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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 is passing fast and it is almost closed to my tenure of two years office of 

president.  After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n 5th of December, I will step down as 

President of HKICM.  It is really my great honour to take up this post since 2011 and I am 

happy to work together with all my colleagues in the council in the past year.  In fact, the 

works for me are challenge and I believe that I have done most of the tasks I committed 

when taking up this post.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hard works to be done by 

my successor like the registration of construction manager and the reciprocal agreement 

with the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on the issue of the title of Constructor 

in the mainland China.  Nevertheless, we have already started the works and dialogue,  I believe our goal will not 

be far away in having the continued support from our members.  HKICM is a professional institute to promote the 

high standard and integrity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Hong Kong.  Our members' background is from 

builder, engineer, surveyor and architect with the same goal in pursue of excellence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the past years, we have done lot of ground work in linking up with schools,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to bring 

out the message of career development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being a very good prospect in the next ten years 

in Hong Kong.  This is very helpful to attract more our young people to be one of professionals in the construction 

to fill up the shortfall of technicians and professionals in our industry and also the ageing problem that we are 

going to confront with.  At last,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ccasion to express my great gratitude to all my colleagues 

in the council and all members to give the support to me.  Without you, it is hard for me to lead the institute in the 

past year. Anyway, it is a practice for the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to take up the Chairman of Education Board in 

the coming year.  So I will continue my works in the Education Board to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 of the 

members and keep on to support the new selected president together with his team in the next two years. 

Despite our institute have only 15 years history, our recognition 

now in public,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s well established and 

it is fully evidenced in the steady growth of our members 

particularly in more young practitioners to join us and our 

actively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ulting bodies or committees. 

Mr. Peter Ng, Yau-yee

President

Legislation of Registered 
Construction Managers (R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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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濤 致辭

尊敬的伍又宜會長：

尊敬的香港營造師學會各位同仁：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金秋九月，硯果累累。今天，我非常高興與姚總、龍華、

肖星先生應邀前來參加香港營造師學會成立十五周年慶典，

首先我代表中國建築業協會和建造師分會向香港營造師學會表示衷心的祝賀！同時，也非常高興接受貴會授予我“名譽

顧問”榮譽稱號。這份榮譽不僅是對我個人的肯定，也是對所有致力於內地和香港建築界交流和從事工程項目管理活動

的建造師的褒獎，對此我深表感謝。

伴隨着香港回歸祖國，香港營造師學會97年應運而成立。十五年來，作為一個在營造業具有超前卓越水平的獨立專

業團體，在服務香港社會，加強兩地交流，擔當橋樑紐帶角色，提升營造師管理和技術水平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在內地與香港業界內享有良好的盛譽。

我本人從事建築業管理工作已有44年，特別是自1987年國務院推廣魯布革工程管理經驗以來的25年親自參與和經歷

了內地工程項目管理的學習、推廣、創新工作。25年來，中國建築業學習借鍳國際先進的項目管理經驗，進行了推進中

國工程項目管理成功之路的艱辛探索；建立完善了適應於項目管理內在規律的工程建設管理新型運行機制；25年來，中

國建築業總結提升國際先進的項目管理經驗，研究探討項目生產力理論，創造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並與國際接軌、

適應市場需要的工程項目管理基本框架體系；25年來，中國建築業發展創新國際先進的項目管理經驗，培養造就了近百

萬一級項目經理與註冊建造師，在推進工程項目管理波瀾壯闊的進程中，鑄就輝煌，彰顯偉業，創造了建築業一個又一

個新紀錄。

這裏有必要特別指出的是自2008年我會建造師分會與香港營造師學會簽訂了兩會交流合作協議書以來，內地與香港

建築業聯係日益緊密，香港業界實施項目管理的先進做法對提高內地工程項目管理水平起到了卓有成效的示範引領與良

好的促進作用。

隨着經濟全球化和項目管理國際化發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高新技術日新月異。今後，我們两會更需要進一步加

强交流與合作，共同關注前沿動態，研究探討發展趨勢，聯手為中國企業實施 “走出去” 發展共贏，搭建平台提供

一切必要支持和幫助。作為中國建築業協會的主要負責人，加强和促進內地和香港同業的交流與合作，既是中國建築

業協會的一項重要職責，也是我本人的首要義務。我將盡全力為內地和香港建築業的更加深入和廣泛的交流合作竭盡

綿薄之力。

最後，祝願貴會在伍又宜會長的帶領下，在營造師會員的共同努力下，尊崇貴令的使命和宗旨，開拓進取，不斷創

新，為香港營造業乃至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再次祝賀貴會十五周年慶典取得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吳濤

二○一二年九月六日

龍華、

年慶典，

Welcome Speech by  Mr. Peter NG

The Honourable CS Wai JP,  Distinguished Guests, 

Fellow Member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I am delighted and feel most honoured to welcome you all to this 15th 

Anniversary Dinner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HKICM. 15-year is not a short 

period and I am pleased to see the fast growth of our institute in the past 15 

years. Though we are a young professional institute, we now have about 2,000 

members and in fact not a small group. Our achievements through these years have been built on the hard work and the great 

effort by those who came before us, particularly our past presidents and now they are also the Hon Presidents, they also join 

the dinner tonight, Prof. Peter Mok, Mr. Thomas Ho, Mr. K. L. Tam, Prof. John Chan, Prof. Raymond Leung, Mr. Christopher Wong, 

and Mr. Dicky Sung sending apology of absence in tonight. I am deeply appreciative of their devotion and contribution.

In the past years, we have actively involved in sharing with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ith The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中國建築業協會. 

Tonight, their two vice presidents Mr. Wu Tao 吳濤 and Mr. Liu Lung Hua 劉龍華, who is also the President of the 

Constructors Sub Association 建造師分會會長, also spare their valuable time to attend the event tonight from Beijing flying 

miles to here. Also glad to see our Hon. Fellow Member, Mr. Yiu Bing 姚兵, he is our first hon. Member and has become our Hon. 

Member since 1999, is an old friend to all of us, who also join the team to come to HK to celebrate this important event of 

HKICM. Many thanks to them. We hope we will continue keeping this relationship with our China partners and let more of our 

members to shar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have more understanding in practicing in mainland China. I believe that 

the fast growth economy in the mainland will provide lots of opportunities for our members to work there as well.

The theme of our dinner tonight is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as a professional institute, we hope 

that we could work together with all other institutes and stakeholders in the industry to attain this very admirable idea, I am 

pleased to see the leaders from the respective institutes and associations also attending the dinner tonight and I believe we 

could work together and merge with the move/policy by th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the good future of construction to the 

community and also to our young generation. Tonight you also could see the booth of “My Dream School” presented by the 

champion team, SHK Lam Woo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of the recent competition of Youth Construction Discovery 

Challenge in the secondary schools organized by VTC and CIC. As one of the co-organizers together with other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we are glad to see there are lots of potential young talents in our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We see our future. Today 

in celebrating this important moment we don’t miss that we are also caring others in the industry. We have a Photo Booth and 

I believe you also have donated money to the Construction Charity Fund for these meaningful pictures. After the further 

auditing of the account of monies raised, we hope that tonight we could contribute a sum to this fund of the heart of our 

institute in caring our community. Thanks to all who have donated to this fund. Tonight we will also present the Awards to the 

winners to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Award organized by HKICM in this year. The aim of these awards is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innovative building in tertiary institutions. Thanks to the supports 

from the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I am hereby to congratulate the winners.

At la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all the sponsors for tonight event and special thanks to the annual dinner 

organization committee, chaired by Eddie Lam and his team for their hard work in the past months in organizing this event, if 

not, we don’t have such a successful evening.

I wish you all a most enjoyable and wonderful evening.

Thank you.

this 15th

a short 

 past 15 

ut 2,000 

HKICM 15th Anniversary Dinner 

6 Sept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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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C. S. Wai  Speech

Peter (NG Yau-yee, President of HKICM),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I am most delighted to join you at this joyous 

occasion.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Managers on its 15th anniversary.

Challenges amidst a golden age

Coincidentally, this year is also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During this period, our city has experienced boom and bust, and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no exception.

There was a time, as many will recall, when outlook was dim and our young professionals were attracted to greener 

pastures. To sow the seeds for sustained long term growth, we have been pursuing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e fruits are now for us to reap. The annual expenditure on capital works has 

undergone threefold increase from 20.5 billion HKD in 2007-08 to an estimated62.3 billion HKD in 2012-13. We are also 

anticipating annual investment of over HK$70 billion in the next few years. Undoubtedl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entered a golden age.

The smooth and effective deliver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inges upon the quality input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trades. 

Therefore,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 fully capitalise on the boom, we must first tackle two most pressing manpower 

challenges, namely an ageing workforce and skills mismatch. To this end, we have been striving to build a progressive, caring 

and harmonious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vesting in construction manpower

Our first and foremost aim is to nurture sufficient talent and inculcate a progressive culture. Three months ago, we passed 

a Bill that will take forward the amalga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and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Authority, such that all industry-related issues including training and workers registration will be overseen under one umbrella. 

Furthe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as also approved a total of $320 million to enhance the training package for prospective fresh 

blood and to further subsidise trade tests and training courses for specific trades. We have also launched other initiatives to 

uplift the image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mproving site conditions

We observed that some potential entrants are deterred by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ur 

aspiration is to create a caring industry with safer, tidier and friendlier working environment, which we believe will help attract 

new blood and foste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Institute, 

which has set up a dedicated committee solely for promoting safety practices on-sit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end, we have adopted a multi-pronge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First, we have placed much 

emphasis on improving site conditions. We have been rolling out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including the provision of uniform and 

better welfare facilities for construction personnel in public works contract.

yous 

tfelt 

tion 

Secondly,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various stakeholders to enhance site safety. Our current target is “zero-accident” and 

we are introducing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achieve this target. First, we would introduce an enhanced merit and demerit 

system to reward contractors with good safety performance, such as the provision of additional payments to good safety 

performers and giving them a higher chance of winning public works tenders. Secondly, we would enhance our care for 

worker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Comers Caring Programme” for new comers to a construction site, and 

preparation of graphical working procedures for high risk activities to facilitate easy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ing procedures, 

etc. Thirdly, we would reinforce workers’ safety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through enhanced safety promotion and training, 

such as the organisation of an industry-wide safety campaign named “Construction Safety Week” in late May 2012.

Promoting a harmonious culture

With works project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disputes are unavoidable. A harmonious culture is conducive to an 

effective workforce. Regarding workers, to enhance wage protection, we have incorpora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into public 

works contracts. Notably we have mandated the firing of Labour Relations Officers, who will assist in monitoring payroll 

records, and detect potential labour disputes early.  For employers and contractors, we are working to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cost-effective dispute avoidance and resolution methods. On this note, I must thank the Institute for responding to our call 

for more industry participation in this endeavour. I am confident that your pro bono mediation scheme will help encourage 

wider adoption of mediation as a dispute resolution tool.

I have just briefly outlined the Administration’s effort in realizing the vision of a progressive, caring and harmonious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hinges also on the staunch support form industry participants such as yourselves.

We have come to an era where construction work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and complex and often, require 

the concerted efforts across different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On this, the Institute has provided an excellent platform for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to get together, to collaborate and to create synergy. Such 

cross-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s highly conducive to ensuring a smooth and viabl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quality deliverables. I must thank the Institute for bringing together tal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appeal to construction managers to contribute to a larger issue of 

buildability. As experienced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with good knowledge of site operation, you are well placed to advise 

on the use of practicable and suitable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technology on site. With your inputs provided as early as in 

the design stage, I believe that the design itself would be buildable and the entire project can be achieved within a shorter 

timeframe, at a lower cost and in a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nner.

It is my hope that stakeholders continue to echo and support 

our vision build a progressive, caring and harmonious construction 

industry. I wish you all an enjoyable evening, thank you!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MAMAGERS香港營造師學會
Room 801, 8/F, 25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Tel: (852) 2523 2081     Fax: (852) 2845 4749E-mail: info@hkicm.org.hk     Web Site: www.hkicm.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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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剛才我也說過，建築成本不外乎是人工，材料，機械，利潤及公司的開支，我們要控制成本是要有創新科技，建造

方法及管理，我們的項目經理要管理地盤及提高效率，減省時間及開支成本。一個好的工料測量時可以從工程的早

期設計階段到完結階段可以做到節省成本及運用價值管理，自然可以控制到建築項目的成本。

至於輸入人材方面，我覺得有幾方面要考慮，首先我們是要保護我們的建築行業，如果全部用輸入人材，我們便不

需要再陪訓我們人才使建築業斷層，如果大量輸入廉價勞工及專業人仕，這會對我們建築業發展是有矛盾的，亦影

响建造質素, 我們是要小心考慮。而我們香港的建築人材已經是國際性的人材，很多外國專業人材來到香港有時也

未必適合，因為香港有自己建築業的特質，例如做高層建築是他們沒有經驗，另外輸入外國專才會影響成本，因為

他們遠道來港工作，薪金及福利定會比本地專才為高。如果輸內地專才，他們對建築業的守則及建築方法也未必適

應！至於工人方面，我們要考慮工人的品種是否會影響本地工人。如果是短暫性的話是可以的，在某個程度來說是

可以降低到成本及舒緩了市場需求，也可以減省了陪訓某個行業專才費用及時間。但我們要考慮項目是否持續性。

但總而言之我覺得對建築成本是沒有直接影響。

陳：但現在市場上人才缺乏，好像是模板木工，日薪已經升至一仟五佰元，而現職的工人大部份是年過五十，如果沒有

勞工輸入，可能會對建築業發展有所影響。

伍：據我所知，現在建築業薪金持續向上，已經開始吸引了部份年青人入行，如果能持續有年青人入行的話，勞工短缺

是可以解決的。另外政府政策亦是有問題，我個人覺得為何政府會這短短幾年期間推出五條鐵路工程及大量基建，

使市場勞動力突然間變成不足，如果政府在策劃上能夠改善及平衡發展，分段推出項目，可以使建造業有持續發，

我不希望建築業會好像從前1998年的高峰期向下滑至最低，這點政府是值得思索。

在私人樓宇方面，私人項目現是比較少的，而政府工程是比較多，而許多証據顯視建築工人是不足應付香港現在的

工程項目，我承認輸入勞工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但這個問題及政策是要小心處理。

陳：你覺得香港建造業如何能邁向國際化？

伍：其實香港建築業已經逐步邁向國際化了，好像我們做顧問

公司，很多工程都不單是局限在香港，我在其他地方都會

有工程項目，我在澳大利亞及國內都有分公司，特別是在

2005年開始在內地發展，給與一些香港專業人仕在國內發

展空間，給與我們這個行業走進內地，很多建築師、工程

師及測量師已經有很多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我亦對很

多青年人說過如果進入建築行業，會有很多機會到國外或

國內工作，而我們的測量師行業，因為源用英聯邦體系，

在英國，澳洲及加拿大已經有很多香港人在當地工作，一

早已經國際化了，若年青人能取得相關專業資格，已經可

以在海外其他地方工作。

陳：你覺得中國市場能否和香港建築業融合，互相取長補短？

伍：我覺得是可以的。雖然中國的建築體系與香港有很多不同，他們有監理負責工程質量，有設計院負責設計，這與英

式由建築師去統籌及管理一個項目是不同的。而國內的建築商的權力相對很大，因為如果發生任何事，承建商是會

被判監的。而監理亦要對項目負責任，我相信內地現時的制度是有改善空間。

現在香港建築已經影響了國內建築業，現在國內已漸漸用香港管理模式去做工程。但香港人進入內地工作，絕對不

能用香港觀念去對待國內事項，因為文化背景及制度不同，香港人要改變香港模式去適應內地建築的模式，這並不

等於要放棄專業精神及香港的價值觀。專業操守及忠誠是我們專業人仕最重要的，如果有利益衝突，我們應該盡量

少去參與，因為我們做工料測量師是管理錢的，我們是要說真話，如果工程出現問題，我們是不會去掩飾，把真相

說出來。香港人在內地的價值觀是相當強的，如有工作來到，我們一定會把工作做到最好，這是我們香港人的主要

核心價值。

在國內工作，我們很難要求他們跟足我香港施工方法去做，例如他們有監理師一職存在，我們不能事事繞過監理，

否則在施工上會出現困難。而施工上的文化，背景及其他因數，我們不能單用香港的一套去處理，但在某個型式下

是可以融合的。我們可以向業主提議用國內定額方法或是用包干的方法，某些工程可能是用定額會好一點，因為他

們不懂得用包干落標方法，而包干落標方法的風險是他們不懂去預計及處理的。

而內地建築是有一些好處可以給香港建築業作為借鑒的，好像是設計，工程結構方面及建造方法等，他們是可以用

又平宜又快的方法去做好需要的事項。香港是最接近大陸，我們是必需要融入他們的市場，但每個地方都有他們的

特點及規範，現在內地也有不少建築公司來參與香港的建築項目。

陳：據我所知，直至現在，建築師及工程師好像是從沒有在國內正式開辦到一家獨資公司在國內執業。

伍：我知道我們工料測量師已經有部份公司或個人取得到國內資質，但其他專業現在正與國內對口單位緊密聯系，很

快便會有進一步消息。另外國內專業人事其實沒有興趣到香港發展，因為現時國內對人材需求很大，有大量工程

正在施工，發展機會大，及有很多工作機會，雖然有大量年青人投身建築行業，還是不足夠，原因是國內每一個

省及每一個市都有大量建設，所以工料測量師，造價工程師也是需求甚欣，他們沒有誘因到其他地方工作，更何

況到香港。所以香港建築專業到國內發展是有很大的空間。

陳：多謝會長能抽時間作出這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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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Ng presented souvenir to Mr. Wai

HKICM 15th Anniversary Dinner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6th 

September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and over 

350 members and guests joining this important event. We were honored 

to have Mr. WAI Chi-sing JP,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Works) 

as our Guest of Honor. Following the welcome speech by the President Mr. 

