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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KSTT 2016 國際會議暨展覽與第16 屆地下探測雷達國際會議 

(簡
稱

GPR會議
2016 年

6 月
13 –

 16
日 ) 同

期舉辦。所有
GPR會

議 

的與會者如同時參加 CHKSTT 2016 年
的國際會議，將會享有

CHKSTT

的會員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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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 

第 8 期 Z座 2 樓演講廳 

目標  

香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之一。大多數地下復修

和建設項目在高流量的城市環境進行。安裝，監控

和復修地下資產包括管道和電纜等都需要新技

術。非開挖方式管理地下資產不但可集成多種科技

解決方案，提高各種城市服務質數和性能，更可減

少對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影響。 

 

與會者在這次會議中將有機會從國際專家學習如

何監控和復修地下管道，排水管和污水管道的最新

技術。 

 

研討會 

『亞洲智慧城市非開挖技術國際會議暨展覽』是一

個國際論壇，討論非開挖技術的最新科技與發展。

除了發表科技論文，研討會亦會針對亞太區與世界

各地正在實施的大型計劃進行個案研究。研究會為

期兩日將在 2016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及 6 月 17 日

(星期五) 舉行。除了以上兩天的會議和展覽外。還

設有會前工作坊在 6 月 15 日(星期三) 舉行。 

 

研討會主要議題 

可持續和環境效益的非開挖技術  

用於水和廢水基礎設施修復 

公共地下設施管理 

實用程式資產管理 

狀況調查與洩漏檢測 

非破壞性測試和測量 

案例研究 

資歷標準和非開挖技術規程 

 

會前工作坊議題 

主題：怎樣利用全方位資產剖析策略開展智能網絡 

資產管理開展 

資產關鍵性分析 

資產完整性分析 

綜合分析及智能介入項目 

未來的挑戰 

 

主講嘉賓     

(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列)    

Mr. Derek CHOI, Chairm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renchless Technology  

Mr. Ross FISHER, Water Strategy Technical Leader, 
Scottish Water 

Ir. Michael FONG Hok-Shing, Assistant Director/ Projects
and Development,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HKSAR 

Ir. LEUNG Wing- Lim, Assistant Director,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HKSAR  

 

官方認可 

亞洲智慧城市非開挖技術國際會議暨展覽是2016

一項受國際非開挖技術協會(ISTT) 正式認可的活動。

 

 

主要議題

 校園地圖

 

年 6 月 16 - 17 日   亞洲智慧城市非開挖技術國際會議暨展覽2016  

年 6 月 15 日       會前工作坊  2016

http://www.polyu.edu.hk/fmo/eMap/map.php


年 6 月 16 - 17 日    亞洲智慧城市非開挖技術國際會議暨展覽2016  

2016 年 6 月 15 日       會前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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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尊稱：(請    )  教授   博士  工程師    先生  女士 

 

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組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議將會提供出席證書 

*早鳥報名優惠由即日至 2016 年 4 月 30日 

#報名費用不包括 2016 年 6 月 日的會前工作坊。 同時出席會議及工作坊同業將享有 9 折優惠。 

+如同一論文多於一位講者/作者，此價目只適用於其中一位   

 

本人現付上本票/支票 港幣/美金________________ 抬頭請填上 CHKSTT (本票/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 

電匯 : 銀行名稱：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戶口號碼：447-244054-838 

銀行地址：香港, 九龍, 土瓜灣炮仗街 142 - 144A (土瓜灣分行)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妥後連同支票/電匯單副本寄回CHKSTT指定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郵政信箱 91499 號。 

Dr. Pinky Tso, CHKSTT 秘書長   電話 : 2368 1565  傳真 : 2369 5687  電郵 : CHKSTT@gmail.com 

 

類別  每人費用# 人數 單項總數(港幣) 費用包括項目 

CHKSTT 會員 

 

   價 - 半天 港幣 900    

 - 1 天 港幣 1,750   歡迎酒會  (6月 15 日) 

 - 2 天 

 

港幣 2,950 

 
  

歡迎酒會  (6 月 15 日) 
會議晚宴  (6 月 1 6 日) 

 

非 CHKSTT 會員 

 

 

