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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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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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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CMEA

About 
Macau Construction Machinery &
Engineering Association

Today, MCMEA has some ninety corporate 

members and the current governing council 

comprises more than 60 council members. 

The main objectives of MCMEA are:

1. To uphold the Basic Law and support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octrine;

2. By organizing various activities and events, 

MCMEA unites related trades of the local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equipment 

supplies industry; 

3. To improve technical skill and standards of 

our workers;

4. To provide training to our workers

5. To convey members ’ op in ion to the 

gove rnmen t and t o p rov ide sou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nd 

related departments on various issues.

Activities
MCMEA advocates the employment of local 

construction workers as a priority. For the 

past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Labour Affairs Bureau 

to provide job matching service for local 

workers. In 2011 MCMEA organized the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Foundation & Piling 

Works Training for elementary operators of 

drill piles. The training involv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essions which greatly improve 

the technical standard of local workers. The 

result is very encouraging and facilitating the 

use of drill piles in Macau. 

In recent years, MCMEA has formed 

9 Focus Teams to oversee mat ters o f 

importance to the loc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such as: public works, l ight rail, human 

resources, site safety,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Hengqin. The 

Focus Teams are functioning effectively by 

keeping a close watch on various issues 

of interest to our members. First-hand-

information and feedback are provided by the 

Focus Teams for discussion with members. 

In order to express our opinion, regular 

meetings are being arranged with officials of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Focus 

Teams convey frequently with other local 

associ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o discuss 

issues of mutual interest. MCMEA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Macau Construction Industry 

–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Focus Team, 

which is formed by major construction related 

associ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 Macau 

with the objective to unify various sectors of 

the loc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monitoring 

issue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ocal 

industry.

Charity
MCMEA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social and 

Founded in 1992, Macau Construct ion Machinery & Engineer ing 
Association (MCMEA) is one of the oldest associations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Macau. MCMEA members are major participants 
in the local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supplie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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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CMEA

charity activities. We have donated funds 

to many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events, 

such as: Macau Walk for a Million, Macau 

Red Cross, Tung Sin Tong, Macau Voluntary 

Teachers Society, etc. 

In response to the Sichuan earthquake 

in 1992, MCMEA had donated more than 2 

million dollars to rebuild schools and hospitals 

in the disastrous region. A sum of 1 million 

dollars was donated to Gansu Province to 

alleviate a large-scale landslide disaster and 

another 720,000 dollars donated to Qinghai 

after an earthquake.

Recreational
In 2007 and 2011, MCMEA had organized 

the MCMEA CUP 2007 International Table 

Tennis Tournament and the MCMEA CUP 

2011 Friendship Invitat ion Tournament 

respectivel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the Macau 

SAR, member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A photo competition titled 

A Changing Macau was organized jointly 

with 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and various 

organizations with great applaud from the 

community.

The MCMEA annual dinner is another 

great occasion for members to socialize with 

each other. Excursions and visiting tours are 

being organized regularly to expl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cooper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abroad. MCMEA had organized 

or participated in many briefing receptions, 

seminars,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During these events, members are always 

well received by the hosts and high ran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the place.

With explicit support from the Macau 

SAR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MCMEA will continue to accomplish 

its vision and will specially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reas:

1. To foster support from all sector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us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all contracts and agreemen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standards.

2.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finance sector and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localization of both government 

and p r i va te cons t ruc t i on p ro jec ts . 

With proper financing channels, local 

contractors will be able to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local construction.

3.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au,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China by organiz ing more 

activities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4. To unite all sector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o upgrade our skills and 

professionalism.

5. To a d v o c a t e t h e e n h a n c e m e n t o f 

construction law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rbitration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contract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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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事務
本會一貫關注建造業的就業情況，以聘用本地

工人為宗旨，連續三年協助澳門特區政府勞工

事務局設立建造業配對中心；2011年更承辦

勞工事務局及環境保護局的「環保基樁培訓課

程-初級鑽樁操作員」理論課程及實操課程，

致力提升行業從業員的專業技術水平，促成行

業轉型和工人接受新的環保建築設備培訓的機

會，皆獲得了良好的效果。

對內，本會亦先後成立九個不同範疇的關

注小組，涉及公共工程、輕軌系統建設項目、

人力資源、地盤安全管理及環保施工、橫琴建

設工程項目等，以便更有效地跟進和監督澳門

建築業的多個層面。並適時拜訪政府各部門，

反映業界建議及訴求。對外，本會亦與本澳不

同建築、工程社團聯合組成「澳門建築業界-

建築業發展關注小組」，定期舉行會議，討論

澳門建築業界共同關注的議題。

公益事務
多年來本會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捐款和

支持澳門不同慈善機構和活動，包括澳門公

益金百萬行、澳門紅十字會、同善堂、澳門

扶康會、澳門教師志願者協會-義教進農村活

動等。

同時亦支持中國內地公益慈善活動和關心

受災地區，包括1992年捐款希望工程--百萬愛

心助學計劃、支援四川省5.12大地震災區(捐款

二百多萬元，發揮專業力量，以商會為首，迅

速完成首個交匙的四川援建項目--援建梓潼縣

一幢教學樓和一家鄉鎮級衛生院)及捐建江西省

希望小學等多個項目。並積極募捐援助內地受

災地區和群眾，援助甘肅舟曲特大泥石流賑災

商 會 簡 介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成立於1992年5月，會員主要由澳門建築界、工程業界

及施工設備機械行業代表構成，在澳門建築業界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本會組織

架構完善，現有大、中型商號會員接近百間，現屆理監事會成員共六十多人。

本會的宗旨是擁護《基本法》，支持“一國兩制”，積極配合特區施政。通過

組織和開展各項活動，團結澳門基建業、施工機械業及相關工程界，提高業界

之技術水準，積極培訓專業人材，並綜合業界意見，為澳門政府及有關部門提

供建設性意見。

捐款一百萬元和清海玉樹地震捐款逾七十二萬

元等等。

康體事務
本會於2007年及2011年分別舉辦了「二零零

七建機盃國際乒乓球邀請賽」及「2011建機

盃乒乓球友誼邀請賽」，邀請政府部門、中聯

辦代表、業界及各友好社團參與，加強彼此間

的交流。並與澳門民政總署及各同業單位協辦

了「蛻變中的澳門」攝影比賽，都獲得了很好

的社會反響。

本會每年均舉辦會員聯歡聚餐，加強會員間

的溝通互動。並組織會員參與海外及國內考察

參觀活動，以促進交流及合作機會，除安排參

觀外，團員更可與當地高層官員及業界會面。

同時亦參與和舉辦與政府政策或業界有關的說

明會、座談會、論壇活動及會議。所涉及的範

圍廣泛，包括建築業界熱門話題、發展前景、

融資、投資展覽會及建築器材推介會等等。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基建業界的關懷和支

持下，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會長、理監事成

員除繼續發揚本會創會宗旨外，更致力加強以

下各方面工作：

一、 爭取各方支持，努力推進建築合同中文

化、標準化建設，方便合同精神貫通整個

施工團隊，提升澳門建築業界的競爭力；

二、 加強與政府之溝通，推進政府工程及私

人工程本地化，為以本地建造業為承建

商的項目爭取鼓勵性政策；

三、 加強與兩岸四地及外國同行業之交流溝

通；

四、 團結業界自強不息，不斷爭取向上游產

業推進、轉型。

商 會 簡 介

10     MCMEA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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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特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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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 執行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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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經濟財政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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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運輸工務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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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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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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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築置業商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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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造商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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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築師協會 會員大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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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工程師學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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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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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 會長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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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訪

專　訪 崔世平博士

城市規劃

是科學，也是藝術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區代表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珠海市大昌管樁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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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訪

崔
世平博士回想到當年在美國工作，遇上

1989年北加州發生大地震，三藩市因

地震，無數房屋受損，海灣大橋也震斷。崔

博士參加了救援工作，負責為受地震波及的

建築物造實地結構評估的工作。崔博士一方

面覺得非常珍惜參與災後評估工作，將學識

實學活用；另一方面，親眼目睹樓宇塌陷災

場，很多人痛失家園，他還體驗了為災民進

行心理輔導的特殊挑戰，豐富了他作為工程

師的觀念和人生經歷。

90年代，澳門即將回歸祖國，因為深信城

市規劃的重要性，崔博士於1997年報讀清華

大學，修讀城市規劃專業，並於2002年順利

畢業。回歸後，澳門大興土木，特區政府也明

白到城市規劃的重要性，並一步步朝向為澳門

城市規劃立法的目標。崔博士指出，雖然澳門

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城市規劃法例，但這並不

代表不能夠把澳門規劃成一個面向未來的大都

會。當然，從專業的角度去看，立法還是必然

的。近年，澳門城市規劃發展已經從學術性角

度推動，並逐漸獲得市民認同，最後政府行動

決定制定政策和立法。

崔博士在1990年成立崔世平工程師事務

所，為澳門提供全面的建築和工程設計服務，

包括建築設計、結構和機電工程。2000年公

司改名為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把城市規劃服務正式納入公司的業務範圍。

崔博士於1999年回歸前夕，與其指導老

崔世平博士於1981年在華盛頓大學修讀土木工程學士課程，1983年

在加州大學栢克萊分校修讀碩士課程，及由1983年至1990年，在美

國加州工作，曾經參與過的工程包括鑽油台和核電廠等項目，在美國

工作期間也考獲了兩個國際認可的專業資格，一為土木工程師(C i v i l 

Engineer)，另一個為結構工程師（高工級）(Structural Engineer)，直至

1990年便回到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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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訪

師、同學和本地研究人員合作發表了一份重

要文件，名為“21世紀澳門城市規劃綱要研

究”，提出了三個未來發展的可行性方案和相

關報告供巿民和政府參考，及後又完成了關於

規劃及改造望德堂區的計劃書。至今，望德堂

區計劃書內很多的規劃意見，都已經實現在眼

前了。崔博士亦為城市規劃國際會議、歐洲研

究協會等學術團體撰寫文章，政府有關部門和

民間也十分接受。剛好中央政府十二‧五政策

出台，指出澳門要以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

定位，更顯示澳門城市規劃工作要配合珠三角

地區未來的發展。

崔博士說：“這是我非常開心見到的。我

認為完善的城市規劃，是澳門未來長遠發展的

重要基石。”

