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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介紹 

詳細內容如圖所示請自行參閱，或上官網查詢。 

奧雅納於1976年在香港成立東亞區總部，40多年來在港完成了一
系列重要專案，不僅為都市的天際線增添亮色，也參與建設了眾
多交通和公共設施。 
  
香港Arup-亞洲區總部，旗下員工約一千多人左右， 主要業務範
圍為中國大陸以及香港本地建案，另外工作內容也囊括統合歐美
與亞洲相關之業務。所經手項目，像是從主跨長逾一千米的昂船
洲大橋到環保節能的香港國際機場，從四通八達的港鐵網路到規
劃面向未來的九龍東智慧城區。 
  
香港公司部門主要分成四大項目，而各項目底下又依照項目專業
分成各個小團隊，其中又以 Building Services 以及 Consulting
部門為大宗。 



工作內容 

一.案件實務經驗值(各階段工作內容) 
二.大公司管理架構(成本管控與效率掌握) 
三.自動化設計(建模/分析/評估/優化/圖表/最佳化/時效掌握) 
四.業界工具掌握(設計/建模/分析/評估/優化/軟體溝通） 
五.體驗職場(工作倫理/休閒安排/相互交流/Match 自我興趣) 
六.偷招做論文 

Building Service /軟體訓練(Blue Beam; Rhino; Dynamo; Rev-it; Excel; Python; Matlab)  
空調系統/ 室內氣流規劃與計算/ 建築設備圖面判讀/  
參數化設計邏輯/ 最佳化方法/ 電聲系統設計/ 擴散系統設計 

一.醫院改建案投標 
二.啟德體育場(冷氣設備/自動化撰寫/皮層評估) 
三.英領事館改建案(環境評估/氣流規劃/空調系統設計) 
四.聯想電腦總部建案(後階段運籌/案件學習) 

案件養成 

打地基 

內容與學習 



工作內容 



使用軟體 

 畢竟是實務製作，所以在軟體的使用上還是以能跟施工單位直接溝通的軟體為優先考量，所以在公司內 Auto CAD(2D圖面) 還
是多少要會一點，而效率面公司通用的是 REVIT ， 不論是整個設計週期的管理還是最後的 2D 出圖都是一個利器，比較不一樣
的是公司正在推展的 Automation 關於程式語言的熟悉絕對會是未來的趨勢，公司內也有不少的工程案是利用 C#/ 
Grasshopper/ Dynamo … … 作為工具進行設計。 
 
 而關於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軟體熟悉，個人建議只要能節省製作時間，累積每次工作能量的都是好工具，只要注意最後的輸出
物件是能和其他基礎軟件好溝通的即可。 
 
使用軟體：Blue Beam; Rhino; Dynamo; Rev-it; Excel; Python; Matlab ; 
 visual studio 



生活狀況 

初日-忐忑 

今兒個世道正亂出國總多帶點擔心，參雜些忐忑，於是帶著
諸多層次的情緒，拖著行李箱把手，一步步的向前行。  往登
機閘的路上，不時望著四周精品與手中媽媽交付手中的月桂
粽子，不經想到是不是該買點伴手禮好拜碼頭... ...。 
 

到港日 

嗯，我到了，路上的精品沒一樣買得起，依舊帶著媽媽的粽子
跟少的可憐的積蓄前來，搭上了的士。 



生活狀況 

到了租屋處附近，發現周遭是個風化區，本想問個價錢卻發現都
是阿公店，只好作罷。繼續前行租屋處 
突然，被一個小姐姐叫住 
她說：看看我看看我，我就在這，你沒看到美麗的我嗎？  
我也在劇情發展下得知了一次要200港元。 

住宿周遭 

到了，與房東的初次見面，房東是個不道
地的香港人，第一次見面就遲到了整整三
個鐘頭。不過好險有地方能先放行李，也
幸運的親戚今天剛好來香港辦公，所幸他
請我和室友吃了個大餐，交流了在港的生
活須知才安心了一些。 

房東 



生活狀況 
在吃完飯後回到租屋，準備與不道地的房東簽約，故事說到著，嗯。 是時候該回憶一下這一切的荒謬開端了… 
 

消失的房東 
現此時已是出發前一天，刷完一排愛心準備下一步 
帶了房東給的資料，備著錢準備來到銀行匯款 
我：小姐你好我要辦跨國轉帳。 
行員：好的，麻煩幫我填一下表格... ... 先生你的匯款資訊不能用誒 ... ...。 
我 ：我問一下房東看看， 此刻即是房東消失的開始。 

