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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2015-2017） 

  

永遠名譽會長 張孝威測量師 

 

 

永遠名譽會長 區載佳測量師 

  
 

永遠榮譽會長   
張惠龍先生 

永遠榮譽會長  
盧富華先生 

 

永遠榮譽會長 
 黃永華先生 

永遠榮譽會長 
黃醒林先生 

 

主席 李啟元先生 

副主席 葉瑞鳴先生 副主席 林家輝先生BBS、JP 

 
副主席 劉錦勝建築師MH 副主席 陳萬庭先生 

司庫 胡啟發先生 秘書 劉偉文先生 

 

委員 盧富華先生 委員 張惠龍先生 

委員 黃醒林先生 委員 蔡允治先生 

 
委員 馮永根工程師 委員 張偉健先生 

 

委員 簡志成先生 

 
委員 駱偉基先生 技術顧問  

陳子明工程師 

 

工地安全顧問  
朱振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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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會長  
譚子文先生 



工作報告 
2016.09.06 水務署：管道技術委員會第2次會議 

2016.09.06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第12次會議 

2016.09.12 建造業議會：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第3次會議         

2016.09.13 香港專業審核師學會-10周年晚宴 

2016.09.22 水務署：水務條例工作咨詢小組第一次會議 

2016.09.27 水務署：管道技術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2016.09.28 2016周年大會暨國慶晚宴 

2016.10.01 民政事務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七周年國慶酒會 

2016.10.04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第13次會議 
2016.10.12 英國特許建築工程師學會(香港)：超越90邁向100周年晚宴 
2016.10.13 水務署：水喉承建商註冊制度分組第一次會議 

2016.10.14 建造業大聯盟：第十九次會議 
2016.10.19 水務署：消防供水系統和內部供水系統的建造等以及更新水管工程的 
           技術規定和喉管及裝置標準公衆咨詢大會 

2016.10.20 2016年蛇讌 
2016.10.26 「反辱華反港獨」大聯盟「萬人集會」: 譴責游蕙貞及梁頌恆 

2016.11.01 工程監督及建設監理學會(香港)：甚麽是澳格林牆體系統  

2016.11.01 建造業大聯盟：與馬紹祥副局長及麥成章副秘書長(工務二)會面 

2016.11.03 職業安全健康局、勞工處及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裝修維修工作安全研討會 

2016.11.08 綠色建築議會：有關綠色產品鑒定與標準工作交流會 

2016.11.08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第14次會議 

2016.11.09 土木工程拓展署：第84次公衆填土聯絡會議 

2016.11.11 香港建造商會：中小型企業小組第24次會議 

2016.11.11 水務署：水務條例工作咨詢小組第二次會議 

2016.11.12 香港建築師學會：60周年紀念晚宴 

2016.11.15 香港註冊承建商商會：意外成因的檢討及相關安全預防措施研討會 

2016.11.24 建造業大聯盟：與發展局項目成本管理專員鄺家陞先生及其團隊會面 

2016.11.26-30 北京交流拜訪團-「中國建築業協會-建造師分會」 

2016.11.28 香港建築業仲裁中心：10周年晚宴 

2016.12.01 建造業議會：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第4次會議 

2016.12.02 建造業議會：2016年度畢業典禮 

2016.12.06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第15次會議 

2016.12.06 建造業議會：離地工作安全研討會 

2016.12.08 香港註冊承建商商會：屋宇署指明表格-電子提交文件系統簡介會 

2016.12.08 香港理工大學：2016/17暨紫荊花杯傑出企業家獎頒獎典禮 

2016.12.13 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2016年周年晚宴 

2016.12.19 屋宇署：2016年聖誕派對 

2016.12.19 工業貿易署: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政策宣講暨師範基地推介會 