澳門城市發展規律和外國接近，自主性

強，先實踐後有法，由未有總體規劃逐漸發展

到法制化。政府今年正啟動澳門城市規劃立法

程序，希望明年可通過草案。崔博士指出城市

規劃演變過程並不是“快餐文化”，舊區重整

和新區開發，都需要數以十年或以上來改造，

所以城市規劃，是任何一位市民均可發表意

見，因為與城市規劃有關的議題，都會和大眾

有直接或間接有關係的。規劃要處理人和物，

所以規劃是科學也是藝術，也是政府管治社會

一個措施和手段，三者都很重要。城市規劃有

很強科學性要求，科學性要求是系統性的東

西，而城市規劃又涉及社會發展，所以待人接

物的藝術更不可或缺。 

崔博士説：“澳門城市規劃一定跟別的城

市不同，最近中央政府十二‧五規劃內，提出

要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是經濟和社

會發展規劃，所以我們如何能夠達到目標，如

何能開拓更多空間。我們要研究如何能創造一

個世界級的旅遊休閒中心，如何善用舊區對土

地資源循環再用，如何環保地開拓荒地和填海

造地都是城巿規劃的題目。”

“十二‧五規劃中談及澳門要成為珠三角世

界級城市群之一，其中包括：中山、江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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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訪

海、東莞、惠州、深圳、廣州、肇慶、佛山和香

港等城市，我們要分工，互相配合，有合作框

架，期望2015年會有初步成果，澳門要以新思

維創造新環境，方可受惠珠三角這大群體。”

最後，崔博士強調，建築工程項目越來越

複雜，建造業參與者投資越來越大，相對風險

也高，鄰近地區如香港，建築公司可上市，融

資能力高，澳門在這方面卻完全空白，對業界

發展是很大挑戰。澳門人要找出途徑強化自己

才有競爭力。目前，很多大型工程都是由外來

公司承包，本地法規也未充分跟國際接軌，本

地建築界經常只能扮演次要角色，無論在人

力、財力和技術方面，澳門要重新審視自身角

色，相信最終在各方合力下，前景是樂觀的。

崔世平博士(中)於接受訪問後與商會各理事合照。(右起)吳華威，鄭廣雄，劉玉威，王宗勝，   

陳劍翎及中時建築出版總編輯梁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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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介紹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的歷史和

工作範圍？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成立到今年七月踏入25週

年，所以我們正籌備慶祝25週年的活動，至於

24年前為何會成立這個實驗室？當時正值澳

門回歸前，澳門政府當時正籌備興建澳門國際

機場、友誼大橋、松山隧道、垃圾焚化爐等大

型工程，當時澳門正剛剛開始發展經濟，政府

發覺當時很多澳門工程技術未能跟上發展所需

的步伐，於是引入葡萄牙國立土木工程實驗室

(LNEC)的工作觀念。

在 澳 門 成 立 了 澳 門 土 木 工 程 實 驗 室

(LECM)，以澳門政府為最大股東，LNEC為第

二大股東，其餘為本地的主要建築商、材料供

應商或專業社團等，LECM以商業運作型式，

由政府派員參與運作，當時主要為上述大型工

程而服務，碰巧當時我剛回澳門，便加入了這

個實驗室工作，實驗室最初由不足二十人 (即

1988年) ，由十幾人的實驗室，轉變到現在

一百四十多人。  

在建造澳門國際機場時，在討論填海方案

及打樁方案時，我們都積極參與其中的討論，

機場由最後定案、施工、落成，實驗室都擔當

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直至今天，實驗室也

參與了機場工程的持續發展和監察等工作。在

其它大型土建項目，包括有橋樑和焚化爐等，

我們主要提供技術支援，直到今天的公共房

屋、港珠澳大橋及輕軌建造等工程，我們都是

做品質保證的工作。

在1995年機場建設完成並開始運作後，

當時所有大型項目差不多都相繼完成時，實

驗室開始要著手籌劃將來發展方向的轉營問

題，當初成立是為了處理回歸前很多的大型

專　訪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董事局主席

區秉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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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經徹實研究澳門本地市場，我們發

覺在工程技術領域上是十分缺乏的，要慢

慢轉向提供技術顧問服務與澳門其他工程，

例如：對屋宇結構，防漏水，建築材料性能

等，我們都開始慢慢發展，但實驗室並不參

與本地的商業競爭，如：設計顧問或監督顧

問等服務，因為政府為我們的最大股東，我

們通常只提供技術，主要提供技術意見，

如：幫政府研究一些澳門工程條例。

25年來實驗室的規模變化及目前的業

務如何？

剛成立初期做實驗，報告並不多，到興建機場

時，報告量開始續漸增多，現時每年有約八

到九千份報告。近年，本地建造業發展十分

蓬勃，市場對我們的服務需求大增。我們提

供的報告大至上可分為兩種，一為測試報告 

(factual report)，是大多數；第二種為技術分析

報告，需要對測試結果的基礎上進行工程技術

上分析後得出結果而作的報告。      

我們的工作分為幾個部份，第一專門做實

驗，還有很廣大的擴展空間，包括物理性及化

學性實驗，第二為監督公共工程，佔我們業務

的大比數，負責監督政府的公共工程的實施，

提供技術和品質監察上的工作，這不是單純的

測試問題，例：我們會提供專業意見如何令混

凝土做得更好，如何令其技術層面更好，我們

會是全程參予意見，這類工作收入佔我們很大

比重，測試反而佔的比重並非最高；另一方

面，意義重要大的是，政府工程裡面規範的條

例，因澳門地方細小，不能每個領域也有條

例，最重要的方面，如：荷載結構、風力測

計、鋼筋、混凝土及土工等條例都會由我們去

研究，由我們協助政府去制定條例，再由政府

頒發和執行，我們和政府現正進行研究制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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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文本，包括：工程物料測量和各有關的行業

標準。這些項目對我們的工程很重要，有了一

套專業的守則和行業標準，可避免或減少行內

的紛爭，令本地建造業健康發展。

另外，政府也委託我們審核認證輸入澳門

的建材，因此我們建立自己的認証系統，將我

們的服務擴展至廣珠澳大橋的混凝土認証。我

們有公開的圖書館，存放大量和土木工程有關

的書藉和資料，供業界參考。

本地建造業對實驗室的接受性如何？

我們是非牟利機構，所以不存在任何競爭，競

爭只是自我之間的競爭。實驗室的管理和業務

運作透明度高，我們的股東大多是澳門各建築

公司，每次財務報告，都會知會各股東，賺與

否是反映市場需要。

因為澳門以前私人工程沒有多大競爭，

較大的項目，大都是政府工程，私人工程在

實驗室的業務中占比例較少，回歸後，澳門

經濟發展迅速，成為國際化城市，建造業興

旺，行業間競爭大了，更國際化及更規範

化，反而很多公司要求我們提供服務。現在

業界不會覺得我們是監管他們，反而相信大

家是夥伴，我們與澳門很多建築業的團體，

關係良好，合作無間。

目前你們面對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缺乏人材不只是澳門問題，也是世界性問題。

我們目前要面對最嚴峻的問顁就是人力資源缺

乏和建築施工技術問題。

澳門失業率很低，聘請人材有壓力，我們

儘管可聘請剛畢業的學生，加以培訓，但人材

流失嚴重。幸好我們有優勝的地方，聘請員工

較政府部門有彈性，程序也沒有那麼複雜，我

們可聘請外地例如國內及葡國的工程師，葡國

工程師也十分樂意到澳門工作。另一方面，也

會聘請中國內地的專業人士。我們都是以合約

形式雇用他們，有經驗的外地工程師不單可以

臨時解決人資短缺的問題，亦可以帶動本地年

青工程從業員入行。

至於另一大挑戰，就是如何改良本地施工

技術，特別要關注的是如何控制混凝土的耐久

性問題。你可想像一下，澳門近年大興土木，

各大型基建、公共設施和大量公屋建造，混凝

土需求大增，如果業界未能掌握好控制混凝土

的耐久性問題，未來將會面對難以估計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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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驗室在這方面正全面提升監控政府工程

混凝土質量標準，同時，亦為業界提供混凝土

質量控制技術和測檢方案。

現今市場迫切性的需求和實驗室未來

發展如何？

目前市場對環保、防火、門窗及水管這四大

類的產品和技術支援有上升趨勢，業界會主

動要求我們提供更深層次的服務，但我們暫

時還在探討中，因為要考慮當中的可行性，

因為這不是單一牽涉土木工程範疇，例如：

防火物料，玻璃門窗密封膠和PVC喉管等，也

牽涉化學問題，我們是需要招聘更多專業人

材的。  

澳門社會整體收入提高了，政府稅和私人

收入也提高了，所以對基礎建設要求更大，這

行業的發展，估計可維持一段長時間。我們擔

心另一個問題，行業發展急速，潛伏很多問

題，如：建樓速度快，當中結構方面是否符合

要求，現時，建造業需要用的用砂量大大增

加，但供應卻十分短缺，所以要用其他替代材

料，如：人造砂，但因成本高，而用海砂，則

必須要嚴格監管，否則時間長了便會出現耐久

性問題，如：石屎剝落、鋼結構生銹等問題，

所以我們倡議採用混凝土認證，明確規範質量

要求，由政府作監管。混凝土質量是我們重點

監管的項目，如何能做得好，這是對我們發展

的一項重大挑戰。 

建造業是一個地區性行業，對本地人力物

力資源，要求很嚴格，所以我們要加強人力，

和提升技術上的進步，特別是管理階層，將會

是本地建造業未來發展的棟樑。我們正處於競

爭位置，如何透過技術和監管，使業界由純粹

的價錢競爭，轉為價格，優質及施工進度上本

面的競爭，這實際是提升整體行業的專業水

平，我們可以做的只是旁證和監管，真正能推

動本地建造業大步向前走，還是要由政府及業

界堅持爭取重任去實行。

區秉光博士(中)於接受訪問後與商會各理事合照。(左起)商會秘書關錦良，王宗勝，吳華威及   

中時建築出版總編輯梁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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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成立二十周年

繼往開來

今
年七月份，在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一

眾理事與兩位老前輩於西灣聖地牙哥酒

店茶敍。話題一開，已退休多時的劉祿源先生

便像一部播影機，把二十年前創會的經過，前

因後果，一幕一幕的重現在我們眼前。

創會過程
話說澳門90年代初期，當時的政府立法要求檢

查澳門全部的機械和機動設備，一如在馬路上

為使商會二十周年會刊內容更加豐富充實，商會秘書處特別安排中時建

築出版總編輯梁世光先生訪問了兩位創會成員之一，現時為永遠會長的

劉祿源先生和吳利勳先生。訪問內容不但詳述了商會的歴史，同時也勾

劃出九十年代初澳門的經濟及民生實況。藉此，讓本地建造業年青一代

瞭解到，澳門有今日的成果，來之不易。

行走的車輛，進口時要驗車，使用期間，也要

定期檢驗。當時政府有關部門，對建築機械

和設備沒有專業知識，把建築機械當作是私家

車般檢驗，只注重外觀和一些眼看得到的小瑕

疵，如：座椅有些破損，車身生銹或機械外殼

油漆變舊等小毛病。因此，業界很多機械經

檢驗後都不合格，沒有機械，很多工程都受影

響，工人的生計也成問題。因此，當年有8至

10家較出名的企業都有不少掘泥機和重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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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機械，如：長江、德發、通利及吳淦記等公