Peter Ng and the Guest of Honor Mr. Wai delivered the opening speech.  It 

is also our pleasure to have our partner in China, the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中國建築業協會  sending their delegation including  

Messrs. Liu Lung Hua, Wu Tao, Yao Bing to attend the dinner. At the dinner, 

our President also presented the HKICM Honorary Advisor Certificates to 

Mr. Liu and Mr. Wu in appreciation of them in accepting the appointment 

of our Honorary Advisors in term of two more years. Thereinafter, Mr. Wu 

Tao also gave a short speech in response to their long term relationship 

with us. The theme of the dinner being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it was fully evidenced in the dinner arrangement 

including the exhibition at the cocktail reception and performance on that 

night. While enjoying the dinner, there was wonderful performance by our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magic show and Hula dancing on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HKICM is also a caring organization and we have 

raised a fund of HK$20,000 to the Construction Charity Fund via the high 

technology in the Photo Booth on that night. In addition, HKICM held the 

firs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Awards in 2012 inviting students 

of the local universities to participate.  We presented the six grand prizes 

for the three grades of Master Degree, Degree and Sub-Degree and six 

merit awards to winners whose work quality been recognized in the 

dinner.  At last, the dinner organizing committee Chairman Mr. Eddie lam 

sincerely thanked those members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all 

those who attending in that night. The dinner was well attended by 

member firms, directorates of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rominent 

guests from the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 industry associations,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HKSAR, academia etc. 

Photographs taken for the Dinner have already been uploaded to our 

website; members are welcome to click into some of the photos to share 

with our joy.

EC Group

陳：請問你從事建築行業多久？主要是在建築甚麼界別中

工作？

伍：我從事建築行業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主要工作是工料

測量的專業工作，包括成本規劃，成本控制，合同管

理及採購等工作。在八十年代未至九十年代初，我在

合和建築公司工作時亦曾擔任項目經理一職，參與一

個房署地盤，鳳德邨一期，另一個是柴灣已婚消防員

宿社的建築項目。之後我到了澳大利亞並在一家建築

公司工作了兩年多，主要是參與投標及成本控制的工

作。在九十年初澳大利亞經濟很差，建築業非常低迷

找工作是不易的，但在這段時間中，在經濟極差的時

候我學會怎樣去渡過, 這個經驗是可貴的。93年回到香

港後，也是從事工料測量、成本控制、成本規劃、合

同管理、索償、仲裁及提供專業意見及報告。

當時我在地下鐵路有限公司任職合約工程師直至1995

年，參與東涌及機場快線建造，離開地鐵公司後正式開

始自己個人事業，我亦是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之

一，公司於1990年成立，到我在地鐵公司辭職後，才

全職在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工作。公司初期只有幾位同

事工作，到現在已經發展到在香港有八十多人，而國內

亦有七十多人，合計大約超過一佰五十多人。而我的職

責，是參與公司內部的管理、策略及制定運作系统，更

參與有關工料測量的工作及其他大型項目。近年還參與

國內市務運作，公司在國內深圳、廣州、上海及成都已

設有辨事處，近年國內的工程項目多了，因而所花的時間

也相對更長。

陳：在1997及2003年建築低潮期間及1998年金融風暴時段，建築

行業面對著前所未有的低潮及衝擊，如日後再遇同樣事情發

生，應如何面對。

伍：當時我放棄了地鐵公司高薪職位而開創自己事業，在這段期

間，香港建築業是從興旺走到最消條的時期，裁員，減薪非

常普遍，很多人被裁之後，不容易找到一份跟以前有關建築

的工作。而我全身投入自己公司工作的時段，因為整體經濟問

題及公司內部管理的變動，亦是我最艱難的時間，在1998年

至2001年的三年內，情況更差，因為整個市場工程數量非常

少，再加上公司管理層的變動，公司的工作量也跟隨整體經濟

一樣，相當不足。在這艱難及低潮期間，反而對我來說是一種

推動力，低潮使公司在艱難的期間打好根基，在日後就可以做

得更好發展。經濟條件差的階段便是汰弱留強的時間，如有專

業能力和實力的話，公司便會安然過渡，否則就會被淘汰。

在這段期間，我對自己有信心及為公司立定了信念，要做到專業服務，才可在低潮生存。在這個艱難時段，公司並

沒有裁員及減薪，更與各同事共渡時艱，從而樹立起公司的團隊精神，能夠做到專業水準從而另客戶亦相當滿意公

司服務。從2002年開始及2003沙示期間，公司更有顯注增長。公司在2003年更搬到北角現址，在此期間，公司先

後獲得到政府、一些大客戶、大型上市公司及一些大型維修項目的合約工程。因為公司能提供可靠及專業的服務，

在2003年開始，公司業務每年有雙位數字增長，最多的一年可以達到50%！

若問我如何面對日後有機會發生的同樣的建造業低潮，我覺得首先要對自己及專業有信念，接著要提高技能及要有

創新理念，增強競爭能力及發揮團隊活力，我深信困難會安然渡過。

陳：建造業工人平均年齡老化問題，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你覺得是否對建築行業及成本有

直接影響？

伍：我們知道建築工人老化的確是本行現存的問題，超過一半以上是超過四十歲，而很多都是年過五十，其實老化並不

止是工人方面，而工程技術員及專業人員也是一樣，可能是1998年金融危機至2005年開始有曙光，而在2007年後

開始復甦，在這段長期間的低潮，建造業從業員失業率較多及所見低潮期間亦比較長，很多讀建築師、測量師的大

學畢業生或IVE畢業生也找不到工作，選讀建築系的學生非常少，而實際地盤工種也有相同的情況，缺乏了年青人

入行去填補空缺。另外年青人對建造業的理解不足，錯覺是危險，辛苦及認受性低，如果我們能改變建造業從業員

的形像，提高薪金及保障等等，使他們知道其中還有很多不同專業給他們選擇發展, 建造業是一行不錯的行業，只

要吸引年青人加入及參與，便可解決到建造業工人老化問題。

現在香港有大量建築項目，建造業另一個黃金十年的機會已來臨，很多專業人仕包括建築師、測量師⋯等等，都

已經量調整了薪金及有一個不錯幅度增長，相信可以吸引到年青一代加入。同時在政府的政策配合下，例如基建

工程、強制驗樓計劃、樓宇維修、翻新及保養等等可以幫助香港建造業發展，在未來的五年至十年建造業發展會

是相當篷勃。我們要把握這段期間吸引新人入行，使建造業可以持續發展。

我個人觀感，建築業人口老化對建築成本沒有直接影響，因為建築成本基本是人工、材料、機械及利潤。在利潤來說

，因為市場上競爭劇烈，所有承建商的利潤已經是十分的低，其中有些建築公司的工程可以是接近'零'利潤，相對來

說香港建築業互相競爭是非常的大，而利潤對一項建築工程價格來說已經是次要。而香港建築業用的材料是全球性的

，而外圍經濟因數使材料價錢的升幅較穩定，國內的材料價格是對建築成本有直接影響，但又因近年中國經濟放緩，

材料價錢也相對穩定，而增長相信只會跟通脹掛勾。最後是工人薪金問題，這是最直接影響，建築從業員現時的人工

和過去的十多年前相比，只是僅僅追到九七年時的水平

，因為當年的人工是由九七及九八最高峰一直向下調，

在近幾年建造業開始興旺後才開始慢慢向上調升，而我

覺得人工在這方面是有影響，但不是一個大影響。

我覺得建築成本可以從幾方面去控制，例如施工管理、

創新科枝、新款材料運用及新技術應用等！好像房屋署

通過創新建築方法如標準設計及預制件建造起公屋，所

以房署工程是比一般樓宇建築成本為低。其實私人樓

也可以一樣做法，但礙於客觀因數及市場問題，較難

實行。另外一個好的地盤管理團隊是可以節省建築時

間，減少浪費及可以降低地盤成本。而一個好的工料測

量師又可以控制好建築成本，價值管理及資源運用。從

這幾個方面入手，建築成本是可以有效地降低。

陳：你覺得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

伍：我剛才也提及過，要減低年齡老化問題是要從年青人入手，吸引他們加入，我們可以從中學開始推廣，給他們認識

整個建築業並不只是在地盤工作，而是有好多個專業範籌的，好像是喜歡設計的同學可以選擇建築師，讀理科喜歡

計數的同學可以選擇做工程師，喜歡會計及法律的可以做工料測量師，而喜歡戶外或外向工作的可以考慮做管工，

營造師及項目經理，如只有中學畢業的同學可以考慮做技術員，而通過由認可大學開辨的課程，可以由工人進升為

技術員及到達專業人仕。這可以給年青人知道這個行業有多樣工種及專業按自己興趣選擇及發展，適合到不同性格

的年青人，當年青人了解到建築行業的情況後開始加入成為從業員，年齡老化問題便可以解決。

社會方面，業界及政府要提供一個穩定及持續的工作環境給建築從業員，若工作及收入不穩定，很多人會因此離開

建築業。而將來五至十年是建築業是相當穩定及有大量工程進行，我想信可以提供到適當條件。

陳：對建築業的前景，你的觀感如何？

伍：我在1997及1998年最低潮時我已經入行了十多年，我是十分喜歡建築行業特別是工料測量專業，我相信如配合好

的政府政策，建築各行業是可持續發展的，及我對這個行業是有抱有一個好的發展祈望，而我自己的顧問公司也是

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我個人覺得建築業前景是好的，但前景好未必可以給全部人在這行業生存及發展，我們要隨

著時代去對知識有所增長，對專業及學歷有所要求，

而這個行業很著重年資及工作經驗，要創新，如果沒

有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淘汰，如果能夠依照這個方向

去發展，建築業是可以成為終身職業。

現在政府政策配合及政府發展房屋及私人維修保養方

面，鐵路興建，新市鎮發展，可以提供大量職位及機

會，所以我覺得建築業前景是非常好的。但從業員是

需要時間去學習，增長智識及探討，才可以有更大的

發展。近幾年在發展局的政策配合下，幫助建築業從

低潮慢慢向上發展，雖然有政策幫助，但我們業界也

需愛惜我們的建築行業，減少惡性競爭，使建造業可

以有持續發展，吸引本地人才加入，免卻了輸入外國

專才的需要。好像在七八十年代，大部份建築技術專

才也是從外國輸入去幫助香港建造業，在八十代年後香港的大學及專上學院陪訓了大量專業人才，大部份香港建造

業便逐步變為由本地專業人才負責。這個情況跟澳門一樣，澳門現時建築業十分興旺 但本土卻缺乏建造業人才，

要從香港及國內輸入。

本地建築業對全港的GDP不算高約3-4%，相對來說比其他行業為少，但建造業從業員卻不少，佔全港約8-10% 的

勞動口人，為數可算是不少，所以我們更應該愛惜建造業。

陳：雖然說是8-10%，但由建築業帶動的復合效應其實是很大的，如果建造業低潮，整個社會的運輸，飲食，娛樂及零

售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伍：建造業不像金融業這樣峽窄，她養活了很多人及行業，所以我對建造業前景是看好的。

陳：建造業成本近年颷升，是否有方法可以改善及控制成本？輸入人材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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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剛才我也說過，建築成本不外乎是人工，材料，機械，利潤及公司的開支，我們要控制成本是要有創新科技，建造

方法及管理，我們的項目經理要管理地盤及提高效率，減省時間及開支成本。一個好的工料測量時可以從工程的早

期設計階段到完結階段可以做到節省成本及運用價值管理，自然可以控制到建築項目的成本。

至於輸入人材方面，我覺得有幾方面要考慮，首先我們是要保護我們的建築行業，如果全部用輸入人材，我們便不

需要再陪訓我們人才使建築業斷層，如果大量輸入廉價勞工及專業人仕，這會對我們建築業發展是有矛盾的，亦影

响建造質素, 我們是要小心考慮。而我們香港的建築人材已經是國際性的人材，很多外國專業人材來到香港有時也
未必適合，因為香港有自己建築業的特質，例如做高層建築是他們沒有經驗，另外輸入外國專才會影響成本，因為

他們遠道來港工作，薪金及福利定會比本地專才為高。如果輸內地專才，他們對建築業的守則及建築方法也未必適

應！至於工人方面，我們要考慮工人的品種是否會影響本地工人。如果是短暫性的話是可以的，在某個程度來說是

可以降低到成本及舒緩了市場需求，也可以減省了陪訓某個行業專才費用及時間。但我們要考慮項目是否持續性。

但總而言之我覺得對建築成本是沒有直接影響。

陳：但現在市場上人才缺乏，好像是模板木工，日薪已經升至一仟五佰元，而現職的工人大部份是年過五十，如果沒有

勞工輸入，可能會對建築業發展有所影響。

伍：據我所知，現在建築業薪金持續向上，已經開始吸引了部份年青人入行，如果能持續有年青人入行的話，勞工短缺

是可以解決的。另外政府政策亦是有問題，我個人覺得為何政府會這短短幾年期間推出五條鐵路工程及大量基建，

使市場勞動力突然間變成不足，如果政府在策劃上能夠改善及平衡發展，分段推出項目，可以使建造業有持續發，

我不希望建築業會好像從前1998年的高峰期向下滑至最低，這點政府是值得思索。

在私人樓宇方面，私人項目現是比較少的，而政府工程是比較多，而許多証據顯視建築工人是不足應付香港現在的

工程項目，我承認輸入勞工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但這個問題及政策是要小心處理。

陳：你覺得香港建造業如何能邁向國際化？

伍：其實香港建築業已經逐步邁向國際化了，好像我們做顧問

公司，很多工程都不單是局限在香港，我在其他地方都會

有工程項目，我在澳大利亞及國內都有分公司，特別是在

2005年開始在內地發展，給與一些香港專業人仕在國內發
展空間，給與我們這個行業走進內地，很多建築師、工程

師及測量師已經有很多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我亦對很

多青年人說過如果進入建築行業，會有很多機會到國外或

國內工作，而我們的測量師行業，因為源用英聯邦體系，

在英國，澳洲及加拿大已經有很多香港人在當地工作，一

早已經國際化了，若年青人能取得相關專業資格，已經可

以在海外其他地方工作。

陳：你覺得中國市場能否和香港建築業融合，互相取長補短？

伍：我覺得是可以的。雖然中國的建築體系與香港有很多不同，他們有監理負責工程質量，有設計院負責設計，這與英

式由建築師去統籌及管理一個項目是不同的。而國內的建築商的權力相對很大，因為如果發生任何事，承建商是會

被判監的。而監理亦要對項目負責任，我相信內地現時的制度是有改善空間。

現在香港建築已經影響了國內建築業，現在國內已漸漸用香港管理模式去做工程。但香港人進入內地工作，絕對不

能用香港觀念去對待國內事項，因為文化背景及制度不同，香港人要改變香港模式去適應內地建築的模式，這並不

等於要放棄專業精神及香港的價值觀。專業操守及忠誠是我們專業人仕最重要的，如果有利益衝突，我們應該盡量

少去參與，因為我們做工料測量師是管理錢的，我們是要說真話，如果工程出現問題，我們是不會去掩飾，把真相

說出來。香港人在內地的價值觀是相當強的，如有工作來到，我們一定會把工作做到最好，這是我們香港人的主要

核心價值。

在國內工作，我們很難要求他們跟足我香港施工方法去做，例如他們有監理師一職存在，我們不能事事繞過監理，

否則在施工上會出現困難。而施工上的文化，背景及其他因數，我們不能單用香港的一套去處理，但在某個型式下

是可以融合的。我們可以向業主提議用國內定額方法或是用包干的方法，某些工程可能是用定額會好一點，因為他

們不懂得用包干落標方法，而包干落標方法的風險是他們不懂去預計及處理的。

而內地建築是有一些好處可以給香港建築業作為借鑒的，好像是設計，工程結構方面及建造方法等，他們是可以用

又平宜又快的方法去做好需要的事項。香港是最接近大陸，我們是必需要融入他們的市場，但每個地方都有他們的

特點及規範，現在內地也有不少建築公司來參與香港的建築項目。

陳：據我所知，直至現在，建築師及工程師好像是從沒有在國內正式開辦到一家獨資公司在國內執業。

伍：我知道我們工料測量師已經有部份公司或個人取得到國內資質，但其他專業現在正與國內對口單位緊密聯系，很

快便會有進一步消息。另外國內專業人事其實沒有興趣到香港發展，因為現時國內對人材需求很大，有大量工程

正在施工，發展機會大，及有很多工作機會，雖然有大量年青人投身建築行業，還是不足夠，原因是國內每一個

省及每一個市都有大量建設，所以工料測量師，造價工程師也是需求甚欣，他們沒有誘因到其他地方工作，更何

況到香港。所以香港建築專業到國內發展是有很大的空間。

陳：多謝會長能抽時間作出這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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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問你從事建築行業多久？主要是在建築甚麼界別中