2016.12.23 水務署：管道技術委員會小組第三次會議 

2016.12.29 消防處：有關喉轆系統之水箱容量更改要求簡介及履行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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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亮   徐錦銓   周修豪   黃耀華   梁浩鏘   何建業   何富智   沈尚霖   霍偉潮 
曾啟罡   高家頌   張少波   區葵洪   洪順建   莫永生   賴秀枝   莫承錕   高木林 
許悅強   王  坤   梁兆雄   陳漢志   莫伙有   柯燕龍   李汝恒   何文仔   李綠波 
李仕佳   李建松   黃志誠   潘穩祥   李志明   楊  偉   黃  炳   吳建榮   盧偉稻  
邱少歡   陳偉僑   梁永昌   許國威   陳正輝   蔡文𤉙   盧志雄   胡應龍   廖育新 
梁廣華   鄭程妹   陳紹雄   周世安   張秉嘉   黃子胄   陳  森   陳進廣   黎奎佃 
黃日偉   林從城   鄭子鈐   梁燦雄   梁家健   楊振巧   黃志龍   黃東良   楊永初 
謝國斌   吳慶良   楊兆文   屈啟章   黃武東   林華燊   林巧英   羅校倫   李  拓 
成松友   曾清華   彭  傑   陳智聰   毛杏飛   鄭兆棋   何家文   鄧荣浩   楊其聲  
鄭少強   鄧鳳麗   方漢昭   劉志成   楊柱新   洪嘉培   趙善泉   余家政   鄺國賢 
袁均迪   張德勝   陸逹韶   陳應堅   梁  宇   譚健軍   范志文   吳志雄   周永新 
周永堅   李意成   李飄平   何世民   王柱棠   戴玉奇   陳正康   何桂華   何永延 
林力勇   李仲堅   梁同開   陸竟駒   倫益亮   吳志德   施健全   黃國元   林惠胜  
胡偉雄   梁明輝   陳卓洪   陳文雄   陳冠祥   曾志剛   馮少偉   黃宇明   劉建新  
吳霖霖   陳啟耀   王益強   文永樂   李傑威   陳海鷹   薛家強   胡學天   江廣榮 
吳港盛   邱家瑜   郭建威   王  健   尹瑞昌 

歡迎新會員 

  
  本會近年專注努力發展會務，得到不少業界認同及支持。於2016

年11月3日本會得到善長仁翁 許國華先生贊助本會港幣十萬元整，以

作慈善之用。 

    特此鳴謝，感激許國華先生對本會的鼎力支持，及應允擔任本會

名譽會長一職，樂善好施，福有攸歸！ 

      本會<會訊>送予過百間建築公司、政府部門、各大院校及團體閱覽。如有興趣之人士 

  可致電協會秘書處2609 0722查詢。如連續兩期於會訊內刊登廣告，可享八五折優惠。 

 （注:須在刊登前聲明，並須一次過繳款。） 

廣告 

種類 

(内頁) 

A 

(内頁) 

B 

(内頁) 

C 

(内頁) 

D 

(封底) 

E 

(封面内頁) 

F 

面積(mm) 105 X 146 210 X 146 210 X 292 420 X 292 210 X 292 210 X 292 

價目 HK$500 HK$1,000 HK$2,000 HK$3,500 HK$3,000 HK$2,500 

鳴謝贊助 

誠徵<會訊>廣告 



2016.09.28 2016周年大會暨國慶晚宴 

本會主席 李啟元先生 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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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韓志強太平紳士 致辭 

立法會議員 周浩鼎律師 致辭 

屋宇署署長 許少偉太平紳士 致辭 本會籌委會主席 簡志成先生 致辭 

本會周年晚宴於帝京酒店舉辦，榮幸能邀請到多位主禮嘉賓，包括中聯辦新界區工作部謝錦文副部長、立法 
會議員周浩鼎律師、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太平紳士、屋宇署署長許少偉太平紳士及房屋署副署長 
馮宜萱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本會主席李啟元先生在周年大會上總結匯報過去一年會務詳細， 
包括參與各政府部門、機構及友會會議、活動合共一百多次，另外 
總結檢討本會舉行之研討會、活動及宴聚，制定來年本會運作方向， 
感激所有執行委員會委員及會員積極努力參與會務，鼎力支持本會 
往後發展。  

 

本會司庫胡啟發先生在周年大會上總結報告過去一年財政狀況， 
報告本會財政狀況健康，但基於本會是非牟利機構，如要配合來年 
集中發展更多國内會務，滿足運作經費及預算，寄望得到更多業界 
人士支持及加入本會成爲會員，同時歡迎各界善長熱心贊助。 