司的負責人，自發性組織起來，希望能夠為業

界爭取政府合理對待。

 業界終於決定在1992年組織一個商會，

並得到各界大力支持，籌得三佰萬元，自置物

業，選取位於氹仔城區工業大廈，實用面積

五千六百多平方呎的雙連單位，作為商會會址

及用作舉行一般活動的場地。澳門建築機械工

程商會的成立，開展了澳門建造業邁向團結和

專業化的第一步。

創會當年有60多間公司參加，商會希望和

政府溝通，要求政府在合符建築施工安全的範

圍內，放寬法例，實事求是，令業界使用建築

機械有保障。90年代以前，澳門的建築規模

很小，找工人也很困難，直至1992至1993年

間，工程多了，但在葡萄牙當局的管治下，整

個澳門的大型工程都是葡國公司負責，我們成

立商會後，向政府施壓，目的不是左右政府的

決策，而是要加強溝通，要當時的政府知道及

瞭解澳門本地建造業的實況，完善有關法例，

商會協助本地建築公司向政府反映業界的困

難，並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達到雙贏局面。

經商會協調，建築機械檢驗法則終於得到圓滿

解決，得以順利執行。

建築機械行業的蛻變
當年澳門建造業所用的主要都是二手舊機械，

以日本機為主，全部都是從日本進口，經香港

再轉運到澳門，大陸機械也有些，因為工程規

模關係，業界很少用一手新機械，也因為這個

原因，依據當時驗機新法例，舊機械大部份都

沒法通過檢驗這一關，因為大部份的二手機

械，或多或少，都會有生銹，外觀也不及新

機，但業界都會檢查清楚，認為二手機性能及

操作沒有問題才會進口的。

商會的成立，製造了一個機會，整合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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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和訴求去和有關部門磋商，協助各會員

去應付和解決有關驗機的各種問題，成果有目

共睹。  

永遠會長吳利勳先生回想，在1974 年初入

行，當時有部8噸的二手日本小松吊機已是非

常大不了。隨著回歸前建造大批公共設施，本

地業界也添置多些各類型的建築機械，如：挖

土機，推土機，重型起重機，吊機，塔吊，風

機，鑽孔機，混凝土機和泥頭車等設備。隨著

本地房地産蓬勃發展，建造業興盛，商會的工

作也日趨繁忙，商會的組織和架構也日漸壯大

起來了。

自成立商會後，政府勞工局也對我們有所

要求，澳門非常缺乏專業的建築機械控制員，

在澳門也沒有一間學校去訓練人材，而可以控

制機械的工人，大部份都是學徒出身旳，大多

沒有接受過正規培訓，所以政府要求和我們商

會合作，以商會作主導，政府資助，培訓新學

員，確保澳門有足夠合資格的建築機械操作

員，保障施工安全，這個培訓課程一直維持至

現在。  

經濟帶動建築蓬勃
澳門建築業的轉捩點是在1992年商會的成

立，經歷了1994年房地產高峰、1996年宏觀

調控，從1998年至2002年間，這5年澳門經

濟不景氣，當時房地產亦發展呆滯。到2002

年，中央特派專家來澳門研究，澳門最終批

出多個博彩專營權，從此澳門出現了前所未

有的轉變。

 博彩專營權的開放，吸引了國際投資集

團到澳門大興土木，興建大型渡假村式酒店，

還有住宅和商廈也平地拔起，一時間，整個澳

門變成了一個大工地，建築行業的興盛，也帶

來了競爭，隣近地區如香港，珠海和內地其它

地區的建築行業也到澳門分一杯羹。為了要保

障本地建造業健康的發展，商會不遺餘力，一

方面與政府溝通，確保現有法則保障本地企業

權益；另一方面，全力加強會員的競爭力，定

期舉辦培訓班，研討會和境外考察團，藉以增

強會員的專業知識和地位。

取之社會用於社會
2009年四川發生巨大的地震災害，中國各地

立刻展開賑災和支援災區民眾工作，商會以

永遠會長龍國強先生、林漢輝先生為首的領

導下，焦點集中受災嚴重而容易被人忽略的

鄉鎮地區，展開了賑災和重建工作，會員上

下迅速自發性籌得200萬元，是出錢協助賑災

和捐錢到災區重建學校的首位澳門商會，會

員還自願前往當地負責監督重建工作，地震

發生五個月後已重建好第一間學校。隨後，

再興建了醫療用途的衛生院，為當地兒童、

民眾重燃新的希望。在學校、衛生院移交使

用時，商會考察團成員更為學童捐助人民幣

20萬元，作為學校添置設備、教學用品和獎

勵教師及職員等用途。

澳門博彩業的開放，令業界出現很大變

化，商會肩負與政府相關部門間、會員間的

溝通和發表意見的橋樑，所以商會特別加強

和政府及其它建造行業團體和商會的溝通，

近年還策劃了多個專業性的關注小組，例

如: 土木工程、輕軌工程、人力資源、安全

和環保施工跟進等。這幾年間大家透過會務

關係，不斷凝聚力量，社會事務上參與度增

加，認受性增加，為營造一個和諧的澳門而

努力。

永遠會長龍國強(右二)、永遠會長林漢輝 (右

三)參觀本會捐建的東石小學課室

四川梓潼縣衛生院移交典禮2009 永遠會長龍國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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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機械化施工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的會員主要是用機械施

工的企業，到今日會員已包括大部份參與本地

建造業的企業，可廣泛代表本地建築工程界各

層面； 在80-90年代初，很多基建工程  都是

由商會會員老前輩，如：長江建築、通利建築

等公司承造的。20多年前，這些會員在基礎

建設上已穩步發展，時至今日，各個企業在建

築機械投資是很重，而商會會員中，使用大型

施工機械和設備已是主流，相對，機械投資也

日趨龐大。

過去10年時間，工程變得活躍，同業累

積經驗和財富，具備經濟實力，可以進行機

械化轉型，有能力構思相對環保、高技術的

設備，亦看到這行業有很大潛力；現在業界

所面對的問題是要擴大投資更先進的機械和

設備，至於人材方面，如機械控制員、技術

和維修人員就成一樽頸位，求過於供，業界

需要人材接力，要吸引更多年青人加入，保

持本地建築機械化的發展，關鍵就在人材方

面，所以要加強宣傳。

加強和政府合作
王宗勝理事長認為，業界面對本地建造業急

速發展和高度競爭，政府有兩方面可提供協

助，如在鼓勵使用先進的環保機械和設備的

大前題下，大型工程施工規範應預先明確提

供指引，因為市場是充滿競爭性，為工程購

置新機械，除了涉及大量資金，更需要有充

足時間去採購，運輸進口和訓練員工。政府

如要成功推動環保施工，就要持之以恆、繼

而推動，政府要起帶頭作用，本地建造企業

是十分樂於配合和支持的。

另一方面，建築行業人手關鍵，現在是適

當時候加強培訓本地人員，提升機械操作員的

技能。工程多了，從業員接受培訓自我增值，

收入提高，可吸引更多新人入行，行業得以成

長及延續下去。

業界未來發展	
王理事長指出，澳門地狹人多，如果政府能

協助提供類似集體的施工設備存放中心或維

修中心場地有償租用，不單解決業界面對嚴

重缺乏存置機械的場地問題，亦可解決環保

問題，更可做到良性循環，集中維修保養，

可創造更多維修人員工作就業的機會，建造

行業特性很難轉行，這個構思，長遠亦為澳

門加添一批專材。

最後，王宗勝理事長指出，近年中國生產

的建築機械和設備改良不少，我們現在看到國

內施工設備生產技術的質量和數量也在提升，

十多年前，外國設備如何通過香港和澳門進入

國內，現在，通過澳門作平臺，國産機械可出

口到海外，商會代表今年年中也跟商務部部長

討論過，研究如何令國內企業和澳門，共同走

出去，借助香港和澳門，作為對外平臺。在座

各位人士也一致看好澳門建造業的未來發展，

一片光明。

(左起) 副秘書長吳華威，監事長鄭廣雄，理事長王宗勝，永遠會長劉祿源，永遠會長吳利勳，會

長張樂田及中時建築出版總編輯梁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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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怡人居住的澳門
澳門建築師協會理事長 梁頌衍

請陳述澳門近年建築業的發展情況

澳門於1999年回歸後，博彩業開放，大型國

際投資者湧入，澳門工程量大幅增加。外資的

進入澳門，帶動了本地的建造業。另一方面，

也吸引了不少外國及隣近地區的建築公司、建

築設計事務所和工程師，包括內地的施工單

位，也加入本地競爭。

回歸前，澳門經濟差，經過十年低迷情

況，建築業包括建築設計，也相對發展緩慢，

回歸後政府政策支持，博彩業帶動建築行業，

業界在人手方面也遇到很大困難。在建築規

模，包括質素和數量也出現大變化，因經濟發

展的需要，外來技術也帶來本地建築業改朝換

代的情況，業界目前是發展蓬勃的。

建築設計方面，隨著房地產的興起也急速

發展起來，本地設計人員甚至外來的，包括香

港和內地的建築師和設計師，也在澳門發展，

為本地設計人員帶來挑戰和機遇，新技術新思

維加入，吸收不同文化經驗，帶來衝擊，本地

建築師對本地文化背景有深厚的認識，對保存

本地建築設計的特色最為重要。

澳門有五百多年的歴史，是中西文化溶合

的焦點，我們興幸於十九、二十世紀沒有經歴

高速發展，很多保貴的歴史建築物和文化傳統

都得以保留到今日，成為現今旳〝世界文化遺

產〞，我們作為澳門土生土長的建築師，要堅

負重任，把澳門的建設造得更好。

目前本地建築業在技術和設計領域上

情況如何?

