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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船隻檢驗工作小組委員會 

第二十七次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 201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 時正 至 下午 12 時 35 分 

地點：  海港政府大樓 24 樓 海事處會議室 A  

 

主席： 梁榮康先生 海事處總經理／本地船舶安全 

   

委員： 鄧光輝先生 海事處高級驗船主任／本地船舶安全 

 郭德基先生 渡輪船隻營運 

 張大基先生 渡輪船隻營運 

 梁瑞堅先生 渡輪船隻營運（代表梁德興先生） 

 蘇耀勳先生 渡輪船隻營運（代表梁德興先生） 

 黃銳昌先生 渡輪船隻營運 

 黃耀華先生 觀光船隻營運 

 張偉明先生 貨船營運（代表黃耀勤先生） 

 羅炳生先生 船舶建造及維修業（代表羅愕瑩先生） 

 陳志明先生 船舶建造及維修業 

 陳 基先生 船舶建造及維修業 

 藍振雄先生 船舶建造及維修業 

 梁德榮先生 驗船／顧問機構（代表池德輝先生） 

 余錦昌先生 特許驗船師 

   

列席： 王世發先生 海事處署理助理處長（特別職務） 

 孫志強先生 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特別職務） 

 鄧慶江先生 海事處高級驗船主任（特別職務） 

 黃永衡先生 海事處高級政務主任（特別職務） 

 阮榮昌先生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渡輪策劃 2 

 裴志強先生 港九電船拖輪商會（代表溫子傑先生） 

 張國偉先生 港九電船拖輪商會（代表溫子傑先生） 

 黃漢權先生 港九電船拖輪商會（代表溫子傑先生） 

 廖彰健先生 港九小輪控股有限公司 

 王志明先生 港九小輪控股有限公司 

 陳漢耀先生 港九小輪控股有限公司 

 陳錦標先生 香港興業運輸服務有限公司 

 岑健偉先生 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 

 麥馨文女士 翠華船務（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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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錦洪先生 富裕小輪有限公司 

 黃玉麟先生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郭志航先生 海上遊覽業聯會 

 李志強先生 海上遊覽業聯會 

 祁理權先生 海上遊覽業聯會 

 范 強先生 小輪業職工會 

 蕭炳榮先生 小輪業職工會 

   

秘書： 梁詩敏小姐 海事處署理行政主任／船舶事務及航運政策科(1) 

   

因事缺席者： 何俊賢議員 漁業界 

 梁德興先生  渡輪船隻營運 

 司徒顯先生 油輪營運 

 黃耀勤先生 貨船營運 

 池德輝先生 驗船／顧問機構 

 甘迪潮先生 特許機構 

 陳國樑先生 廣發隆船廠 

 李觀帶先生 珊瑚海船務有限公司 

 胡國光先生 全記渡有限公司 

 

I.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其他與會人士出席是次會議。  

 

II.  確認 2014 年 8 月 29 日第二十六次會議紀錄  

 

2.  2014 年 8 月 29 日第二十六次會議記錄已於會前向各委員、業界代表及持份

者傳閱。會議記錄經是次會議確認作實，並會上載至海事處網頁。  

 

3.  主席表示處方於會前收到梁德興先生就上次會議紀錄第 25 段有關協助瞭望

船員的視力檢查安排提出的意見，相關意見已列載於會議紀錄內。  

 

4.  裴志強先生指出小組委員會較早前討論有關安排時，曾同意如瞭望員並未持

有船長資格，需每五年進行一次視力檢查，而部分採雙船長或副船長制的船

隻如由另一名船長協助瞭望，則可豁免視力檢查之要求。郭德基先生亦反映

相同意見。  

 

5.  張國偉先生認為協助瞭望工作的船長須通過視力檢查的安排是雙重標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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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瞭望員須通過視力檢查安排乃海事專家針對採單船長制船隻無人承擔

瞭望責任問題所提出的建議，認為採雙船長制船隻應可獲豁免。梁瑞堅先生

亦建議處方豁免船長資格持有人的視力檢查要求。  

 

6.  麥馨文女士表示，因船員或會因應情況轉變而協助瞭望工作，故其公司已安

排為所有船員，包括船長，進行視力檢查。  

 

7.  王世發先生回應時表示，在能見度較低的環境下，掌舵船長或會要求另一名

船長協助瞭望，故於修改《工作守則》時，建議所有瞭望員均須通過視力檢

查。經聽取業界意見後，他建議修改《工作守則》為持有船長資格的瞭望員

可獲豁免視力檢查。有關安排如獲海事處處長同意，處方將於 11 月 29 日前

通知業界。與會者同意上述安排。  

 

（會後備註：  海事處已於 2014 年 11 月 21 日就上述修訂通知各小組委員會

成員，並於 2014 年 11 月 24 日通過。上述修訂已刊登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

的憲報。）  

 

III.  討論事項  

 

(i)  在本地載客船隻駕駛室內裝設駕駛室活動記錄設備  

 