   港幣 1,200    

 - 1 天 港幣 2,350     歡迎酒會  (6月 日) 

 - 2 天 
早鳥優惠–2 天* 

港幣 3,950 
港幣 3,100 

  
  歡迎酒會  (6月 日) 

  會議晚宴  (6月 16 日) 

全日制學生   港幣 900    

作者/講者  

 - 1 天 港幣 1,150      歡迎酒會  (6月 日) 

 - 2 天 港幣 1,750   
  歡迎酒會  (6月 日) 

  會議晚宴  (6月 1 6 日) 

 

總數：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美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付港幣或美金 

兌換率：美金 1= 港幣7.7  

+

15

標準

   價標準

   價標準

   價標準

   價標準

   價標準

   價標準

- 半天標準   價

- 1 天 標準   價

15

15

15

15

網上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u8wVZtpIAR4YGCEndYTWFB7uNLnJW6ZoWsdyLLodNiU/viewform?usp=send_form


MORE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 Trenchless Asia For Smart City 2016, visit our web site http://www.chkstt.org

2016年 6月 16 - 17 日 亞洲智慧城市非開挖技術國際會議暨展覽2016 

2016年 6月 15 日     會前工作坊  

會前工作坊主題： 

《怎樣利用全方位資產剖析策略開展智能網絡》

 
日期：2016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 8 期 Z 座 2 樓演講廳舉行 

講者：Mr. Ross Fisher 蘇格蘭水務技術策略總監  

 
工作坊宗旨  

這個為期一天的工作坊將向與會者介紹資產

分析的原則、瞭解在不同的業務環境中發揮其

關鍵作用和優化資產績效的獨特策略 

 

費用 （包括小休茶點及午膳）  

港幣 2,900 (CHKSTT會員)   

港幣  3,200  (非會員) 
 
早鳥優惠  (2016年 4 月 30日前報名) 
港幣  2,650   (CHKSTT會員) 
港幣  2,950 (非會員) 
 

*會前工作坊費用並不包括 CHKSTT國際會議

的註冊費用。同時出席國際會議和會前工作坊

的與會者將享有 9 折優惠。
 

 

Mr. Tony Lau                  

523

 

會議組委會 

主席：    Mr. K. K. Yan  

副主席：  Mr. Wing Chan 

    Mr. Tony Lau                   

財務總監 : Mr. Lionel Ng 

秘書長：  Dr. Pinky Tso 

 

CHKSTT 成員   

(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列) 

Mr. Man-kin Chan, U-Tech Engineering Co. Ltd 

Mr. Derek Choi, Balama Prima Group 

Mr. Ray Fung, U -Tech Engineering Co. Ltd 

Mr. Herman Kwok, Jetrod Pipeline Consultant &  

   Engineering Limited 

Dr. Wallace Lai, Department of Land Surveying 

and Geo-Informatics,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s. Christine Yeung, Waterland Detection 

   Engineering Ltd 

  

其他資訊 

 

鳴謝 

如欲查詢更多有關   『亞洲智慧城市非開挖技術國

際會議暨展覽 2016』，請登入我們的網站

http://www.chkstt.org  

 

Mr. Tony Lau                  

 
 
 
（排名不分先後） 

http://www.chkstt.org


2016年 6月 16 - 17日  亞洲智慧城市非開挖技術國際會議暨展覽 

2016年 6月 15日     會前工作坊 

氣候 —  夏季 （六月至八月） 

香港擁有亞熱帶氣候，四季分明。日間溫度和濕度向上攀
升。晚間可以很清涼。平均溫度： 27 C -゚ 33 C ﾟ.您可以
在香港天文臺網站找到有關現時和季節性天氣的詳細的
資訊。當你在香港時還可以撥打 1878  200 並按 聽取最
新粵語資訊或按 ' 2 '聽取最新普通話資訊。 
 

貨幣 

香港的法定通用貨幣是港幣。港幣匯率與美元掛釣，採用
浮動匯率，大約 7.7 港幣兌換 1 美元。特別的是，港幣的
發行銀行有三家，三家銀行對各自發行的不同面額的港幣
均採用不同的設計和顏色。紙幣面額有 10 元、20 元, 、
50元、100 元、500元、和 1000元不等。硬幣面額有 10
分、20分、50分、1 元、2 元、5 元、和 10 元不等。八達
通卡在香港廣泛使用， 它是一種電子儲值卡，可以用來
比如搭乘地鐵、巴士。在超市、快餐店消費等等。您只要
將八達通卡放在讀卡器上，您的消費金額就會準確地被自
動扣除。擁有一張八達通卡可為您省去使用硬幣的煩惱。 
 

