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研究與開發」兩個範疇，「建築項目」
分香港項目以及內地或海外項目兩大類。每
項獎項可分為卓越大獎、卓越嘉許獎和入圍
獎。

消防工程卓越大獎評審準則
　　由於是次卓越大獎是首次舉辦，因此不
少人對評審準則不太了解，引致錯過參加比
賽機會。評審委員會是根據以下標準確定獲
獎者︰「建築項目」的評審準則著重消防安
全設計的創新及特色，跟建築及結構的整
合，對可持續發展及可管理性的考慮，以及
在美觀上的協調；而「研究與開發」則著重
相關研究與消防工程學的應用之關係，並需
要在創新，理論背景及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有
卓越的表現。屋宇署署長張天祥博士表示，所有入圍項目均符合各項評審準則，而有關水平亦相當高。希望
下一屆參賽者能以本屆作品作為參考，為消防工程設計出更多、更高質素的作品，以及研究與開發更多消防
工程的未知領域，共同創造安全、有創意的建築物。

參賽作品質素高
　　作為第一年舉辦此卓越大獎，在沒有任何參考的情況下，屋宇署署長解釋︰「評審過程非常嚴謹及全
面，入圍團隊代表需要會見評審委員會及接受提問。整體而言他們的專業及學術水平非常高，所得的評分亦
相當接近，評審委員需要在一些細節上進行深入比較，找出稍為佔優的表現，並且經過詳細的討論，才能確
定獲得卓越大獎的團隊。」
　　張天祥博士對所有作品都有深刻印象，因為質素都相當高，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有面積大、處理人流量
亦非常大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它面積十分大，因此不能按照作業守則般安裝消防閘，會影響其
建築設計和整體美觀。同時要加強抽煙系統，延遲煙層降至地面的時間，加長客人逃生時間，因此在消防工
程要花很多心思。另外有兩個由古蹟改建的建築物︰油街和中區警署建築群都令他十分難忘，因為兩者都是
舊式建築物，其消防安全設備已不合時。消防工程師要在不能改變外觀及結構情況下重新設計一系列的消防
安全設備，其創意性和難度都十分高。還有樓高599.1米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它人流最多的地方是位於頂樓
的觀景台，因此要想辦法在火災時以最快和安全的情況下把客人送回地面。至於「研究與開發」方面，黄鑫
炎博士的「火災中液體可燃物滴落點火的臨界條件」論文可說是突圍之作︰因為黃博士十分細心，留意到很
細微而又很常用的電線也會導致火勢蔓延，這令張博士認為日後的條例也可因應是次論文研究作調整，參考
價值十分高。

可持續結構及消防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隨着建築物的日新月異，消防工程學在未來會有更多創新的發展空間，因此培育人才也是相當重要。
香港理工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在今年開辦全港首個政府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以可持續結構工程和消
防工程作為培育學生的兩大核心，為市場未來對於註冊消防工程師的需求作好準備。學生透過課程可充分
認識這兩大核心領域的基本原理、分析技巧、設計方法及專業技術。修畢課程後，學生不僅應具備作為一
個工程師的專業知識及操守，而且應擁有管理能力和社會責任。學生將透過修讀一系列結構工程及消防工
程的核心科目，學習其基礎理論和實用知識。第三學年後的夏天，學生將獲得在本地、內地或海外的相關
行業的實習機會。而在第四學年，學生將集中修讀進階的科目，內容會更具體和深入。

消防工程師在每一項工程中都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憑專業知識、豐
富經驗及創意，為建築物設計一套合乎消防安全水平的消防設備。隨着

建築物的多樣性，消防工程設計守則也會改變。但守則總趕不上建築物款式的
變化，建築設計可能不完全滿足到守則的處方式消防安全設計要求。消防工程
師便要發揮創意，採用基於性能化的消防工程設計，以達到同等的消防安全水
平。為表揚消防工程師的傑出消防工程設計及科研結果，香港工程師學會消防
分部特意舉辦「消防工程卓越大獎」，同時希望引起大眾對消防工程關注。