工作？

伍：我從事建築行業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主要工作是工料

測量的專業工作，包括成本規劃，成本控制，合同管

理及採購等工作。在八十年代未至九十年代初，我在

合和建築公司工作時亦曾擔任項目經理一職，參與一

個房署地盤，鳳德邨一期，另一個是柴灣已婚消防員

宿社的建築項目。之後我到了澳大利亞並在一家建築

公司工作了兩年多，主要是參與投標及成本控制的工

作。在九十年初澳大利亞經濟很差，建築業非常低迷

找工作是不易的，但在這段時間中，在經濟極差的時

候我學會怎樣去渡過, 這個經驗是可貴的。93年回到香
港後，也是從事工料測量、成本控制、成本規劃、合

同管理、索償、仲裁及提供專業意見及報告。

當時我在地下鐵路有限公司任職合約工程師直至1995
年，參與東涌及機場快線建造，離開地鐵公司後正式開

始自己個人事業，我亦是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之

一，公司於1990年成立，到我在地鐵公司辭職後，才
全職在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工作。公司初期只有幾位同

事工作，到現在已經發展到在香港有八十多人，而國內

亦有七十多人，合計大約超過一佰五十多人。而我的職

責，是參與公司內部的管理、策略及制定運作系统，更

參與有關工料測量的工作及其他大型項目。近年還參與

國內市務運作，公司在國內深圳、廣州、上海及成都已

設有辨事處，近年國內的工程項目多了，因而所花的時間

也相對更長。

陳：在1997及2003年建築低潮期間及1998年金融風暴時段，建築
行業面對著前所未有的低潮及衝擊，如日後再遇同樣事情發

生，應如何面對。

伍：當時我放棄了地鐵公司高薪職位而開創自己事業，在這段期

間，香港建築業是從興旺走到最消條的時期，裁員，減薪非

常普遍，很多人被裁之後，不容易找到一份跟以前有關建築

的工作。而我全身投入自己公司工作的時段，因為整體經濟問

題及公司內部管理的變動，亦是我最艱難的時間，在1998年
至2001年的三年內，情況更差，因為整個市場工程數量非常
少，再加上公司管理層的變動，公司的工作量也跟隨整體經濟

一樣，相當不足。在這艱難及低潮期間，反而對我來說是一種

推動力，低潮使公司在艱難的期間打好根基，在日後就可以做

得更好發展。經濟條件差的階段便是汰弱留強的時間，如有專

業能力和實力的話，公司便會安然過渡，否則就會被淘汰。

在這段期間，我對自己有信心及為公司立定了信念，要做到專業服務，才可在低潮生存。在這個艱難時段，公司並

沒有裁員及減薪，更與各同事共渡時艱，從而樹立起公司的團隊精神，能夠做到專業水準從而另客戶亦相當滿意公

司服務。從2002年開始及2003沙示期間，公司更有顯注增長。公司在2003年更搬到北角現址，在此期間，公司先
後獲得到政府、一些大客戶、大型上市公司及一些大型維修項目的合約工程。因為公司能提供可靠及專業的服務，

在2003年開始，公司業務每年有雙位數字增長，最多的一年可以達到50%！

若問我如何面對日後有機會發生的同樣的建造業低潮，我覺得首先要對自己及專業有信念，接著要提高技能及要有

創新理念，增強競爭能力及發揮團隊活力，我深信困難會安然渡過。

陳：建造業工人平均年齡老化問題，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你覺得是否對建築行業及成本有

直接影響？

伍：我們知道建築工人老化的確是本行現存的問題，超過一半以上是超過四十歲，而很多都是年過五十，其實老化並不

止是工人方面，而工程技術員及專業人員也是一樣，可能是1998年金融危機至2005年開始有曙光，而在2007年後
開始復甦，在這段長期間的低潮，建造業從業員失業率較多及所見低潮期間亦比較長，很多讀建築師、測量師的大

學畢業生或IVE畢業生也找不到工作，選讀建築系的學生非常少，而實際地盤工種也有相同的情況，缺乏了年青人
入行去填補空缺。另外年青人對建造業的理解不足，錯覺是危險，辛苦及認受性低，如果我們能改變建造業從業員

的形像，提高薪金及保障等等，使他們知道其中還有很多不同專業給他們選擇發展, 建造業是一行不錯的行業，只
要吸引年青人加入及參與，便可解決到建造業工人老化問題。

現在香港有大量建築項目，建造業另一個黃金十年的機會已來臨，很多專業人仕包括建築師、測量師⋯等等，都

已經量調整了薪金及有一個不錯幅度增長，相信可以吸引到年青一代加入。同時在政府的政策配合下，例如基建

工程、強制驗樓計劃、樓宇維修、翻新及保養等等可以幫助香港建造業發展，在未來的五年至十年建造業發展會

是相當篷勃。我們要把握這段期間吸引新人入行，使建造業可以持續發展。

我個人觀感，建築業人口老化對建築成本沒有直接影響，因為建築成本基本是人工、材料、機械及利潤。在利潤來說

，因為市場上競爭劇烈，所有承建商的利潤已經是十分的低，其中有些建築公司的工程可以是接近'零'利潤，相對來
說香港建築業互相競爭是非常的大，而利潤對一項建築工程價格來說已經是次要。而香港建築業用的材料是全球性的

，而外圍經濟因數使材料價錢的升幅較穩定，國內的材料價格是對建築成本有直接影響，但又因近年中國經濟放緩，

材料價錢也相對穩定，而增長相信只會跟通脹掛勾。最後是工人薪金問題，這是最直接影響，建築從業員現時的人工

和過去的十多年前相比，只是僅僅追到九七年時的水平

，因為當年的人工是由九七及九八最高峰一直向下調，

在近幾年建造業開始興旺後才開始慢慢向上調升，而我

覺得人工在這方面是有影響，但不是一個大影響。

我覺得建築成本可以從幾方面去控制，例如施工管理、

創新科枝、新款材料運用及新技術應用等！好像房屋署

通過創新建築方法如標準設計及預制件建造起公屋，所

以房署工程是比一般樓宇建築成本為低。其實私人樓

也可以一樣做法，但礙於客觀因數及市場問題，較難

實行。另外一個好的地盤管理團隊是可以節省建築時

間，減少浪費及可以降低地盤成本。而一個好的工料測

量師又可以控制好建築成本，價值管理及資源運用。從

這幾個方面入手，建築成本是可以有效地降低。

陳：你覺得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

伍：我剛才也提及過，要減低年齡老化問題是要從年青人入手，吸引他們加入，我們可以從中學開始推廣，給他們認識

整個建築業並不只是在地盤工作，而是有好多個專業範籌的，好像是喜歡設計的同學可以選擇建築師，讀理科喜歡

計數的同學可以選擇做工程師，喜歡會計及法律的可以做工料測量師，而喜歡戶外或外向工作的可以考慮做管工，

營造師及項目經理，如只有中學畢業的同學可以考慮做技術員，而通過由認可大學開辨的課程，可以由工人進升為

技術員及到達專業人仕。這可以給年青人知道這個行業有多樣工種及專業按自己興趣選擇及發展，適合到不同性格

的年青人，當年青人了解到建築行業的情況後開始加入成為從業員，年齡老化問題便可以解決。

社會方面，業界及政府要提供一個穩定及持續的工作環境給建築從業員，若工作及收入不穩定，很多人會因此離開

建築業。而將來五至十年是建築業是相當穩定及有大量工程進行，我想信可以提供到適當條件。

陳：對建築業的前景，你的觀感如何？

伍：我在1997及1998年最低潮時我已經入行了十多年，我是十分喜歡建築行業特別是工料測量專業，我相信如配合好
的政府政策，建築各行業是可持續發展的，及我對這個行業是有抱有一個好的發展祈望，而我自己的顧問公司也是

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我個人覺得建築業前景是好的，但前景好未必可以給全部人在這行業生存及發展，我們要隨

著時代去對知識有所增長，對專業及學歷有所要求，

而這個行業很著重年資及工作經驗，要創新，如果沒

有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淘汰，如果能夠依照這個方向

去發展，建築業是可以成為終身職業。

現在政府政策配合及政府發展房屋及私人維修保養方

面，鐵路興建，新市鎮發展，可以提供大量職位及機

會，所以我覺得建築業前景是非常好的。但從業員是

需要時間去學習，增長智識及探討，才可以有更大的

發展。近幾年在發展局的政策配合下，幫助建築業從

低潮慢慢向上發展，雖然有政策幫助，但我們業界也

需愛惜我們的建築行業，減少惡性競爭，使建造業可

以有持續發展，吸引本地人才加入，免卻了輸入外國

專才的需要。好像在七八十年代，大部份建築技術專

才也是從外國輸入去幫助香港建造業，在八十代年後香港的大學及專上學院陪訓了大量專業人才，大部份香港建造

業便逐步變為由本地專業人才負責。這個情況跟澳門一樣，澳門現時建築業十分興旺 但本土卻缺乏建造業人才，
要從香港及國內輸入。

本地建築業對全港的GDP不算高約3-4%，相對來說比其他行業為少，但建造業從業員卻不少，佔全港約8-10% 的
勞動口人，為數可算是不少，所以我們更應該愛惜建造業。

陳：雖然說是8-10%，但由建築業帶動的復合效應其實是很大的，如果建造業低潮，整個社會的運輸，飲食，娛樂及零
售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伍：建造業不像金融業這樣峽窄，她養活了很多人及行業，所以我對建造業前景是看好的。

陳：建造業成本近年颷升，是否有方法可以改善及控制成本？輸入人材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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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剛才我也說過，建築成本不外乎是人工，材料，機械，利潤及公司的開支，我們要控制成本是要有創新科技，建造

方法及管理，我們的項目經理要管理地盤及提高效率，減省時間及開支成本。一個好的工料測量時可以從工程的早

期設計階段到完結階段可以做到節省成本及運用價值管理，自然可以控制到建築項目的成本。

至於輸入人材方面，我覺得有幾方面要考慮，首先我們是要保護我們的建築行業，如果全部用輸入人材，我們便不

需要再陪訓我們人才使建築業斷層，如果大量輸入廉價勞工及專業人仕，這會對我們建築業發展是有矛盾的，亦影

响建造質素, 我們是要小心考慮。而我們香港的建築人材已經是國際性的人材，很多外國專業人材來到香港有時也

未必適合，因為香港有自己建築業的特質，例如做高層建築是他們沒有經驗，另外輸入外國專才會影響成本，因為

他們遠道來港工作，薪金及福利定會比本地專才為高。如果輸內地專才，他們對建築業的守則及建築方法也未必適

應！至於工人方面，我們要考慮工人的品種是否會影響本地工人。如果是短暫性的話是可以的，在某個程度來說是

可以降低到成本及舒緩了市場需求，也可以減省了陪訓某個行業專才費用及時間。但我們要考慮項目是否持續性。

但總而言之我覺得對建築成本是沒有直接影響。

陳：但現在市場上人才缺乏，好像是模板木工，日薪已經升至一仟五佰元，而現職的工人大部份是年過五十，如果沒有

勞工輸入，可能會對建築業發展有所影響。

伍：據我所知，現在建築業薪金持續向上，已經開始吸引了部份年青人入行，如果能持續有年青人入行的話，勞工短缺

是可以解決的。另外政府政策亦是有問題，我個人覺得為何政府會這短短幾年期間推出五條鐵路工程及大量基建，

使市場勞動力突然間變成不足，如果政府在策劃上能夠改善及平衡發展，分段推出項目，可以使建造業有持續發，

我不希望建築業會好像從前1998年的高峰期向下滑至最低，這點政府是值得思索。

在私人樓宇方面，私人項目現是比較少的，而政府工程是比較多，而許多証據顯視建築工人是不足應付香港現在的

工程項目，我承認輸入勞工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但這個問題及政策是要小心處理。

陳：你覺得香港建造業如何能邁向國際化？

伍：其實香港建築業已經逐步邁向國際化了，好像我們做顧問

公司，很多工程都不單是局限在香港，我在其他地方都會

有工程項目，我在澳大利亞及國內都有分公司，特別是在

2005年開始在內地發展，給與一些香港專業人仕在國內發

展空間，給與我們這個行業走進內地，很多建築師、工程

師及測量師已經有很多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我亦對很

多青年人說過如果進入建築行業，會有很多機會到國外或

國內工作，而我們的測量師行業，因為源用英聯邦體系，

在英國，澳洲及加拿大已經有很多香港人在當地工作，一

早已經國際化了，若年青人能取得相關專業資格，已經可

以在海外其他地方工作。

陳：你覺得中國市場能否和香港建築業融合，互相取長補短？

伍：我覺得是可以的。雖然中國的建築體系與香港有很多不同，他們有監理負責工程質量，有設計院負責設計，這與英

式由建築師去統籌及管理一個項目是不同的。而國內的建築商的權力相對很大，因為如果發生任何事，承建商是會

被判監的。而監理亦要對項目負責任，我相信內地現時的制度是有改善空間。

現在香港建築已經影響了國內建築業，現在國內已漸漸用香港管理模式去做工程。但香港人進入內地工作，絕對不

能用香港觀念去對待國內事項，因為文化背景及制度不同，香港人要改變香港模式去適應內地建築的模式，這並不

等於要放棄專業精神及香港的價值觀。專業操守及忠誠是我們專業人仕最重要的，如果有利益衝突，我們應該盡量

少去參與，因為我們做工料測量師是管理錢的，我們是要說真話，如果工程出現問題，我們是不會去掩飾，把真相

說出來。香港人在內地的價值觀是相當強的，如有工作來到，我們一定會把工作做到最好，這是我們香港人的主要

核心價值。

在國內工作，我們很難要求他們跟足我香港施工方法去做，例如他們有監理師一職存在，我們不能事事繞過監理，

否則在施工上會出現困難。而施工上的文化，背景及其他因數，我們不能單用香港的一套去處理，但在某個型式下

是可以融合的。我們可以向業主提議用國內定額方法或是用包干的方法，某些工程可能是用定額會好一點，因為他

們不懂得用包干落標方法，而包干落標方法的風險是他們不懂去預計及處理的。

而內地建築是有一些好處可以給香港建築業作為借鑒的，好像是設計，工程結構方面及建造方法等，他們是可以用

又平宜又快的方法去做好需要的事項。香港是最接近大陸，我們是必需要融入他們的市場，但每個地方都有他們的

特點及規範，現在內地也有不少建築公司來參與香港的建築項目。

陳：據我所知，直至現在，建築師及工程師好像是從沒有在國內正式開辦到一家獨資公司在國內執業。

伍：我知道我們工料測量師已經有部份公司或個人取得到國內資質，但其他專業現在正與國內對口單位緊密聯系，很

快便會有進一步消息。另外國內專業人事其實沒有興趣到香港發展，因為現時國內對人材需求很大，有大量工程

正在施工，發展機會大，及有很多工作機會，雖然有大量年青人投身建築行業，還是不足夠，原因是國內每一個

省及每一個市都有大量建設，所以工料測量師，造價工程師也是需求甚欣，他們沒有誘因到其他地方工作，更何

況到香港。所以香港建築專業到國內發展是有很大的空間。

陳：多謝會長能抽時間作出這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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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問你從事建築行業多久？主要是在建築甚麼界別中

