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合主辦單位聯合主辦單位聯合主辦單位聯合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 上海建築智能化專家委員會上海建築智能化專家委員會上海建築智能化專家委員會上海建築智能化專家委員會. 程大章教授程大章教授程大章教授程大章教授. 澳門物業管理設施協會澳門物業管理設施協會澳門物業管理設施協會澳門物業管理設施協會.         

揚子石化揚子石化揚子石化揚子石化 - 巴斯夫有限責任公司巴斯夫有限責任公司巴斯夫有限責任公司巴斯夫有限責任公司 . Association of Energy Engineers (USA) 

 

 

亞洲智能建築學會(AIIB), 香港能源工程師學會(HKAEE) 香港註冊通風系統承建商協會

(HKRVCA), 每年都舉辦一次與國內大學的交流會, 上述三會曾拜訪過, 重慶大學, 福州大

學, 今年獲得南京工業大學接待, 交流主題是 (節能 + 減排 + 綠建築) 2014經驗交流

會。敬希各會員抽空出席, 此活動不但可獲得主題所述的經驗交流外, 更能建立彼此各會

的誼情, 除上述三會外, 尚有上海建築智能化專家委員會程大章教授出席, 澳門物業管理

設施協會, 揚子石化 - 巴斯夫有限責任公司支持協辦, 是個多元化的聚會交流機會, 詳情

如下: 

活動舉辦日期:  2014年 9月 25日至 2014年 9月 28日(周四至周日) 

交流會日期 : 2014年 9月 26日 (周五) 
交流會時間 : 下午二時正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交流會地點 : 南京工業大學, 城市建設與安全工程學院 
     南京市中山北路 200號 
活動大綱   
出發日期 : 2014年 9月 25日(周四) 
集合時間 : 上午九時正 
集合地點 : 赤鱲角機場港龍航空公司(CHECK IN COUNTER) 
航班編號 : KA810 起飛時間 10:40 到達南京祿口機場 13:10 

 
1. 到達南京祿口機場, 乘旅遊巴往市區, 車程約 1小時, 入住 4或 5星級酒店單
人房. 休息片刻及晚上品嘗南京地道名菜. 

2. 9月 26日: 上午參觀民國時期的總統府, 午飯後出發往南京工業大學, 若有
時間可參觀校園, 下午二時交流會, 晚上宴請南京工業大學教授聯誼 

3. 9月 27日: 南京是明朝十個皇朝的首都, 籍此時間可參觀歷史遺跡及了解南
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 

4. 9月 28日: 上午自由活動, 購手信, 11時酒店集合出發往南京祿口機場, 乘
KA811回港, 起飛時間 14:10到達赤鱲角機場 16:40散隊. 

5. 全部旅費 HK$6,000.00(包括香港南京往返機票), HK$3,800.00 (自購往返機
票)(自購機票在南京祿口機場集合包括 b,c項) 
a. 香港 – 南京往返港龍機票 
b. 三晚 4至 5星級南京市內酒店 
c. 三天早餐, 四天午餐及三天晚餐 

6. 報名截止日期 2014年 8月 9日, 各會請向該會聯絡人報名. 
 
大會聯合主席: 陳家龍博士   義務秘書 陳德興 
二 O一四年七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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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日期 :  2014年 9月 25日至 2014年 9月 28日(周四至周日) 
大會聯合主席:  (HKAEE) 陳家龍博士, 南京工業大學龔延風教授 
大會聯合副主席: (AIIB) 鄧社堅先生, (HKAEE)周冠雄博士 , (HKRVCA)許華川先生 
活動領隊 :  (HKAEE) 余慶為先生 
活動司庫 :  (HKRVCA) 許華川先生 
舉行時間 :  2014年 9月 26日下午 2時 
舉行地點 :  南京工業大學  

城市建設與安全工程學院 
   南京市中山北路 2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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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LY SLIP 

To: AIIB (Joe Chan)  HKAEE (H.W. Yu)  HKRVCA (Alex Hui) 
By Fax at 2418 9988,   2807 4680,    2395 6933, 
joechan@mansioneng.com.hk,  hing-wai.yu@jec.com,  alexhui@raising.com.hk 
Tel: 9093 4594,    6293 5131,     9382 9949 
 

I would like to register for (節能 + 減排 + 綠建築) 2014經驗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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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yment by cheque HK$6,000.00(包括香港南京往返機票), HK$3,800.00 (自購往

返機票) 

Bank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equ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Important Note: no refund will be made once the booking has been confirmed.) 
Deadline for registration 9th August 2014 
Payment please send to your concerned coordinator 
* personal travel insurance is ex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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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流程 司儀: 陳德興 

 

時間 摘要 負責人 

2:00 – 2:05 司儀宣佈交流會開始 

介紹出席嘉賓及參會各人 

 

2:05 – 2:08 大學代表致歡迎辭 龔延風教授 

2:08 – 2:11 香港三會代表致啟動辭 陳家龍博士 

2:11 – 2:31 第一篇論文演講 (南京工業大學)  

2:31 – 2:51 第二篇論文演講 (HKAEE) 周冠雄博士 

2:51 – 3:10 第三篇論文演講 (揚子石化-巴斯夫有

限責任公司) 

 

3:10 – 3:25 互動時間 (Question & Answer) 陳德興先生 

3:25 – 3:40 休息時間  

3:40 – 4:00 第四篇論文演講 (HKRVCA) 許華川先生 

4:00 – 4:20 第五篇論文演講 (上海建築智能化專家

委員會) 

程大章教授 

4:20 – 4:40 第六篇論文演講 (MPF / AIIB) 卓重賢先生 

4:40 – 5:05 互動時間 (Question & Answer) 陳德興先生 

5:05– 5:15 致謝辭 鄧社堅先生 

6:00 聯歡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