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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執行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於2018年成立，讓議會在提供服務和推行各類舉措的決策過程更具效率。議會主席同時擔任執行

委員會主席，其他主要委員會╱專責委員會的主席，亦即議會成員，則同時成為執行委員會成員，以確保緊密

的連貫性及機構的協調性。議會會議逢雙數月份舉行，負責大部分主要的審批和核准權利，而執行委員會會議

則於單數月份舉行，主要研討新政策的制定、新措施的推行及其他策略性的規劃。在緊急情況下，為應付運作

上的需要，執行委員會獲授權核准一些事宜（根據《建造業議會條例》專為議會預留的事宜除外），並就已核准

事宜適時向議會作出報告。

成員

主席

陳家駒先生

成員

符展成先生

馮宜萱建築師

巫幹輝工程師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

潘樂祺工程師

余世欽工程師

余錫萬工程師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 建造業議會成員

職權範圍

1. 就人事事宜（包括招聘、薪酬及其他服務

條件）向議會提供建議；

2. 就一般行政事宜（包括辦公地方及設備）

向議會提供建議；

3. 審閱並確認由管理層擬訂的年度財政預算

及工作計劃，供議會核准；

4. 商議與建造業界整體利益相關的政策及醞

釀中的議題，並制定相關措施；

5. 為議會制定長遠發展策略並提供執行指

引；及

6. 除根據《建造業議會條例》指定必須由議

會處理的事宜外，代表議會核准緊急及需

及時處理的事項，並須就有關核准事項向

議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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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建築信息模擬專責委員會

建築信息模擬專責委員會以制訂相關策略，促進建造業市場的轉型，及推廣建築信息模擬與相關科技配合的應

用為目標。專責委員會同時支援相關培訓計劃的實行，以通過制定建築信息模擬的標準和通用做法，將議會發

展成建築信息模擬的卓越中心。

成員

主席

馮宜萱建築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成員

陳紫鳴工程師 – 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

 （2020年12月18日起）

陳鏡源博士 – 香港建築信息模擬學會

鄭展鵬教授 – 香港科技大學

蔡宏興先生 – 華懋集團（2020年6月19日起）

鍾鴻威工程師 – 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

鍾國輝教授 – 建造業議會成員

符展成先生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梁志旋工程師 – 香港工程師學會

 （2020年10月23日起）

潘信榮測量師 – 市區重建局

黃志斌先生 – 香港建造商會

黃家和工程師 – 香港機場管理局

黃偉倫營造師 –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起）

黃慧敏女士 – 有利集團（2020年8月14日起）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建造業議會成員

助理署長 – 屋宇署

職權範圍

1. 制訂建造業的市場轉型、推廣應用建築信

息模擬的用途及促進應用建築信息模擬、

數碼建築以及其相關科技等的策略（下稱

「建築信息模擬」）；

2. 推廣跨學科合作及於交付項目過程中採用

「建築信息模擬」，包括規劃及設計、建築

及資產管理；

3. 以中央樞紐及開放式「建築信息模擬」分

享平台的形式，將議會發展成建築信息模

擬的卓越中心，並集中發展下列重點：

 發展建築信息模擬標準、規格及一般

慣例；

 發展及推廣建築信息模擬管理及建築

信息模擬操作的良好作業方式；

 建立、發展及營運建築信息模擬發展

階梯、建築信息模擬培訓階梯、建築

信息模擬專業註冊及認證的能力；及

其相關培訓計劃及推行計劃；及

4. 識別需要進一步調查、推廣研究及發展

「建築信息模擬」的範疇。



建造業議會52

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建造業營商專責委員會

建造業營商專責委員會致力推廣及營造高效和健康的建造業市場，為此積極鼓勵業界在工程招標採購、項目管

理、質量監督和風險分配上等採取良好的作業建議及創新方案。近年更致力協助業界開拓大灣區的建造供應

鏈，並加強兩地行業的交流活動。

成員

主席

潘樂祺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成員

區冠山先生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陳志超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陳劍光先生 – 建造業議會成員

