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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 

第九個暫定聆訊時間表 

 

日期 證人 機構/備註 

2015 年 11 月 2日 張炳良教授 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 

2015 年 11 月 3日 張炳良教授 同上 

 馮宜萱女士 房屋署副署長(發展及建築) 

2015 年 11 月 4-6 日 馮宜萱女士 同上 

2015年 11月 11-12日 嚴汝洲先生 房屋署(啟晴邨和榮昌邨總

建築師) 

2015 年 11 月 13日 嚴汝洲先生 同上 

 伍達群先生 

 

房屋署(啟晴邨和元州邨第

二及四期總屋宇裝備工程

師) 

2015 年 11 月 16日 伍達群先生 同上 

2015 年 11 月 17日 伍達群先生 同上 

 何偉廉先生 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葵
涌+項目管理)) 

 嚴家豪先生 房屋署(高級物業服務經理

(西九龍及港島)) 

 譚瑰儀女士 房屋署(葵聯邨第二期總建

築師) 

2015 年 11 月 18日 譚瑰儀女士 同上 

 孫惠民先生 房屋署(石硤尾邨第二期總

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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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證人 機構/備註 

2015 年 11 月 19日 嚴小玲女士 房屋署(東匯邨和啟晴邨總
建築師) 

2015 年 11 月 20日 嚴小玲女士 同上 

 趙不覊先生 房屋署(元州邨第二及四期
總建築師) 

2015 年 11 月 25日 樂素芬女士 房屋署(清河邨第一期、彩福

邨和紅磡邨第二期總建築
師) 

2015 年 11 月 26日 樂素芬女士 同上 

 翁德玲女士 房屋署(欣安邨總建築師) 

 楊耀輝先生 房屋署(牛頭角下邨第一期

總建築師) 

2015 年 11 月 27日 梁之光先生 房屋署(葵聯邨第二期、榮昌
邨、牛頭角下邨第一期、石

硤尾邨第二期、東匯邨、紅

磡邨第二期、欣安邨、彩福
邨和清河邨第一期總屋宇裝

備工程師) 

2015 年 12 月 1日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有利＂) 

[元洲邨第二及四期、清河邨第一期、彩福邨、欣安邨、牛頭角

下邨第一期和石硤尾邨第二期的總承建商] 

明合有限公司(“明合＂) 

[有利的分判商] 

 黃天祥先生 有利董事長 

明合董事兼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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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證人 機構/備註 

2015 年 12 月 2日 持牌水喉匠 

 伍克明先生 持牌水喉匠（元洲邨第二及

四期、清河邨第一期、彩福

邨、欣安邨、牛頭角下邨第
一期和石硤尾邨第二期） 

 

 有利/明合的附加證人 

 譚善庭先生 有利建築品質監控協調員
(安達臣道地盤) 

 仇志偉先生 有利前地盤代表(欣安邨) 

2015 年 12 月 3日 程熾輝先生 

 

明合高級工程師(安達臣道
地盤) 

 永興水喉渠務工程公司 

[明合的分判商] 

 莫海光先生 永興擁有人（元洲邨第二及

四期、清河邨第一期、欣安

邨、牛頭角下邨第一期和石
硤尾邨第二期） 

2015 年 12 月 4日 恆利工程公司 

[明合的分判商] 

 蕭健煌先生 恆利擁有人（彩福邨） 

 有利/明合的附加證人 

 余逸銘先生 有利前建築品質監控協調員

(彩福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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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證人 機構/備註 

2015 年 12 月 7日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 
[紅磡邨第二期和啟晴邨的總承建商] 

 宋增雄先生 中國建築房屋工程部總經理

及中國建築附屬公司董事 

2015 年 12 月 8日 陳紹榮先生 中國建築地盤代表（紅磡邨

第二期） 

 李鴻輝先生 中國建築副總管工（紅磡邨
第二期） 

2015 年 12 月 9日 李鴻輝先生 同上 

 梁文偉先生 中國建築高級屋宇裝備工程
師（啟晴邨） 

2015 年 12 月 10日 梁文偉先生 同上 

 蕭委寧先生 中國建築高級屋宇裝備管工
（啟晴邨） 

 林繼煌先生 中國建築屋宇裝備工程師

（啟晴邨） 

2015 年 12 月 11日 林繼煌先生 同上 

 

2015 年 12 月 15日 委員會的專家證人 

 Professor David C. 
BELLINGER 

哈佛大學醫學院神經內科和

心理學教授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環境
衛生學系教授 

發展心理學家 

2015 年 12 月 16日 Professor David C. 
BELLINGER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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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證人 機構/備註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瑞安＂） 
[葵聯邨第二期的總承建商] 

