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張淯誠 

系 所：營建工程系營管組 

實習 學 期： 

108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交 換 國 家 / 公司： 

香港/Ove Arup & Partners 

實習公司語 言 ：英語 

實習 期 間： 

2019/09/02~2019/10/29 



 

 



 

內容： 

一、行前準備： 

Ove Arup & Partners 是一間總部設立在英國的國際工程顧問公司，其在全球各地也

都設有辦公據點，例如北京、東京及台北等，此次前去實習是位於香港的亞洲總部。 

由於此次實習內容規劃公司需支薪，所以從通過網路面試到確定獲得實習機會之後，

公司才會將個人資料提交至香港政府辦理工作簽證，此工作簽證大概需要 6~8週的

時間，所以前後包含網路面試到真正抵達香港約需 10週時間。 

另一方面，此次實習內容需要自行安排住宿，然而香港短租非常地難找，因此建議可

透過臉書的租屋社團查詢是否有合租的住宿機會，另外香港所使用的電壓與台灣不

同，建議可攜帶萬用變壓器以備不時之需。 

 

二、工作內容介紹： 

在正式上班之前，Arup會安排一小時左右的公司合約內容講解與相關文件簽署，並

且告知你將會被分到哪一個部門(我是被派到 Resources部門)以及一些基本規定，例

如若遇到颱風來襲，休假的定義與台灣方面不同，所以須特別留意，另外像是服裝規

定、電腦使用規則、機密文件的存取規則也都被清楚地記錄在合約裡，必須要花一些

時間瀏覽才不會鬧出笑話。 

 

本次實習期間為兩個月，我主要參與的工作也剛好是兩個案子，所以以下內容我將作

兩點說明： 

1.沙嶺 Sandy Ridge新路開發之雨水收集設施 

此案子內容為 Sandy Ridge此處設有墳場，然而當地卻沒有完善的道路規劃，因此香

港政府打算修築兩條道路供市民上山掃墓。 

在這個案子內我主要負責雨水收集設施的設計，依照政府頒布的規範去確認水流速度

及洩水波度等數十個設計參數符合法規，才可以準確地去設置人手孔與溝渠的位置。 

另一方面，因為我具備 BIM的專長，我也利用 Civil 3D協助部門建置了整套雨水收集

設施的 BIM模型。 

2. 香港國際機場之未來汙水排放量估算 

在此案子中，我所負責的是利用兩個不同的計算方法去推估香港國際機場從 2016起

至 2041，每隔 5年各個建築物的汙水排放量。 

 

 

 

第一部分 （1500 字以上） 

行前準備、工作內容介紹及生活困難與解決辦法 



 

內容： 

三：生活困難與解決辦法： 

在開始上班之後，首先最花時間的便是去適應公司主要使用的軟體、內部溝通及信件往來

方式等，在具備一些基本操作技巧之後，才算是能夠真正地進入到團隊裡並作出實質貢獻。 

在來到 Resources部門之前，我對於水資源或是水工設施的涉獵近乎為零，因此在執行前述

兩個案子的工作內容時，真的吃足了苦頭。 

 

在第一個案子中我所遭遇到的困難包含了從堆積如山的規範中找出正確的計算公式加以套

用、不斷地跨部門開會協調並進行人手孔設計位置的修正以及 Civil 3D軟體的建模操作。 

由於 Arup幾乎都是向政府等官方機構承攬工程契約，因此在法規上更需要特別小心謹慎，

例如引用某條計算公式卻沒有註明清楚出處的話，不僅會讓主管退回也會讓自己的工作內容

顯得毫無章法，更糟的是萬一引用錯誤的公式的話，就算工作內容已經執行到多深入了也得

重頭來過。然而，有的時候也會出現一些外力介入的情況使你必須重新確認設計是否正確，

譬如說大地部門會突然告知在某個區段的擋土牆集水設計有變動，或是某條道路下其實有一

條隧道經過導致設計必須重新修正，這些事情在跨部門溝通時很容易會出現，因此不僅是自

己的工作內容要追蹤，最好也要時常地去向相關部門更新與確認正確資訊。最讓我印象深刻

的便是 BIM模型的建置，由於我本身對於 Revit非常熟悉，但是卻從來沒有碰過 Civil 3D，

因此我花了大量時間去自學這套軟體，不論是上網看教學影片或是利用公司內部資源，最終

在兩個禮拜內完成 BIM模型的建置，過程雖然一度想放棄，但是最終完成時心裡的成就感以

及主管的稱讚還是讓我覺得一切是很值得的。 

 