工作？

伍：我從事建築行業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主要工作是工料

測量的專業工作，包括成本規劃，成本控制，合同管

理及採購等工作。在八十年代未至九十年代初，我在

合和建築公司工作時亦曾擔任項目經理一職，參與一

個房署地盤，鳳德邨一期，另一個是柴灣已婚消防員

宿社的建築項目。之後我到了澳大利亞並在一家建築

公司工作了兩年多，主要是參與投標及成本控制的工

作。在九十年初澳大利亞經濟很差，建築業非常低迷

找工作是不易的，但在這段時間中，在經濟極差的時

候我學會怎樣去渡過, 這個經驗是可貴的。93年回到香

港後，也是從事工料測量、成本控制、成本規劃、合

同管理、索償、仲裁及提供專業意見及報告。

當時我在地下鐵路有限公司任職合約工程師直至1995

年，參與東涌及機場快線建造，離開地鐵公司後正式開

始自己個人事業，我亦是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之

一，公司於1990年成立，到我在地鐵公司辭職後，才

全職在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工作。公司初期只有幾位同

事工作，到現在已經發展到在香港有八十多人，而國內

亦有七十多人，合計大約超過一佰五十多人。而我的職

責，是參與公司內部的管理、策略及制定運作系统，更

參與有關工料測量的工作及其他大型項目。近年還參與

國內市務運作，公司在國內深圳、廣州、上海及成都已

設有辨事處，近年國內的工程項目多了，因而所花的時間

也相對更長。

陳：在1997及2003年建築低潮期間及1998年金融風暴時段，建築

行業面對著前所未有的低潮及衝擊，如日後再遇同樣事情發

生，應如何面對。

伍：當時我放棄了地鐵公司高薪職位而開創自己事業，在這段期

間，香港建築業是從興旺走到最消條的時期，裁員，減薪非

常普遍，很多人被裁之後，不容易找到一份跟以前有關建築

的工作。而我全身投入自己公司工作的時段，因為整體經濟問

題及公司內部管理的變動，亦是我最艱難的時間，在1998年

至2001年的三年內，情況更差，因為整個市場工程數量非常

少，再加上公司管理層的變動，公司的工作量也跟隨整體經濟

一樣，相當不足。在這艱難及低潮期間，反而對我來說是一種

推動力，低潮使公司在艱難的期間打好根基，在日後就可以做

得更好發展。經濟條件差的階段便是汰弱留強的時間，如有專

業能力和實力的話，公司便會安然過渡，否則就會被淘汰。

在這段期間，我對自己有信心及為公司立定了信念，要做到專業服務，才可在低潮生存。在這個艱難時段，公司並

沒有裁員及減薪，更與各同事共渡時艱，從而樹立起公司的團隊精神，能夠做到專業水準從而另客戶亦相當滿意公

司服務。從2002年開始及2003沙示期間，公司更有顯注增長。公司在2003年更搬到北角現址，在此期間，公司先

後獲得到政府、一些大客戶、大型上市公司及一些大型維修項目的合約工程。因為公司能提供可靠及專業的服務，

在2003年開始，公司業務每年有雙位數字增長，最多的一年可以達到50%！

若問我如何面對日後有機會發生的同樣的建造業低潮，我覺得首先要對自己及專業有信念，接著要提高技能及要有

創新理念，增強競爭能力及發揮團隊活力，我深信困難會安然渡過。

陳：建造業工人平均年齡老化問題，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你覺得是否對建築行業及成本有

直接影響？

伍：我們知道建築工人老化的確是本行現存的問題，超過一半以上是超過四十歲，而很多都是年過五十，其實老化並不

止是工人方面，而工程技術員及專業人員也是一樣，可能是1998年金融危機至2005年開始有曙光，而在2007年後

開始復甦，在這段長期間的低潮，建造業從業員失業率較多及所見低潮期間亦比較長，很多讀建築師、測量師的大

學畢業生或IVE畢業生也找不到工作，選讀建築系的學生非常少，而實際地盤工種也有相同的情況，缺乏了年青人

入行去填補空缺。另外年青人對建造業的理解不足，錯覺是危險，辛苦及認受性低，如果我們能改變建造業從業員

的形像，提高薪金及保障等等，使他們知道其中還有很多不同專業給他們選擇發展, 建造業是一行不錯的行業，只

要吸引年青人加入及參與，便可解決到建造業工人老化問題。

現在香港有大量建築項目，建造業另一個黃金十年的機會已來臨，很多專業人仕包括建築師、測量師⋯等等，都

已經量調整了薪金及有一個不錯幅度增長，相信可以吸引到年青一代加入。同時在政府的政策配合下，例如基建

工程、強制驗樓計劃、樓宇維修、翻新及保養等等可以幫助香港建造業發展，在未來的五年至十年建造業發展會

是相當篷勃。我們要把握這段期間吸引新人入行，使建造業可以持續發展。

我個人觀感，建築業人口老化對建築成本沒有直接影響，因為建築成本基本是人工、材料、機械及利潤。在利潤來說

，因為市場上競爭劇烈，所有承建商的利潤已經是十分的低，其中有些建築公司的工程可以是接近'零'利潤，相對來

說香港建築業互相競爭是非常的大，而利潤對一項建築工程價格來說已經是次要。而香港建築業用的材料是全球性的

，而外圍經濟因數使材料價錢的升幅較穩定，國內的材料價格是對建築成本有直接影響，但又因近年中國經濟放緩，

材料價錢也相對穩定，而增長相信只會跟通脹掛勾。最後是工人薪金問題，這是最直接影響，建築從業員現時的人工

和過去的十多年前相比，只是僅僅追到九七年時的水平

，因為當年的人工是由九七及九八最高峰一直向下調，

在近幾年建造業開始興旺後才開始慢慢向上調升，而我

覺得人工在這方面是有影響，但不是一個大影響。

我覺得建築成本可以從幾方面去控制，例如施工管理、

創新科枝、新款材料運用及新技術應用等！好像房屋署

通過創新建築方法如標準設計及預制件建造起公屋，所

以房署工程是比一般樓宇建築成本為低。其實私人樓

也可以一樣做法，但礙於客觀因數及市場問題，較難

實行。另外一個好的地盤管理團隊是可以節省建築時

間，減少浪費及可以降低地盤成本。而一個好的工料測

量師又可以控制好建築成本，價值管理及資源運用。從

這幾個方面入手，建築成本是可以有效地降低。

陳：你覺得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

伍：我剛才也提及過，要減低年齡老化問題是要從年青人入手，吸引他們加入，我們可以從中學開始推廣，給他們認識

整個建築業並不只是在地盤工作，而是有好多個專業範籌的，好像是喜歡設計的同學可以選擇建築師，讀理科喜歡

計數的同學可以選擇做工程師，喜歡會計及法律的可以做工料測量師，而喜歡戶外或外向工作的可以考慮做管工，

營造師及項目經理，如只有中學畢業的同學可以考慮做技術員，而通過由認可大學開辨的課程，可以由工人進升為

技術員及到達專業人仕。這可以給年青人知道這個行業有多樣工種及專業按自己興趣選擇及發展，適合到不同性格

的年青人，當年青人了解到建築行業的情況後開始加入成為從業員，年齡老化問題便可以解決。

社會方面，業界及政府要提供一個穩定及持續的工作環境給建築從業員，若工作及收入不穩定，很多人會因此離開

建築業。而將來五至十年是建築業是相當穩定及有大量工程進行，我想信可以提供到適當條件。

陳：對建築業的前景，你的觀感如何？

伍：我在1997及1998年最低潮時我已經入行了十多年，我是十分喜歡建築行業特別是工料測量專業，我相信如配合好

的政府政策，建築各行業是可持續發展的，及我對這個行業是有抱有一個好的發展祈望，而我自己的顧問公司也是

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我個人覺得建築業前景是好的，但前景好未必可以給全部人在這行業生存及發展，我們要隨

著時代去對知識有所增長，對專業及學歷有所要求，

而這個行業很著重年資及工作經驗，要創新，如果沒

有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淘汰，如果能夠依照這個方向

去發展，建築業是可以成為終身職業。

現在政府政策配合及政府發展房屋及私人維修保養方

面，鐵路興建，新市鎮發展，可以提供大量職位及機

會，所以我覺得建築業前景是非常好的。但從業員是

需要時間去學習，增長智識及探討，才可以有更大的

發展。近幾年在發展局的政策配合下，幫助建築業從

低潮慢慢向上發展，雖然有政策幫助，但我們業界也

需愛惜我們的建築行業，減少惡性競爭，使建造業可

以有持續發展，吸引本地人才加入，免卻了輸入外國

專才的需要。好像在七八十年代，大部份建築技術專

才也是從外國輸入去幫助香港建造業，在八十代年後香港的大學及專上學院陪訓了大量專業人才，大部份香港建造

業便逐步變為由本地專業人才負責。這個情況跟澳門一樣，澳門現時建築業十分興旺 但本土卻缺乏建造業人才，

要從香港及國內輸入。

本地建築業對全港的GDP不算高約3-4%，相對來說比其他行業為少，但建造業從業員卻不少，佔全港約8-10% 的

勞動口人，為數可算是不少，所以我們更應該愛惜建造業。

陳：雖然說是8-10%，但由建築業帶動的復合效應其實是很大的，如果建造業低潮，整個社會的運輸，飲食，娛樂及零

售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伍：建造業不像金融業這樣峽窄，她養活了很多人及行業，所以我對建造業前景是看好的。

陳：建造業成本近年颷升，是否有方法可以改善及控制成本？輸入人材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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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剛才我也說過，建築成本不外乎是人工，材料，機械，利潤及公司的開支，我們要控制成本是要有創新科技，建造

方法及管理，我們的項目經理要管理地盤及提高效率，減省時間及開支成本。一個好的工料測量時可以從工程的早

期設計階段到完結階段可以做到節省成本及運用價值管理，自然可以控制到建築項目的成本。

至於輸入人材方面，我覺得有幾方面要考慮，首先我們是要保護我們的建築行業，如果全部用輸入人材，我們便不

需要再陪訓我們人才使建築業斷層，如果大量輸入廉價勞工及專業人仕，這會對我們建築業發展是有矛盾的，亦影

响建造質素, 我們是要小心考慮。而我們香港的建築人材已經是國際性的人材，很多外國專業人材來到香港有時也

未必適合，因為香港有自己建築業的特質，例如做高層建築是他們沒有經驗，另外輸入外國專才會影響成本，因為

他們遠道來港工作，薪金及福利定會比本地專才為高。如果輸內地專才，他們對建築業的守則及建築方法也未必適

應！至於工人方面，我們要考慮工人的品種是否會影響本地工人。如果是短暫性的話是可以的，在某個程度來說是

可以降低到成本及舒緩了市場需求，也可以減省了陪訓某個行業專才費用及時間。但我們要考慮項目是否持續性。

但總而言之我覺得對建築成本是沒有直接影響。

陳：但現在市場上人才缺乏，好像是模板木工，日薪已經升至一仟五佰元，而現職的工人大部份是年過五十，如果沒有

勞工輸入，可能會對建築業發展有所影響。

伍：據我所知，現在建築業薪金持續向上，已經開始吸引了部份年青人入行，如果能持續有年青人入行的話，勞工短缺

是可以解決的。另外政府政策亦是有問題，我個人覺得為何政府會這短短幾年期間推出五條鐵路工程及大量基建，

使市場勞動力突然間變成不足，如果政府在策劃上能夠改善及平衡發展，分段推出項目，可以使建造業有持續發，

我不希望建築業會好像從前1998年的高峰期向下滑至最低，這點政府是值得思索。

在私人樓宇方面，私人項目現是比較少的，而政府工程是比較多，而許多証據顯視建築工人是不足應付香港現在的

工程項目，我承認輸入勞工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但這個問題及政策是要小心處理。

陳：你覺得香港建造業如何能邁向國際化？

伍：其實香港建築業已經逐步邁向國際化了，好像我們做顧問

公司，很多工程都不單是局限在香港，我在其他地方都會

有工程項目，我在澳大利亞及國內都有分公司，特別是在

2005年開始在內地發展，給與一些香港專業人仕在國內發

展空間，給與我們這個行業走進內地，很多建築師、工程

師及測量師已經有很多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我亦對很

多青年人說過如果進入建築行業，會有很多機會到國外或

國內工作，而我們的測量師行業，因為源用英聯邦體系，

在英國，澳洲及加拿大已經有很多香港人在當地工作，一

早已經國際化了，若年青人能取得相關專業資格，已經可

以在海外其他地方工作。

陳：你覺得中國市場能否和香港建築業融合，互相取長補短？

伍：我覺得是可以的。雖然中國的建築體系與香港有很多不同，他們有監理負責工程質量，有設計院負責設計，這與英

式由建築師去統籌及管理一個項目是不同的。而國內的建築商的權力相對很大，因為如果發生任何事，承建商是會

被判監的。而監理亦要對項目負責任，我相信內地現時的制度是有改善空間。

現在香港建築已經影響了國內建築業，現在國內已漸漸用香港管理模式去做工程。但香港人進入內地工作，絕對不

能用香港觀念去對待國內事項，因為文化背景及制度不同，香港人要改變香港模式去適應內地建築的模式，這並不

等於要放棄專業精神及香港的價值觀。專業操守及忠誠是我們專業人仕最重要的，如果有利益衝突，我們應該盡量

少去參與，因為我們做工料測量師是管理錢的，我們是要說真話，如果工程出現問題，我們是不會去掩飾，把真相

說出來。香港人在內地的價值觀是相當強的，如有工作來到，我們一定會把工作做到最好，這是我們香港人的主要

核心價值。

在國內工作，我們很難要求他們跟足我香港施工方法去做，例如他們有監理師一職存在，我們不能事事繞過監理，

否則在施工上會出現困難。而施工上的文化，背景及其他因數，我們不能單用香港的一套去處理，但在某個型式下

是可以融合的。我們可以向業主提議用國內定額方法或是用包干的方法，某些工程可能是用定額會好一點，因為他

們不懂得用包干落標方法，而包干落標方法的風險是他們不懂去預計及處理的。

而內地建築是有一些好處可以給香港建築業作為借鑒的，好像是設計，工程結構方面及建造方法等，他們是可以用

又平宜又快的方法去做好需要的事項。香港是最接近大陸，我們是必需要融入他們的市場，但每個地方都有他們的

特點及規範，現在內地也有不少建築公司來參與香港的建築項目。

陳：據我所知，直至現在，建築師及工程師好像是從沒有在國內正式開辦到一家獨資公司在國內執業。

伍：我知道我們工料測量師已經有部份公司或個人取得到國內資質，但其他專業現在正與國內對口單位緊密聯系，很

快便會有進一步消息。另外國內專業人事其實沒有興趣到香港發展，因為現時國內對人材需求很大，有大量工程

正在施工，發展機會大，及有很多工作機會，雖然有大量年青人投身建築行業，還是不足夠，原因是國內每一個

省及每一個市都有大量建設，所以工料測量師，造價工程師也是需求甚欣，他們沒有誘因到其他地方工作，更何

況到香港。所以香港建築專業到國內發展是有很大的空間。

陳：多謝會長能抽時間作出這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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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問你從事建築行業多久？主要是在建築甚麼界別中