晚宴中嘉賓在簽名板題名以作紀念 

本會秘書劉偉文先生(左一)、 副會長陳萬庭先生(左二) 
主席李啟元先生(左三)、永遠榮譽會長黃醒林先生(右四) 
籌委會主席簡志成先生(右三)、創會會長及永遠榮譽會長 

張惠龍先生(右二)、司庫胡啟發先生(右一)與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太平紳士(左四)合照留念 
 
 

本會主席李啟元先生(左一) 
秘書劉偉文先生(右一)  

與房屋署副署長 
馮宜萱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中）  

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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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進行醒獅點睛儀式 

     
         

晚宴中醒獅採青鼓樂表演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 
太平紳士(右一)頒發感謝水晶座予 
中聯辦新界區工作部謝錦文副部長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 
太平紳士(右一)頒發感謝水晶座予 

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律師 

屋宇署署長許少偉太平紳士(左一)頒發 
感謝水晶座予本會籌委會主席簡志成先生 

2016.09.28 2016周年大會暨國慶晚宴 

感謝贊助商 

四國化研(香港)有限公司 

榮發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和利綠色動力有限公司 

德保建築有限公司 

   雅侖萬興工程有限公司 
       (贊助全場紅酒) 

  民星營造有限公司 
   (贊助全場紅酒) 

 
 

竣鴻工程有限公司 

宏宗建築有限公司 

駿銘建材有限公司 
金駿機械貿易有限公司 

感謝未能到場接受感謝狀之贊助商:忠誠工程公司、溢昇建材工程公司、誠信保險顧問有限公司、水務署、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職業安全健康局、高進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漢機鑽岩機械有限公司、 

澳嘉塗料有限公司 

  



2016.09.28 2016周年大會暨國慶晚宴 

報章報道本會周年晚宴事宜 

本會感謝報章：大公報及香港商報。 

經兩報社報道本會周年晚宴，發出恭賀報道，希望能讓本會 

被香港及祖國更多人認識，擴大認受性及增加知名度，令本 

會日後可進一步加强中港交流，達至多贏局面。 

   當日晚宴邀請到執委會、各名譽及榮譽會長、本會顧問 

台上合唱「壯志驕陽」與台下各會員共興，將晚宴氣氛推 

向高峰，各人鬥志激昂，團結友好，為發展及壯大日後會 

務打下堅實基礎。 

 

8 



2016.10.01 民政事務總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七周年國慶酒會 

本會主席李啟元先生（右一)與註冊小型

工程承建商簽署人協會前會長黃永華先生

（左一)合照留念 

  

本會主席李啟元先生（右一)與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 GBM JP （左二）

合照留念       

 

本會主席李啟元先生（右一)與中 

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司令員 

譚本宏中將(中)及政委岳世鑫中將 

(左一)合照留念 

 

本會主席李啟元先生(右一)與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 GBM GBS JP（左一）合照留念       

 

本會主席李啟元先生(右一)與香港

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MH(左

一)、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

僑 MH (左二)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 GBM GBS JP （左一）合照留念       

 

本會主席李啟元先生獲邀出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七周年國慶 

酒會，與多位政界、商界傑出 

人士聚首一堂慶祝祖國成立六 

十七周年，同時代表本會表達

愛國愛港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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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0 2016年蛇讌 

 
 

前屋宇署署長兼本會永遠名譽會長 區載佳 測量師 SBS 頒獎給幸運兒 



2016.10.20 2016年蛇讌 

 
 

本會創會會長及永遠榮譽會長 張惠龍先生 頒獎給幸運兒 

本會永遠榮譽會長 盧富華先生 頒獎給幸運兒 

2016年的蛇讌，抽獎環節將當晚氣氛推送到高潮，會員來賓共聚一堂，共度十分愉悅的一晚。 

特別感謝各會員踴躍支持，坐席訂購於公開第一天已額滿，反應熱烈！敬待來年！ 

 

2016.10.26「反辱華反港獨」大聯盟「萬人集會」:  

