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綠建築、智慧綠智能化建築學術交流會 

 

舉行日期： 2013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三日兩夜）（週五至週日） 

舉行時間： 2013 年 11 月 8 日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 

舉行地點： 福建省福州市大學園區，福州大學 

電氣工程與自動化學院 

福州市上街學院路 2 號 350108 

接待 副院長 繆希仁教授 

 

行程計劃：  

出發日期： 2013 年 11 月 8 日乘上午 8 時 50 分港龍航班往福州 

集合時間： 2013 年 11 月 8 日上午 7:30 在赤鱲角機場  

Terminal 1 港龍 Check in counter 

到達時間： 2013 年 11 月 8 日上午 10 時 20 分 （如航班不延誤） 

回程日期： 2013 年 11 月 10 日（週日）晚上 8 時乘港龍回赤鱲角機場，

到達約 9 時 30 分（如航班不延誤） 

 

行程流程： 

2013 年 11 月 8 日（第一天）（週五） 

7:30 香港赤鱲角機場 港龍 Check in counter 集合，辦理登機証 

8:50 登機，按不延誤應是 10:15 到達福州機場 

11:00 乘當地旅行社安排好的旅遊車到市區五一廣場阿波羅酒店（四星級

酒店）車程約 1 個小時 

12:00 到達酒店分派房間及放下行李 

12:45 酒店大堂集合，乘旅遊巴往旅行安排好的八菜二湯午膳 

1:45 乘車往福州大學 

2:30 研討會開始 

（福州大學及相關專家發表三篇論文，AIIB，HKAEE，HKRVCA

各發表一篇論文，每兩篇論文有一個 Q&A 環節） 

5:30 研討會結束 

6:00 三會聯合宴請福州大學及有關專家晚宴 

8:00 晚宴完畢，自由活動（福州有很多溫泉，如各團友想去溫泉點，請

於晚宴時間告知領隊） 

 



  

2013 年 11 月 9 日（第二天）（週六） 

6:15 叫醒及早餐 

7:00 酒店大堂集合上旅遊巴出發往以下景點 

 a) 永泰縣青雲山之巔（平均海拔 1000 米「雲頂旅遊區」） 

 b) 天池草場景區，由億萬年前火山噴發後而形成，直通地心

的泉眼，即億萬年前的火山遺跡 

 c) 午餐後，閒逛「QQ 山寨」和「QQ 蛋居」是一個重現粗狂

山寨文化的 QQ 山寨 

 d) 遊海西冰川大峽谷，走由一條鑲嵌在縣崖峭壁上全長 5.5 公

里的彷生棧道觀看「海西飛瀑群」及億萬年前冰川時期形

成的溪床，「冰川遺址－冰臼奇迹」 

 e) 參觀「野人山寨」 

 

6:00 乘旅遊巴回福州車程約 1 小時，沿途可看到霧鎖山谷的美景 

7:00 由福州大學及有關專家宴請三會出席者 

8:00 晚膳完畢，自由活動 

 

2013 年 11 月 10 日（第三天）（週日） 

7:00 叫醒及早餐 

8:00 酒店大堂集合辦理退房 

8:15 上旅遊巴（行李要放在車上）出發往福州大學安排的一個建好的智

能大廈參觀。繆希仁教授（副院長）及有關智能化專家會一同前往，

各團友如在參觀中有疑問可向他們請教 

12:00 午膳 

1:00 參觀福州至今還保存相當一部份自唐宋朝以來形成的坊巷「三坊七

巷街區」 

5:00 約好時間地點集合上旅遊巴往機場，車程約 1 小時及要辦理登機手

續 

8:00 航班回程香港赤鱲角機場 

9:30 赤鱲角機場行程結束 

 

大會主席  ：HKAEE 周冠雄博士 

大會副主席：AIIB 陳德興先生 

大會領隊  ：HKRVCA 徐慶先生 

義務司庫  ：HKRVCA 許華川先生 



 

舉辦日期 : 2013年 11月 8日(周五) 

舉行時間 : 下午 2時 30分 

舉行地點 : 福建省福州市大學園區 福州大學 

    電器工程與自動化學院 會議室 

    福州市上街學院路 2號 

 

會議流程 司儀: _______ 

 

時間 摘要 負責人 

2:30 – 2:35 司儀宣佈交流會開始 

介紹出席嘉賓及參會各人 

 

2:35 – 2:37 大學代表致歡迎辭  

2:37 – 2:39 香港三會代表致啟動辭  

2:39 – 3:02 第一篇論文演講 (福州大學)  

3:02 – 3:25 第二篇論文演講 (HKAEE)  

3:25 – 3:35 互動時間 (Question & Answer)  

3:35 – 3:58 第三篇論文演講 (福州大學)  

3:58 – 4:21 第四篇論文演講 (AIIB)  

4:21 – 4:31 互動時間 (Question & Answer)  

4:31 – 4:54 第五篇論文演講 (福州大學)  

4:54 – 5:17 第六篇論文演講 (HKRVCA)  

5:17 – 5:27 互動時間 (Question & Answer)  

5:27 – 5:30 致謝辭  

 

 

上海智能化專家委員會 福州建築業協會智能化工程 福州大學電器與自動化學院 

 



 

舉辦日期 : 2013年 11月 8日至 2013年 11月 10日 

大會聯合主席: (HKAEE) 周冠雄博士 , 福州大學繆希仁教授 

大會副主席 : (AIIB) 陳德興先生 

活動領隊 : (HKRVCA) 徐慶先生 

活動司庫 : (HKRVCA) 許華川先生 

小組組長 : (AIIB) 馬偉斌先生 

小組組長 : (HKAEE) 余建浩先生 

小組組長 : (HKRVCA) 施建中先生 

舉行時間 : 2013年 11月 8日下午 2時 30分 

舉行地點 : 福建省福州市大學園區 福州大學 

    電器工程與自動化學院 會議室 

    福州市上街學院路 2號 

-------------------------------------------------------------------------------------------------------- 

REPLY SLIP 

To: AIIB (Joe Chan)  HKAEE (Conson Yu)  HKRVCA (Alex Hui) 

By Fax at 2418 9988,   2890 2653,    2395 6933, 
joechan@mansioneng.com.hk,  consonkhyu@yahoo.com.hk,  alexhui@raising.com.hk 

Tel: 9093 4594,    9633 5254,     9382 9949 

 

I would like to register for 福州綠色建築, 智慧綠建築學術交流會 

 

NAME: (Prof/Dr/Mr/Mrs/Mis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rganiz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yment by cheque (HK$4,800.00) 

Bank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equ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Important Note: no refund will be made once the booking has been confirmed.) 

Dead line for registration 28
th

 Oct 2013 

Payment please send to your concerned coordinator 

 

上海智能化專家委員會 福州建築業協會智能化工程 福州大學電器與自動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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