電力 

220伏特 /50 赫茲英式插頭 
 

健康與安全 

在香港海關入境時，電子感應器會自動測量您的體溫，如
果體溫過高，您會被要求進行快速健康檢查，香港有世界
一流的醫院，提供優良周到的服務。香港所有室內空間禁
止吸煙，比如餐廳、卡拉 OK 廳、商場和一些酒吧；部分
室外空間也禁止吸煙，比如公共海灘、游泳池。室外電梯
等；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時也嚴禁吸煙。香港有嚴格的環境
衛生法律，亂扔垃圾或隨地吐痰都會定額罰款港幣 1,500
元。在香港街頭，態度友好的巡邏警察隨處可見。如遇緊
急情況，您可以撥打999 聯絡警察、救護車、消防車及其
他緊急救助服務。 
 

入境 

所有入境香港的旅客需要持有謢照，謢照有效期應當超過
在香港預計停留期限 1 到6 個月(依國籍而定) ，詳情請諮
詢香港入境事務處。大多數國家的公民不需要簽證，可在
香港停留 7 天到 180 天，依國籍而定。關於簽證的詳情請
到入境事務處網站查詢。 
 
語言 
95% 以上的香港市民講當地語言廣東話，但是英語在
旅遊景點和商業界也廣泛使用，自 1997 年香港回歸以來，

中國的官方語言普通話在香港也越來越普及，大多
數香港人至少可以聽得懂簡單的普通話，英文和中文是香
港的官方語言。 
 

 
移動電話 

在香港大多數的世界移動通信系統，包括有 GSM900、 

PCS1800、 CDMA、 WCDMA 操作。在機場或市區內，
你可以租用本地 SIM 卡或手機。在香港可以很容易從主
要便利店購買預付行動電話和預付移動資料的 SIM 卡。 
 

人口 

超越 720萬 
 

電訊 

香港擁有高效先進的電訊系統。本地可免費撥打固定電話，
使用公共電話收費也只要每 4 分鐘 1 港元。酒店則通常會
收費。國際長途電話服務在香港的大多數酒店都有提供，
可致電全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您也可以在香港機場和市
區租用本地的移動電話。香港的國際長途電話區號是
+852。 
 

時區 

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東八區 
 

交通 

香港屬於緊湊型城市，擁有世界最高效便捷、安全舒適、
價格合理的公共交通系統，搭乘出租車、渡輪、巴士、鐵
路，您可以很方便的到達香港任何地方，領略沿途優美的
風光。方便起見，您可以使用八達通電子儲值卡，它適用
於大多數公共交通。 
 

機場交通 

香港國際機場有直達市區的火車、巴士、出租車和酒店穿
梭巴士，以及高速渡輪前往中國大陸。地鐵機場快綫只需
24 分鐘就可以帶您由機場到達香港島，是最快速的機場
交通工具，乘客可以在九龍和香港站免費搭乘巴士到一些
主要酒店。在機場到達大廳外出租車站您隨時可以搭乘出
租車。紅色出租車可以帶您到大嶼山(藍色出租車) 或者新
界(綠色出租車) 以外的所有地方。無論是由機場到達還是
離開、出租車都是一種方便的交通工具。出租車打表計費，
每架出租車內都有車費和額外收費的詳細信息。香港機場
共有 11 條綫路的機場巴士，這些 A 字頭的機場巴士可以
帶您到港島、九龍、新界和大嶼山的主要地點，沿途停靠
的站點比普通城巴少。出機場到達大廳向右轉，您就可以
找機場巴士和普通巴士。 
 
 
WI - FI

 
所有香港政府建築物均有提供免費

 
WI - FI 服務。如香港

機場、
 
地鐵站和電訊盈科

 
熱點。

 
 
 
資訊來源：www.discoverhongkong.com 
 

 

WI -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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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eng/index.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