譴責游蕙貞及梁頌恆 

     由多個團體組成的「反辱華反港獨」大聯盟「萬人集會」,反對「游蕙貞、梁頌恆」在立法會之辱華宣誓

等不合作行爲，認爲他們的行爲將會再次導致立法會出現拉布現象，更甚會影響工程界之撥款！本會會員出席

支持2016年10月26日之「萬人集會」，呼籲全球華人譴責二人辱國行爲及高呼要求立即取消二人的議員資格，

聲討民族敗類，強烈譴責這班辱華港獨份子，破壞立法、司法尊嚴。在立法會示威區，大家以行動盡表中國人

的責任！挺身而出，體現愛港愛國愛民族之情！表達我們的憤怒！ 

本會會員在立法會示威區示威 當日集會人數直達約2萬，無論是組織或自發游行的人，擠得 
立法會示威區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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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26「反辱華反港獨」大聯盟「萬人集會」:  
    譴責游蕙貞及梁頌恆 

本會與肇慶雲浮各邑同鄉總會一同參加集會，兩會 
會員互動合作，示威後合照留念。 

當日得到立法會多位 
議員支持，包括新界 
西田北辰議員BBS JP
現場支持鼓勵。 

亦得到立法會新界西 
梁志祥議員BBS MH JP 
現場支持及鼓勵。 

得到立法會新界東 
容海恩議員現場支 
持及鼓勵。 

本會永遠榮譽會長兼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廣東省委員會政協 
委員黃醒林先生(右一)
上台發表講話,為在場
集 會 人 士 打 氣 ， 
振奮愛港愛國愛民族 
精神。  

2016.11.03 職業安全健康局：裝修維修工作安全研討會 

 

 
    本會很榮幸在此次勞工處、職

業安全健康局及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主辦的「裝修維修工作安全研討會」

活動中獲邀成爲合辦機構，並呼籲

會員積極參與當晚研討會，强化工

作安全意識，提升裝修維修業的工

作安全水平。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簽署人協會 
 林靖國先生(右一)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 
周聯僑 MH (右一) 

勞工處副處長(職業安全及健康) 
    梁永恩先生上台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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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6-30 北京交流拜訪團-「中國建築業協會-建造師分會」 

  

  
   

 

本會致送錦旗予「中國建築業協會-
建造師分會」 

本會致送錦旗予「中國建築業協會」 兩會交流會議結束照相留念 

本會代表：主席李啟元先生、永遠名譽會長
區載佳測量師 SBS、永遠榮譽會長張惠龍先
生、副主席陳萬庭先生、秘書劉偉文先生、
司庫胡啟發先生及委員馮永根先生 

 

中國建築業協會副會長秘書長吳濤先生、
副秘書長王秀蘭女士及中國建築業協會
建造師分會秘書長肖星先生 

兩會交流會議中 本會贈送會訊刊物以作留念 「中國建築業協會-建造師分會」 
贈送刊物予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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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中國建築業協會-建造師分會」 
兩會交流會議 

    感謝「中國建築業協會-建造師分會」當日下午 
專門帶領本會一行人等參觀項目:中建股份—中建三局 
(聯合體)承建的北京第一高樓—中國尊，當日得到的 
指導，令本會獲益良多！  



2016.11.26-30 北京交流拜訪團-「中國建築業協會-建造師分會」 

  

  

 
 

   感謝「中國建築業協會-建造師分會」在交流會後邀請本會共晉午餐，豐盛而隆重。本會深感此次拜訪
交流活動得到「中國建築業協會-建造師分會」的熱情接待及重視，十分感激！ 
          

   為答謝「中國建築業協會-建造師分會」在此次交流拜訪活動中精心安排及付出，本會亦在晚上設宴感
謝對方。兩會在晚宴中舉起友誼之杯，開懷地進行交流！ 
   此次北京交流活動的成功是一個好開始，將為本會會務擴展揭開新一頁，亦標誌着本會於爭取兩地獲
授權簽署人互認事宜以來,取得突破發展的里程碑，將為中港兩地深入交流打下堅實基礎。在緊隨的未來，
本會將增加更多橫跨兩地的交流活動、技術分享及定期培訓等，希望這些活動能為會員及本會帶來更多認
識祖國建造界的營運模式、行業動向及業界資訊等等，甚至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2016.12.02 建造業議會：2016年度畢業典禮 
    本會每年都對公益貢獻不遺餘力，今年 
亦不例外，對建造業議會年度畢業典禮積極 
贊助：分別感激本會主席李啟元先生、副主 
席陳萬庭先生及葉瑞鳴先生、永遠榮譽會長 
及本屆委員盧富華先生、秘書劉偉文先生及 
委員簡志成先生合共贊助六名得獎學員獎金 
及獎杯。 