工作？

伍：我從事建築行業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主要工作是工料

測量的專業工作，包括成本規劃，成本控制，合同管

理及採購等工作。在八十年代未至九十年代初，我在

合和建築公司工作時亦曾擔任項目經理一職，參與一

個房署地盤，鳳德邨一期，另一個是柴灣已婚消防員

宿社的建築項目。之後我到了澳大利亞並在一家建築

公司工作了兩年多，主要是參與投標及成本控制的工

作。在九十年初澳大利亞經濟很差，建築業非常低迷

找工作是不易的，但在這段時間中，在經濟極差的時

候我學會怎樣去渡過, 這個經驗是可貴的。93年回到香

港後，也是從事工料測量、成本控制、成本規劃、合

同管理、索償、仲裁及提供專業意見及報告。

當時我在地下鐵路有限公司任職合約工程師直至1995

年，參與東涌及機場快線建造，離開地鐵公司後正式開

始自己個人事業，我亦是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之

一，公司於1990年成立，到我在地鐵公司辭職後，才

全職在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工作。公司初期只有幾位同

事工作，到現在已經發展到在香港有八十多人，而國內

亦有七十多人，合計大約超過一佰五十多人。而我的職

責，是參與公司內部的管理、策略及制定運作系统，更

參與有關工料測量的工作及其他大型項目。近年還參與

國內市務運作，公司在國內深圳、廣州、上海及成都已

設有辨事處，近年國內的工程項目多了，因而所花的時間

也相對更長。

陳：在1997及2003年建築低潮期間及1998年金融風暴時段，建築

行業面對著前所未有的低潮及衝擊，如日後再遇同樣事情發

生，應如何面對。

伍：當時我放棄了地鐵公司高薪職位而開創自己事業，在這段期

間，香港建築業是從興旺走到最消條的時期，裁員，減薪非

常普遍，很多人被裁之後，不容易找到一份跟以前有關建築

的工作。而我全身投入自己公司工作的時段，因為整體經濟問

題及公司內部管理的變動，亦是我最艱難的時間，在1998年

至2001年的三年內，情況更差，因為整個市場工程數量非常

少，再加上公司管理層的變動，公司的工作量也跟隨整體經濟

一樣，相當不足。在這艱難及低潮期間，反而對我來說是一種

推動力，低潮使公司在艱難的期間打好根基，在日後就可以做

得更好發展。經濟條件差的階段便是汰弱留強的時間，如有專

業能力和實力的話，公司便會安然過渡，否則就會被淘汰。

在這段期間，我對自己有信心及為公司立定了信念，要做到專業服務，才可在低潮生存。在這個艱難時段，公司並

沒有裁員及減薪，更與各同事共渡時艱，從而樹立起公司的團隊精神，能夠做到專業水準從而另客戶亦相當滿意公

司服務。從2002年開始及2003沙示期間，公司更有顯注增長。公司在2003年更搬到北角現址，在此期間，公司先

後獲得到政府、一些大客戶、大型上市公司及一些大型維修項目的合約工程。因為公司能提供可靠及專業的服務，

在2003年開始，公司業務每年有雙位數字增長，最多的一年可以達到50%！

若問我如何面對日後有機會發生的同樣的建造業低潮，我覺得首先要對自己及專業有信念，接著要提高技能及要有

創新理念，增強競爭能力及發揮團隊活力，我深信困難會安然渡過。

陳：建造業工人平均年齡老化問題，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你覺得是否對建築行業及成本有

直接影響？

伍：我們知道建築工人老化的確是本行現存的問題，超過一半以上是超過四十歲，而很多都是年過五十，其實老化並不

止是工人方面，而工程技術員及專業人員也是一樣，可能是1998年金融危機至2005年開始有曙光，而在2007年後

開始復甦，在這段長期間的低潮，建造業從業員失業率較多及所見低潮期間亦比較長，很多讀建築師、測量師的大

學畢業生或IVE畢業生也找不到工作，選讀建築系的學生非常少，而實際地盤工種也有相同的情況，缺乏了年青人

入行去填補空缺。另外年青人對建造業的理解不足，錯覺是危險，辛苦及認受性低，如果我們能改變建造業從業員

的形像，提高薪金及保障等等，使他們知道其中還有很多不同專業給他們選擇發展, 建造業是一行不錯的行業，只

要吸引年青人加入及參與，便可解決到建造業工人老化問題。

現在香港有大量建築項目，建造業另一個黃金十年的機會已來臨，很多專業人仕包括建築師、測量師⋯等等，都

已經量調整了薪金及有一個不錯幅度增長，相信可以吸引到年青一代加入。同時在政府的政策配合下，例如基建

工程、強制驗樓計劃、樓宇維修、翻新及保養等等可以幫助香港建造業發展，在未來的五年至十年建造業發展會

是相當篷勃。我們要把握這段期間吸引新人入行，使建造業可以持續發展。

我個人觀感，建築業人口老化對建築成本沒有直接影響，因為建築成本基本是人工、材料、機械及利潤。在利潤來說

，因為市場上競爭劇烈，所有承建商的利潤已經是十分的低，其中有些建築公司的工程可以是接近'零'利潤，相對來

說香港建築業互相競爭是非常的大，而利潤對一項建築工程價格來說已經是次要。而香港建築業用的材料是全球性的

，而外圍經濟因數使材料價錢的升幅較穩定，國內的材料價格是對建築成本有直接影響，但又因近年中國經濟放緩，

材料價錢也相對穩定，而增長相信只會跟通脹掛勾。最後是工人薪金問題，這是最直接影響，建築從業員現時的人工

和過去的十多年前相比，只是僅僅追到九七年時的水平

，因為當年的人工是由九七及九八最高峰一直向下調，

在近幾年建造業開始興旺後才開始慢慢向上調升，而我

覺得人工在這方面是有影響，但不是一個大影響。

我覺得建築成本可以從幾方面去控制，例如施工管理、

創新科枝、新款材料運用及新技術應用等！好像房屋署

通過創新建築方法如標準設計及預制件建造起公屋，所

以房署工程是比一般樓宇建築成本為低。其實私人樓

也可以一樣做法，但礙於客觀因數及市場問題，較難

實行。另外一個好的地盤管理團隊是可以節省建築時

間，減少浪費及可以降低地盤成本。而一個好的工料測

量師又可以控制好建築成本，價值管理及資源運用。從

這幾個方面入手，建築成本是可以有效地降低。

陳：你覺得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

伍：我剛才也提及過，要減低年齡老化問題是要從年青人入手，吸引他們加入，我們可以從中學開始推廣，給他們認識

整個建築業並不只是在地盤工作，而是有好多個專業範籌的，好像是喜歡設計的同學可以選擇建築師，讀理科喜歡

計數的同學可以選擇做工程師，喜歡會計及法律的可以做工料測量師，而喜歡戶外或外向工作的可以考慮做管工，

營造師及項目經理，如只有中學畢業的同學可以考慮做技術員，而通過由認可大學開辨的課程，可以由工人進升為

技術員及到達專業人仕。這可以給年青人知道這個行業有多樣工種及專業按自己興趣選擇及發展，適合到不同性格

的年青人，當年青人了解到建築行業的情況後開始加入成為從業員，年齡老化問題便可以解決。

社會方面，業界及政府要提供一個穩定及持續的工作環境給建築從業員，若工作及收入不穩定，很多人會因此離開

建築業。而將來五至十年是建築業是相當穩定及有大量工程進行，我想信可以提供到適當條件。

陳：對建築業的前景，你的觀感如何？

伍：我在1997及1998年最低潮時我已經入行了十多年，我是十分喜歡建築行業特別是工料測量專業，我相信如配合好

的政府政策，建築各行業是可持續發展的，及我對這個行業是有抱有一個好的發展祈望，而我自己的顧問公司也是

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我個人覺得建築業前景是好的，但前景好未必可以給全部人在這行業生存及發展，我們要隨

著時代去對知識有所增長，對專業及學歷有所要求，

而這個行業很著重年資及工作經驗，要創新，如果沒

有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淘汰，如果能夠依照這個方向

去發展，建築業是可以成為終身職業。

現在政府政策配合及政府發展房屋及私人維修保養方

面，鐵路興建，新市鎮發展，可以提供大量職位及機

會，所以我覺得建築業前景是非常好的。但從業員是

需要時間去學習，增長智識及探討，才可以有更大的

發展。近幾年在發展局的政策配合下，幫助建築業從

低潮慢慢向上發展，雖然有政策幫助，但我們業界也

需愛惜我們的建築行業，減少惡性競爭，使建造業可

以有持續發展，吸引本地人才加入，免卻了輸入外國

專才的需要。好像在七八十年代，大部份建築技術專

才也是從外國輸入去幫助香港建造業，在八十代年後香港的大學及專上學院陪訓了大量專業人才，大部份香港建造

業便逐步變為由本地專業人才負責。這個情況跟澳門一樣，澳門現時建築業十分興旺 但本土卻缺乏建造業人才，

要從香港及國內輸入。

本地建築業對全港的GDP不算高約3-4%，相對來說比其他行業為少，但建造業從業員卻不少，佔全港約8-10% 的

勞動口人，為數可算是不少，所以我們更應該愛惜建造業。

陳：雖然說是8-10%，但由建築業帶動的復合效應其實是很大的，如果建造業低潮，整個社會的運輸，飲食，娛樂及零

售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伍：建造業不像金融業這樣峽窄，她養活了很多人及行業，所以我對建造業前景是看好的。

陳：建造業成本近年颷升，是否有方法可以改善及控制成本？輸入人材是否可行？

Interview with 

Mr. Peter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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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剛才我也說過，建築成本不外乎是人工，材料，機械，利潤及公司的開支，我們要控制成本是要有創新科技，建造

方法及管理，我們的項目經理要管理地盤及提高效率，減省時間及開支成本。一個好的工料測量時可以從工程的早

期設計階段到完結階段可以做到節省成本及運用價值管理，自然可以控制到建築項目的成本。

至於輸入人材方面，我覺得有幾方面要考慮，首先我們是要保護我們的建築行業，如果全部用輸入人材，我們便不

需要再陪訓我們人才使建築業斷層，如果大量輸入廉價勞工及專業人仕，這會對我們建築業發展是有矛盾的，亦影

响建造質素, 我們是要小心考慮。而我們香港的建築人材已經是國際性的人材，很多外國專業人材來到香港有時也

未必適合，因為香港有自己建築業的特質，例如做高層建築是他們沒有經驗，另外輸入外國專才會影響成本，因為

他們遠道來港工作，薪金及福利定會比本地專才為高。如果輸內地專才，他們對建築業的守則及建築方法也未必適

應！至於工人方面，我們要考慮工人的品種是否會影響本地工人。如果是短暫性的話是可以的，在某個程度來說是

可以降低到成本及舒緩了市場需求，也可以減省了陪訓某個行業專才費用及時間。但我們要考慮項目是否持續性。

但總而言之我覺得對建築成本是沒有直接影響。

陳：但現在市場上人才缺乏，好像是模板木工，日薪已經升至一仟五佰元，而現職的工人大部份是年過五十，如果沒有

勞工輸入，可能會對建築業發展有所影響。

伍：據我所知，現在建築業薪金持續向上，已經開始吸引了部份年青人入行，如果能持續有年青人入行的話，勞工短缺

是可以解決的。另外政府政策亦是有問題，我個人覺得為何政府會這短短幾年期間推出五條鐵路工程及大量基建，

使市場勞動力突然間變成不足，如果政府在策劃上能夠改善及平衡發展，分段推出項目，可以使建造業有持續發，

我不希望建築業會好像從前1998年的高峰期向下滑至最低，這點政府是值得思索。

在私人樓宇方面，私人項目現是比較少的，而政府工程是比較多，而許多証據顯視建築工人是不足應付香港現在的

工程項目，我承認輸入勞工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但這個問題及政策是要小心處理。

陳：你覺得香港建造業如何能邁向國際化？

伍：其實香港建築業已經逐步邁向國際化了，好像我們做顧問

公司，很多工程都不單是局限在香港，我在其他地方都會

有工程項目，我在澳大利亞及國內都有分公司，特別是在

2005年開始在內地發展，給與一些香港專業人仕在國內發

展空間，給與我們這個行業走進內地，很多建築師、工程

師及測量師已經有很多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我亦對很

多青年人說過如果進入建築行業，會有很多機會到國外或

國內工作，而我們的測量師行業，因為源用英聯邦體系，

在英國，澳洲及加拿大已經有很多香港人在當地工作，一

早已經國際化了，若年青人能取得相關專業資格，已經可

以在海外其他地方工作。

陳：你覺得中國市場能否和香港建築業融合，互相取長補短？

伍：我覺得是可以的。雖然中國的建築體系與香港有很多不同，他們有監理負責工程質量，有設計院負責設計，這與英

式由建築師去統籌及管理一個項目是不同的。而國內的建築商的權力相對很大，因為如果發生任何事，承建商是會

被判監的。而監理亦要對項目負責任，我相信內地現時的制度是有改善空間。

現在香港建築已經影響了國內建築業，現在國內已漸漸用香港管理模式去做工程。但香港人進入內地工作，絕對不

能用香港觀念去對待國內事項，因為文化背景及制度不同，香港人要改變香港模式去適應內地建築的模式，這並不

等於要放棄專業精神及香港的價值觀。專業操守及忠誠是我們專業人仕最重要的，如果有利益衝突，我們應該盡量

少去參與，因為我們做工料測量師是管理錢的，我們是要說真話，如果工程出現問題，我們是不會去掩飾，把真相

說出來。香港人在內地的價值觀是相當強的，如有工作來到，我們一定會把工作做到最好，這是我們香港人的主要

核心價值。

在國內工作，我們很難要求他們跟足我香港施工方法去做，例如他們有監理師一職存在，我們不能事事繞過監理，

否則在施工上會出現困難。而施工上的文化，背景及其他因數，我們不能單用香港的一套去處理，但在某個型式下

是可以融合的。我們可以向業主提議用國內定額方法或是用包干的方法，某些工程可能是用定額會好一點，因為他

們不懂得用包干落標方法，而包干落標方法的風險是他們不懂去預計及處理的。

而內地建築是有一些好處可以給香港建築業作為借鑒的，好像是設計，工程結構方面及建造方法等，他們是可以用

又平宜又快的方法去做好需要的事項。香港是最接近大陸，我們是必需要融入他們的市場，但每個地方都有他們的

特點及規範，現在內地也有不少建築公司來參與香港的建築項目。

陳：據我所知，直至現在，建築師及工程師好像是從沒有在國內正式開辦到一家獨資公司在國內執業。

伍：我知道我們工料測量師已經有部份公司或個人取得到國內資質，但其他專業現在正與國內對口單位緊密聯系，很

快便會有進一步消息。另外國內專業人事其實沒有興趣到香港發展，因為現時國內對人材需求很大，有大量工程

正在施工，發展機會大，及有很多工作機會，雖然有大量年青人投身建築行業，還是不足夠，原因是國內每一個

省及每一個市都有大量建設，所以工料測量師，造價工程師也是需求甚欣，他們沒有誘因到其他地方工作，更何

況到香港。所以香港建築專業到國內發展是有很大的空間。

陳：多謝會長能抽時間作出這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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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問你從事建築行業多久？主要是在建築甚麼界別中

