建造學院 - 藍地訓練場
屯門藍地黃崗圍路8號

91

本地建造業專才的搖籃，提供專業
文憑及持續進修課程、系統性培訓
和見習生計劃，為香港的未來發展
打好根基。

https://goo.gl/maps/nNyjtgpjeakf9LSh6

https://goo.gl/maps/nNyjtgpjeakf9LSh6


建造業/歷史特色

76. 香港科學園 - 高錕會議中心(金蛋)
白石角科技大道西8號

92

未來感十足的「金蛋」乃科學園標
誌性建築，真名叫「高錕國際會議
中心」，以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命名。

https://goo.gl/maps/TGyAhAan9NMgZbm3A

https://goo.gl/maps/TGyAhAan9NMgZbm3A


建造業/歷史特色

77. 車公廟體育館
沙田沙田頭路10號

93

嶄新的層層透明設計，將大自然融
入戶內空間；館內刻意不安裝空調，
改以開放式通道通風，環保慳電。

https://g.page/Cktsc?share

https://g.page/Cktsc?share


建造業/歷史特色

78. 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工程 - 社區聯絡中心
沙田馬鞍山梅子林路

94

採用BIM建築法、DfMA和MiMEP
技術，榮獲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
2021年度獎「Edmund Hambly
Medal」。