三天內找房子 
我 ：誒，簽證出來了！ 天哪～加今天三天內要準備好出門誒，房子有辦法搞定嗎？ 
室友：不知道耶... 
學長 ：香港空屋率只有百分之二要碰碰運氣了。 

租金隨便喊 
我 ：我們只租兩個月，押金也要兩個月是什麼意思? 
室友：對啊總共要16萬台幣給他… 
我 ：我們這樣分一個人也要八萬誒，而且政府說好要給的補助經費到現在都還沒下來 
我沒這麼多錢啊怎麼辦？  算了算了我去借看看，處理多少算多少，就這間吧。 

簽證遲遲不下來 
我 ：誒，簽證現在沒消沒息，也超過當初說的辦理時間了，香港
也天天出狀況，機票都買了是去不去的成啊？ 
室友：不知道誒… 
我 ：上天保佑。 



生活狀況 

讓大家看看好不容易租到的房間 
的樣子 



生活狀況 

人資姊姊 

第一天到部門 
心想怎麼有這麼一個酷的地方，媽啊我的公司旁邊有溜冰場誒！ 
一進公司，除了驚訝還是驚訝，也太美了吧 
好期待之後要在這裡的工作 

我：請問一下Carrie 在嗎？ 
櫃檯：您騷等一下(港腔) 
Carrie：這個是公司的規範麻煩回去幫我詳讀一下，沒問題的話簽完名下次就可以交給我了。 
 
 
到家後 
OMG，這是什麼法律規章，全都英文天阿...(人在江湖走英文要夠猛) 
是的就這樣一天過去了看了一整天的規章，然後發現了加班費的計算比上班費少很多，又想到公司周邊
與住家周邊的物價不禁，再加上前一天被房東敲了一筆兩萬兩千港幣，口袋空空只有一根小香腸的我，
不禁開始發寒了起來。 



完成公司Briefing後緊接著就是心靈雞湯時間了 

生活狀況 

我：來到這邊的第一天就待不下去了怎麼辦? 白天也天下雨的廟街 
        四處排放的建築油煙廢熱，窄的不能再窄的房間， 
        令人發寒的薪水計算方式，一切都原價乘以四的物價…怎麼辦？ 
室友：咳咳咳 咳咳咳咳咳... … 
我：今天學長約見面誒，我們等等出門喔。 
室友：咳咳咳 咳咳咳咳咳... …。 
學長：歡迎來到香港啊，還習慣嗎？ 
我：嗯，好貴，好寒，好難呼吸。 
學長：等等帶你們去晃晃。 
我：好啊，謝謝學長。 

喝酒喝酒學長幫我們接風 

↑四處充斥著貴桑桑食物的廟街 

老人家都說出外靠朋友 
果然山窮水盡疑無路，又問學長要酒錢 
人生最快活不過是，人在外地還有學長請喝酒接風 
我想我這輩子都忘不了這一杯酒吧 
而往後一切的一切也都在這接風酒後溫順了起來 



Sofar Sounds @HK 

生活狀況 
戲曲中心-香港 彌敦道九號 



同事相處 
同事名字大全 

↑教學新來的intern 

 俗話說江湖再走，不會搓牌換牌怎麼當賭聖 

一、體能重建。 
二、找回自己壓抑已久的音樂魂 
三、拼了命地偷招，誓必從外太空偷到內子宮。 

到部當天小弟我立馬拿出真心與人相處，而相處過程中我發現同
事真的很善良也很願意與人交流，不過自己在背後也稍稍讀到了
這裡的工作狀態可能會小小辛苦，自己也要多努力才行。 
  
而向來辛苦慣了的小弟本人我，生存本能運算器也活躍了起來，
勢必要好好搭建生活 Loop 讓工作與生活能達到平衡，於是便為
自己立定了幾個大目標 

與同事交流不外乎真心以對，大家負責加班賣肝，而我負責成為
大家的大腳，把各區各地的故事及冒險印記帶到大家面前。 
此刻我便以提升同事工作品質為依歸，提供歡笑幸福即是我的首
要任務。 



