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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船隻檢驗工作小組委員會本地船隻檢驗工作小組委員會本地船隻檢驗工作小組委員會本地船隻檢驗工作小組委員會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會議日期 ： 2011 年 9 月 20 日 

時間 ： 上午 10 時正 

地點 ： 海港政府大樓 24 樓會議室 A 

 

主席： 黄志堅先生 總經理/本地船舶安全部 

委員： 梁榮輝先生 高級驗船主任/本地船舶安全組 

 吳卓龍處長  (未能出席) 廣東漁業船舶檢驗局 

 胡卓主任 廣東海事局船舶檢驗處 

 黃容根議員  漁業界 

 郭德基先生   渡輪營運 

 張大基先生  渡輪船隻營運 

 黃耀華先生 觀光船隻營運 

 黃耀勤先生 (由鄭清裕先生暫代) 貨船營運 

 陳志明先生   船舶建造及維修業 

 蔡雄先生   (由陳基先生暫代) 船舶建造及維修業 

 藍振雄先生 (由陳晃先生暫代) 船舶建造及維修業 

 羅愕瑩先生   船舶建造及維修業 

 譚務本先生 (未能出席) 驗船／顧問機構 

 池德輝先生  驗船／顧問機構 

 余錦昌先生   特許驗船師 

 甘迪潮先生 特許機構 

列席： 温子傑先生 港九電船拖輪商會理事長 

 郭錦通先生 港九電船拖輪商會永遠會長 

 陳國樑先生   東義造船業總商會 

 郭志航先生 海上遊覽業聯會主席 

 姜紹輝先生 港九水上漁民福利促進會總務 

秘書： 譚潤盛先生 高級驗船督察/本地船舶安全組 

 

I.I.I.I. 開會開會開會開會辭辭辭辭    

1.  主席歡迎廣東海事局船舶檢驗處胡卓主任、各委員及業界派出代表

出席是次會議。 

 

2.  處方表示原任委員已於 2011 年 7 月 20 日獲確認再度被委任，任期

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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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II.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2020202011111111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會議紀錄日會議紀錄日會議紀錄日會議紀錄    

3.  關於 2011 年 1 月 18 日第八次會議紀錄，各委員沒有提出修改建議，

該份會議紀錄獲確認作實，並會上載海事處網頁。 

 

III.III.III.III. 續議續議續議續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專責組檢討本地船隻定期驗船項目及專責組檢討本地船隻定期驗船項目及專責組檢討本地船隻定期驗船項目及專責組檢討本地船隻定期驗船項目及週週週週期的期的期的期的最新最新最新最新進展進展進展進展    

 

4.  處方滙報有關專責組已在 2011 年 3 月 1 日進行第四輪會議，並進

一步從各地海事機構、船級社及輪機製造商等多方面蒐集資料進行

分析。 

 

5.  業界表示有關檢討應加速進行，並因應休漁期的延長，同時檢討漁

船的檢驗周期及項目。處方表示漁船會跟其它類別本地船隻一併進

行檢討。第 I, II 及 III 類別船隻的檢討工作，處方將會透過不

同渠道繼續蒐集意見及進行探討分析，並期望相關的工作守則於

2012 年完成修訂。 

 

6.  處方表示專責組第五輪會議將於 10 月下旬舉行。 

 修修修修訂訂訂訂『『『『工作守則工作守則工作守則工作守則    ----    第第第第 IVIVIVIV 類別船隻安全標準類別船隻安全標準類別船隻安全標準類別船隻安全標準』』』』    
 

7.  第 IV 類別船隻的檢驗週期及檢驗項目的檢討工作已大致完成，修

訂的《工作守則 - 第 IV 類別船隻安全標準》已於四月及五月份發

各委員及業界進行諮詢，及於八月呈交本地船舶諮詢委員會並獲得

通過。該守則待海事處處長最後審批及刋憲後將正式實施。 

 

驗船證明書延期安排驗船證明書延期安排驗船證明書延期安排驗船證明書延期安排    

 

8.  處方於上次會議及會後收到業界的意見，經詳細考慮及檢討後，現

已維持舊有安排，即驗船證明書延期 3 個月後下一次續期所發證書

的有效期維持為 12 個月。有關事件亦得到完滿解決。 

    
IV.IV.IV.IV.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船隻行走鹽田水域需要的配員及裝載安全船隻行走鹽田水域需要的配員及裝載安全船隻行走鹽田水域需要的配員及裝載安全船隻行走鹽田水域需要的配員及裝載安全 

9.  處方簡介 1997 年回歸前後有關香港水域的變更範圍。關於鹽田水

域，在回歸前是界定為香港水域。但在回歸後，這水域在國內是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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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海區水域，但香港把有關水域訂為內河航限水域。 

 

10.  回歸前，鹽田水域可用香港水域的配員，而回歸後，則需有內河水

域的配員，即要求有一名船長及一名助理船長。但處方在考慮到歷

史因素及實際的情況，認為一些水域可減少配員。因此在有關船隻

驗船證明書的條件或限制上，註有『如船隻行走香港水域或香港鄰

近港口，包括澳門、珠海、大鵬灣之深圳鹽田、后海灣之深圳蛇口，

可減除一名助理船長之要求。』  

 