近年，超高層樓宇在澳門也相繼出現，証明我

們行業的技術也不斷提高，在建築設計上也出

現大型玻璃幕牆，大垮度的建築空間，嶄新的

室內設計和裝修工程；屋宇裝備方面也達到世

專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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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水準，大型娛樂場的消防設計、機電設計和

一般傳統設計有很大分別。

在工程管理和施工方面，因專案規模大，

複雜化，有需要引進新技術，在技術和管理要

求上，相應也大大提高。澳門的建築業慶幸有

一個蓬勃的本地市場給與大家去實踐。建築界

各行各業，近年整體發展是不錯的。我有信

心，本地的建築專業人材，在質和量兩方面都

會不斷提升。

澳門建築業的實力如何？

本地建築設計界以澳門建築師協會為例，會

員人數有250多人，執業或工作中的超過150

人，在工務局註冊的則師也有300人，還有外

地的建築師在澳門政府或本地私人企業受聘的

都有60至80人。

因為以前工程不多，規模也比較小，澳

門建築師一直以來都提供全方位建築服務，

由規劃設計，管理承建，有完善制度，澳門

建築業有五百多年歷史，本地專業人員的水

準，經驗和技術也達到一定的質素，絕對符

合國際要求。近年，建築業發展蓬勃，未來

前境也十分樂觀，本地建築業更有信心，加

快擴展業務，加大投資在人力資源和先進機

械。時至今日，澳門建造樓宇質量在亞洲和

國際上已有一定聲譽。 

專　　訪

'The	Built	Environment'	�	在環境建設

這方面，澳門的現況和未來發展如何?	

本地建築師的責任如何?

澳門是重要的城市文化遺產，面對博彩業開

放，房地產高速開發，澳門的環境要保持完整

一個小城面貌的城市，確實面對很大環境衝

擊，加上其他問題，如一些將來可能出現的經

濟衰退，人口膨脹，勞動力不足等因素，都會

改變澳門的面貌。作為建築師，我們希望通過

專業水準，改造城市規劃，將澳門城市面貌的

特色保持下去，而又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使

環保和經濟可同時平衡及持續發展。

澳門現在的模樣，我們還是想保留其文化

遺產，景觀以至環境。如果政府沒有一套長遠

性的人口和經濟發展藍圖，作為建築師，我也

很難想像到十年、二十年後，澳門的面貌會變

成怎樣。

我希望目前政府積極進行新城填海和舊區

重建，令人口增長所帶來居住空間短缺得以舒

緩，澳門現時遇到交通和人口壓力，只要積極

進行此兩個項目，政府著實規劃未來前景，經

建築師，包括綠化理念，應用在建築設計上，

由單幢到整個建築作配合，我有信心這方面的

努力是最實際和直接改善澳門市民的生活環

境，我希望澳門未來的發展是成為一個怡人居

住的現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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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架 構

第十二屆會長、理監事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

第十二屆 (2013-2014) 會長、理監事名錄

會      長    

張樂田 (三友發展有限公司)   

副 會 長    

蕭順軒 (長江建築有限公司) 吳卓權 (權力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王宗發 (美昌建築有限公司) 陳滿鋒 (乘風土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陳國鈞 (鈞利工程有限公司) 鄧頌權 (權英投資有限公司)

蕭英傑 (星海貿易公司) 李華燦 (長江基礎有限公司)

鄧漢昌 (得寶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張君煜 (聯運工程有限公司)

梁超通 (敏達工程有限公司) 伍笑英 (金明建築工程)

何劍鋒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何容輝 (開利工程公司)

張漢耀 (振耀建築有限公司) 

理 事 會    

理 事 長    

王宗勝 (泰利斯(澳門)工程有限公司)   

副理事長    

葉　桐 (葉通工程有限公司) 蘇坤仔 (大中運輸行)

鍾漢權 (A誠業工程有限公司) 蕭東文 (長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郭林錫 (新鴻業工程建築有限公司) 黃曉南 (銘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吳啓華 (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秘書長 副秘書長    

劉玉威 (德發建業工程有限公司) 吳華威 (吳淦記建築有限公司)   

常務理事    

林金全 (龍德工程公司) 鄭顯榮 (大力組運輸公司)

林　平 (新興業工程有限公司) 許河海 (德海記建築工程公司)

陳劍翎 (金明建築工程) 陸洪安 (新華達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黃曉媚 (新方盛建築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康成良 (利達家用設備有限公司)

李永耀 (富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永 遠 會 長
劉祿源 (德發建業工程有限公司) 吳利勳 (吳淦記建築有限公司)

陳國榮 (長江建築有限公司) 鄧儉民 (通利建築置業工程有限公司) 

林漢輝 (東方(利達)工程有限公司 龍國強 (成龍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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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會長、理監事

理    事    

林秋明 (友邦工程) 林　東 (東華打樁鑽探工程)

杜　斌 (澳門啤令行) 陳瑞泉 (瑞興工程) 

盧國炳 (堅記機器廠) 鄭國忠 (新聯大工程貨運有限公司)

張永坤 (國信地基建築有限公司) 羅樹華 (新德寶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李秋生 (李秋生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區志豪 (新錦濠工程有限公司)

郭銘燦 (百佳工程有限公司) 潘孟真 (新基業工程有限公司)

馮華根 (華景鐵器工程) 葉　達 (同發運輸公司)

郭天賜 (路奕士建築公司) 黃卓森 (新富鋁質幕牆工程有限公司)

何錦慶 (永昌基礎工程有限公司) 麥麗和 (新益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廖忻怡 (生科環境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胡庸鈞 (澳馬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施志強 (迅達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區錦彬 (錦漢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 信玄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李國安 (安穠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黃文水 (合盛建築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何大欽 (行泰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劉明昕 (利聯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袁家輝 (袁家輝建築商) 何達榮 (展鵬工程)

陳萬年 (年記運輸貿易有限公司) 許少輝 (新華輝工程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監 事 長    

鄭廣雄 (雄利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副監事長    

呂潤金 (金運工程公司) 蔡社吉 (吉記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監     事    

李鑑平 (南龍工程) 李維君 (捷安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岑根林 (華發地產工程) 李金浩 (嘉濠工程有限公司)

黃毓菁 (萬源五金建材) 鄭八仙 (興發隆五金建築機械公司)

    

顧    問    

吳利翰 (吳淦記建築有限公司)   

    

會    員    

何劍鋒 (新明輝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何道昌 (大亞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梁國華 (新科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姚志斌 (華通冷氣電機工程)

蘇東宏 (宏東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王志堅 (堅良建設有限公司)

蘇冠濤 (進力工程有限公司) 黃維雄 (東亞五金鋼鐵)

梁家賢 (華聯創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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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會長、理監事照片

永遠會長

劉祿源
德發建業工程有限公司

鄧儉民
通利建築置業工程有限公司

吳利勳
吳淦記建築有限公司

林漢輝
東方(利達)工程有限公司

陳國榮
長江建築有限公司

龍國強
成龍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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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會 長

會　　長

蕭順軒
長江建築有限公司

陳滿鋒
乘風土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吳卓權
權力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陳國鈞
鈞利工程有限公司

張樂田
三友發展有限公司

王宗發
美昌建築有限公司

鄧頌權
權英投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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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會 長

張君煜
聯運工程有限公司

何劍鋒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梁超通
敏達工程有限公司

何容輝
開利工程公司

伍笑英
金明建築工程

張漢耀
振耀建築有限公司

蕭英傑
星海貿易公司

李華燦
長江基礎有限公司

鄧漢昌
得寶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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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

理 事 長

王宗勝
泰利斯(澳門)工程有限公司

鍾漢權
A誠業工程有限公司

蕭東文
長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郭林錫
新鴻業工程建築有限公司

葉　桐
葉通工程有限公司

蘇坤仔
大中運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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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長 副秘書長

常務理事

副理事長

劉玉威
德發建業工程有限公司

林金全
龍德工程公司

鄭顯榮
大力組運輸公司

吳華威
吳淦記建築有限公司

林　平
新興業工程有限公司

黃曉南
銘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吳啓華
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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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架 構

常務理事

許河海
德海記建築工程公司

陳劍翎
金明建築工程

陸洪安
新華達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理　　事

林秋明
友邦工程

黃曉媚
新方盛建築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康成良
利達家用設備有限公司

林　東
東華打樁鑽探工程

李永耀
富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陳瑞泉
瑞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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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架 構

理　　事

張永坤
國信地基建築有限公司

區志豪
新錦濠工程有限公司

羅樹華
新德寶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李秋生
李秋生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郭銘燦
百佳工程有限公司

潘孟真
新基業工程有限公司

盧國炳
堅記機器廠

鄭國忠
新聯大工程貨運有限公司

馮華根
華景鐵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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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架 構

理　　事

黃卓森
新富鋁質幕牆工程有限公司

廖忻怡
生科環境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何錦慶
永昌基礎工程有限公司

胡庸鈞
澳馬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麥麗和
新益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葉　達
同發運輸公司

何大欽
行泰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袁家輝
袁家輝建築商

李國安
安穠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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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架 構

理　　事

何達榮
展鵬工程

陳萬年
年記運輸貿易有限公司

許少輝
新華輝工程有限公司

杜　斌　澳門啤令行

郭天賜　路奕士建築公司

施志強　迅達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區錦彬　錦漢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信玄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劉明昕　利聯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黃文水　合盛建築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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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廣雄
雄利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組 織 架 構

副監事長

監 事 長

呂潤金
金運工程公司

蔡社吉
吉記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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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架 構

李鑑平
南龍工程

李金浩
嘉濠工程有限公司

李維君
捷安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黃毓菁
萬源五金建材

岑根林
華發地產工程

鄭八仙
興發隆五金建築機械公司

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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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架 構

會 董 會 名 單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

(註：方框內為已過身之會董會成員)

劉祿源

吳利勳

蕭順軒 

陳國榮

鄧儉民

林漢輝

陳國鈞

陳棟斌

袁家榮

李華燦

龍國強

林志榮

蕭英傑

王志強

鄭顯榮

鄧　峰

張君煜

何萬昌

林金全

葉　桐

林　平

關錦胜

呂潤金

李秋生

陳志強

麥　平

袁　文

廖有志

韋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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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理監事名單

第一屆理監事名單

會     長 劉祿源

副 會 長 鄧儉民　蕭順軒　陳國榮

 吳利勳　黃　貴　林明耀

 何萬昌　蕭英傑　區同恩

 吳柱邦　王志強　何明輝

 鄧　峰

理 事 長 林漢輝

副理事長 李華燦　林金全　陳棟斌

總務部部長 鄭顯榮

副部長 張君煜　丘子明

聯絡部部長 梁超通  

副部長 林志榮

康樂部部長 葉　桐

　　副部長 陳國鈞

福利部部長 李鑑平

　　副部長 李　平

財務部部長 吳利翰

　　副部長 袁家榮

秘 書 長 鄧漢昌

中文秘書 黎萬遵  

葡文秘書 安東尼

監 事 長 袁家榮

監     事 林志榮  張君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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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理監事名單