鄒炳威先生 –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鍾鳳卿女士 – 香港房屋協會

何國鈞測量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孔祥兆先生 – 香港建造商會

梁永基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曾百中先生 – 香港建築業物料聯會

 （2020年6月19日起）

黃顯榮先生 – 建造業議會成員

黃若蘭女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 建造業議會成員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房屋）

 – 建造業議會成員

職權範圍

1. 透過對工程招標、風險分配、項目計劃、

建造供應鏈的流動性、工程管理和質量監

督等方面的討論及提出良好作業建議，營

造一個更高效和健康的建造業市場，並培

育業界公平的分擔風險和協作文化；

2. 鼓勵業界於工程採購、項目管理和質量監

控上採用創新方案和技術；

3. 增強本地與大灣區的建造業從業員之間的

溝通和合作；及

4. 促進本地業界持份者開拓大灣區的供應

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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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生產力專責委員會

生產力專責委員會旨在透過改善建造流程、提倡工業化及鼓勵研究開發，以提升建造生產力。專責委員會致力

探索及向業界推廣一系列創新建造方法，包括機械人及自動化、場外建造，以及採用嶄新的建造技術和材料

等。

職權範圍

1. 編製及更新建造業相關的關鍵績效指標；

2. 透過對各工種推行可量度的指標，檢討建

造業現時生產力水平；

3. 鼓勵業界採納有助提升建造業生產力的新

科技應用及創新意念；

4. 進行研究為施工過程生產力訂立基準或設

定標準；

5. 提供有關建造業生產力的統計數據；

6. 向議會及各委員會建議策略，以提高行業

生產力及競爭力；及

7. 協調及鼓勵研究工作和發展，以提升建造

業生產力。

成員

主席

余錫萬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成員

周聯僑先生 – 建造業議會成員

 （2020年1月31日止）

鍾國輝教授 – 建造業議會成員

符展成先生 – 建造業議會成員

關景輝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2020年1月31日止）

郭棟強先生 – 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

林健榮測量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李達偉先生 – 建造業議會成員

 （2020年4月24日起）

巫幹輝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潘樹杰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潘樂祺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蘇國亮工程師 –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尹偉民工程師 – 香港工程師學會

 （2020年1月31日止）

黃健維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楊啟裕先生 – 香港房屋協會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建造業議會成員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建造業議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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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致力推展各項計劃和措施以建立建造業正面的安全文化。專責委員會協助審查及監控行業

的安全成效，並促進採用嶄新技術來提高安全性。為了加強安全管理機制，專責委員會還提供與施工安全有關

的預防措施指南。

職權範圍

1. 檢討並監察建造業的安全表現；

2. 檢討並提升安全管理機制；

3. 鼓勵業界採納有助建造業安全的新科技應

用及創新意念；

4. 進行研究以提升建造業的安全表現；

5. 找出可提升安全表現的措施，並向議會提

出建議；

6. 向建造業界推廣採納改善措施；及

7. 培養建造業內安全文化。

成員

主席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成員

陳浩榮先生 – 香港機場管理局

陳劍光先生 – 建造業議會成員

陳八根先生 – 建造業議會成員

葉家聲先生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李秀琼女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李達偉先生 – 建造業議會成員

羅康錦教授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巫幹輝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莫國豪工程師 – 香港工程師學會

王志健測量師 – 香港測量師學會

黃國強先生 – 香港機電工程承建商協會

王紹恆先生 – 香港建造商會

胡偉雄先生 – 勞工處

余世欽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建造業議會成員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建造業議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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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環境專責委員會

環境專責委員會旨在促進良好作業和創新技術，加強建造業可持續發展表現。專責委員會透過行業研究及網上

平台為業界持份者提供相關標準和指引。

職權範圍

1. 提倡建造業環保及可持續發展；

2. 促進可持續設計和建造之良好作業方式；

3. 鼓勵建造業界採納有助環境保護的新科技

應用及創新意念和可持續發展的表現；

4. 進行研究以提升建造業對環境保護及可持

續發展的表現；及

5. 就制訂建築標準的環境相關策略提供意

見。

成員

主席

符展成先生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成員

陳家龍博士 – 香港機電工程承建商協會

趙松基先生 – 會德豐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鄒自平先生 – 醫院管理局

何國鈞測量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劉少瑜教授 –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