消防工程配合創新樓宇設計
卓越大獎推動業界精益求精

香港項目名稱 消防工程師 業主 獎項

前中區警署建築群 奧雅納工程顧問 香港賽馬會 卓越大獎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 AECOM Asia Company Limited 路政署 卓越嘉許獎

油街12號 藝雅高國際有限公司 建築署 卓越嘉許獎

內地項目名稱 消防工程師 業主 獎項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 奧雅納工程顧問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建設發展有限公司 卓越大獎

研究與開發項目名稱 論文作者 獎項

火災中液體可燃物滴落點火的臨界條件 黄鑫炎博士 卓越大獎

獲獎項目

評審委員會名單
評審委員會主席 香港工程師學會消防分部主席 張金源工程師

評審員 屋宇署署長 張天祥博士

評審員 消防處助理處長 梁冠康工程師

評審員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 余錫萬工程師

評審員 香港城市大學教授 袁國傑工程師

評審員 香港大學教授 羅世煊工程師

■（左）作為香港工程師學會消防分部主席，張金源工程師同時是是次消防工程卓越大獎的評審委員會主席。
■（右）余錫萬工程師除了是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亦是是次消防工程卓越大獎的評審之一。

■評審委員會成員（左起）︰羅世煊工程師、張金源工程師、張天祥博士、余錫萬工程師、袁國傑工程師及梁冠康工程師與消
防工程卓越大獎籌委會主席鍾捷臻工程師的合照。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身為「香港工程協會」，於1947年成立，以推動香港工程的專業水平、為會員謀求福
利和提升資歷標準為宗旨，服務眾多專業界別及工程領域，並一直致力提升業界專業操守和積極鼓勵會員投
入公共事務，參與香港社會多方面的重要發展，包括基建、工業以至社會建設。余錫萬工程師表示，目前香
港工程師學會已設立21個專業界別（見附表）及19 個分部，以服務會員及社會各界。
　　而消防分部成立於2008年6月，是香港工程師學會內最年輕的分部。分部作為一個平台，匯集消防工程師
及相關持份者，分享他們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並致力推動消防工程學，配合最新的研究數據和最先進的
模擬技術，為建築物進行消防安全設計，保障使用人及公眾的安全。

創新的消防安全設計
　　張金源工程師表示，由於現時的建築物有很多新穎的設計，消防工程作業守則不能滿足其設計要求。有
鑑於此，屋宇署早於1998年3月已發布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表明「凡無法遵守有關守則的訂
明要求，尤其是設計特殊或大型及複雜的建築物或現有建築物的改動及加建工程，消防工程學提供了另一靈
活的選擇，其目的旨在令整體安全水平能達致相當於完全遵守相關守則的訂明要求下所能達到的水平。」；
希望業主讓消防工程師基於「量體裁衣」的原則採用更多性能化消防工程的新穎設計，就建築物的獨特設
計，評估火災風險，計算一旦發生火災時，能控制到煙火蔓延的情況，確保使用者能夠適時逃生。

第一屆消防工程卓越大獎
　　消防工程卓越大獎是今年開始舉辦，目的是向參與消防工程設計的專業人士和其他持份者灌輸消防工程

設計文化；表揚消防工程專業人
士、發展商、業主、消防工程項目
團隊和從事消防工程科研的學者；
致力提高消防工程卓越設計的水
平。此比賽希望吸引為建築物的使
用者，包括消防員建造備有卓越消
防安全環境的建築物的消防工程專
業人士、建築師、工程顧問、發展
商、業主、項目團隊以及科研人
員參與。而獎項分「建築項目」

■屋宇署署長張天祥博士亦是是次消防工程卓越大獎的評審之一。

香港工程師學會21個專業界別

航空界別 電機界別 資訊科技界別

生物醫學界別 電子界別 物流及運輸界別

建造界別 環境界別 製造及工業界別

屋宇裝備界別 能源界別 輪機及造船界別

化工界別 消防界別 材料界別

土木界別 燃氣界別 機械界別

控制、自動化及儀器儀表界別 岩土界別 結構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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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ammonconstruction.com

Gammon Construction is a leading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services group committed to finding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our customers. Headquartered in Hong Kong over 
60 years, we have built a distinguished reputation for delivering 
high quality and complex projects throughout Hong Kong,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 
building for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and living environment in a 
safe and sustainable manner.