第二屆理監事名單

永遠會長 劉祿源

會     長 吳利勳

副 會 長 鄧儉民　蕭順軒　陳國榮

 黃　貴　何萬昌  蕭英傑

 區同恩　王志強　何明輝

 高坤熾　陳國鈞　鄧　峰

理 事 長 林漢輝

副理事長 李華燦　陳棟斌　鄭顯榮

 林志榮

秘 書 長 鄧漢昌

葡文秘書 安東尼　華連達

監 事 長 吳利翰

監     事 林金全　袁家榮

理     事 龍國強　王宗勝　梁超通

 葉　桐　黃國基　張君煜

 陳志強　李　平　袁家順

 何容輝　呂潤金　林　平

 李鑑平　黃坤祥　李秋生

 蘇坤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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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理監事名單

第三屆理監事名單

永遠會長 劉祿源　吳利勳

會    長 陳國榮

副 會 長 鄧儉民　蕭順軒　黃　貴

 吳卓權　何萬昌　王志強

 何明輝　陳國鈞　鄧頌權

 鄧　峰　高坤熾　蕭英傑

 龍國強

理 事 長 陳棟斌

副理事長 鄭顯榮　李華燦　袁家榮  

 鄧漢昌

秘 書 長 王宗勝

中文秘書 陳　凌

葡文秘書 安東尼  

監 事 長 林漢輝

監     事 林志榮　林金全  

理     事 梁超通　何容輝　黃國基

 葉　桐　張君煜　林　平  

 李秋生　袁家順　李　平

 李鑑平　陳志強　呂潤金

 劉永楷　蘇坤仔　鄭廣雄

 鄭　新　樊澤明 

54     MCMEA



歷屆理監事名單

第四屆理監事名單

永遠會長 劉祿源　吳利勳　陳國榮

會     長 鄧儉民

副 會 長 蕭順軒　黃　貴　吳卓權  

 王志強　何明輝　陳國鈞

 何萬昌　鄧頌權　鄧　峰  

 蕭英傑　龍國強　林漢輝

 袁雄彪　樊澤明　麥　平

 李　平  

理 事 長 鄧漢昌

副理事長 李華燦　鄭顯榮　袁家榮

 王宗勝  

秘 書 長 陳棟斌

葡文秘書 安東尼

監 事 長 林志榮

監    事 林金全　張君煜

財    務 吳利翰　袁家榮  

理    事 梁超通　何容輝　黃國基

 葉　桐　林　平　李秋生

 袁家順　李鑑平　陳志強

 呂潤金　劉永楷　蘇坤仔

 鄭廣雄　鄭八仙　許河海

 郭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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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理監事名單

第五屆理監事名單

永遠會長 劉祿源　吳利勳　陳國榮

會    長 鄧儉民

副 會 長 蕭順軒　黃　貴　吳卓權

 王志強　何明輝　陳國鈞

 鄧頌權　蕭英傑　龍國強

 林漢輝　袁雄彪　樊澤明

 麥　平　李　平  

理 事 長 李華燦

副理事長 張君煜　林志榮　葉  桐

 袁家榮　蘇坤仔

秘 書 長 陳棟斌

葡文秘書 安東尼

監 事 長 鄧漢昌

監    事 王宗勝　鄭廣雄

財    務 吳利翰　袁家榮　林漢輝  

理    事 梁超通　何容輝　林　平

 李秋生　袁家順　陳瑞泉  

 陳志強　呂潤金　劉永楷  

 鄭八仙　許河海　林仕榮  

 馮瑞和　馮華根　張國成  

 陳學超　羅樹華　潘孟真  

 鄭顯榮

56     MCMEA



歷屆理監事名單

第六屆理監事名單

永遠會長 劉祿源　吳利勳　陳國榮

 鄧儉民  

會     長 麥　平　林漢輝(代)

副 會 長 蕭順軒　吳卓權　王志強

 何明輝　陳國鈞　鄧頌權

 蕭英傑　龍國強　袁雄彪　

 樊澤明　李　平　鄧漢昌  

理 事 長 張君煜  

副理事長 林志榮　葉　桐　袁家榮

 蘇坤仔  

秘 書 長 陳棟斌  

監 事 長 李華燦  

監     事 林金全　鄭顯榮  

財     務 吳利翰　林漢輝　袁家榮

 張君煜　何容輝

理     事 鄭廣雄　李秋生　袁家順

 陳瑞泉　呂潤金　劉永楷

 鄭八仙　許河海　林仕榮　

 馮華根　羅樹華　潘孟真

 林　平　鄭國忠　林　東

 伍笑英　鍾漢權　盧國炳

 黃偉國　王宗勝　杜　斌

 張漢耀　李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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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理監事名單

第七屆理監事名單

永遠會長 劉祿源　吳利勳　陳國榮

 鄧儉民　麥　平

會     長 林漢輝

副 會 長 蕭順軒　吳卓權　王志強

 何明輝　陳國鈞　鄧頌權

 蕭英傑　龍國強　袁雄彪　

 樊澤明　李　平　鄧漢昌  

理 事 長 張君煜  

副理事長 林志榮　葉　桐　袁家榮

 蘇坤仔  

秘 書 長 陳棟斌  

監 事 長 李華燦  

監     事 林金全  鄭顯榮  

財     務 吳利翰　林漢輝　袁家榮

 張君煜　何容輝

理     事 鄭廣雄　李秋生　袁家順 

 陳瑞泉　呂潤金　劉永楷

 鄭八仙　許河海　林仕榮

 馮華根　羅樹華　潘孟真

 林　平　鄭國忠　林　東

 伍笑英　鍾漢權　盧國炳

 黃偉國　王宗勝　杜　斌

 張漢耀　李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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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理監事名單

第八屆理監事名單

永遠會長 劉祿源　吳利勳　陳國榮

 鄧儉民　麥　平　林漢輝

會     長 龍國強

副 會 長 蕭順軒　吳卓權　王志強

 何明輝　陳國鈞　鄧頌權

 蕭英傑　袁雄彪　樊澤明

 鄧漢昌　李　平　李華燦

 張君煜

理 事 長 張漢耀

副理事長 鍾漢權

秘 書 長 陳棟斌  

葡文秘書 馬利奧

監 事 長 何容輝

監     事 蘇坤仔　葉  桐

財     務 林漢輝　袁家榮　吳利翰

理     事 呂潤金　林　平　鄭廣雄

 許河海　鄭國忠　林仕榮

 李秋生　鄭顯榮　林金全

 林志榮　林　東　伍笑英

 陳劍翎　杜　斌　陳瑞泉

 袁家順　王宗勝　盧國炳

 潘孟真　馮華根　羅樹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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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理監事名單

第九屆理監事名單

永遠會長 劉祿源　吳利勳　陳國榮

 鄧儉民　麥　平　林漢輝

會     長 龍國強

副 會 長 蕭順軒　吳卓權　王宗發

 何明輝　陳國鈞　鄧頌權

 蕭英傑　樊澤明　鄧漢昌

 張樂田　李華燦　張君煜

理 事 長 陳棟斌  

副理事長 鍾漢權　王宗勝　鄭廣雄

秘 書 長 張漢耀

葡文秘書 馬利奧

監 事 長 何容輝

監     事 袁家榮　李鑑平

財     務 林漢輝(兼)　李華燦(兼)

 張君煜(兼)

常務理事 蘇坤仔　葉　桐　呂潤金

 林　平　陳劍翎　何道昌

 許河海

理     事 林仕榮　鄭顯榮　林金全

 林志榮　林　東　伍笑英

 杜　斌　吳利翰　陳瑞泉

 袁家順　盧國炳　潘孟真

 馮華根　羅樹華　梁超通

 李秋生　陸洪安　李維君

 黃錦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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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理監事名單

第十屆理監事名單
永遠會長 劉祿源　吳利勳　陳國榮

 鄧儉民　麥　平 林漢輝

 龍國強  

會     長 張樂田        

副 會 長 蕭順軒　吳卓權　王宗發

 陳滿鋒　陳國鈞　鄧頌權　

 蕭英傑　李華燦　鄧漢昌

 鄧永源　張君煜　梁超通

 伍笑英　何劍鋒                                                                                   

理 事 長 王宗勝         

副理事長 葉　桐(兼)文康部長

 蘇坤仔(兼)總務部長

 鍾漢權　劉玉威             

 蕭東文(兼)聯絡部長 

財     務 林漢輝(兼)　李華燦(兼)

 張君煜(兼)     

秘 書 長 張漢耀         

副秘書長 吳華威         

秘     書 陳劍翎(兼)     

監 事 長 何容輝         

副監事長 呂潤金　鄭廣雄(兼)總幹事

監     事 吳利翰　李鑑平        

常務理事 林金全　林　平　許河海

 陳劍翎　陸洪安　蔡社吉        

理     事 林仕榮　鄭顯榮　林秋明

 袁家榮　林　東　杜　斌

 陳瑞泉　袁家順　盧國炳

 鄭國忠　張永坤　羅樹華

 李秋生　李維君　區志豪

 郭銘燦　岑根林　潘孟真

 何道昌　馮華根　區錫源

 葉　達　郭天賜　黃卓森

 何錦慶　黃曉媚　康成良

 麥麗和　李金浩　廖忻怡

 黃曉南　黃毓菁　唐兆源

 郭林錫　李永耀　伍志偉　

 陳汝康　徐偉華　施志強

 區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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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理監事名單

第十一屆理監事名單

永遠會長 劉祿源　吳利勳　陳國榮

 鄧儉民　林漢輝　龍國強

會     長 張樂田

副 會 長 蕭順軒　吳卓權　王宗發

 陳滿鋒　陳國鈞　鄧頌權

 蕭英傑　李華燦　鄧漢昌

 張君煜　梁超通　伍笑英

 何劍鋒　何容輝　張漢耀

理 事 長 王宗勝

副理事長 葉　桐　蘇坤仔　鍾漢權

 蕭東文　郭林錫

秘 書 長 劉玉威

副秘書長 吳華威

常務理事 林金全　林　平　許河海

 陳劍翎　陸洪安　黃曉媚

 康成良　李永耀　吳啟華  

理     事 鄭顯榮　吳利翰　林秋明

 林　東　杜　斌　陳瑞泉

 盧國炳　鄭國忠　張永坤

 羅樹華　李秋生　區志豪

 郭銘燦　潘孟真　馮華根

 葉　達　郭天賜　黃卓森

 何錦慶　麥麗和　廖忻怡 

 黃曉南　唐兆源　施志強

 區錦彬　李國安　黃文水

 何大欽

監 事 長 鄭廣雄

副監事長 呂潤金　蔡社吉

監     事 李鑑平　李維君　岑根林

 李金浩　黃毓菁　鄭八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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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小 組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

關注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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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償租用政府場地管理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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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勞輸入及人力資源政策  .................................................................