 區才華先生 瑞安副總經理 

2015 年 12 月 17日 區才華先生 同上 

 程兆康先生 瑞安高級工程經理（葵聯邨

二期項目經理） 

 溫偉豪先生 瑞安工程經理（葵聯邨二期
地盤代表） 

2015 年 12 月 18日 溫偉豪先生 同上 

2016 年 1月 4 日 保華建築營造有限公司（“保華＂） 
[榮昌邨和東匯邨的總承建商] 

 梁偉強先生 保華工程技術總監（榮昌邨

和東匯邨的項目總監） 

2016 年 1月 5 日 金日工程有限公司（“金日＂） 

[中國建築（紅磡邨第二期）及保華（榮昌邨和東匯邨）的分判

商] 

 張達欽先生 金日董事總經理及持牌水喉

匠（紅磡邨第二期、東匯邨

和榮昌邨） 

2016 年 1月 6 日 翁國財先生 金日前僱員（紅磡邨第二

期、東匯邨和榮昌邨的項目

經理） 

 林麗瓊女士 金日採購員工 

2016 年 1月 7 日 林麗瓊女士 同上 

 許宏新先生 金日地盤管工（紅磡邨第二
期和榮昌邨） 

2016 年 1月 11日 許宏新先生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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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證人 機構/備註 

 鄒師明先生 金日地盤管工（東匯邨） 

 黃錦文先生 金日工程人員 

2016 年 1月 12日 莫慧賢女士 金日文員 

 何標記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何標記＂） 
[中國建築（啟晴邨）及瑞安（葵聯邨第二期）的分判商] 

 何文標先生 何標記董事總經理 

2016 年 1月 13日 何文標先生 同上 

 鄺家富先生 何標記工料測量員 

2016 年 1月 14日 鄺家富先生 同上 

 陳小華先生 何標記前僱員（啟晴邨的地
盤主管） 

2016 年 1月 15日 鄺家富先生 何標記工料測量員（再次傳

召） 

 黃慧萍女士 何標記董事總經理的私人助

理 

 梁偉健先生 何標記項目經理（葵聯邨第
二期的地盤主管） 

2016 年 1月 18日 持牌水喉匠 

 林德深先生 持牌水喉匠（啟晴邨和葵聯

邨第二期） 

2016 年 1月 19日 林德深先生 同上 

 焊接物料供應商 

 周家平先生 雋景建材有限公司董事 

 呂衍粦先生 和興製品廠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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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證人 機構/備註 

2016 年 1月 20日 何標記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何標記＂） 
[中國建築（啟晴邨）及瑞安（葵聯邨第二期）的分判商] 

 梁偉健先生 何標記項目經理（葵聯邨第

二期的地盤主管）（再次傳
召） 

 黃貴雄先生 何標記地盤主管/監工（葵聯

邨第二期的地盤主管及啟晴
邨第一座和第二座的監工） 

 趙惠娟女士 何標記採購部主任 

2016 年 1月 21日 趙惠娟女士 同上 

 房屋署 

 梁世智先生 房屋署助理署長（屋邨管理） 
（一） 

 黃比先生 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

（於 2000 至 2008 年代表房

屋署） 

2016 年 1月 22日 黃比先生 同上 

 陳少德先生 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

（於 2010 年起代表房屋署） 

2016 年 1月 26日起 馮宜萱女士 房屋署副署長（發展及建築）

（再次傳召） 

 建造業議會 

 陶榮先生 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 

 李祥安先生 建造業議會測試監督 

 



8 
 

日期 證人 機構/備註 

 持牌水喉匠 

 林德深先生 持牌水喉匠（啟晴邨和葵聯

邨第二期）（再次傳召） 

 職業訓練局 

 盧永康先生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摩理臣山）建造工程系

系主任及首席講師 

 梁文先生 職業訓練局高級導師 

 陳子健先生 職業訓練局導師 

 香港水喉潔具業商會 

 陳尚仁先生 香港水喉潔具業商會理事長 

 水務署 

 林天星先生 水務署署長 

 黃仲良先生 水務署副署長 

 梁永廉先生 水務署助理署長（設計及建

設） 

 林正文先生 水務署助理署長（客戶服務） 

 陳慶先生 水務署（於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5 年 10 月 1 日出任工

程師/客戶服務(技術支援）） 

 張業駒先生 水務署（客戶服務科高級工

程師） 

 陳漢輝博士 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詢
委員會主席 

水務署調查食水含鉛量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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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證人 機構/備註 

專責小組成員 

 陳健民先生 水務署（總水務化驗師） 

（將於 2016 年 2月 4

至 5日及 15至 19日期

間作供） 

委員會的專家證人 

 李行偉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土木及環境工

程學系講座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研發
及研究生教育） 

 John K FAWELL
教授 

生物學家／毒理學家 
（食水及環保顧問） 

註： 

時間表會適時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