8.  范強先生表示他於上次會議後向會員發出調查問卷，並收回 106 份。其中接

受於駕駛室內裝設錄音設備的問卷有 4 份，不接受的有 94 份，8 份沒有意見，

而會員的工作地點為駕駛室的有 96 份，機房的有 4 份，及甲板的有 6 個。

主席感謝范強先生的協助，有關意見將提交予顧問專家提出可行方案。  

 

9.  黃漢權先生不贊成有關措施，質疑該措施的成效，而且有關安排或會侵犯船

員私隱。陳錦標先生、郭德基先生及麥馨文女士均反對有關安排。  

 

10.  岑健偉先生認為有關措施應待顧問提交報告後再於會議上討論，如有需要，

顧問可透過問卷向業界收集意見。張大基先生詢問處方聘請顧問專家的用

意，並希望顧問公司能針對業界在本地的實際運作情況。  

 

11.  孫志強先生回應時表示，處方已委托一家英國顧問公司進行研究，希望透過

第三者整體地研究香港本地船隻的運作及安全情況，同時就南丫 IV 調查委

員會專家報告內的建議提出意見，而於駕駛室裝設活動記錄設備為其中一項

研究項目。該研究正在進行中，預算於 2015 年 5 月完結。處方待收到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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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意見後，將再與業界討論，並尋求共識。鄧光輝先生補充，除業界的

意見外，專家亦會聽取其他持份者意見，並參考外地經驗。  

 

(ii)  本地船隻的圖則審批事宜  

 

12.  鄧光輝先生表示，由於目前審批圖則進度緩慢，建議先向各申請人發回已遞

交的圖則，由申請人自行於圖則上標註修改部分並重新遞交，處方將審批標

註修訂的部分。如有關修改符合相關法規要求，船隻可獲發一年牌照。此外，

他亦提醒業界，驗船督察將按最後更新的圖則檢驗，如有不同，處方或會考

慮作出檢控。  

 

13.  張大基先生反映部分船隻經多次易手後，已無法追溯船廠等資料，只能透過

處方取回原圖則。他亦指出圍燈等設施為處方或國際法例要求，應不屬知識

產權範疇，希望處方盡快發回原圖則。黃漢權先生認為，如無法聯絡原圖則

持有人或其不同意釋出原圖則，應由處方按《公開資料守則》，以公眾利益

為由發回原圖則，希望處方盡快就此諮詢律政司意見。張國偉先生認為處方

應就在安全考慮下是否可酌情發回原圖則等資料諮詢律政司意見。梁德榮先

生亦希望處方發回最後完工圖等圖則予船東，使他們可尋求專業機構的協助

繪畫最新圖則。  

 

14.  鄧光輝先生回應時表示，由於處方過往未有按圖驗船，故多年後船隻配置已

與原圖則有所出入，因此現時於檢驗時如發現不同之處，便會要求船東遞交

新圖則予處方重新審批。他又指出任何描繪法例要求的圖則均屬知識產權範

疇，一般而言，處方必須經諮詢原圖則版權持有人後才能向船東發回原圖

則，而目前大部分要求發回原圖則的申請均獲版權持有人同意。至於在其他

情況下發回原圖則的安排，處方正就可否發回原圖則事宜諮詢律政司意見。

鄧先生亦指出如船廠仍然存在，船東亦可向他們購回有關船隻的圖則。  

 

15.  郭德基先生表示在無法取回原圖的情況下，如改動並不影響船體結構，應可

先作審批。主席表示日後會就不同改動是否需要重新遞交圖則審批發出指

引。  

 

16.  岑健偉先生反映其公司在建造新船時配置了比處方要求數目更多的救生

衣，但現時卻要求修改安全圖則上的數字為法例要求，並把多出的數量紀錄

於後方。他認為若原安全圖則已獲審批，應無須修改及重新提交圖則。鄧光

輝先生表示現時僅在驗船證明書上列明法例要求的救生衣數量，多出的數量

會在後方附註，安全圖則理應無數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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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陳漢耀先生反映舊船的圖則跟隨英制，量度長度的方式與現時不同。由於最

近有驗船督察要求重新量度長度，使很多相關文件均需修訂，希望處方就量

度長度的方法制訂清晰的指引。鄧光輝先生理解有關情況，並表示處方正就

量度長度的方法𨤸定劃一標準，日後將統一使用相同的量度方法。郭德基先

生希望新的安排能盡量減低對舊船的影響。  

 

18.  裴志強先生表示，按處方指示，過往輕微的修改項目只需以文件存檔形式把

完工圖交予處方紀錄，無需審批。由於有關完工圖可能未有包括在正式圖則

內，因此檢驗時會發現不同之處，驗船督察亦要求重新遞交圖則予處方審

批。他詢問是否所有未經審批的完工圖均須重新遞交。主席表示船東可在綜

合所有修改項目後，遞交最後更新的圖則作審批。  

 

19.  陳漢耀先生反映同一船隻如同時遞交船隻總佈置圖和安全圖則，會被視作單

一個案收費，然而若分開遞交圖則，則需收取兩次費用，詢問處方的收費準

則。鄧光輝先生表示有關問題涉及電腦程序的安排，將會會議後回覆。  

 