本會主席李啟元先生(左一) 
代表本會接受紀念座。 

13 



2016.12.08 香港註冊承建商商會： 
屋宇署指明表格-電子提交文件系統簡介會 

本會擔任由香港註冊承建商商會與屋宇署合辦「屋宇署指明表格-電

子提交文件系統簡介會」之協辦機構，是次簡介會邀請業界人士出席， 

簡介會目的為加深業界對電子提交文件系統的認識及了解，促進屋宇

署新系統的推行。本會數十會員現場積極參與學習。 

2016.12.13 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2016年周年晚宴 

本會委員馮永根先生(左一)代表出席香港地產

行政師學會2016年周年晚宴，與前地產行政師

會長劉健安先生(左二)及何鍾泰博士(右二)共

聚一堂,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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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8 香港理工大學: 
2016/17暨紫荊花杯傑出企業家獎頒獎典禮 

本會主席李啟元先生(中)與註冊小型工程承

建商簽署人協會主席兼本會永遠榮譽會長張

惠龍先生（左）與香港理工大學工業中心職

業及環境安全組副工程師 李偉志先生(右)在

晚會中合照留念。 

本會委員蔡允治先生(右二)代表 
本會出席簡介會擔任嘉賓,與屋
宇署講解員及香港註冊承建商商
會代表合照留念 



2016.12.19 工業貿易署： 

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政策宣講暨示範基地推介會 

2016.12.19 屋宇署：2016聖誕派對 

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 
辦公室廖京山主任致辭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 
貿易署甄美薇署長致辭 

服務貿易自由化示範基地推介 

    此次活動由本會主席李啟元先生(左二)，會員邱柏民博士後(右一)代表出席，在推介會上與英國特許建築 
工程師學會(香港)會長陳華岳先生(左一)及香港物業管理聯會會長黃健平先生(右二)合照留影。  

    本會每年獲邀參與屋宇署聖誕 

派對，多個友會、政府部門機構職 

員共聚一堂，愉快交流，共建友誼， 

建立溝通平台，為香港日後發展工 

作能更暢順運行打扎堅實基礎。  

15 



16 



17 



18 



電話： 2419 2808 
傳真： 2419 2438 
地址： 香港新界葵涌葵豐街 1-15號  
            盈業大廈13樓11室 

 
 

健煒建築有限公司 

香港認可註冊一般承建商 
香港認可專門承建商 

（拆卸工程）  

19 



協會2017年時間表 
月份 活動 會訊 

11-12 
考察 

交流/研討會 31期 

09-10 活動/蛇讌 

07-08 師傅誕暨周年大會晚宴 周年 
特刊 

05-06 持續專業進修課程 

03-04 研討會/簡介會 

30期 
01-02 

 
春茗/研討會 

有關詳情將稍後公佈，敬請留意。如有興趣 
參與相關活動，可咨詢秘書處提前報名。 
歡迎各會員提供寶貴意見， 
可電郵至協會 
(hk_casa@yahoo.com.hk), 
以作日後安排合適講座及 
活動參考，感謝！ 

  

我們是一家提供建築工程相關保險的經紀公司, 服務團隊擁有25年工程保險承保經
驗, 必定能為閣下提供全面及適合的工程保險方案及服務. 

 服務簡介 
 Construction (Employees’ Compensation) 建築勞工保險 

 Contractors’ All Risks建築工程全險 

 Professional Indemnity Insurance (Construction) 建築專業責任保險 

 Surety Bond (Construction) 建築履約保險 

 Contractors’ Plant and Machinery 建築機械全險 

 Marine P&I (Construction) 建築船舶責任保險 

 Motor Vehicle Fleet (Construction) 建築車隊保險 
※ 如對上述保險有疑問, 歡迎致電本公司查詢及索取報價. 

Randolph Wong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67-71號安年大廈5樓501室 

Room 501, Oriental Centre, 67-71 Chatham Road South,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SAR. 

Mobile +852 6821 5090 / 9588 5533               Tel No. +852 2369 2089                                   

Fax No. +852 2543 8459                                   Email randolph@ppib.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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