工作？

伍：我從事建築行業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主要工作是工料

測量的專業工作，包括成本規劃，成本控制，合同管

理及採購等工作。在八十年代未至九十年代初，我在

合和建築公司工作時亦曾擔任項目經理一職，參與一

個房署地盤，鳳德邨一期，另一個是柴灣已婚消防員

宿社的建築項目。之後我到了澳大利亞並在一家建築

公司工作了兩年多，主要是參與投標及成本控制的工

作。在九十年初澳大利亞經濟很差，建築業非常低迷

找工作是不易的，但在這段時間中，在經濟極差的時

候我學會怎樣去渡過, 這個經驗是可貴的。93年回到香

港後，也是從事工料測量、成本控制、成本規劃、合

同管理、索償、仲裁及提供專業意見及報告。

當時我在地下鐵路有限公司任職合約工程師直至1995

年，參與東涌及機場快線建造，離開地鐵公司後正式開

始自己個人事業，我亦是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之

一，公司於1990年成立，到我在地鐵公司辭職後，才

全職在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工作。公司初期只有幾位同

事工作，到現在已經發展到在香港有八十多人，而國內

亦有七十多人，合計大約超過一佰五十多人。而我的職

責，是參與公司內部的管理、策略及制定運作系统，更

參與有關工料測量的工作及其他大型項目。近年還參與

國內市務運作，公司在國內深圳、廣州、上海及成都已

設有辨事處，近年國內的工程項目多了，因而所花的時間

也相對更長。

陳：在1997及2003年建築低潮期間及1998年金融風暴時段，建築

行業面對著前所未有的低潮及衝擊，如日後再遇同樣事情發

生，應如何面對。

伍：當時我放棄了地鐵公司高薪職位而開創自己事業，在這段期

間，香港建築業是從興旺走到最消條的時期，裁員，減薪非

常普遍，很多人被裁之後，不容易找到一份跟以前有關建築

的工作。而我全身投入自己公司工作的時段，因為整體經濟問

題及公司內部管理的變動，亦是我最艱難的時間，在1998年

至2001年的三年內，情況更差，因為整個市場工程數量非常

少，再加上公司管理層的變動，公司的工作量也跟隨整體經濟

一樣，相當不足。在這艱難及低潮期間，反而對我來說是一種

推動力，低潮使公司在艱難的期間打好根基，在日後就可以做

得更好發展。經濟條件差的階段便是汰弱留強的時間，如有專

業能力和實力的話，公司便會安然過渡，否則就會被淘汰。

在這段期間，我對自己有信心及為公司立定了信念，要做到專業服務，才可在低潮生存。在這個艱難時段，公司並

沒有裁員及減薪，更與各同事共渡時艱，從而樹立起公司的團隊精神，能夠做到專業水準從而另客戶亦相當滿意公

司服務。從2002年開始及2003沙示期間，公司更有顯注增長。公司在2003年更搬到北角現址，在此期間，公司先

後獲得到政府、一些大客戶、大型上市公司及一些大型維修項目的合約工程。因為公司能提供可靠及專業的服務，

在2003年開始，公司業務每年有雙位數字增長，最多的一年可以達到50%！

若問我如何面對日後有機會發生的同樣的建造業低潮，我覺得首先要對自己及專業有信念，接著要提高技能及要有

創新理念，增強競爭能力及發揮團隊活力，我深信困難會安然渡過。

陳：建造業工人平均年齡老化問題，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你覺得是否對建築行業及成本有

直接影響？

伍：我們知道建築工人老化的確是本行現存的問題，超過一半以上是超過四十歲，而很多都是年過五十，其實老化並不

止是工人方面，而工程技術員及專業人員也是一樣，可能是1998年金融危機至2005年開始有曙光，而在2007年後

開始復甦，在這段長期間的低潮，建造業從業員失業率較多及所見低潮期間亦比較長，很多讀建築師、測量師的大

學畢業生或IVE畢業生也找不到工作，選讀建築系的學生非常少，而實際地盤工種也有相同的情況，缺乏了年青人

入行去填補空缺。另外年青人對建造業的理解不足，錯覺是危險，辛苦及認受性低，如果我們能改變建造業從業員

的形像，提高薪金及保障等等，使他們知道其中還有很多不同專業給他們選擇發展, 建造業是一行不錯的行業，只

要吸引年青人加入及參與，便可解決到建造業工人老化問題。

現在香港有大量建築項目，建造業另一個黃金十年的機會已來臨，很多專業人仕包括建築師、測量師⋯等等，都

已經量調整了薪金及有一個不錯幅度增長，相信可以吸引到年青一代加入。同時在政府的政策配合下，例如基建

工程、強制驗樓計劃、樓宇維修、翻新及保養等等可以幫助香港建造業發展，在未來的五年至十年建造業發展會

是相當篷勃。我們要把握這段期間吸引新人入行，使建造業可以持續發展。

我個人觀感，建築業人口老化對建築成本沒有直接影響，因為建築成本基本是人工、材料、機械及利潤。在利潤來說

，因為市場上競爭劇烈，所有承建商的利潤已經是十分的低，其中有些建築公司的工程可以是接近'零'利潤，相對來

說香港建築業互相競爭是非常的大，而利潤對一項建築工程價格來說已經是次要。而香港建築業用的材料是全球性的

，而外圍經濟因數使材料價錢的升幅較穩定，國內的材料價格是對建築成本有直接影響，但又因近年中國經濟放緩，

材料價錢也相對穩定，而增長相信只會跟通脹掛勾。最後是工人薪金問題，這是最直接影響，建築從業員現時的人工

和過去的十多年前相比，只是僅僅追到九七年時的水平

，因為當年的人工是由九七及九八最高峰一直向下調，

在近幾年建造業開始興旺後才開始慢慢向上調升，而我

覺得人工在這方面是有影響，但不是一個大影響。

我覺得建築成本可以從幾方面去控制，例如施工管理、

創新科枝、新款材料運用及新技術應用等！好像房屋署

通過創新建築方法如標準設計及預制件建造起公屋，所

以房署工程是比一般樓宇建築成本為低。其實私人樓

也可以一樣做法，但礙於客觀因數及市場問題，較難

實行。另外一個好的地盤管理團隊是可以節省建築時

間，減少浪費及可以降低地盤成本。而一個好的工料測

量師又可以控制好建築成本，價值管理及資源運用。從

這幾個方面入手，建築成本是可以有效地降低。

陳：你覺得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

伍：我剛才也提及過，要減低年齡老化問題是要從年青人入手，吸引他們加入，我們可以從中學開始推廣，給他們認識

整個建築業並不只是在地盤工作，而是有好多個專業範籌的，好像是喜歡設計的同學可以選擇建築師，讀理科喜歡

計數的同學可以選擇做工程師，喜歡會計及法律的可以做工料測量師，而喜歡戶外或外向工作的可以考慮做管工，

營造師及項目經理，如只有中學畢業的同學可以考慮做技術員，而通過由認可大學開辨的課程，可以由工人進升為

技術員及到達專業人仕。這可以給年青人知道這個行業有多樣工種及專業按自己興趣選擇及發展，適合到不同性格

的年青人，當年青人了解到建築行業的情況後開始加入成為從業員，年齡老化問題便可以解決。

社會方面，業界及政府要提供一個穩定及持續的工作環境給建築從業員，若工作及收入不穩定，很多人會因此離開

建築業。而將來五至十年是建築業是相當穩定及有大量工程進行，我想信可以提供到適當條件。

陳：對建築業的前景，你的觀感如何？

伍：我在1997及1998年最低潮時我已經入行了十多年，我是十分喜歡建築行業特別是工料測量專業，我相信如配合好

的政府政策，建築各行業是可持續發展的，及我對這個行業是有抱有一個好的發展祈望，而我自己的顧問公司也是

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我個人覺得建築業前景是好的，但前景好未必可以給全部人在這行業生存及發展，我們要隨

著時代去對知識有所增長，對專業及學歷有所要求，

而這個行業很著重年資及工作經驗，要創新，如果沒

有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淘汰，如果能夠依照這個方向

去發展，建築業是可以成為終身職業。

現在政府政策配合及政府發展房屋及私人維修保養方

面，鐵路興建，新市鎮發展，可以提供大量職位及機

會，所以我覺得建築業前景是非常好的。但從業員是

需要時間去學習，增長智識及探討，才可以有更大的

發展。近幾年在發展局的政策配合下，幫助建築業從

低潮慢慢向上發展，雖然有政策幫助，但我們業界也

需愛惜我們的建築行業，減少惡性競爭，使建造業可

以有持續發展，吸引本地人才加入，免卻了輸入外國

專才的需要。好像在七八十年代，大部份建築技術專

才也是從外國輸入去幫助香港建造業，在八十代年後香港的大學及專上學院陪訓了大量專業人才，大部份香港建造

業便逐步變為由本地專業人才負責。這個情況跟澳門一樣，澳門現時建築業十分興旺 但本土卻缺乏建造業人才，

要從香港及國內輸入。

本地建築業對全港的GDP不算高約3-4%，相對來說比其他行業為少，但建造業從業員卻不少，佔全港約8-10% 的

勞動口人，為數可算是不少，所以我們更應該愛惜建造業。

陳：雖然說是8-10%，但由建築業帶動的復合效應其實是很大的，如果建造業低潮，整個社會的運輸，飲食，娛樂及零

售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伍：建造業不像金融業這樣峽窄，她養活了很多人及行業，所以我對建造業前景是看好的。

陳：建造業成本近年颷升，是否有方法可以改善及控制成本？輸入人材是否可行？

Interview with 

Mr. Peter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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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BD on 13 June 2011

YCDCYCDC

Over the year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Managers (‘the Institute’) has been serving the community by 

taking part in a number of activities.

The Institute was one of th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to the Youth Construction Discovery Challenge (‘the YCDC’); we 

had members sitting in the Organization Committee. On top of our sponsorship, our Council Members became the 

mentors of the competitors.  The YCDC prize presentation was done in May 2012.  We also invited the Champion SKH Lam 

Woo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to be one of the booth presenters at our 15th Anniversary Dinner this September sharing 

their 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ideas with our guests.

We were one of the organizations hosting the Quality Building Awards (‘QBA’) in 2012; the QBA Dinner for the prizes 

presentation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June 2012.

As a support to the Government, we have nominated members to serve the Contractors Registration Committee Panel 

& Committees and Registered List of Minor Works Contractors.  The Institute is proud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Task 

Force on Review of Major Construction Method Stat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Regarding the Reporting Scheme for 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s, the Institute 

has established and posted a list of Technically Competent Person T2 and/or above at our website; public can obtain the 

contact of our members who are ready to provide the inspection.  The name list can also be searched from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website through hyperlink.

Given the promotion of mediation by the Government, the Institute has launched the mediation scheme through our 

members.  Through this scheme we hope that our team of accredited mediators, with their wide exposure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will be able to help out the resolving of the disputes.  Besides we have in place also pro bono mediation 

scheme that having a maximum amount in dispute at HK$1 million.

The Institute sees the need of collaboration due to synergy effect; we have therefor taking part actively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other institutes and stakeholde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ourselves.  

We have paid visits to Development Bureau, Buildings Department,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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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剛才我也說過，建築成本不外乎是人工，材料，機械，利潤及公司的開支，我們要控制成本是要有創新科技，建造