https://goo.gl/maps/UDE2psTZ2snq5aG2A

https://goo.gl/maps/UDE2psTZ2snq5aG2A


建造業/歷史特色

79. 顯徑站
大圍車公廟路

95

露天高架車站新標準！約5千平方米
綠化天台系統，回收雨水灌溉屋頂
植物；遮陽板亦用上百分之百循環
再造的木材。

https://goo.gl/maps/wRm62KxaMX2FuWC48

https://goo.gl/maps/wRm62KxaMX2FuWC48


建造業/歷史特色

80. 香港回歸紀念亭
麥理浩徑5段

96

為紀念回歸，漁農署於1997年改建
九龍坳一座避雨亭。回歸亭位於獅
子山山腰，可清晰俯瞰九龍半島的
怡人景致。

https://goo.gl/maps/Lr8WvBVuDs9djBzk7

https://goo.gl/maps/Lr8WvBVuDs9djBzk7


建造業/歷史特色

81. 恒生管理學院何善衡教學大樓
香港新界沙田小瀝源廣善街

97

以高效率建築技巧，減少建築能源
消耗；使用更低碳的本地及可再用
建材，並以建築物管理系統優化能
源操作。

https://goo.gl/maps/gfcfh6Kk7uferMn38

https://goo.gl/maps/gfcfh6Kk7uferMn38


建造業/歷史特色

82. 綠在沙田
新界沙田石門安平街10號

98

採用預製式構件及可再造物料如貨
櫃、竹及地磚，配合環保建築設計，
將自然通風、採光及遮陽最大化，
節約能源。

https://goo.gl/maps/tbMZZHUPnLYdtW3Y8

https://goo.gl/maps/tbMZZHUPnLYdtW3Y8


建造業/歷史特色

83.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香港新界沙田澤祥街9號

99

中大全資擁有的非牟利私營教學醫
院，建築上採用多種創新建造科技
及數碼管理系統。新建建築1.2版最
終鉑金級。

https://goo.gl/maps/EDW4gU86Z5q3vt8x8

https://goo.gl/maps/EDW4gU86Z5q3vt8x8


建造業/歷史特色

84. 南豐紗廠
荃灣白田壩街45號

100

「十築十KOL」指定綠色建築，文
青必到打卡點！屋頂農場、綠化景
觀及太陽能熱水系統，體現低碳生
活概念。

https://goo.gl/maps/9yQYszD4JUkYGBPR6

https://goo.gl/maps/9yQYszD4JUkYGBPR6


建造業/歷史特色

85. 西樓角花園
荃灣西樓角路

101

改建時增設植物網及草地，並加入
「升高」的平台花園和樓梯，以連
接通往地鐵站的行人天橋，方便街
坊前來休憩。

https://goo.gl/maps/WuVxnpyEtf8HphVL7

https://goo.gl/maps/WuVxnpyEtf8HphVL7


建造業/歷史特色

86. 汀九橋
建造業/歷史特色

102

三大單柱橋塔與扇形斜拉索是其標
誌！世界首條三塔式斜拉索橋，劃
時代設計令它成為專業攝影師與市
民必影建築。

建議打卡位

✓ 麗都灣泳灘

✓ 汀九灣泳灘

✓ 機場核心計劃展覽中心

✓ 青衣自然徑



建造業/歷史特色

87. 運輸署車輛檢驗綜合大樓
青衣西草灣路18號

103

應用多種創新科技如BIM及提升施
工效率的DfMA、MiMEP，配合屋
宇裝備系統節能設計，打造現代可
持續綠色建築。

https://goo.gl/maps/JtD7VJHQEy2aUfDA8

https://goo.gl/maps/JtD7VJHQEy2aUfDA8


建造業/歷史特色

88. 香港建造學院 - 葵涌院校
葵涌葵合街7至11號

104

本地建造業專才的搖籃，提供專業
文憑及持續進修課程、系統性培訓
和見習生計劃，為香港的未來發展
打好根基。

https://goo.gl/maps/j6TTjnLCbYqna1QK9

https://goo.gl/maps/j6TTjnLCbYqna1QK9


建造業/歷史特色

89. 香港建造學院 - 達美路訓練場
新界葵涌達美路

105

本地建造業專才的搖籃，提供專業
文憑及持續進修課程、系統性培訓
和見習生計劃，為香港的未來發展
打好根基。

https://goo.gl/maps/CeS2Pn91RX8Piq9w9

https://goo.gl/maps/CeS2Pn91RX8Piq9w9


建造業/歷史特色

90.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將軍澳景嶺路3號

106

架空玻璃箱連貫各場所，象徵創新
精神。由建造到管理均融入環保理
念，被評定為既有建築2.0版(綜合評
估計劃)最終金級。

https://goo.gl/maps/uAMdG7xR2n3XB6B36

https://goo.gl/maps/uAMdG7xR2n3XB6B36


建造業/歷史特色

91. Global Switch Data Centre
將軍澳工業邨駿日街18號

107

全港最大數據中心，建造時以BIM
配合DfMA，優化及驗證設計的結構，
調控運輸、吊運等不同工序，實現
建造數碼化。

https://g.page/globalswitch-hong-kong?share