羅康錦教授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潘樹杰先生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潘靜雪工程師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潘信榮先生 – 市區重建局

湯遠敬先生 – 香港機場管理局

黃平先生 –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胡兆基先生 – 香港建築業物料聯會

屋宇署署長 – 建造業議會成員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建造業議會成員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建造業議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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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專門行業承造商制度專責委員會

註冊專門行業承造商制度專責委員會總覽有關註冊專門行業承造商制度下的註冊和規管行動事宜。專責委員會

同時負責訂定策略方向和制訂政策，以管理註冊制度的實施和推廣事務。

職權範圍

1. 推動香港大學「優化香港分包商管理機制

的路線圖研究」報告中各項建議；

2. 督導註冊專門行業承造商制度及分包商註

冊制度（統稱「註冊制度」）的營運，包括

但不限於就行業範圍、註冊準則及任何提

升註冊制度作出建議；

3. 檢討及批准註冊專門行業承造商及註冊分

包商的註冊申請；

4. 向於註冊制度下違規的註冊專門行業承造

商及註冊分包商採取規管行動；及

5. 推廣業界採納註冊制度。

成員

主席

陳志超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成員

陳落齊先生 – 香港建築扎鐵商會

鄭新棠工程師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張達暉先生 – 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

張玉其先生 – 香港混凝土工分包商商會

詹富強先生 – 房屋署

馮國強工程師 – 香港建造商會

何國鈞測量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孔祥兆工程師 – 香港建造商會

梁永基工程師 – 香港機場管理局

駱癸生先生 –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巫幹輝工程師 –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吳彩華先生 – 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

佘達志工程師 – 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

黃國良測量師 – 香港測量師學會

黃平先生 –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2020 年報 57

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審核專責委員會

審核專責委員會於2018年成立，監督內部審計部的工作，並審視議會的企業管治、合規、財務匯報、內部監

控、風險管理和審計事項。

職權範圍

1. 協助議會履行企業管治及監察議會（及機

構成員）的職責，包括財務報告、內部監

控、風險管理、內部及外部審核職能及政

策、規章和相關法例的合規性；

2. 監察內部審計部門的工作，審視調查結果

和管理層對所提建議的回應；

3. 監督外部審計程序：

 就委任外聘核數師、核數費用和相關

事宜，向議會提交建議；

 審視年度審核報告及外聘核數師所提

出的事宜；

4. 核准聘任外聘顧問，如需要，以進行檢討工

作；及

5. 協助議會處理其他相關事宜。

成員

主席

黃顯榮先生 – 建造業議會成員

成員

周遠明先生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柯少岩女士 –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黃若蘭女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務）1 – 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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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處理反對事宜委員會

處理反對事宜委員會是按《建造業議會條例》第54至56條成立，以對承建商提出對徵款或附加費的反對作出處

理。

委員會由三名議會成員組成，並議會可授權處理反對事宜委員會任命一個小組委員會，以更妥善地執行委員會

的職能。處理反對事宜委員會由一名學者擔任主席，避免與行業持份者產生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

根據《建造業議會條例》第56條，處理反對事宜委員

會擁有維持、取消及減低徵款或附加費的權力。

成員（全部為建造業議會成員）

召集人

鍾國輝教授

成員

符展成先生

何國鈞測量師（2020年2月1日起）

賴旭輝博士測量師（2020年1月31日止）

職權範圍

1. 就按《建造業議會條例》第55條及《建造

業工人註冊條例》第29條提出對徵款及附

加費的反對作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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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按《建造業議會條例》第29條成立，負責建造業的培訓和工藝測試相關事宜。委員會為建造