(四) 公共工程諮詢標及工程實施情況  ....................................................

(五) 地盤安全管理及環保施工政策  ........................................................

(六) 橫琴澳大新校區建設工程項目  ........................................................

(七) 鑽樁施工基本知識培訓課程  .............................................................

(八) 建築機械工程驗機小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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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關注小組

關注小組在2009至2010年間成立，即是在第十屆換屆的時候，會長和理事長

希望多些理監事能參予會務方面的工作，於是便將工作按功能分開成不同的關

注小組，由有豐富經驗的理監事去做組長，幫理事長分擔工作，使商會更有效

率地為會員及業界服務。

關 注 小 組

為針對當時的環境和實際的需要，先後成  

立了九個關注小組，包括：有償租用政府場

地管理委員會；輕軌系統建設項目；外勞輸

入及人力資源政策；公共工程諮詢標及工程

實施情況；地盤安全管理及環保施工政策；

橫琴澳大新校區建設工程項目；鑽樁施工

基本知識培訓課程；建築機械工程驗機小組  

和公共工程關注小組及跟進「建築業發展關

注小組」。

至於關注小組的工作架構，最高層領導為

會長，理事長，理監事會，而其下則有九個關

注小組，每一個小組均有組長，視乎不同小組

及需要，部份關注小組更有副組長，理監事會

會推舉部份熟悉會務的人士作為組員，或部份

希望參加的會員都可申請成為組員，基本上小

組的組務，都要向理監事會報告。每個關注小

組工作各有不同，以下是各小組的功能及過往

工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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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小 組

拜訪運輸工務司 劉仕堯司長 (24-10-2011)

有償租用政府場地管理委員會，是代表業界向

政府申請租用土地而成立的。長期缺乏可存放

大型建築機械和設備的土地，是會員經常面對

十分困擾的問題。會員的機械被扣兼大額罰款

時有發生。

關注小組的成立是要加強與政府有關部門

的溝通，有效地把業界的實況和意見反映給政

(一)	有償租用政府場地管理委員會

府，並希望政府能提供解決方案，使會員可順

利進行正常施工。近年，其它行業，如，旅遊

業和貨櫃業，都成功獲批土地作停車場。我們

要求政府提供土地以臨時安置機械，但是澳門

政府仍未確實回覆，因此，關注小組努力不

懈，繼續與政府磋商，希望政府能儘快協助，

給我們一個持久性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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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小組與運建辦及其它參與輕軌系統建設項

目有關的單位，舉行經常性會議及接洽，以

聽取有關輕軌系統建設的最新發展。要求各

單位，落實工程計劃圖則後，預早公佈施工要

求，以便業界儘早安排施工機械與設備。這些

信息對會員十分重要，主要可為新工程作前期

預備工作、採購設備和機械。大部份較重型的

(二)	輕軌系統建設項目

機械，都要預先購置和培訓工人的。最大展望

是工程一旦展開，施工可順利進行，儘早完成

輕軌系統，讓澳門人受惠。

目前，輕軌系統項目的建設己開始，進展

理想，有一部份較大的合約也是由澳門本地的

建築公司中標承造。

出席澳門輕軌列車11車廂模型展示活動 (23-6-2012)

拜訪運輸基建辦公室 - 提交意見書反映輕軌系統招標書問題 (24-10-2011)

關 注 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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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中華總商會訴人資問題 (25-5-2012)

經過關注小組安排，會長、理監事多次拜訪人

力資源部，我們已得到很多支持，會員與有關

部門溝通，個別會員經過審批，亦順利獲批輸

入外勞。基本上，會員表述清楚自己公司的發

展和合約的數目，需求多少人材，如報屬實，

都會按照法例獲批的。

對於政府的現有政策，我們相信澳門將來，

陸續有更多大型工程，希望政府有關部門盡快

(三)	外勞輸入及人力資源政策

審批，關注我們工程部門的人力，對我們中小

企也有幫助。近年勞務輸入，人力資源其實是

緊張了，因為現在很多行業也缺乏人材。要正

確輸入外勞，其實要探討輸入外勞的方法，才

可以令澳門長遠持續發展更好，在輸入外勞政

策方面，要深研，要有所改變，要加以寬鬆，

又要保障本地工人，這才是長遠解決澳門勞動

問題的方法，才可以令澳門勞動力充裕。

拜訪勞工事務局 (22-5-2012)

拜訪人力資源辦公室 (2-5-2012)

關 注 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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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共工程諮詢標及工程實施情況

由 於 工 務 部 門 以 往 的 諮 詢 招 標 ( 俗 稱 邀 請

標)方式未有系統化，業界認為其任意性過

高，因此要求工務部門作出調整。應業界

的要求，工務部門設立了公共工程諮詢標

系統，將不同性質的工程分為四大類，並

將不同金額的工程分為三級，公開給有意

參與的承建商申請加入，每張諮詢標承建

商名單將通過電腦抽籤隨機選出。本商會

是四個業界代表之一，本小組亦因應此専

項工作而成立。

本小組工作包括派代表出席工務部門定

期舉行的例會及特別會議，參與承建商分

類及分級的評審工作、見證諮詢標名單抽

籤等。此外，小組代表亦會為商會會員公

司發表意見、捍衛會員合理權益，將諮詢

標系統最新資訊向會員滙報。

通過本小組提出意見，工務部門已被接

納及實行了將抽籤名單編碼以方便各承建

商跟進。因應現今材料及人工價格較過往

已大大提高了，業界亦要求將系統現時的

各級金額合理地提高，工務部門原則上同

意，但仍需待相關法例配合。

拜訪建設發展辦公室 (7-5-2012)

關 注 小 組

拜訪土地工務運輸局 - 跟進有償租用場地訴求 (8-6-2012)

本會公共工程關注小組成員拜訪運輸基建辦公室 (28-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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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關注小組的作用是當政府有新項目或政策

推出，希望得到商會和業界支持，我們的小

組就即時發揮作用，可以直接和政府部門，

如：勞工局、環保局和工務局等溝通。成立

初期有一定難度，我們希望推動會員的基層

員工出席，由商會主辦有關環保及建築安全

知識的講座，藉以推動和提高工人的意識。

我們的小組參加了澳門建造業安全施工獎勵

計劃比賽，我們也是此比賽的評委之一，今

年已是第三屆。澳門由從前安全意識不大，

到現在相關公司已日漸注重和提高，政府、

承建商和工人達致三贏局面。  

整體澳門地盤安全指數，相比2006年至

今，數字一直都保持平均，更有下降趨勢，

比起5-6年前高峰期有減少。我們關注小組

主要協助政府制定有關環保和施工安全的政

策，我們認為工業安全絕對不能忽視。至於

環保施工活動，我們正擔當一重要角色，打

樁會令空氣污染和令噪音問題加劇，所以業

(五)	地盤安全管理及環保施工政策

與勞工事務局合辦 - 吊重機械操作安全講座 (2-7-2012)

出席環保局-修改《噪音法》

內部諮詢會 (21-1-2010)

與勞工局合辦「吊重機械操作

安全講座 (16-8-2012)

參與基樁環保施工技術研討會

(7-10-2010)

與勞工局合辦「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課程及推廣計

劃的申請講座

拜訪環保局 - 提交修訂噪音法意見書 (14-4-2010)

關 注 小 組

界要轉用鑽樁，我們進行諮詢業界，和環保

局舉辦講座和培訓。

關注小組希望建造業能造到〝零〞意外，

為澳門建造一個環境美好的怡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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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南粵集團有限公司到訪本會 (21-5-2012)

商會代表出席橫琴澳大項目說明會 (20-1-2010)

(六)	橫琴澳大新校區建設工程項目

2011年初政府決定將新校區搬去橫琴，新校

舍建造費用由澳門政府支付，我們關注是因為

澳大工程也應是由澳門公司參與工程，於是便

成立此小組。在不同場合，政府曾多次公開諮

詢，我們有積極參予和發言。澳門工程師學會

也支持要有澳門公司參予，後期發覺整個工程

由中資集團總包。

最近，澳大興建的隧道，原本建造費5億

元，但現在變相增至20幾億，後來發現原來

最初只針對行人使用，現在則要加大工程規

模，供行人和汽車同時使用。另外，澳門還快

將推出粵澳新通道項目，位於青洲批發市場及

鄰近地區的改造，背境和性質與澳大相近，我

們同業界為爭取我們的權益，希望爭取發言，

希望能夠以業界 (商會) 專業人士，以監察政

府項目進度，幫業界爭取，在投標上給予澳門

承建商優先權。在其他工程上，我們也會成立

有關類似的關注小組，為會員爭取最大利益。

關 注 小 組

70     MCMEA



澳門有新環保條例，鼓勵業界盡量不用撞擊式

打樁，若沒被投訴還可以用，但政府工程上絕

大多數，都不批準。政府希望本地打樁公司盡

量參予做鑽樁技術的轉變，令他們轉型以提升

鑽椿技術。得到勞工局和環保局的資助，原本

由澳門各大商會、工會一齊舉辦課程，後來由

我們承辦和培訓，我們的組員多是打樁公司，

培訓由政府提供資助，環保局參與支持。

至於勞工局則會支持實務性監督和資助，

每間參與公司的每位學員有2萬元津貼，作為

鼓勵公司派員工學習及整項培訓所需的費用，

第一期學員對象以本地區基樁工程的從業員為

主，學員接受初級理論培訓和現場實操培訓的

兩階段進行，完成和通過評審考核合格，獲政

府部門頒發行業的結業證書，以提升從業員的

技術水平和資格的認受性。課程自從推出以

(七)	鑽樁施工基本知識培訓課程

「第一期環保基樁培訓課程-初級鑽樁操作員」課程結業禮-嘉賓與學員合照 (07-8-2012)

拜訪環境保護局 - 與張紹基局長會談 環保基樁培訓進展 (24-10-2011)

本會承辦勞工事務局、環境保護局 - 基樁培訓課程 (25-6-2011)

關 注 小 組

來，反應不俗，有助業界和工人轉型機會，計

劃延續開辦第二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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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為建築機械工程驗機的工序和標準，

基本上全由香港公司包辦，香港的專業人員來

到澳門工作，為澳門帶來新文化，可惜澳門負

責驗機人材屬兼顧性質，因為澳門沒有類似香

港的機電處去執行相關法例，所以我們請教了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大家一同探討研

究，希望為在職人士進行考核，目的是培訓澳

(八)	建築機械工程驗機小組

門有一班被政府認可的驗收機械的專才，冀為

業界降低驗機時帶來的營運成本，及有效率保

障工程進度。 

雖然澳門缺乏足夠的驗機人材，但對於機

械安全認知一定要有，新機械檢驗是必須，施

工過程中，各類建築機械，也需要由專業認可

人士，進行定期檢驗，確保施工安全。

關 注 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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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公共工程關注小組及
	 跟進「建築業發展關注小組」