11.  因應深圳海事局在 2010 年 9 月提出的關注，就本地船舶在冬季航

行這些水域時，經常發生意外，有關當局建議檢討本地船舶的冬季

乾舷。然而，處方在研究後，考慮到本地船舶的乾舷與載重線不同，

並沒有冬夏季乾舷的分別。但處方在會上再次提醒業界，船隻在這

些水域運作時，需特別注意裝載安全，貨物須緊繫及固定在船上、

並須留意天氣變化及作適當安全措施，以避免意外發生。 

 

安裝超安裝超安裝超安裝超過過過過所所所所須須須須或或或或非非非非規定設備的安全標規定設備的安全標規定設備的安全標規定設備的安全標準準準準    

 

12. 處方表示船上設備安裝數量若超過所須時，有關設備須按標準進行

檢驗，例如滅火或救生設備超過所須數量，多出的滅火或救生設備

須按標準進行檢驗。若船上安裝有非規定設備，處方建議該設備亦

須符合規定標準。如船東對遵從建議標準有實在困難，在此情況下其他等

同設備標準是可考慮接受。 

 

船船船船廠改作維修廠改作維修廠改作維修廠改作維修玻 璃 纖 維 船玻 璃 纖 維 船玻 璃 纖 維 船玻 璃 纖 維 船 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13.  業界提出由於時代變遷，建造木船的需求日漸減少，而對建造玻璃

纖維船的需求卻日漸增加，建議處方協助有關船廠轉型。處方表示

本地有不少船廠可以建造小型的玻璃纖維船隻，如 P4 類漁船，但

對大型的玻璃纖維漁船或船隻，有關船廠需要增加大量土地，需作

大量投資以潻置及改善廠房設施，並需聘請或再培訓有關技術人

才，處方對建議有所保留。有部份業界認為，香港在土地、工資、

技術、材料、廠房等等的高成本因素下，現造船行業在港經營是十

分困難。 

 

乘客空間噪音乘客空間噪音乘客空間噪音乘客空間噪音 85858585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A)(A)(A)聲級聲級聲級聲級的限制的限制的限制的限制    

 

14.  處方表示現行法例規定所有第 I 類別 A 類的渡輪及小輪 (但不包括

街渡)，主機在全速操作時，客艙噪音水平不應超過 85 分貝(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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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業界提出現行陸上及空中交通工具並沒有乘客空間噪音的限

制，渡輪及小輪的規定是否過於嚴格，要求處方放寬或取消有關限

制。處方表示已諮詢各方不同意見，以及參考國際海事組織的現行

準則及國內現行的要求、考慮乘客及船員的反饋和噪音投訴個案等因

素，認為渡輪及小輪 85 分貝(A)    的限制是合理的。然而，處方會制定

清晰指引，使執行噪音丈量檢驗達到一致標準。 

 

15.  對於客艙外的噪音水平及噪音對周邊環境的影响，是由其他相關部

門處理及管制。 

 

16.  廣東海事局船舶檢驗處胡主任於會上簡介了國內對船舶噪音限制

的現行標準，有關標準包括航程時間與相對噪音限制的要求，如不超

過 4 小時的航程，乘客空間噪音會限制在 80 分貝(A)以下；對超過

4 小時的航程，乘客空間噪音會限制在 78 分貝(A)以下。除船上乘

客空間外，船舶周邊 25 米外的噪音，會限制在 65 分貝(A)以下。 

 

入級船級社船入級船級社船入級船級社船入級船級社船隻在隻在隻在隻在領取本地牌照後而即取消入級領取本地牌照後而即取消入級領取本地牌照後而即取消入級領取本地牌照後而即取消入級的的的的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17.  有業界查詢船舶建造時為入級船隻，於取得驗船證明書後，取消入

級的安排。處方表示這些船隻無須再次入圖則審批，但該些船隻於

取消入級時即要由處方指定檢驗人員進行特別檢驗，以保持驗船證

明書的有效連貫性。若船隻持有船級社發出的國際載重證明書、國

際噸位證書、國際防止油類污染證書、國際防止空氣污染證書等各

類證書時，當取消入級時，該船隻另須再次由處方審批圖則及計算

書，經檢驗滿意後，才發出相關證明書。 

 

VVVV....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8. 有業界查詢若船隻進行船隻操縱試驗時是否需要出示船隻操縱試

驗許可證。處方表示根據《工作守則-第 I、II 及 III 類別船隻

安全標準》第二章內表 3 註釋*8 的規定 :“渡輪船隻進行操縱試驗

時，船東需出示有效船隻操縱試驗許可證 。”處方認為新造船隻

是須要持有操縱試驗許可證，但會研究許可證是否適用於已領牌照

渡輪船隻。  

 

VI.VI.VI.VI.    下次開會日期下次開會日期下次開會日期下次開會日期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2 時 15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容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