業提供訓練課程、設立及維持業界訓練中心、協助相關就業事宜，並負責評核、技術水平制定等事項。

成員

主席

余世欽工程師

成員

陳劍光先生

周炳芝測量師

黃永權先生

林健榮測量師

林煦基先生

劉永森先生

陸偉霖工程師

黃朝龍建築師

王建威測量師

黃平先生

甄鼎君博士

勞工處總職業安全主任（系統及支援）

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務）1

職權範圍

1. 向建造業提供訓練課程；

2. 為建造業設立及維持業界訓練中心；

3. 協助已完成向建造業提供的訓練課程的人

就業，包括以提供財政援助的方式給予協

助；

4. 評核任何人在涉及建造業或與建造業相關

的任何種類的工作方面已達致的技術水

平，並就任何該等工作舉行考核及測試、

發出或頒發修業證明書或技術水平證明書

和訂定須達致的水平；

5. 就建造業人力策劃及發展，包括專業人

士、監督及技工三個層面，提供意見；及

6. 培養建造業內人士的專業操守。



建造業議會60

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香港建造學院管理委員會

香港建造學院是根據《公司條例》（第622章）之公司章程成立的有限公司。香港建造學院管理委員會管理香港

建造學院，向建造業訓練委員會報告並對其負責。

成員

主席

李焯芬教授

成員

陳家駒先生

陳炳泉教授工程師

周聯僑先生

紀文鳳女士

郭予宏工程師

林煦基先生

李永良先生

盧李愛蓮女士

余世欽工程師

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務）1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延續教育）

當然成員

鄭定寕工程師

職權範圍

1. 參考業界意見及職業專才教育（VPET）的

發展，制訂學院發展的策略；

2. 確保學院能有效及高效率地管理，以實現

其願景及辦學理念；

3. 每年向建造業訓練委員會（建訓會）提交

三年策略計劃及年度工作計劃給予確認；

4. 每年向建訓會提交工作報告；

5. 監察學院課程及其服務，以達致既定的質

素；

6. 就學院的課程策劃、發展、教與學、及檢

討訂定有關的政策和指引；及

7. 審批課程建議，包括入學要求、課程目

的、預期學習成果、及教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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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按《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11A條成立，負責管理並為業界提供優質的工人註冊服務。

成員

主席

巫幹輝工程師

成員

陳家龍博士工程師

陳國康教授

陳國賢先生

陳八根先生

陳述浩先生

李偉峰測量師

郭棟強先生

梁偉豪工程師

廖聖鵬工程師

駱癸生先生

潘巍教授工程師

曾燈發先生

黃平先生

余烽立建築師

機電工程署助理署長╱氣體及一般法例

勞工處總職業安全主任（行動）

屋宇署總主任╱技術事務

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務）1

職權範圍

1. 設定註冊或註冊續期的資格規定；

2. 處理及執行《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下相關

的工作，包括巡查工地、辦理工人註冊、

處理有關註冊的覆核及上訴、保存工地每

日出勤紀錄等；及

3. 執行及行使建造業議會授予的其他職能或

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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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零碳天地管理委員會

建造業零碳天地（原名零碳天地）是根據《公司條例》（第622章）之公司章程成立的有限公司，由議會委任的董

事會所管理。董事會由頂尖的綠色建築專家、工程師及督導建造業零碳天地發展的主要持份者所組成。

成員

主席

莊堅烈先生

成員

陳賢宗先生

鄭定寕工程師

葉頌文先生

郭志華先生

賴永春先生

盧致維先生

馬博文先生

馬榮駒先生

孟家榮營造師

伍新華先生

余錫萬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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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管理委員會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管理委員會集合行業的專門人才，監督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及透過本地和

國際組織尋求創新科技。

成員

主席

蔡宏興先生

成員

Ian ASKEW工程師（2020年11月27日止）

鄭定寕工程師

鍾漢明先生（2021年1月1日止）

鍾偉賢工程師

梁堅凝教授

潘樹杰工程師

徐潤昌博士工程師

黃志光工程師

黃家裕先生

屋宇署署長 – 建造業議會成員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 建造業議會成員

職權範圍

1. 探索及識別適合香港建造業採用的本地和

國際創新的技術，以提高其生產力、可持

續性和安全性；

2. 作為知識中心，通過收集、展示和發布最

新的本地和海外建築技術，促使業界的實

施和應用；

3. 建立全球研究網絡並作為合作平台，鼓勵

跨學科研究活動和合作；及

4. 在建造業培養對持續創新從善如流及有利

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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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委員會