方法及管理，我們的項目經理要管理地盤及提高效率，減省時間及開支成本。一個好的工料測量時可以從工程的早

期設計階段到完結階段可以做到節省成本及運用價值管理，自然可以控制到建築項目的成本。

至於輸入人材方面，我覺得有幾方面要考慮，首先我們是要保護我們的建築行業，如果全部用輸入人材，我們便不

需要再陪訓我們人才使建築業斷層，如果大量輸入廉價勞工及專業人仕，這會對我們建築業發展是有矛盾的，亦影

响建造質素, 我們是要小心考慮。而我們香港的建築人材已經是國際性的人材，很多外國專業人材來到香港有時也

未必適合，因為香港有自己建築業的特質，例如做高層建築是他們沒有經驗，另外輸入外國專才會影響成本，因為

他們遠道來港工作，薪金及福利定會比本地專才為高。如果輸內地專才，他們對建築業的守則及建築方法也未必適

應！至於工人方面，我們要考慮工人的品種是否會影響本地工人。如果是短暫性的話是可以的，在某個程度來說是

可以降低到成本及舒緩了市場需求，也可以減省了陪訓某個行業專才費用及時間。但我們要考慮項目是否持續性。

但總而言之我覺得對建築成本是沒有直接影響。

陳：但現在市場上人才缺乏，好像是模板木工，日薪已經升至一仟五佰元，而現職的工人大部份是年過五十，如果沒有

勞工輸入，可能會對建築業發展有所影響。

伍：據我所知，現在建築業薪金持續向上，已經開始吸引了部份年青人入行，如果能持續有年青人入行的話，勞工短缺

是可以解決的。另外政府政策亦是有問題，我個人覺得為何政府會這短短幾年期間推出五條鐵路工程及大量基建，

使市場勞動力突然間變成不足，如果政府在策劃上能夠改善及平衡發展，分段推出項目，可以使建造業有持續發，

我不希望建築業會好像從前1998年的高峰期向下滑至最低，這點政府是值得思索。

在私人樓宇方面，私人項目現是比較少的，而政府工程是比較多，而許多証據顯視建築工人是不足應付香港現在的

工程項目，我承認輸入勞工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但這個問題及政策是要小心處理。

Youth Construction Discovery Challenge on 25 June 2011

陳：你覺得香港建造業如何能邁向國際化？

伍：其實香港建築業已經逐步邁向國際化了，好像我們做顧問

公司，很多工程都不單是局限在香港，我在其他地方都會

有工程項目，我在澳大利亞及國內都有分公司，特別是在

2005年開始在內地發展，給與一些香港專業人仕在國內發

展空間，給與我們這個行業走進內地，很多建築師、工程

師及測量師已經有很多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我亦對很

多青年人說過如果進入建築行業，會有很多機會到國外或

國內工作，而我們的測量師行業，因為源用英聯邦體系，

在英國，澳洲及加拿大已經有很多香港人在當地工作，一

早已經國際化了，若年青人能取得相關專業資格，已經可

以在海外其他地方工作。

陳：你覺得中國市場能否和香港建築業融合，互相取長補短？

伍：我覺得是可以的。雖然中國的建築體系與香港有很多不同，他們有監理負責工程質量，有設計院負責設計，這與英

式由建築師去統籌及管理一個項目是不同的。而國內的建築商的權力相對很大，因為如果發生任何事，承建商是會

被判監的。而監理亦要對項目負責任，我相信內地現時的制度是有改善空間。

現在香港建築已經影響了國內建築業，現在國內已漸漸用香港管理模式去做工程。但香港人進入內地工作，絕對不

能用香港觀念去對待國內事項，因為文化背景及制度不同，香港人要改變香港模式去適應內地建築的模式，這並不

等於要放棄專業精神及香港的價值觀。專業操守及忠誠是我們專業人仕最重要的，如果有利益衝突，我們應該盡量

少去參與，因為我們做工料測量師是管理錢的，我們是要說真話，如果工程出現問題，我們是不會去掩飾，把真相

說出來。香港人在內地的價值觀是相當強的，如有工作來到，我們一定會把工作做到最好，這是我們香港人的主要

核心價值。

在國內工作，我們很難要求他們跟足我香港施工方法去做，例如他們有監理師一職存在，我們不能事事繞過監理，

否則在施工上會出現困難。而施工上的文化，背景及其他因數，我們不能單用香港的一套去處理，但在某個型式下

是可以融合的。我們可以向業主提議用國內定額方法或是用包干的方法，某些工程可能是用定額會好一點，因為他

們不懂得用包干落標方法，而包干落標方法的風險是他們不懂去預計及處理的。

而內地建築是有一些好處可以給香港建築業作為借鑒的，好像是設計，工程結構方面及建造方法等，他們是可以用

又平宜又快的方法去做好需要的事項。香港是最接近大陸，我們是必需要融入他們的市場，但每個地方都有他們的

特點及規範，現在內地也有不少建築公司來參與香港的建築項目。

陳：據我所知，直至現在，建築師及工程師好像是從沒有在國內正式開辦到一家獨資公司在國內執業。

伍：我知道我們工料測量師已經有部份公司或個人取得到國內資質，但其他專業現在正與國內對口單位緊密聯系，很

快便會有進一步消息。另外國內專業人事其實沒有興趣到香港發展，因為現時國內對人材需求很大，有大量工程

正在施工，發展機會大，及有很多工作機會，雖然有大量年青人投身建築行業，還是不足夠，原因是國內每一個

省及每一個市都有大量建設，所以工料測量師，造價工程師也是需求甚欣，他們沒有誘因到其他地方工作，更何

況到香港。所以香港建築專業到國內發展是有很大的空間。

陳：多謝會長能抽時間作出這次訪問。

陳：請問你從事建築行業多久？主要是在建築甚麼界別中

工作？

伍：我從事建築行業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主要工作是工料

測量的專業工作，包括成本規劃，成本控制，合同管

理及採購等工作。在八十年代未至九十年代初，我在

合和建築公司工作時亦曾擔任項目經理一職，參與一

個房署地盤，鳳德邨一期，另一個是柴灣已婚消防員

宿社的建築項目。之後我到了澳大利亞並在一家建築

公司工作了兩年多，主要是參與投標及成本控制的工

作。在九十年初澳大利亞經濟很差，建築業非常低迷

找工作是不易的，但在這段時間中，在經濟極差的時

候我學會怎樣去渡過, 這個經驗是可貴的。93年回到香

港後，也是從事工料測量、成本控制、成本規劃、合

同管理、索償、仲裁及提供專業意見及報告。

當時我在地下鐵路有限公司任職合約工程師直至1995

年，參與東涌及機場快線建造，離開地鐵公司後正式開

始自己個人事業，我亦是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之

一，公司於1990年成立，到我在地鐵公司辭職後，才

全職在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工作。公司初期只有幾位同

事工作，到現在已經發展到在香港有八十多人，而國內

亦有七十多人，合計大約超過一佰五十多人。而我的職

責，是參與公司內部的管理、策略及制定運作系统，更

參與有關工料測量的工作及其他大型項目。近年還參與

國內市務運作，公司在國內深圳、廣州、上海及成都已

設有辨事處，近年國內的工程項目多了，因而所花的時間

也相對更長。

陳：在1997及2003年建築低潮期間及1998年金融風暴時段，建築

行業面對著前所未有的低潮及衝擊，如日後再遇同樣事情發

生，應如何面對。

伍：當時我放棄了地鐵公司高薪職位而開創自己事業，在這段期

間，香港建築業是從興旺走到最消條的時期，裁員，減薪非

常普遍，很多人被裁之後，不容易找到一份跟以前有關建築

的工作。而我全身投入自己公司工作的時段，因為整體經濟問

題及公司內部管理的變動，亦是我最艱難的時間，在1998年

至2001年的三年內，情況更差，因為整個市場工程數量非常

少，再加上公司管理層的變動，公司的工作量也跟隨整體經濟

一樣，相當不足。在這艱難及低潮期間，反而對我來說是一種

推動力，低潮使公司在艱難的期間打好根基，在日後就可以做

得更好發展。經濟條件差的階段便是汰弱留強的時間，如有專

業能力和實力的話，公司便會安然過渡，否則就會被淘汰。

在這段期間，我對自己有信心及為公司立定了信念，要做到專業服務，才可在低潮生存。在這個艱難時段，公司並

沒有裁員及減薪，更與各同事共渡時艱，從而樹立起公司的團隊精神，能夠做到專業水準從而另客戶亦相當滿意公

司服務。從2002年開始及2003沙示期間，公司更有顯注增長。公司在2003年更搬到北角現址，在此期間，公司先

後獲得到政府、一些大客戶、大型上市公司及一些大型維修項目的合約工程。因為公司能提供可靠及專業的服務，

在2003年開始，公司業務每年有雙位數字增長，最多的一年可以達到50%！

若問我如何面對日後有機會發生的同樣的建造業低潮，我覺得首先要對自己及專業有信念，接著要提高技能及要有

創新理念，增強競爭能力及發揮團隊活力，我深信困難會安然渡過。

陳：建造業工人平均年齡老化問題，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你覺得是否對建築行業及成本有

直接影響？

伍：我們知道建築工人老化的確是本行現存的問題，超過一半以上是超過四十歲，而很多都是年過五十，其實老化並不

止是工人方面，而工程技術員及專業人員也是一樣，可能是1998年金融危機至2005年開始有曙光，而在2007年後

開始復甦，在這段長期間的低潮，建造業從業員失業率較多及所見低潮期間亦比較長，很多讀建築師、測量師的大

學畢業生或IVE畢業生也找不到工作，選讀建築系的學生非常少，而實際地盤工種也有相同的情況，缺乏了年青人

入行去填補空缺。另外年青人對建造業的理解不足，錯覺是危險，辛苦及認受性低，如果我們能改變建造業從業員

的形像，提高薪金及保障等等，使他們知道其中還有很多不同專業給他們選擇發展, 建造業是一行不錯的行業，只

要吸引年青人加入及參與，便可解決到建造業工人老化問題。

現在香港有大量建築項目，建造業另一個黃金十年的機會已來臨，很多專業人仕包括建築師、測量師⋯等等，都

已經量調整了薪金及有一個不錯幅度增長，相信可以吸引到年青一代加入。同時在政府的政策配合下，例如基建

工程、強制驗樓計劃、樓宇維修、翻新及保養等等可以幫助香港建造業發展，在未來的五年至十年建造業發展會

是相當篷勃。我們要把握這段期間吸引新人入行，使建造業可以持續發展。

我個人觀感，建築業人口老化對建築成本沒有直接影響，因為建築成本基本是人工、材料、機械及利潤。在利潤來說

，因為市場上競爭劇烈，所有承建商的利潤已經是十分的低，其中有些建築公司的工程可以是接近'零'利潤，相對來

說香港建築業互相競爭是非常的大，而利潤對一項建築工程價格來說已經是次要。而香港建築業用的材料是全球性的

，而外圍經濟因數使材料價錢的升幅較穩定，國內的材料價格是對建築成本有直接影響，但又因近年中國經濟放緩，

材料價錢也相對穩定，而增長相信只會跟通脹掛勾。最後是工人薪金問題，這是最直接影響，建築從業員現時的人工

和過去的十多年前相比，只是僅僅追到九七年時的水平

，因為當年的人工是由九七及九八最高峰一直向下調，

在近幾年建造業開始興旺後才開始慢慢向上調升，而我

覺得人工在這方面是有影響，但不是一個大影響。

我覺得建築成本可以從幾方面去控制，例如施工管理、

創新科枝、新款材料運用及新技術應用等！好像房屋署

通過創新建築方法如標準設計及預制件建造起公屋，所

以房署工程是比一般樓宇建築成本為低。其實私人樓

也可以一樣做法，但礙於客觀因數及市場問題，較難

實行。另外一個好的地盤管理團隊是可以節省建築時

間，減少浪費及可以降低地盤成本。而一個好的工料測

量師又可以控制好建築成本，價值管理及資源運用。從

這幾個方面入手，建築成本是可以有效地降低。

陳：你覺得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

伍：我剛才也提及過，要減低年齡老化問題是要從年青人入手，吸引他們加入，我們可以從中學開始推廣，給他們認識

整個建築業並不只是在地盤工作，而是有好多個專業範籌的，好像是喜歡設計的同學可以選擇建築師，讀理科喜歡

計數的同學可以選擇做工程師，喜歡會計及法律的可以做工料測量師，而喜歡戶外或外向工作的可以考慮做管工，

營造師及項目經理，如只有中學畢業的同學可以考慮做技術員，而通過由認可大學開辨的課程，可以由工人進升為

技術員及到達專業人仕。這可以給年青人知道這個行業有多樣工種及專業按自己興趣選擇及發展，適合到不同性格

的年青人，當年青人了解到建築行業的情況後開始加入成為從業員，年齡老化問題便可以解決。

社會方面，業界及政府要提供一個穩定及持續的工作環境給建築從業員，若工作及收入不穩定，很多人會因此離開

建築業。而將來五至十年是建築業是相當穩定及有大量工程進行，我想信可以提供到適當條件。

陳：對建築業的前景，你的觀感如何？

伍：我在1997及1998年最低潮時我已經入行了十多年，我是十分喜歡建築行業特別是工料測量專業，我相信如配合好

的政府政策，建築各行業是可持續發展的，及我對這個行業是有抱有一個好的發展祈望，而我自己的顧問公司也是

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我個人覺得建築業前景是好的，但前景好未必可以給全部人在這行業生存及發展，我們要隨

著時代去對知識有所增長，對專業及學歷有所要求，

而這個行業很著重年資及工作經驗，要創新，如果沒

有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淘汰，如果能夠依照這個方向

去發展，建築業是可以成為終身職業。

現在政府政策配合及政府發展房屋及私人維修保養方

面，鐵路興建，新市鎮發展，可以提供大量職位及機

會，所以我覺得建築業前景是非常好的。但從業員是

需要時間去學習，增長智識及探討，才可以有更大的

發展。近幾年在發展局的政策配合下，幫助建築業從

低潮慢慢向上發展，雖然有政策幫助，但我們業界也

需愛惜我們的建築行業，減少惡性競爭，使建造業可

以有持續發展，吸引本地人才加入，免卻了輸入外國

專才的需要。好像在七八十年代，大部份建築技術專

才也是從外國輸入去幫助香港建造業，在八十代年後香港的大學及專上學院陪訓了大量專業人才，大部份香港建造

業便逐步變為由本地專業人才負責。這個情況跟澳門一樣，澳門現時建築業十分興旺 但本土卻缺乏建造業人才，

要從香港及國內輸入。

本地建築業對全港的GDP不算高約3-4%，相對來說比其他行業為少，但建造業從業員卻不少，佔全港約8-10% 的

勞動口人，為數可算是不少，所以我們更應該愛惜建造業。

陳：雖然說是8-10%，但由建築業帶動的復合效應其實是很大的，如果建造業低潮，整個社會的運輸，飲食，娛樂及零

售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伍：建造業不像金融業這樣峽窄，她養活了很多人及行業，所以我對建造業前景是看好的。

陳：建造業成本近年颷升，是否有方法可以改善及控制成本？輸入人材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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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
New Secretary General and Say Farewell to Kinsen

We congratulate Mr. Harry CM Ma to be the Secretary General with effective from 1 

December 2012 and he has joined the institute as the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n 

18 July 2012.  Mr. Ma was a civil servant and had worked in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onversant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office 

management.  We wish his extensive administration experience will strengthen the 

operation of the institute both externally and internally after the leaving of Mr. 

Kinsen Fok in November.  We appreciate the hard work of Kinsen in the past years 

and he has worked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HKICM since 1 February 2008.  His 

contribution and effort serving the institution in the past 5 years is well recognized 

and we wish him every success in other new adventure after leaving HKICM.

Amendment
on the Second Issue 2012 , page 4 : Award 2011-2012

The Champion of Group A Master Degree should be awarded to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伍：剛才我也說過，建築成本不外乎是人工，材料，機械，利潤及公司的開支，我們要控制成本是要有創新科技，建造

方法及管理，我們的項目經理要管理地盤及提高效率，減省時間及開支成本。一個好的工料測量時可以從工程的早

期設計階段到完結階段可以做到節省成本及運用價值管理，自然可以控制到建築項目的成本。

至於輸入人材方面，我覺得有幾方面要考慮，首先我們是要保護我們的建築行業，如果全部用輸入人材，我們便不

需要再陪訓我們人才使建築業斷層，如果大量輸入廉價勞工及專業人仕，這會對我們建築業發展是有矛盾的，亦影

响建造質素, 我們是要小心考慮。而我們香港的建築人材已經是國際性的人材，很多外國專業人材來到香港有時也
未必適合，因為香港有自己建築業的特質，例如做高層建築是他們沒有經驗，另外輸入外國專才會影響成本，因為

他們遠道來港工作，薪金及福利定會比本地專才為高。如果輸內地專才，他們對建築業的守則及建築方法也未必適

應！至於工人方面，我們要考慮工人的品種是否會影響本地工人。如果是短暫性的話是可以的，在某個程度來說是

可以降低到成本及舒緩了市場需求，也可以減省了陪訓某個行業專才費用及時間。但我們要考慮項目是否持續性。

但總而言之我覺得對建築成本是沒有直接影響。

陳：但現在市場上人才缺乏，好像是模板木工，日薪已經升至一仟五佰元，而現職的工人大部份是年過五十，如果沒有

勞工輸入，可能會對建築業發展有所影響。

伍：據我所知，現在建築業薪金持續向上，已經開始吸引了部份年青人入行，如果能持續有年青人入行的話，勞工短缺

是可以解決的。另外政府政策亦是有問題，我個人覺得為何政府會這短短幾年期間推出五條鐵路工程及大量基建，

使市場勞動力突然間變成不足，如果政府在策劃上能夠改善及平衡發展，分段推出項目，可以使建造業有持續發，

我不希望建築業會好像從前1998年的高峰期向下滑至最低，這點政府是值得思索。

在私人樓宇方面，私人項目現是比較少的，而政府工程是比較多，而許多証據顯視建築工人是不足應付香港現在的

工程項目，我承認輸入勞工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但這個問題及政策是要小心處理。

陳：你覺得香港建造業如何能邁向國際化？

伍：其實香港建築業已經逐步邁向國際化了，好像我們做顧問

公司，很多工程都不單是局限在香港，我在其他地方都會

有工程項目，我在澳大利亞及國內都有分公司，特別是在

2005年開始在內地發展，給與一些香港專業人仕在國內發
展空間，給與我們這個行業走進內地，很多建築師、工程

師及測量師已經有很多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我亦對很

多青年人說過如果進入建築行業，會有很多機會到國外或

國內工作，而我們的測量師行業，因為源用英聯邦體系，

在英國，澳洲及加拿大已經有很多香港人在當地工作，一

早已經國際化了，若年青人能取得相關專業資格，已經可

以在海外其他地方工作。

陳：你覺得中國市場能否和香港建築業融合，互相取長補短？

伍：我覺得是可以的。雖然中國的建築體系與香港有很多不同，他們有監理負責工程質量，有設計院負責設計，這與英

式由建築師去統籌及管理一個項目是不同的。而國內的建築商的權力相對很大，因為如果發生任何事，承建商是會

被判監的。而監理亦要對項目負責任，我相信內地現時的制度是有改善空間。

現在香港建築已經影響了國內建築業，現在國內已漸漸用香港管理模式去做工程。但香港人進入內地工作，絕對不

能用香港觀念去對待國內事項，因為文化背景及制度不同，香港人要改變香港模式去適應內地建築的模式，這並不

等於要放棄專業精神及香港的價值觀。專業操守及忠誠是我們專業人仕最重要的，如果有利益衝突，我們應該盡量

少去參與，因為我們做工料測量師是管理錢的，我們是要說真話，如果工程出現問題，我們是不會去掩飾，把真相

說出來。香港人在內地的價值觀是相當強的，如有工作來到，我們一定會把工作做到最好，這是我們香港人的主要

核心價值。

在國內工作，我們很難要求他們跟足我香港施工方法去做，例如他們有監理師一職存在，我們不能事事繞過監理，

否則在施工上會出現困難。而施工上的文化，背景及其他因數，我們不能單用香港的一套去處理，但在某個型式下

是可以融合的。我們可以向業主提議用國內定額方法或是用包干的方法，某些工程可能是用定額會好一點，因為他

們不懂得用包干落標方法，而包干落標方法的風險是他們不懂去預計及處理的。

而內地建築是有一些好處可以給香港建築業作為借鑒的，好像是設計，工程結構方面及建造方法等，他們是可以用

又平宜又快的方法去做好需要的事項。香港是最接近大陸，我們是必需要融入他們的市場，但每個地方都有他們的

特點及規範，現在內地也有不少建築公司來參與香港的建築項目。

陳：據我所知，直至現在，建築師及工程師好像是從沒有在國內正式開辦到一家獨資公司在國內執業。

伍：我知道我們工料測量師已經有部份公司或個人取得到國內資質，但其他專業現在正與國內對口單位緊密聯系，很

快便會有進一步消息。另外國內專業人事其實沒有興趣到香港發展，因為現時國內對人材需求很大，有大量工程

正在施工，發展機會大，及有很多工作機會，雖然有大量年青人投身建築行業，還是不足夠，原因是國內每一個

省及每一個市都有大量建設，所以工料測量師，造價工程師也是需求甚欣，他們沒有誘因到其他地方工作，更何

況到香港。所以香港建築專業到國內發展是有很大的空間。

陳：多謝會長能抽時間作出這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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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26 Sept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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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Tin North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陳：請問你從事建築行業多久？主要是在建築甚麼界別中