拜訪民政總署 - 關注公共工程事項 (8-5-2012)

商會作為建築業發展關注小組成員出席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向工程建築

業界及專業團體介紹新通道計劃 (相片來源新聞局)

關 注 小 組

公共工程關注小組及跟進「建築業發展關

注小組」，兩者為同一個小組成員擔當工

作，前者為關注政府工務部門的公共工程

諮詢標的投標規則和評標，著重以公開、

公正、公平方式處理事件，使業界能清晰

投 標 所 需 準 則 ， 開 標 結 果 得 到 總 結 和 分

析，從而形成良性競爭的局面。如: 最近

與民政總署溝通，要求他們將評標規則上

網，最近招標結果已在網上刊登。碰巧最

近 在 青 洲 區 粵 澳 新 通 道 發 展 項 目 即 將 實

行，為預防工程項目批給再次重現橫琴澳

大校園區的方式，為中資集團所壟斷，而

本地企業參與項目機會被拒於門外的情況

發生，最近就由六個商會組成「建築業發

展關注小組」，我們商會的公共工程關注

小組也代表商會出席和參與各項工作。

建 築 業 發 展 關 注 小 組 是 由 澳 門 六 個 包

含建築，規劃設計，施工有關的商會所組

成，目的是與政府溝通，為業界分析和觀

察政府各大工程的安排是否有不利本地建

造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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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小組成員 (排名不分先後)

鄧漢昌	
橫琴澳大新校區建設工程項目  組長

輕軌系統建設項目  組長

公共工程諮詢標及工程實施情況  組員

有償租用政府場地管理委員會  組員

外勞輸入及人力資源政策  組員

梁超通		
有償租用政府場地管理委員會  組長

橫琴澳大新校區建設工程項目  組員

輕軌系統建設項目  組員

外勞輸入及人力資源政策  組員

地盤安全管理及環保施工政策  組員

張漢耀	
鑽樁施工基本知識培訓課程  組長 /召集人

公共工程關注小組及跟進「建築業發展關注組」  組員

橫琴澳大新校區建設工程項目  組員

鄭廣雄	
外勞輸入及人力資源政策  組長

建築機械工程驗機小組  副組長

有償租用政府場地管理委員會  組員

橫琴澳大新校區建設工程項目  組員

輕軌系統建設項目  組員

鄧漢昌

鄭廣雄

梁超通

張漢耀

關 注 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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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小組成員 (排名不分先後)

蕭東文

葉  桐

劉玉威		
公共工程諮詢標及工程實施情況  組長

公共工程關注小組及跟進「建築業發展關注組」副組長

橫琴澳大新校區建設工程項目  組員

輕軌系統建設項目  組員

外勞輸入及人力資源政策  組員

葉		桐 

輕軌系統建設項目  組長

建築機械工程驗機小組  組長

鑽樁施工基本知識培訓課程  副組長

公共工程關注小組及跟進「建築業發展關注組」  組員

有償租用政府場地管理委員會  組員

橫琴澳大新校區建設工程項目  組員

外勞輸入及人力資源政策  組員

地盤安全管理及環保施工政策  組員

蕭東文		
公共工程關注小組及跟進「建築業發展關注組」組長

吳華威	
地盤安全管理及環保施工政策  組長

公共工程諮詢標及工程實施情況  組員

公共工程關注小組及跟進「建築業發展關注組」  組員

橫琴澳大新校區建設工程項目  組員

關 注 小 組

劉玉威

吳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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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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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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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片

商會一週年暨第二屆就職典禮 (5-10-1993) (2)

商會一週年暨第二屆就職典禮 

(5-10-1993) (1)

商會新址落城暨第一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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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片

2008年拜訪當任行政長官何厚鏵

成立第十六周年會慶

– 亮燈儀式 (2009)

商會成立16週年會慶 致送紀念品

(8-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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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片

特首何厚鏵出席會慶嘉賓

2009 貿促局-澳門企業家代表團

隨行政長官赴東北三省考察訪問

拜訪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

(4-10-2012)

重慶-澳門合作項目簽字 暨希望小學捐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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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拜訪經濟財政司

譚伯源 (前中)

拜訪中聯辦白志健主任

(15-10-2012)

第十屆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合照 譚伯源司長 (10-2009)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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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運輸工務司 劉仕堯司長

(18-1-2011)

拜訪運輸工務司 劉仕堯司長 (5-1-2010)

2008拜訪運輸工務司 

劉仕堯司長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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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年會慶暨第十一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20-1-2011)

第十九週年會慶聯歡宴

(20-1-2011)

商會成立16週年會慶 致送紀

念品 (8-1-2009)

商會十七週年聯歡晚宴

(9-1-2010)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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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拜訪勞工局孫家雄局長 (前排右四)

商會成立十週年誌慶 暨第七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拜訪保安司 張國華司長 (第一排中) (19-10-2010)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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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職安咭」訓練課 程合辦

單位負責人合照 (16-5-2002)

職業培訓課程證書

頒發典禮 (2004)

與勞工局合辦建造業安全

施工獎勵計劃 (2009)

參觀勞工事務局 (2009)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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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參與 2011MIECF 環保

展 – 與環保局張紹基局長

(中)合照 (2-4-2011)

商會成立十週年誌慶 暨

第七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2002)

2008 拜訪土地工務運輸局

賈利安局長(中)

2009 拜訪司法警察局

黃少澤局長 (中)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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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拜訪民政總署 

管委會主席譚偉文 (中)

拜訪交通事務局

汪雲局長(右六) 

(10-3-2011)

建築工程重型車司機

招聘會招聘日

(13-8-2012)

參與土地工務運輸局

“公共工程咨詢標＂

說明會 2009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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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民政總署 

(11-10-2011)

2008 拜訪

建設發展辦公室

拜訪民政總署 (8-5-2012)

2009拜訪運輸基建 

辦公室李振東主任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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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房屋局 (14-10-2011)

澳門廉政公署到訪本會 (28-9-2011)

2009 拜訪消防局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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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拜訪中聯辦

商會成立6週年 致送紀念品 (8-1-2009)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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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拜訪澳門基金會

拜訪中華總商會

(25-5-2012)

2008 拜訪澳門

中華總商會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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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到

訪機械商會 (16-5-2012)

2008 拜訪澳門日報

與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人員午膳交流 (25-5-2012)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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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空調制冷商會拜訪本會 

(6-7-2012)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會到訪本會 

(19-1-2012)

清遠代表訪澳機會

2008

南粵集團有限公司

向本會致送紀念品 

(3-2010)

商會歡迎重慶對外貿

易經濟委員會晚會 

(2-2001)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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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新址落城暨

第一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1992 (1)

商會新址落城

暨第一屆理監

事就職典禮 

1992 (2)

商會新址落成 暨第一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3)

商會新址落成 暨第一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4)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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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成立三週年誌慶 

暨第三屆全體理監事

就職典禮 (1)

商會成立三週年誌慶 

暨第三屆全體理監事就

職典禮 (2)

商會成立三週年誌慶 

暨第三屆全體理監事

就職典禮 (4)

商會成立三週年誌慶 暨第三屆全體

理監事就職典禮 (3)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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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成立五週年慶典 (1)

商會成立五周年慶典 (2)

商會成立五週年慶典 (3)

商會成立五週年慶典 (4)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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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六週年誌慶 暨第五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1)

成立六週年誌慶 暨第五

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2)

商會成立七週年會慶 (2)

商會成立七週年會慶 (3)

商會成立七週年會慶 (1)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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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成立八週年誌慶 暨第六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1)

商會成立八週年誌慶 暨第六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2)

商會成立八週年誌慶 暨第六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3)

商會成立八週年誌慶 暨第六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4)

商會成立八週年誌慶 暨第六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5 )

商會成立八週年誌慶 暨第六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 6)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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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成立十週年誌慶 暨第七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1)

商會成立十週年誌慶 暨第七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2)

商會成立十週年

誌慶 暨第七屆理

監事就職典禮 (4)

商會成立十週年誌慶 暨第七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5)

商會成立十週年

誌慶 暨第七屆理

監事就職典禮 (3)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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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永遠會長銀碟劉祿源 (左)

商會成立十三周年聯歡晚會

頒發永遠會長銀碟吳利勳 (左)

商會成立十四週年誌慶 暨第九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商會第十五週年聯歡晚宴(1)

商會第十五週年聯歡晚宴(2)

活動圖片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     99



成立第十六周年會慶 –

頒發榮譽會長證書 2009

商會第十六週年會慶暨第

十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1)

商會第十六週年會慶暨第十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2)

成立第十六周年會慶 –

頒發名譽會長證書 2009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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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十八週年會慶暨第

十一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20-1-2011) (1)

商會十七週年會慶聯歡晚宴 

(9-1-2010) (1)

商會十七週年會慶聯歡晚宴 

(9-1-2010) (2)

商會十八週年會慶暨第十一屆理

監事就職典禮 (20-1-2011) (2)

活動圖片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     101



援助甘肅舟曲特大

泥石流賑災捐款 

(25-8-2010)

商會捐助江西省海外聯誼會 (希望小學) 2007

援助青海玉樹地震賑災捐款 

(4-2010)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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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澳門公益金百萬行

捐款 (29-11-2011)

2010 公益百萬行金捐款

(6-12-2010)

公益金百萬行2009

送款紅十字會 2009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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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及支持澳門扶康會不同公益活動 

(10-9-2011)

捐助澳門扶康會社會服務經費

(20-1-2011)

每年均贊助澳門扶康會

週年活動 (25-8-2012)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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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贊助澳門師生義教進農

村活動 (2012-3-10)

商會捐款贊助支持澳門師生義

教進農村活動 (19-3-2011)

澳門教師志願者協會向本會致

送感謝錦旗 (7-12-2010)

商會代表向盧姓吊機手死者家屬致送慰問金 (3-3-2012)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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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魯班先師寶誕聯歡晚宴 (30-7-2012)

隨行政長官黃果樹

考察訪問 (2)

隨行政長官黃果樹

考察訪問 (1)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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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樂田會長邀請永遠會長及商會骨幹聚餐交流 (21-9-20121)

商會99年春茗聯歡晚宴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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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會員參與公益金百萬行 (1) (12-12-1993)

商會會員參與公益金百

萬行 (2) (12-12-1993)

商會會員參與公益金百

萬行 (3) (12-12-1993)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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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身

體力行支持公益百萬行 (1) 

(11-12-1994)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身體

力行支持公益百萬行 (2)

