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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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輝太平紳士 

 
副主席 劉錦勝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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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技術顧問  

陳子明工程師 

 

協會工地安全顧問  
朱振華先生 

2 

名譽會長  
譚子文先生 



工作報告 
2016.01.05  建造業大聯盟：   

            第十三次會議討論要點及後續行動 

2016.01.05  協會與亞洲保險有限公司：  

            會面討論地盤安全保險條款 

2016.01.05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第4次會議 

2016.01.08  香港工程監督學會：2015週年晚宴暨20週年誌慶 

2016.01.08-09  香港廣佛肇聯誼總會：南沙考察團 

2016.01.13  建造業總工會：裝修維修工作安全研討會晚宴 

2016.01.15  工程監督及建設監理學會(香港)：   

            樓宇非破損檢測現代技術 

2016.01.20  建造業大聯盟：反拉布記者會 

2016.01.21  香港特別行政區工業貿易署： 

            CEPA《服務貿易協議》宣講會 

2016.01.22  屋宇署：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技術委員會會議 

2016.01.25  香港理工大學：週年晚宴 

2016.01.27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2016新春酒會 

2016.02.03  建造業大聯盟：第十五次會議 

2016.02.03  香港職業安全健康聯會： 安全經驗分享及張孝威歡送會 

2016.02.04  水務署：水務通行第三次會議 

2016.02.17  土木工程拓展署：第81次公衆填土聯絡會議 

2016.02.18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及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春節酒會 

2016.02.18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新春酒會 

2016.02.22  建造業議會：合理措施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 

2016.02.25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丙申年新春茶話會 

2016.02.25  香港建築師學會：新春酒會 

2016.02.25  澳門建造商會：聯歡晚會 

2016.02.26  建造業議會：九周年酒會 

2016.02.29  協會2016年春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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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2016.03.01  香港坭水建築業 職工會： 

            新春聯歡晚宴 

2016.03.08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第6次會議 

2016.03.13  建造業大聯盟：反拉布遊行 

2016.03.15  建造業議會： 

            合理措施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 

2016.03.15  職業安全健康局： 

            行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迎新暨感謝典禮 

2016.03.15  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 

            新春聯歡晚會 

2016.03.23  建造業大聯盟：第十六次會議 

2016.03.24  水務署：管道技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2016.04.07  贊助香港理工大學暑期實習模擬項目物料會議 

2016.04.08  教育局-資歷架構秘書處： 

            促請加入建造業界別 

2016.04.12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第7次會議 

2016.04.16  屋宇署：樓宇安全週開幕禮 

2016.04.20  建造業大聯盟：第十七次會議 

2016.04.22  屋宇署：樓宇安全週閉幕禮 

2016.04.22  英國特許土木工程測量師學會：週年晚宴 

2016.04.23  工程監督及建設監理學會：週年晚宴 

                     吳文傑  鄭嗣承  葉效洪   
              凌志堅  鄭詠基  陳兆暉  
 關炎彬 巫仁聰  黎德浪  姚志權  
 劉進彭 劉振光  鄭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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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組  
協會於2016年3月正式成立 
青年組別，并委任委員 

張偉健先生 
擔任青年組組長， 歡迎會員

聯絡秘書處加入。 

      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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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享受八五折優惠。

（注:須在刊登前聲明，並須一次過繳款） 

誠徵<會訊>廣告 

廣告面積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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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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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1月08–09日 
香港廣佛肇聯誼總會 南沙自貿區考察團 

協會主席 李啟元先生及 委員 馮永根先生,應邀 

參與南沙自貿區考察團,深刻了解區内總體建築 

發展規劃，積極關心廣東省經濟發展。 

主席 李啟元 先生（左一） 
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兼 
香港廣佛肇聯誼總會  
霍震寰  會長（右一) 合照。 