20.  蘇耀勳先生表示其公司的船隊共有 9 艘姐妹船，他詢問如處方已審批其中一

艘船隻的圖則，是否可按藉此加快其他船隻的類似圖則的審批進度。鄧光輝

先生表示原則上可以。  

 

 

IV.  其他事項  

 

(i)  本地載客船隻安裝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資助申請  

 

21.  鄧光輝先生表示本地載客船隻安裝船舶自動識別系統的資助申請表格已上

載至海事處網頁。船東如欲申請有關資助，須於檢驗前三個工作天遞交申

請，申請限期為 2016 年 1 月 6 日。他表示較早前亦已致函將於近期進行檢

驗的船東，提醒他們如擬安裝有關系統，可因應檢驗日子，預先遞交資助申

請。  

 

22.  陳漢耀先生反映新船尚未備有部分資料，詢問申請表格上部分項目可否待完

成檢驗後補充。鄧光輝先生表示處方將研究該情況的處理方法。  

 

(ii)  本地領牌載客船隻緊急應變演習示範短片  

 

23.  孫志強先生表示在港九電船拖輪商會、港九小輪及翠華船務的協助下，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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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拍攝了一輯有關本地領牌載客船隻緊急應變演習示範的短片，處方於收到

副本後，將盡快分發予相關公司。孫先生補充，短片內容共有六段，為兩名

及四名船員分別處理火警、棄船及擱淺情況，主要供業界作船員訓練用途。

他亦提醒業界，由於不同船隻的設計不同，片段內示範的只是基本步驟，營

運者應按照船隻的大小、控制機械裝置、配員組合和人數等作出適當調節。

孫先生表示，由於光碟只作訓練用途，故不會上載至海事處網站，但由於副

本數量有限，如有需要，營運者可自行複製作船員訓練及非牟利用途。  

 

24.  裴志強先生查詢檢驗時是否只會考核三種情況內的其中之一。鄧光輝先生表

示該短片亦會提供予驗船督察作參考及訓練，並只會考核其中一種情況。孫

志強先生補充，短片的製作目的為提升船員的安全意識，而非單為應付每年

的例行檢驗，希望公司可因應短片加強日常運作程序，以便在遇上突發事故

時能發揮效用，幫助船隻及乘客。  

 

(iii)  「快速」本地領牌載客船隻風險評估  

 

25.  孫志強先生表示於較早前的會議上曾談及高速船是否有較高風險，以及本地

高速船的相關情況，故處方已聘請了顧問公司針對該項目進行研究，題目為

「『快速』本地領牌載客船隻風險評估」。研究已於較早前展開，預計為期

16 週，研究範圍包括：釐訂「快速」的定義、評估「快速」本地領牌載客船

隻風險的程度、因應風評估提出可提升安全的措施等。顧問公司將約見相關

業界公司諮詢意見，以充分了解業界的運作和本地的情況，並會舉辦工作坊

分享及探討研究內容，希望與業界就最終結論達成共識。處方希望業界能積

極配合和參與，並提供有關資料。  

 

26.  張國偉先生詢問有關風險評估會否涉及航道問題，並反映其他船隻或會對高

速船的安全構成風險。孫志強先生表示研究並非只針對業界或高速船，亦有

可能針對航道設計等方面。  

 

27.  岑健偉先生認為既然研究將定義何謂「快速」船，認為在有關定義提出前，

處方其他與快速船相關的研究理應暫停。鄧光輝先生同意。  

 

(iv)  邀請船級社參與審批圖則及檢驗工作  

 

28.  鄧慶江先生表示，由於處方於審批圖則和檢驗工作目前無法應付業界的需

求，故計劃邀請合資格的船級社參與審批圖則及檢驗工作。處方目前計劃先

由第 I 及 II 類別船隻實施，視乎船級社的專長，日後亦可能延伸至第 III 及

IV 類別。目前中國船級社已表示有意參與，處方正進行前期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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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張大基先生表示現時部分進入本港的廣東省或福建省船隻，均由 ZC 進行檢

驗，詢問處方會否接受它們的檢驗。鄧慶江先生表示目前未有計劃接受，但

會考慮張先生的意見。  

 

30.  郭德基先生認為船級社的收費與處方差異甚大，處方應增加人手解決審批圖

則的問題，而委托船級社進行相關工作。鄧光輝先生表示該安排可為業界提

供多一項選擇，加快工作進度。處方仍會提供相關服務，但礙於人手不足，

故處理進度較慢。鄧慶江先生亦補充有關安排可為業界提供不同方面的專業

意見，滿足不同的需求。  

 

31.  余錦昌先生表示處方已自 2007 年起實行特許驗船師制度，建議可考慮委托

他們執行部分工作，解決業界問題。主席表示增加特許驗船師的工作範疇的

建議亦在考慮當中。  

 

(v)  非固定座位數量的量度方法  

 

32.  黃銳昌先生跟進上次會議提及有關非固定座位數量的量度方法。鄧光輝先生

表示將會與驗船督察就新的《工作守則》進行簡介時說明相關要求。  

 

 

V.  下次開會日期  

 

3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35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另行通知。  

 

 

海事處  

2015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