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委員會旨在更有效地指導及推廣建造業的運動和義工服務，並與業界主要持份者建立長

期合作關係。

成員

主席

陳家駒先生

成員

陳嘉寶女士 –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陳欽隆先生 – 偉金建築有限公司

周啟年先生 – 新世界建築有限公司

陳海波先生 – 嘉華建材有限公司

張俊豪先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朱延年工程師 – 香港建造學院

黎兆基先生 –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梁紹輝先生 – 會德豐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廖海宇先生 – 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

雷文偉先生 – 艾奕康有限公司

蘇志堅先生 – 南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譚志光先生 – 俊和建築控股有限公司

曾燈發先生 – 天和工程有限公司

殷偉明先生 –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邱杰斌先生 –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務）1

職權範圍

1. 指導建造業的運動及義工計劃（計劃）發

展；

2. 將計劃推廣至建造業內更廣闊的受眾；

3. 鼓勵公司或機構成立各自的運動及義工團

隊；及

4. 支援計劃活動，包括但不限於積極宣傳及

參加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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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適任技術人員註冊制度管理委員會

議會成立管理委員會以督導適任技術人員註冊制度的發展。

成員

主席

黃健維工程師

成員

歐陽海鵬先生 – 屋宇署

何漢傑先生 – 屋宇署

關景輝工程師

郭志華先生

岑家華先生 –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

職權範圍

1. 督導適任技術人員註冊制度（註冊制度）

的推行；

2. 檢視註冊制度在提升建造工地監督人員質

素的成效；

3. 檢視註冊制度下的上訴及╱或投訴個案；

及

4. 考慮業界意見及其他有助於促進業界更廣

泛地使用註冊制度的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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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管理委員會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管理委員會監管該基金的運作。

成員

主席

陳志超工程師

成員

鍾國輝教授

關景輝工程師

鄭定寕工程師

發展局代表

職權範圍

1. 制訂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的運作框架，

向議會提供建議，並獲取核准；

2. 確保基金按照核准的運作框架，妥善和有

效率地運作；

3. 向議會匯報基金的運作情況；及

4. 議會在有需要時會對所有有關基金運作的

事宜作最終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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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投資專責小組

投資專責小組在投資相關的事宜上向建造業議會提出建議，如購買、資產轉換、贖回等。小組還監督建造業議

會投資的表現。

成員

主席

黃顯榮先生

成員

歐振興先生

廖志崙先生

康祥先生

謝汝康先生

職權範圍

1. 推薦盈餘資金可作的合適投資；

2. 在投資相關的事宜上向議會提出建議，如

購買、資產轉換、贖回等；

3. 監督議會投資的表現；

4. 為議會建議及制定投資策略；及

5. 決定往後應否外聘基金經理以管理議會的

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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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

「組裝合成」建築法聯合工作小組

「組裝合成」建築法聯合工作小組於2017年5月由發展局和建造業議會成立，旨在為「組裝合成」建築法物色合

適的技術與實踐方法，促進「組裝合成」建築法在香港的廣泛採用。

成員

主席

巫幹輝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副主席

鄺家陞先生 – 發展局

成員

何永賢女士 – 建築署

梁洪偉先生 – 房屋署

黃仕進教授 – 前建造業議會成員

黃若蘭女士 – 建造業議會成員

余寶美女士 – 屋宇署

秘書（由發展局及建造業議會輪任）

職權範圍

1. 找出適合在香港實行「組裝合成」建築法

的技術及方法；

2. 找出推行「組裝合成」建築法將遇到的問

題及制定解決方案；

3. 制訂香港「組裝合成」建築法路線圖；

4. 促進香港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及

5. 適時成立並監察專責小組以解決重點問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