一、體能重建 

同事相處 

一天一肌群，一週一座山，找回消失的骨骼肌。  活得比別人更像人是我的堅持！！ 
胸背腿肩手，鳳凰、獅子、飛鵝、香港逕、狗牙、自殺崖... ...。 

↓鳳凰山看日出 



同事相處 
二、壓抑已久的音樂魂：ARUP大樂隊 

與同事一起練團↑ 與同事一起去樂器行挑吉他↑ 

媽媽說學音樂的小孩不會變壞，所以江湖在走歌單要有 
所以我便加入了公司的樂隊，每週爽帶著公司的補助款繳交給香港
各地的練團室，活絡文化產業，替公司積陰德， 即使天天加班還是
要爽爽玩。 
  
由於我在音樂演奏以及勸衝推坑的知識能力淵博，於是我變開始經
營我的老本行(音樂工程)，上至勸Buy推坑，下至調教音場權衡音樂
性無一不做，以協助完成公司尾牙演出為依歸，與同事們共同成長
著。    

慢慢為自己 
在同儕中找到定位 



同事相處 
三、拼命的偷招：自動化模組化 並以時間質量為本偷招 
 

我女朋友說，未來結婚房/車/存款 要有 
於是身為績優股的我自然以金錢為本努力的彙整生錢技能。 
而判斷此能力的基準便是時間與質量... ... 
   
 要學的東西真的太多太多了，而如何去界定推展的程度以及在那裡作頓點， 
個人建議要好好的使用時間跟質量去歸納，去精煉每一筆你輸出的精力才能
暢通無阻，然後偷來的技能才能跟你最久所以好好培養您海綿般的吸收能力，
在有限的時間裡好好吸收其中的精隨，判斷這是機械式手法還是真正蓋世武
功的心法這能力要有。 剩下就靠案子養囉 ～ 



同事相處 
三、拼命的偷招：自動化模組化 並以時間質量為本偷招 
 

公司的分享會（Automation）主講者：Hilbert 
實習目總目標設定與學習機緣的開始 
如何保留每次件案子執行所耗費時間精力以供再利用 
沒有來過大公司不知道，一間好的公司就是要經營得像學校一樣，總充斥著 
各種講座與交流會，拓展視野備戰未來，每每往往來到公司的分享會便是又一 
次的自我提升，在這裡看到了公司為何強大，看到了何謂奮鬥當下並備戰未來。 
   
Hilbert， 一位我在 ARUP 實習生活中的貴人，我在他身上學到了香港人的 
刻苦耐勞，越挫越勇，聰明應對活潑應事 ...  
 
在自己的實習生活找到心靈嚮導是在美好不過的事了 
感謝上天之賜與我此般境遇，往後我必細細品味人生好好生活... ... 
 
大綱在你面前了，盡情偷招吧。 



同事相處 
歡送會 



2019/12/07 
一天來回香港，力挺同事表演 

同事相處 

Arup 亞洲區CEO 



給學弟妹的建議 

偶然的發現（Arup-university）：一個大秘寶 
 
偷招過程中不外乎是有一把絕世好劍，助你披荊斬棘。 
之所以公司強大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從不吝嗇於訓練與教化每位員工。 
在這裡我看到了比一般大學更妥善周全的教育系統，是的他們在公司裡面辦了自己的大學，一個囊刮全球 Arup 
 
智慧與經驗的教學體系，在這裏你可以學習任何你能想到的到的專業知識，還有這個專業需要使用的工具 
範圍更是遍佈全球，無論歐亞的資訊你都能獲得。 
  
不愧是保健強身必備良藥！ 
學習以外另一組神兵利器就是 Time Sheet 了，想跟我一樣成為績優股，勢必得成為時間的魔法師， 
這套Time Sheet 機制正式有如此功能，他能讓你知道你的能力到哪，更知道公司為你做了多少， 
而你又廢到了什麼程度，都這麼廢了，不但沒幫公司賺到錢，你還想要加薪嘖嘖。  



給學弟妹的建議 
香港社會運動 

↑大批人馬在公司樓下高唱 
    《願榮光歸香港》 

↑獅子山反送中訴求 
    人鍊 

↑衝鋒第一線 

除了工作外，體驗當地文化也是必須的，但是要小心喔！吸到催淚彈會辣三天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