火災時也能乘升降機﹖
　　在人們的認知中，火災時必定不能乘搭升降機，
因為火災容易引致斷電而被困於升降機內，給救援
工作帶來難度，影響及時疏散；而且升降機直通樓宇
各層，火場上煙氣湧入升降機內容易造成「煙囪效
應」，人在升降機內隨時會被濃煙毒氣熏嗆而窒息死
亡，因此升降機絕對不是火災逃生的選項。但面對樓
高599.1米的大廈，從頂樓跑至地面所花費的時間不
少，加上大廈內或會有長者及傷健人士，走樓梯逃生
至地面會有困難，消防工程師便要想辦法量身定制一
套有效而安全的逃生方案。
　　黃曉陽工程師表示，幾年前為樓高492米的上海
環球金融中心設計消防安全方案，當時採用了升降機
輔助疏散的策略，在大廈安裝特別設計的升降機以協
助疏散。借鑒此經驗，今次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同樣使
用升降機輔助疏散。這種升降機可防煙、防水、防
火，而且有足夠的後備電源應付火災可能會引致停電
的情況，還配備雙向的通訊系統，讓升降機內外的人
溝通，有助舒緩他們的緊張情緒。有別於一般的升降
機，這種特殊升降機於火災時才能使用，停靠到指定
的避火層，而且需要相關人士操作，因此平常是不能
乘搭的。

「瓶頸」逃生樓梯 反傳統設計
　　逃生樓梯由頂層至底層的數量，一般都會增加或
維持不變，以免造成「瓶頸」影響逃生。但項目今次
「反傳統」設計，到了最近的避火層後只剩三條。這
是因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頂層是觀景台，是全棟大
廈人口最密集的一層。而其他樓層人數相對較少，加
上已有9部升降機輔助疏散，經人員逃生模擬分析計算
後可減少一條逃生樓梯，以增加大廈的可用面積以及
美觀感。

消防安全管理手冊和應急疏散預案
　　在大樓投入使用前，奧雅納為營運管理團隊制定
了消防安全管理手冊和應急疏散預案，讓他們理解建
築消防安全目標，為應急小組安排適當的培訓，並對
基本消防安全系統進行必要的維護。例如遇上小型火

災或是可控火災，不用疏散全座大廈所有人的情況，
他們會採取「上二下一」策略，先疏散發生火災的樓
層、上兩層以及下一層。若火勢得以控制，其他樓層
就不用立即同時開始疏散；消防人員到場後若發現火
勢難以控制，可以指導逐步進行其他樓層疏散，直至
完成兩個避火層之間樓層的疏散。另外，管理團隊會
對員工進行培訓，包括火災發生時應對措施、輔助疏
散升降機的操作程序等。同時，管理團隊會安排相關
人士定期檢查升降機，以確保火災時能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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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前中區警署建築群消防設備
　　前中區警署建築群活化計劃是香港歷來最大型的
古蹟保育項目，包括保留和修復16幢歷史建築物，當
中更有部分建築擁有逾170年歷史。由於是古蹟，因此
不能隨意遷拆、改動。當中有不少地方不能按照現時
消防條例安裝消防設備，消防工程師便要以「第一原
理」考慮，從消防條例要求最基本的目的重新出發，
了解條例的根本要求和作用，設計一套適合建築物又
可滿足消防條例要求的消防設備。例如消防條例要求
興建防火分隔，但大館的設計上並不允許。考慮到防
火分隔的作用是防止火勢蔓延，消防工程師便以增設
噴淋系統的數量、加強噴淋系統的配置等方式令火種
更快被撲滅，以達到防止火勢蔓延的要求。