香港廣佛肇聯誼總會 霍震寰會長 致辭 

2016年01月05日 與亞洲保險有限公司會面  
討論地盤安全保險條款 

 
工程保險保費升幅驚人,  

而且羅列多項細字條文， 

當發生意外時,往往索償 

需時，如忽略保障範疇， 

更隨時在承受高昂保費 

同時，又損失巨額賠償 

費及律師費。 
 
協會聯絡會員購買工程 

保險公司之一： 亞洲保 

險有限公司, 探討最基本 

之地盤安全保險條款,收 

集相關資料，深入瞭解 

條款保障範圍與行業所 

需保障是否存在差異。   
前排：協會委員 盧富華先生(左一)、主席李啟元 先生(左二)及 

亞洲保險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王覺豪 先生(右三)等一衆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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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1月13日 
建造業總工會-裝修維修工作安全研討會 

協會會員及委員數十人出席，積極踴躍參與問答游戲，從中學習 

分享裝修維修工作安全知識。 

 
 
 
 

南沙游艇會項目總監向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委員會 副主任 梁愛詩委員 （左四）、 協會主席 李啟元先生(右三)及

霍啟文先生（左二）等人講解游艇會整體建築發展規劃。  主席 李啟元 先生（左一） 
與  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政府 
副區長 黃卡 先生（右一)合照 
并商討協會未來到南沙考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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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1月27日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2016新春酒會 

2016年02月18日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2016新春酒會 

協會多人獲邀出席酒會，上圖：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 謝錦文 部長（前排左四） 

協會委員 黃醒林先生(前排右四) 及主席 李啟元先生(前排右二)等人合照  

會員 陳華岳先生（左一) 

秘書 劉偉文 先生(右二)及 
會員  劉陳秀萍 女士(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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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黃輝成先生 (左一) 、委員 黃醒林先生（左二）、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 何靖 部長（右二）及主席 李啟元先生 合照。 



2016年02月25日 香港建築師學會 
六十周年紀念暨新春酒會 

 
 

上圖: 協會委員 張惠龍先生(左一)及 
 副主席 劉錦勝建築師(右一)出席酒會  

 

下圖:香港建築師學會  
會長 吳永順建築師(左一)  
 

2016年02月25日 澳門建造商會 
丙申年會員春節聯歡晚會 

 
 協會與澳門建造商會一直保持聯繫并交流兩地建 

造業相互經驗水平，當日協會代表應邀出席晚會。 

協會委員蔡允治先生（左一）、司庫胡啟發先生（中）及 
澳門建造商會 理事 王宗勝先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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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造商會 監事  
吳國壽先生(左一) 



協會司庫 胡啟發先生(左一) 與 

發展局 局長 陳茂波先生 合照 

永遠名譽會長 
張孝威測量師(中)   
區載佳測量師(左二) 
永遠榮譽會長 
黃永華先生(右二) 
秘書  
劉偉文先生(左一) 
司庫  
胡啟發先生(右一) 
共聚一堂,爲本 
會向外交流努力。 
 

 

 
 

2016年02月26日 建造業議會九周年酒會 

秘書 劉偉文 先生(右一)與 
發展局 局長 陳茂波先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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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2月29日 協會2016年春茗 
2016年春茗午餐於又一村花園俱樂部舉行，各出席之會員及賓客 
歡聚一堂，以輕鬆問答形式，了解過去會務，共商來年發展方向。  

 

會員 吳惠明 先生 發表 

其本人應考AS心得 

委員 劉錦勝建築師 講話 

協會工地安全顧問 
  

朱振華先生 提示安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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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很榮幸能邀請前任屋宇署 署長兼協會永遠名譽會長張孝威測量師及區載佳 
測量師，協會技術顧問 陳子明工程師及工地安全顧問朱振華先生擔任嘉賓。 



2016年03月01日 
香港坭水建築業職工會 新春聯歡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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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功能界別工程界 
盧偉國 議員（中）及 

勞工界鄧家彪議員（左一）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地產策劃 
(一)部總經理   

余惠偉太平紳士（左） 

全國人大代表 吳秋北 先生（中） 
香港建築扎鐡商會榮譽會長 

 曾登發 先生(右一) 
  



近月立法會「拉布」情況愈演 
愈烈，引致大量經濟民生事務 
及基建工程項目等受到無理的 
延誤，嚴重阻礙香港發展和市 
民生計。 
協會會員100多人當日冒着大風細雨出席建造業大聯盟反「拉布」
集會，以行動反對部分立法會議員以「拉布」拖延工務工程撥款，
並要求委員會主席「剪布」。 