https://g.page/globalswitch-hong-kong?share


建造業/歷史特色

92. 海下遊客中心
西貢市海下

108

以傳統村莊為靈感，各個空間、長
廊和庭院與地勢和環境融合無間，
並有太陽能發電板、雨水再用系統
等可持續設備。

https://goo.gl/maps/qCFcdYRxjRU3XUHg6

https://goo.gl/maps/qCFcdYRxjRU3XUHg6


建造業/歷史特色

93. 設計及建造西灣觀星設施
西貢西灣麥理浩徑2段

109

以「組裝合成」建築法興建，方便
在偏遠地點施工、運輸和維修；預
製組件更用上榫卯技術，令安裝不
受雨天影響。

https://goo.gl/maps/p9Rs6HVMDUSETmp17

https://goo.gl/maps/p9Rs6HVMDUSETmp17


建造業/歷史特色

94.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將軍澳海灣

110

因雙拱鋼橋重逾萬公噸，工程人員
採用「浮托法」配合潮汐進行安裝，
是香港首次以「浮托法」建造橋樑。

建議打卡位

✓ 將軍澳南海濱長廊

✓ 將軍澳海濱公園

https://goo.gl/maps/H8uYpHpMhtBtvnwz9

https://goo.gl/maps/H8uYpHpMhtBtvnwz9


建造業/歷史特色

95. 將軍澳百勝角消防處紀律部隊宿舍
將軍澳百勝角百勝角路8號

111

全港首個多層混凝土「組裝合成」
建築項目，包含5幢住宅樓宇及配套
設施。整項工程共有約3,800個預製
組件。

https://goo.gl/maps/dFm5fP4iHm5mDHZc7

https://goo.gl/maps/dFm5fP4iHm5mDHZc7


建造業/歷史特色

96. 香港單車館
將軍澳寶康路105-107號

112

香港首個符合國際自行車聯盟標準
的室內單車場館，館內有長250米木
製場地單車賽道及多元化康體配套
設施。

https://goo.gl/maps/N8ounj7zFXPyefAL6

https://goo.gl/maps/N8ounj7zFXPyefAL6


建造業/歷史特色

97. 將軍澳海濱公園
將軍澳唐俊街

113

公園設有單車徑、緩跑徑、休閒區、
綠化地帶和寵物公園，跨海橋(北橋) 
橋底更設有觀景台供觀景和釣魚。

https://goo.gl/maps/dUUjAX4zLUcinzqi9

https://goo.gl/maps/dUUjAX4zLUcinzqi9


建造業/歷史特色

98. 天壇大佛
大嶼山昂坪

114

全球第一高的戶外青銅座佛，天壇
大佛由207塊錫青銅銅片組成，連同
蓮花座及基座總高約34米，總重量
達250公噸。建造時的焊接工程均在
露天環境進行，過程克服了日曬強
風等挑戰。

https://goo.gl/maps/5YKXBKHVi4jdwBhs8

https://goo.gl/maps/5YKXBKHVi4jdwBhs8


建造業/歷史特色

99. 港珠澳大橋
大嶼山東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115

世界最長橋隊組合跨海通道，全長
55公里，浩大工程歷經9年，其中採
用了預製組件、整體安裝等多種現
代技術。

建議打卡位

✓ 東澳古道

✓ 大澳

✓ 南環路悠閒徑

https://goo.gl/maps/J35DWNQHeQ3v88qN7

https://goo.gl/maps/J35DWNQHeQ3v88qN7


建造業/歷史特色

100. 香港迪士尼樂園
大嶼山神奇道

116

全球第五個迪士尼樂園，2005年開
幕，有七個主題區及三間酒店。特
設「迪士尼綫」直達，可於地鐵欣
澳站乘搭列車。

https://goo.gl/maps/aaZLD3PjCmJxgZje9

https://goo.gl/maps/aaZLD3PjCmJxgZje9


建造業/歷史特色

101. 香港國際機場
赤鱲角翔天路1號

117

1998年啟用，國際最知名民航機場
之一。機場仍在不斷拓展及智能化，
目標是成為世界地標級的「機場城
市」。

https://goo.gl/maps/FAiGrgxh67SoPWYE8

https://goo.gl/maps/FAiGrgxh67SoPWYE8


建造業/歷史特色

102. 青馬大橋
建造業/歷史特色

118

落成時是全球最長行車及鐵路雙用
吊橋，獲多個建築獎項，並設觀景
台。2008年奧運傳遞聖火地點，亦
為體育比賽場地。

建議打卡位

✓ 青嶼幹線訪客中心

✓ 機場核心計劃展覽中心

✓ 青衣自然徑

✓ 石環觀景台



建造業/歷史特色

103. 東薈城名店倉(商場)/東薈城一座(辦公大樓)
香港大嶼山東涌達東路20號

119

奉行節能、節水、綠色採購、廢物
管理、室內環境管理等環保政策，
獲既有建築2.0版（綜合評估計劃）
最終鉑金級。

https://goo.gl/maps/GG4pixr5rurAvsYn7

https://goo.gl/maps/GG4pixr5rurAvsYn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