發揮創意 靈活應用消防工程
　　消防工程師在設計建築物的消防設備時，不單要
考量整體建築物用途，還要計算火災發生時火勢及濃
煙蔓延的情況，以及配合物業管理等等。例如大館的
警察總部大樓的樓梯寬度不合乎現今消防安全要求，
它比現時的樓梯窄小，經計算後發現這會加長人們逃生時間，從而增加危險性。同樣地，建築物的樓梯不能改
建，因此消防工程師便安裝煙氣探測器，提早一點探測到煙霧，讓人們早一點逃生，以彌補因樓梯窄小而影響
人們逃生時間的問題。
　　前域多利監獄的百年建築D倉，是昔日前中區警署建築群最古舊建築物之一，當中更使用了麻石拱門和青
磚弧形天花。弧形天花因弧形問題而未能安裝消防條例所要求的噴淋設備，消防工程師巧妙地在牆的半身安裝
噴淋設備，又加強其配置。不但沒有破壞其建築，而且能達到消防安全要求。現在建築物已搖身一變成了匡智
會的社企餐廳，客人可一覽當時設計的精緻、巧妙。

保護文物古蹟  
為前中區警署建築群重新設計消防設備

消防安全  
從設計到運營全程覆蓋

大館（即前中區警署建築群）是香港一個重要的文物古蹟。建築群內包括三項
法定古蹟—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監獄，它們於1995年9月8

日被列為法定古蹟。香港賽馬會與特區政府訂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保育及活化
前中區警署建築群。大館按照文物保育的最高規格，致力保留歷史建築原貌，為
館內的歷史建築群賦予新生命。大館內原本作為警署、法庭和監獄用途的建築，
現改變了當初的用途，成為多元化的文化藝術展覽和公共空間。而奧雅納工程顧
問的消防工程師運用創意，在翻新過程中為這些舊建築設計消防設備，盡量保留
舊建築之餘，同時確保消防設備能配合新用途，並符合現時消防條例要求。

奧雅納工程顧問除了榮獲香港建築項目的消防工程卓越大獎，內地/海外項目
的卓越大獎亦一手包辦，可見奧雅納在消防安全上的豐富經驗和實力。獲得

內地/海外建築項目消防工程卓越大獎的建築物是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它是華南地
區最高的摩天大樓，樓高599.1米，為深圳市一座標誌性建築。其主要功能包含
地下車庫、裙樓商場、塔樓辦公以及塔樓頂部觀光和餐廳等用途。由於其自身超
高高度，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在消防安全設計上具有很大挑戰，需採用先進的消防
安全工程學方法並輔助電腦軟件模擬分析計算，才能制定出安全、創新的消防安
全策略。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卓越大獎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卓越大獎

©Zhou Ruogu Architecture Photography©Zhou Ruogu Architecture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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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工程顧問（Arup）是一家全球性企業，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在34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89多
家分支機構，擁有逾14,000名規劃、設計、工程和諮詢專業人員，提供設計、工程等建築環境相關領域
的諮詢服務。

©Arup©Arup

©Arup©Arup

■■消防工程師為大館加設不少消防設備，如噴淋設備、煙氣探測器等。消防工程師為大館加設不少消防設備，如噴淋設備、煙氣探測器等。

■奧雅納為大館提供消防工程服務，葉潔瑩工程師是是次項目
其中一員。

■奧雅納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提供消防工程服務，黃曉陽工程
師是是次項目其中一員。

©Arup©Arup

■■前中區警署建築群—卓越大獎前中區警署建築群—卓越大獎

與不同持分者合作 設計最合適安全設備
　　在整個設計過程中，消防工程師還要與不同持分者保持緊密溝通，互相配合。消防設計還需要大館管理系
統配合，為管理人員設計指引，安排一定數量的員工在各幢建築物以協助人們於火災時逃生，並且設立中央消
防控制中心24小時監測建築物情況；管理人員亦需定期進行訓練，清楚了解不同的災情採取不同措施等。他們
也跟消防署協商，增設直線聯絡，一發生火災便直接通知消防局，以最短時間到達火災現場。