2016年03月13日  
建造業大聯盟反「拉布」遊行 

 
協會主席李啟元先生(右一) 

向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副主席 
陳鑑林 先生(中)於遊行前 
促請反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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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07日 
香港理工大學暑期實習模擬項目會議 

協會司庫 胡啟發先生、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簽署人協會與 

理工大學李偉志先生及其他導師就有關贊助 

學生模擬興建政府公屋單位流程樣板及物料供應等内容商議。  

  

 
 

此次贊助由13位委員慷慨解囊支付贊助金額，2位委員直接 
贊助物料，届時理工大學將以協會名字爲捐贈名義，顯示於 

工作室中， 
感謝各委員出錢出力爲協會熱心公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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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08日  
與教育局資歷架構秘書處會面 

  

 
  

                                      建造業界從業員過往經常修讀 

                                                                                               多項課程，但最終未能被評級, 
                                                                                               協會希望教育局資歷架構秘書 
                                                                                               處能接受批核業界人士過往所 
                                                                                               修讀課程之評級定位，承認修 
                                                                                               讀之學分, 以免虛擲多年不斷 
                                                                                               進修之時間及心血。 
                                                                                                      
                                                                                               教育局資歷架構現爲各行各業 
                                                                                成立合共20個咨委會, 涵蓋21 
                                                                                               個行業界別。諮委會為持分者 
                                                                                               提供平台，讓他們能夠攜手推 
     展資歷架構，並就行業的培訓需求及人力發展交換意見。 
 
     然而，擁有約四十萬從業員的建造業卻未能成立咨委會。協會主動聯絡資歷架構秘 
     書處， 并獲得會面機會， 瞭解及商討盡快建立建造業之行業培訓咨詢委員會，讓 
     本行業衆多從業員亦能透過此平臺,參與學習計劃活動，持續進修，評級定位, 終身 
     學習;同時積極增加并鼓勵本行業新人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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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委員盧富華先生(左一)、主席李啟元先生 
(左上二)、委員馮永根先生(左上三)及委員張 

惠龍先生 (左上四)出席會面。 

（下圖）資歷架構秘書處  
高級經理 黎英偉 先生(右二)及 
助理經理 王樂衡 先生(右一) 

講解資歷架構，及了解協會會面目的。  



屋宇署 樓宇安全週2016  
2016年04月16日 開幕禮 
2016年04月22日 閉幕禮 

  

 
  

開幕禮: 
協會主席李啟元 先生（左一）與 
屋宇署 署長 許少偉 先生(中) 
及 香港物業管理聯會 副主席  
黃健平 先生(右一)合照 

16 

閉幕禮：屋宇署 署長 許少偉 先生(左五)、協會秘書劉偉文 先生(左二)、 
技術顧問陳子明工程師(左三)、委員簡志成先生(左六)、委員馮永根先生 
(右六)、司庫 胡啟發先生(右五)及副主席 陳萬庭先生(右二)) 

市區重建局 行政總監  
林濬 太平紳士(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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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852) 2625 5619                               

傳真: (852) 2626 9825 

地址: 香港九龍 登打士街23號嘉興商業中心 4樓 401室 

業務包括：地盤整理及拆除（主承建商）、地基工程（主承建

商）、樓房建築工程（主承建商）、土木工程建設（主承建

商）、地盤勘測、拆卸工程、結構改建及附加工程、小型建築

工程、臨時建築物、室內裝修/承包服務、外部翻新及修補。 

全 力 支 持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民 經 濟 和 社 會 發 展 

第 十 三 個 五 年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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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認可註冊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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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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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活動 會訊 

11-12 考察 
交流 30 

期 09-10 週年 
晚宴 

07-08 持續專業
進修課程 29期 

05-06 

03-04 
 

春茗 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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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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認可註冊承建商) 

地址: 香港九龍新浦崗八達街3-5號 
          安達工業大廈3樓A室 
 
電話:  2367 0818 
 
傳真:  2721 3871 
 
電郵: creative2318@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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