在第二個案子中所面臨到的挑戰又完全不一樣，因為香港國際機場是一個正在興建第三跑道

的巨大填海造陸島嶼，整座機場島嶼上的大小建築物合計超過 70個，因此要去估算這些建

築物所排放的汙水量時，講究的是如何快速又正確地掌握極大量的資訊。兩種計算汙水排水

量的公式理論其實簡單易懂，但是過程十分繁複，又加上機場為數眾多的建築物時，就很容

易出現諸多錯誤，而要一個一個找出這些錯誤並加以修正的過程就會花上大部分的工作時

間，因此我依舊利用下班時間去學習如何進行有效的資料處理，並且將大量資訊用簡單易讀

的方式呈現出來，也同樣地獲得了同事及主管的稱讚。 



 

內容： 

此次在 Arup的實習期間，我認為學習到最重要的兩件事情就是跨部門溝通與合作以

及享受撞牆期的心態。實際地工作之後才會發現自己份內的工作做完了之後並不代表

整個案子就完成了，所以除了要懂得準時地完成被交付的任務以外，也要主動地去跟

進同事以及主管，一方面是確保自己的工作內容皆正確，另一方面是能夠讓彼此的資

訊隨時更新以提升整個部門的工作效率。另外，就是心態方面的調整，其實一開始的

給自己的壓力絕對會是很大的，加上開始工作之後一定會遇到很長的撞牆期，可能會

一度讓自己失去信心，覺得自己可能無法勝任被指派的工作內容，但是如果能夠換個

角度去思考，將這一切當作是一種修練與挑戰的話，咬著牙不放棄去努力補足自己的

不足之處，等到真正完成的那一刻，心中的滿足與喜悅絕對是不言可喻的。 

 



 

第二部分 (200~500 字) 

心得分享與給學弟妹的建議   

須以中、英文兩種語言撰寫 

有機會刊登於 OIA 臉書專頁與同學們分享經驗 

心得內容： 

在此次的實習計畫中，體驗到了自身能力的不足以及團隊意識的欠缺，所以我認為倘

若各位學弟妹將來也想要去這類的國際公司實習的話，應有三點要特別留心。 

1. 英語表達：英語的重要程度我就不贅述了，但我認為如何清楚且勇敢的表達自己的

想法是更需要去練習的，唯有能夠清楚地知道自己被交辦的任務內容以及告訴同事你

想要獲得哪些協助，方能使工作事半功倍。 

2. 輔助軟體及資訊能力：十分建議將來學弟妹在要去公司之前，能夠打聽到會被派到

哪個部門並且向主管請益是否需要先熟悉哪些軟體或是相關法規，另外就是如果懂得

一點程式語言的話，也許不是跟案子有直接關係，但是可能對於自己的工作內容可以

有所幫助，例如使用 python 快速地掌握大量資訊，很快地可以呈現給主管看。 

3. 團隊合作及適時跟進：務必在期限內完成自己的工作後，一定要主動向主管回報自

己的進度，如此主管才會留時間看你做的東西是否正確或是需要修改，同時間也可以

確保整個團隊的案子是在進度上的，雖然聽起來這是主管要負責的，但是身為下屬做

好向上管理也是很重要的。 



 

 

心得內容： 

During my internship in Arup HK, I realized that I should have enhanced my own skills, including oral 

skills, software skills and programming skills. In addition, team awareness can truly help me get a better 

performance in this company. Therefore, I think that if you want to go to 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for 

such an internship in the future, you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points. 

1. language skills: I don't repeat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but I think how to express your ideas clearly 

and bravely is more necessary to practice. Only you can clearly know the content of the tasks you have 

been assigned and tell your colleagues what kind of assistance you want to get will make your work 

more effective. 

2.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capabilities: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hat in the future, before going to 

the company, you will be able to find out which department will be sent to and ask the supervisor if 

they need you to know which software or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if you know a little program 

Language may not b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ase, but it may be helpful for your work. 

3. Teamwork and timely follow-up: Be sure to report your progress to the supervisor after completing 

your work within the time limit, so the supervisor will leave time to see if the things you are doing are 

correct or need to be modified. It can be ensured that the entire team's case is on the progress, 

although it sounds like the supervisor’s responsibility, bu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manage it as a 

subordinate. 



 

 

此次一同前去實習的建築

系兩位同學以及在理大念

書的學長。 

 

 

 ARUP有名的 slogan！ 

公司內部圖書館 



 

 

 

 

公司內部招待處 

 

 

 

ARUP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雪梨歌劇院。 

通往公司之電梯標示 



 

 

與建築系同學及老師開會 

與主管 Yuvi及同事 Velen合

照。 

與主管 Jennifer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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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貼照片 

 

同事側拍工作時的模樣。 

 

 象徵香港精神的獅子山頂 

 

 港英政府時期興建之大潭水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