工作？

伍：我從事建築行業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主要工作是工料

測量的專業工作，包括成本規劃，成本控制，合同管

理及採購等工作。在八十年代未至九十年代初，我在

合和建築公司工作時亦曾擔任項目經理一職，參與一

個房署地盤，鳳德邨一期，另一個是柴灣已婚消防員

宿社的建築項目。之後我到了澳大利亞並在一家建築

公司工作了兩年多，主要是參與投標及成本控制的工

作。在九十年初澳大利亞經濟很差，建築業非常低迷

找工作是不易的，但在這段時間中，在經濟極差的時

候我學會怎樣去渡過, 這個經驗是可貴的。93年回到香
港後，也是從事工料測量、成本控制、成本規劃、合

同管理、索償、仲裁及提供專業意見及報告。

當時我在地下鐵路有限公司任職合約工程師直至1995
年，參與東涌及機場快線建造，離開地鐵公司後正式開

始自己個人事業，我亦是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之

一，公司於1990年成立，到我在地鐵公司辭職後，才
全職在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工作。公司初期只有幾位同

事工作，到現在已經發展到在香港有八十多人，而國內

亦有七十多人，合計大約超過一佰五十多人。而我的職

責，是參與公司內部的管理、策略及制定運作系统，更

參與有關工料測量的工作及其他大型項目。近年還參與

國內市務運作，公司在國內深圳、廣州、上海及成都已

設有辨事處，近年國內的工程項目多了，因而所花的時間

也相對更長。

陳：在1997及2003年建築低潮期間及1998年金融風暴時段，建築
行業面對著前所未有的低潮及衝擊，如日後再遇同樣事情發

生，應如何面對。

伍：當時我放棄了地鐵公司高薪職位而開創自己事業，在這段期

間，香港建築業是從興旺走到最消條的時期，裁員，減薪非

常普遍，很多人被裁之後，不容易找到一份跟以前有關建築

的工作。而我全身投入自己公司工作的時段，因為整體經濟問

題及公司內部管理的變動，亦是我最艱難的時間，在1998年
至2001年的三年內，情況更差，因為整個市場工程數量非常
少，再加上公司管理層的變動，公司的工作量也跟隨整體經濟

一樣，相當不足。在這艱難及低潮期間，反而對我來說是一種

推動力，低潮使公司在艱難的期間打好根基，在日後就可以做

得更好發展。經濟條件差的階段便是汰弱留強的時間，如有專

業能力和實力的話，公司便會安然過渡，否則就會被淘汰。

在這段期間，我對自己有信心及為公司立定了信念，要做到專業服務，才可在低潮生存。在這個艱難時段，公司並

沒有裁員及減薪，更與各同事共渡時艱，從而樹立起公司的團隊精神，能夠做到專業水準從而另客戶亦相當滿意公

司服務。從2002年開始及2003沙示期間，公司更有顯注增長。公司在2003年更搬到北角現址，在此期間，公司先
後獲得到政府、一些大客戶、大型上市公司及一些大型維修項目的合約工程。因為公司能提供可靠及專業的服務，

在2003年開始，公司業務每年有雙位數字增長，最多的一年可以達到50%！

若問我如何面對日後有機會發生的同樣的建造業低潮，我覺得首先要對自己及專業有信念，接著要提高技能及要有

創新理念，增強競爭能力及發揮團隊活力，我深信困難會安然渡過。

陳：建造業工人平均年齡老化問題，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你覺得是否對建築行業及成本有

直接影響？

伍：我們知道建築工人老化的確是本行現存的問題，超過一半以上是超過四十歲，而很多都是年過五十，其實老化並不

止是工人方面，而工程技術員及專業人員也是一樣，可能是1998年金融危機至2005年開始有曙光，而在2007年後
開始復甦，在這段長期間的低潮，建造業從業員失業率較多及所見低潮期間亦比較長，很多讀建築師、測量師的大

學畢業生或IVE畢業生也找不到工作，選讀建築系的學生非常少，而實際地盤工種也有相同的情況，缺乏了年青人
入行去填補空缺。另外年青人對建造業的理解不足，錯覺是危險，辛苦及認受性低，如果我們能改變建造業從業員

的形像，提高薪金及保障等等，使他們知道其中還有很多不同專業給他們選擇發展, 建造業是一行不錯的行業，只
要吸引年青人加入及參與，便可解決到建造業工人老化問題。

現在香港有大量建築項目，建造業另一個黃金十年的機會已來臨，很多專業人仕包括建築師、測量師⋯等等，都

已經量調整了薪金及有一個不錯幅度增長，相信可以吸引到年青一代加入。同時在政府的政策配合下，例如基建

工程、強制驗樓計劃、樓宇維修、翻新及保養等等可以幫助香港建造業發展，在未來的五年至十年建造業發展會

是相當篷勃。我們要把握這段期間吸引新人入行，使建造業可以持續發展。

我個人觀感，建築業人口老化對建築成本沒有直接影響，因為建築成本基本是人工、材料、機械及利潤。在利潤來說

，因為市場上競爭劇烈，所有承建商的利潤已經是十分的低，其中有些建築公司的工程可以是接近'零'利潤，相對來
說香港建築業互相競爭是非常的大，而利潤對一項建築工程價格來說已經是次要。而香港建築業用的材料是全球性的

，而外圍經濟因數使材料價錢的升幅較穩定，國內的材料價格是對建築成本有直接影響，但又因近年中國經濟放緩，

材料價錢也相對穩定，而增長相信只會跟通脹掛勾。最後是工人薪金問題，這是最直接影響，建築從業員現時的人工

和過去的十多年前相比，只是僅僅追到九七年時的水平

，因為當年的人工是由九七及九八最高峰一直向下調，

在近幾年建造業開始興旺後才開始慢慢向上調升，而我

覺得人工在這方面是有影響，但不是一個大影響。

我覺得建築成本可以從幾方面去控制，例如施工管理、

創新科枝、新款材料運用及新技術應用等！好像房屋署

通過創新建築方法如標準設計及預制件建造起公屋，所

以房署工程是比一般樓宇建築成本為低。其實私人樓

也可以一樣做法，但礙於客觀因數及市場問題，較難

實行。另外一個好的地盤管理團隊是可以節省建築時

間，減少浪費及可以降低地盤成本。而一個好的工料測

量師又可以控制好建築成本，價值管理及資源運用。從

這幾個方面入手，建築成本是可以有效地降低。

陳：你覺得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年齡老化對建築行業之影響？

伍：我剛才也提及過，要減低年齡老化問題是要從年青人入手，吸引他們加入，我們可以從中學開始推廣，給他們認識

整個建築業並不只是在地盤工作，而是有好多個專業範籌的，好像是喜歡設計的同學可以選擇建築師，讀理科喜歡

計數的同學可以選擇做工程師，喜歡會計及法律的可以做工料測量師，而喜歡戶外或外向工作的可以考慮做管工，

營造師及項目經理，如只有中學畢業的同學可以考慮做技術員，而通過由認可大學開辨的課程，可以由工人進升為

技術員及到達專業人仕。這可以給年青人知道這個行業有多樣工種及專業按自己興趣選擇及發展，適合到不同性格

的年青人，當年青人了解到建築行業的情況後開始加入成為從業員，年齡老化問題便可以解決。

社會方面，業界及政府要提供一個穩定及持續的工作環境給建築從業員，若工作及收入不穩定，很多人會因此離開

建築業。而將來五至十年是建築業是相當穩定及有大量工程進行，我想信可以提供到適當條件。

陳：對建築業的前景，你的觀感如何？

伍：我在1997及1998年最低潮時我已經入行了十多年，我是十分喜歡建築行業特別是工料測量專業，我相信如配合好
的政府政策，建築各行業是可持續發展的，及我對這個行業是有抱有一個好的發展祈望，而我自己的顧問公司也是

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我個人覺得建築業前景是好的，但前景好未必可以給全部人在這行業生存及發展，我們要隨

著時代去對知識有所增長，對專業及學歷有所要求，

而這個行業很著重年資及工作經驗，要創新，如果沒

有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淘汰，如果能夠依照這個方向

去發展，建築業是可以成為終身職業。

現在政府政策配合及政府發展房屋及私人維修保養方

面，鐵路興建，新市鎮發展，可以提供大量職位及機

會，所以我覺得建築業前景是非常好的。但從業員是

需要時間去學習，增長智識及探討，才可以有更大的

發展。近幾年在發展局的政策配合下，幫助建築業從

低潮慢慢向上發展，雖然有政策幫助，但我們業界也

需愛惜我們的建築行業，減少惡性競爭，使建造業可

以有持續發展，吸引本地人才加入，免卻了輸入外國

專才的需要。好像在七八十年代，大部份建築技術專

才也是從外國輸入去幫助香港建造業，在八十代年後香港的大學及專上學院陪訓了大量專業人才，大部份香港建造

業便逐步變為由本地專業人才負責。這個情況跟澳門一樣，澳門現時建築業十分興旺 但本土卻缺乏建造業人才，
要從香港及國內輸入。

本地建築業對全港的GDP不算高約3-4%，相對來說比其他行業為少，但建造業從業員卻不少，佔全港約8-10% 的
勞動口人，為數可算是不少，所以我們更應該愛惜建造業。

陳：雖然說是8-10%，但由建築業帶動的復合效應其實是很大的，如果建造業低潮，整個社會的運輸，飲食，娛樂及零
售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伍：建造業不像金融業這樣峽窄，她養活了很多人及行業，所以我對建造業前景是看好的。

陳：建造業成本近年颷升，是否有方法可以改善及控制成本？輸入人材是否可行？

Pas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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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on has been chosen as a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mechanism in Hong Kong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In particular, it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for resolving disputes in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uch as the Airport Core 

Project.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the use of mediation to resolve civil disputes in Hong Kong.  In June 

2012,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assed the Mediation Ordinance, Cap 620, which would be operative in early 2013.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further promote, encourage and facilitate to resolve disputes by mediation in the 

future years.  

Mediation is particularly useful in resolving dispute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which normally involve many parties 

including developers, consultants, contractors, sub-contracto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Often, these parties would have 

their own concerns and disputes are likely to remain unresolved if parties persist in their own legal rights.  By adopting 

various mediation skills and the mediation process, parties would be communicated in an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mann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mediator, parties w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ase and would understand their cas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mediator would reinforce common objectives and common grounds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parties would be stimulated to explore and generate mutually acceptable win-win options to resolve their disputes.  

In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Managers’ List of Mediators (the “HKICM List of Mediators”), there are many 

quality accredited mediators who are not only experienced in the construction field, but also have other qualifications such 

as Professor, Barrister, Building Surveyor and Engineer etc.  While the mediators included on the HKICM List of Mediators 

would normally provide mediation services on a commercial basis, some of the HKICM mediators would also provide pro 

bono mediation service to qualified case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 one of the leading institutes for the local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the aim for HKICM is to promote a harmonized environment for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y providing mediation services across the industry, especially for main contractors and 

sub-contractors.

For main contractors, they are advised to include a mediation clause in 

their contracts with sub-contr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contractors, they are advised to take proactive action to resolve their 

problems by seeking a suitable HKICM mediator at the earlier stage of any 

disagreement with their counterpart in order to minimize any further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event of potential disputes.

We have circulated our members the Mediation Scheme; Accredited 

Mediators on the HKICM List of Mediators have been ready giving their 

helping hands on cases to be referred from members.  Our next step forward 

is that we would contact some of the major construction companies offering 

our mediation expertise.  We will report the progress in due course.

For enquiries over the mediation and the Mediation Scheme, please feel 

free to call on the Secretariat on 2523 2081 or send emails to 

mediation@hkicm.org.hk.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Works Safety Alerts have been uploaded onto the Labour Department’s website with the 

following hyperlinks attached: http://www.labour.gov.hk/eng/osh/pdf/

The SAFETY POINT (安全点) is provided to HKICM members by Safety Committee of HKICM for discussion only. The Committee members, the 

committee and HKICM accept no liability of its validity and any consequences. Members should consult their Safety Professionals and Legal professionals 

for further clarifications.

Brief description

An electrician got electrocuted and lost balance and fell 

from a ladder 2 m high.  

A worker got electrocuted and lost balance and fell from 

a ladder 2 m high while installing a split unit air-con

A worker was suspected to have been electrocuted 

while conducting plastering work on a metal timber 

scaffold.

An electrician suspected to have fallen from a step 

ladder while he was carrying out wiring works. 

An electrician was suspected to have been electrocuted 

while installing lighting works at false ceiling.

An electrician was suspected to have been electrocuted 

while carrying out wiring works on the ceiling. 

An electrician was suspected to have been electrocuted 

while breaking floor tiles with an electric concrete 

breaker.

Type of Works

New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Headquarters 

Residential building at 

Shatin   

Customer Quarter at 

Hunghom – ArchSD  

project 

A restaurant in Central

A hospital project at Tung 

Chung – ArchSD project

PolyU Project

 

A residential estate at 

Pokfulam, Western District

Date

16 May 2012

28 June

25 July

3 Sept

29 Sept

8 Oct

11 Oct

Incident No

1

2

3

4

5

6

7

Dear Members,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as at 11 Oct 2012, a total of seven suspected electrocution accidents happened on 

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 works sites.  Labour Department has issued a Work Safety Alert regarding this.  

Inter alia the followings have been recommended to prevent recurrence of these mishaps, we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safety precautionary meaures:

1.  Electrical work on live circuit should be avoided. Before and during any electrical work, effective arrangements should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the electricity source involved is safely isolated, for instance, by locking out the power supply source 

with testing performed to confirm the isolation. Suitable warning notices should be displayed.

2. Electrical work should only be carried out by Registered Electrical Worker (“REW”). Under no circumstance should a 

non-REW be allowed to carry out electrical work without effective supervision of an REW.

3.  If works are to be carried out under unfavourable site conditions, such as wet environment, ceiling voids or situations 

with earthed structures/fittings in the close vicinity, a comprehensive risk assessment should be conducted by a 

competent person. A permit-to-work system should be adopted with appropriate safety precautions devised and 

implemented to eliminate or properly control the electrical hazards involved.

4. Protective devices of th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such as suitable and adequate fuses and circuit breakers, must be 

installed and kept in good order. Portable electrical apparatus must be either double-insulated or properly earthed.

5.  Suitable working platforms instead of ladders should be used for electrical work at height.

Message from

Mediation Committee

Message from Safety Committee

SAFETY POINT  [ 安全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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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broad has long been a dream for me as this provides me an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My host institution was Tampe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Finland. 

The mod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Finland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Hong Kong. During lessons, we discussed 

some recent topics and the lecturers recommended us to challenge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What they concerned is our 

critical thinking while they expected us to acquire knowledge through doing projects and source by ourselves. Lecturers 

focus on inspiring us and interacting with us rather than spoon feeding teaching which is the one we adopt in Hong Kong. 

Therefore, I develop a habit of getting prepared before lessons in order to keep peace with the process.

Finland is a beautiful country with many lakes and large forest coverage. Because of the precious natures, she is famous 

for having wooden architecture.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nature as well as establish a greener environment, Finland people 

develop many habits which we can learn to protect our earth. For instance, they pay much attention on the recycling of the 

materials. They will separate their domestic waste for recycling. Finland is the world's leading country in paper recycling. 

Not only papers, but also foods are recycled. In our school canteen, we regard our remaining food as biodegradable waste 

so that the usable waste can be collected more easily. Moreover, the deposit plastics bottles return system in Finland comes 

into effect in 2008 which the recycle of the plastic bottle is nearly 90%. There is no surprise that using deposit is a powerful 

way as the first step to promote recycling, just like the levy tax in Hong Kong. I admire their behaviour as the people in 

Finland get used to make an effor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 hope we can also promote this in Hong Kong.

Indeed, the chance of going on exchange allows me to broaden my horizons and 

have a greater exposure of the outside world. The skills developed will be life-long 

beneficial. Life means ever-changing and adaptations, I am ready to take this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equip myself and to extend my limits in the future.

Exchange
         Experience   Ah fung

YMC Cor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