©Arup©Arup

■■電腦模擬人們遇上火災時如何逃生。電腦模擬人們遇上火災時如何逃生。■■電腦模擬火災發生時煙和火的蔓延情況。電腦模擬火災發生時煙和火的蔓延情況。

©Arup©Arup

■■奧雅納同時榮獲香港和內地建築項目的卓越大獎。奧雅納同時榮獲香港和內地建築項目的卓越大獎。

©Arup©Arup

卓越大獎
（內地項目）

卓越大獎
（香港項目）

©Arup©Arup



發泡膠（EPS foam）上，但是數十年來都沒有學
者仔細研究過這個問題，於是引發他在香港開展
此項新的研究。

獨立完成實驗與計算研究
　　由於黃博士研究此項目時剛來到理工大學做
助理教授，周遭的事物對他而言都是很陌生，需
要時間去適應。面對如此新穎的研究課題，有很
多新的現象和問題，需要逐個去解釋和攻克，但
因為他剛轉換了新的環境，沒有學生的協助，只
能獨自完成整個研究。在沒有任何支援下，他簡
化了整個實驗，盡可能減少實驗誤差，同時做了
大量的實驗、理論分析和數值模擬保證研究結論
的準確性，最終用了大約一年時間完成研究。
　　一般來說，火災現象非常複雜，很難精確控
制實驗，為了減少誤差需要做大量的重複實驗。
此項研究也不例外，例如為了測量液滴攜帶火焰
墜落的高度，每個工況都測試了超過500個液滴，
最後通過概率分析得到特徵值和實驗誤差。

有助預測火災的發展趨勢 
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黃博士表示很榮幸獲得消防工程卓越大獎，
他感到很意外，因為他才剛到香港不到兩年。他
希望此研究有助消防工程未來發展，減低火災發
生、蔓延，減少火災帶來的生命及財產損失。
　　研究的成果可以幫助提高建築的消防安全：
（１）將融化流淌產生滴落點火的危害納入到評價
塑膠的可燃性的標準中，規定建築使用更為安全
的建築材料；（２）指導設計新型的阻燃材料：研
究中確定的滴落點火的臨界尺寸可用來設計新的

材料，使其燃燒產生的液滴小於臨界點火尺寸，
就會有效減小滴落點火的危害。（３）除了優化塑
膠材料的評價標準，亦可幫助建立更好的防火規
範：重新規定幕牆保溫層和廣告牌材料選取與構
造設計，禁止使用可以融化和產生滴落火焰的幕
牆材料。一旦發生幕牆火災或者電纜火災，理解
了滴落點火的原理和作用，可以更好的預測火災
的發展趨勢，從而指導人員疏散、救援和滅火工
作，減低火災蔓延的機會與危害。

　　黃博士憶述他當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
分校做博士後時，曾與美國太空總署（NASA）合作
研究電纜和導線火災的特性。實驗中他發現火焰除了
會沿着導線表面蔓延，還會融化絕緣層，產生附帶火

焰的液滴；在重力的作用下，這些液滴會攜帶火焰滴
落，有機會點燃其他的可燃物，從而擴大火災的規
模。滴落點火是一個很重要的火災現象，除了電纜，
還極易發生在幕牆保溫材料，如聚乙烯塑膠（PE）和

要發現新的火災現象，就要有細微的觀察能力。人們研究建築火災時很少想到
火焰會將塑料融化，產生液滴帶着火焰墜落也可能是引起火勢蔓延的一個重

要原因，而黃鑫炎博士在一次實驗中發現液滴在墜落時會出現特殊的藍色火焰，從
而展開一連串的研究來探索滴落點火的危險性。他最終成功確定了火災中液體可燃
物滴落點火的臨界條件，部分成果發表在自然旗下的期刊Scientific Reports，為消
防工程研究獲得一大突破，得到消防工程卓越大獎也是實至名歸。

火災點火新發現
預防技術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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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鑫炎博士所研究的項目︰火災中液體可燃物滴落點火
的臨界條件，獲得此次消防工程卓越大獎。

卓越大獎
（研究與開發項目）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

卓越嘉許獎（香港項目）卓越嘉許獎（香港項目）

■油街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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