(11-12-1994)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身體力行支持

公益百萬行 (3) (11-12-1994)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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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身體力行支持澳門公益金百萬行 (11-12-2011)

會員與表演者同樂 (11-12-2011)

支持澳門公益金百萬行 

(6-12-2010)

會員冒雨支持澳門公益

金百萬行 (6-12-2010)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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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班誕聯歡聚餐 (12-7-2011)

恭賀魯班先師寶誕聯歡晚宴 

(30-7-2012)

邀請中國銀行舉辦

商融通講座

09 第五屆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洽談會

第四屆泛珠三角區經濟合作洽談會 

(6-2007)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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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組織會員考察 – 

祖國西部大開發

事前會議 (1)

商會組織會員考察 –

祖國西部大開發 (2)

商會組織會員考察 –

祖國西部大開發 (3)

商會組織會員考察 –

祖國西部大開發 (4)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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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全澳少年乒乓球單打賽

贊助全澳少年

乒乓球單打賽

第六屆中國重慶投資貿易洽

談會暨三峽國際旅遊節

隨行政長官黃果樹

考察訪問

中總雙慶杯乒乓球團體賽

冠軍 (12-2009)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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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會員參觀中山「華捷

鋼管廠」 (20-3-201)

商會及中聯辦俱樂部合辦 慶祝

澳門回歸祖國周年乒乓球友誼賽

2012 壬辰年新春團拜合照 (7-2-2012)

2011 辛卯年新春團拜訪 (19-2-2011)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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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政制發展討論會 

(18-4-2012) (2)

本會代表出席遞信特首辦公室-關注石油產

品價格問題 (18-3-2011)

本會作為「關注石油產

品聯盟」團體之一出席

記者會  (17-3-2011)

本會負責人出席「建造

業基礎通識培訓課程」

結業典禮 (1-2010)

活動圖片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     115



商會每年均參與支持 MIF 環保展 (1) (29~31-3-2012)

與勞工局合辦建造業安全

施工獎勵計劃 2009

為會員舉辦建築設備工

具推介會 (2-3-2012)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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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會員參與北京機械展 

(1) (17-20-10-2011)

組織會員參與北京機械展 

(2) (17-20-10-2011)

組織會員參與北京機械展

(3) (17-20-10-2011)

參觀韓國機械廠 (1) 

(2/10-5/10-2012)

參觀韓國機械廠 (2) 

(2/10-5/10-2012)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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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參展 2009 MIF 

環保展覽會

2009 貿促局-澳門企業家

代表團隨行政長官赴東北

三省考察訪問 (2)

2009 貿促局-澳門企業家代表團隨

行政長官赴東北三省考察訪問 (1)

隨行政長官赴遼寧省

考察訪問

第十屆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 

(15-17-10-2009)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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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旅遊 2009

商會代表參與香港 

Build4Aisa 四會一

展覽會 (4-6-2012)

參與「香港四會一電氣、建

築及保安展覽會」瞭𧣈解環

保建材發展 2010

會員歡慶聚餐 (9-11-2010)

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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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片

珠海建築工程機械設

備、建築材料展覽會

2009 橫琴開發 –
商務考察團

商會代表團赴哈爾濱–洽談會

澳門企業家代表團赴城都市參加

第十屆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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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動 – 汶川脤災

宏仁鄉衛生院竣工移交儀式嘉賓團合照

宏仁鄉衛生院及東石小學開工儀式

2009年四川發生巨大的地震災害，商會以永遠會長龍國強先生、林漢

輝先生為首的領導下，展開了賑災和重建工作，會員上下迅速自發性

籌得200萬元，是出錢協助賑災和捐錢到災區重建學校的首位澳門商

會，會員還自願前往當地負責監督重建工作，地震發生五個月後已重

建好第一間學校。隨後，再興建了醫療用途的衛生院。在學校、衛生

院移交使用時，商會考察團成員更為學童捐助人民幣20萬元，作為學

校添置設備、教學用品和獎勵教師及職員等用途。

活動圖片 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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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片 公益活動

公益活動

東石小學教學樓竣工啟用儀式

東石小學課室會員學生

梓潼縣政府向商會致送紀念品

2009四川省梓潼縣

衛生院移交典禮

– 汶川脤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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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狀

接受獎狀 - 捐助希望工程百萬愛心助學計劃

活動圖片 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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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片 榮譽證書

江西海外聯誼會致送榮

譽證書 (28-11-2007)

捐贈浮梁縣瑤里鎮寺前

小學教學樓榮譽證書

(28-11-2007)

鉛山縣虹橋鄉人民政府

榮譽證書 (28-11-2007)

榮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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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片 感謝函

捐助英德市水災

感謝函 (9-1994)

捐助鉛山縣虹橋鄉流源小學新校

舍工程感謝函 (28-11-2007)

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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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大馬路567號大西洋銀行大廈10樓	 http://www.sanyou-mo.com	 28389113	 28827540

大中運輸行
澳門海邊馬路39號祐添大廈二期4樓N	 	 �	 66822139

大力組運輸公司
氹仔老虎巷施督憲正街歡樂花園Ｅ座舖	 hvcheang@yahoo.com.hk	 28703268	 28703266

大亞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174號廣發商業中心5/F	 taiah@macau.ctm.net	 28701273	 28750531

友邦工程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17樓H室	 iaopong@ymail.com	 28757563	 28757564

生科環境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大馬路429號南灣商業中心17樓A	 ecotech@macau.ctm.net	 28976572	 28331481

永昌基礎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44-246號金融中心15樓B座	 ccesll@macau.ctm.net	 28705757	 28707431

成龍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244-246號金融中心15樓B座	 ccesll1668@yahoo.com.hk	 28705757	 28707431

吉記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新城市花園第十四座順景閣地下BH鋪	 kk.choi4439@yahoo.com.hk	 28377047	 28456510

百佳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勞動節大馬路206號裕華大廈第8座地下C	 info@pakkaieng.com	 28452888	 28452333

同發運輸公司
澳門河邊新街237號A地下	 �	 28562754	 28313346

迅達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3樓AJ	 suntat@macau.ctm.net	 28515555	 28519907

安穠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鏡湖馬路24號錦富大廈第二座R/C+SL(L3)	 onnong_macau@hotmail.com	 28365773	 28761368

合盛建築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路環石排灣高頂馬路七號	 info@bbu.com.mo	 28328388	 28723793

行泰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新城市花園第8座2樓D	 civilxingtai@gmail.com	 28235791	 28235791

年記運輸貿易有限公司
氹仔北安信安馬路興隆街04A地段	 nkninkei@yahoo.com.hk	 28827607	 28827607

吳淦記建築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馬統領街32號廠商會大廈16樓C.D座	 info@ngkamkee.com.mo	 28372628	 28555022

李秋生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黑沙環199號龍園大廈騰龍閣10樓R	 lai512514@yahoo.com.hk	 66896784	 �

利達家用設備有限公司
澳門高士德大馬路6號地下	 patkang@macau.ctm.net	 28572008	 28572000

利聯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建興龍廣場14樓B-D座	 leiluen@macau.ctm.net	 28785588	 28725686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 - 會員公司通訊錄 (按筆劃排序)

電話 Tel: (853) 2882 5247     傳真 Fax:(853) 2882 5263					電郵 E-mail: vcmmacau@apmccm.org.mo     網址 www.apmccm.org.mo

公司名稱 / 地 址 電郵 / 網頁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會員公司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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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東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氹仔徐日昇寅公圓形地40號海灣花園地下Z鋪	 wangtong.eng@gmail.com	 28851849	 28850054

東方(利達)工程有限公司
氹仔奧林匹克大馬路568華南工業大廈2樓C-F座	 �	 28825309	 �

東華打樁鑽探工程
澳門聖祿杞街20號地下	 ming6688@macau.ctm.net	 28338128	 �

東亞五金鋼鐵	 	 	 28259455

澳門巴素打爾古街365-371號康樂大廈	 ferragenstongah@hotmail.com	 28952765	 28725724

長江建築有限公司
澳門荷蘭園正街121號C-D	R/C	 changjiang_2828@yahoo.com.hk	 28750168	 28591219

長江基礎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南方大廈2樓G座	 changjiang_2828@yahoo.com.hk	 28702848	 28703949

長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澳門路環聯生工業村合歡街G2地段	 cheongkin@macau.ctm.net	 28882599	 28228328

金明建築工程
澳門馬交石街廣華新村第三座E舖	 forhappy520@yahoo.com.hk	 28763886	 �

金運工程公司
氹仔大連街412號利民大廈4樓o座	 qoos_q@yahoo.com.hk	 63583882	 28832323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澳門高美士街14號景秀花園1B及C	 mingshun@macau.ctm.net	 28701611	 28701622

美昌建築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建興龍廣場14樓A座	 Richard_ge@meicheong.com		 28339966	 28722689

星海貿易公司
澳門友誼馬路405號成和閣13樓B座	 �	 28312313	 �

南龍工程
澳門氹仔亞威羅街匯景花園第2座11樓F	 namlong118@yahoo.com.hk	 28830719	 28830719

信玄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111-123號中華總商會大廈15樓J座	 pan.ao@topgroup.biz	 28787875	 28789768

乘風土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澳門佛山街51號新建業商業中心17樓	 sfcivil@macau.ctm.net	 28701782	 28701770

振耀建築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19樓I,J座	 genyield@macau.ctm.net	 28973593	 28973592

泰利斯(澳門)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慕拉士大馬路149號激成工業大廈1期13樓G	 tls_macau@yahoo.com.hk	 28300166	 28215482

袁家輝建築商
澳門黑沙環順風巷均興大廈3樓I座	 �	 66826846	 28520278

展鵬工程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49號新禧閣1樓E座	 info@toplusworld.com	 28532483	 28532484

得寶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大馬路599號羅德禮商業大廈16樓	 info@topgroup.biz	 28728100	 28728101

敏達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13樓C-D座	 tung@minda.com.mo	 28973077	 28973418

公司名稱 / 地 址 電郵 / 網頁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會員公司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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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記機器廠
澳門青洲上街197號	 �	 28270257	 28270261

國信地基建築有限公司
氹仔海洋花園大馬路明苑9樓D	 �	 28226655	 28226655

鈞利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黑沙環慕拉士大馬路保利達工業中心地下I鋪	 guanli1@macau.ctm.net	 28830257	 28830280

捷安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澳門友誼大馬路876號碧濤花園3樓309室	 jec@macau.ctm.net	 28703139	 28703610

華發地產工程
澳門小新巷22號地下	 genlin_2007@yahoo.com.hk	 28920737	 28921694

華景鐵器工程
澳門筷子基北街多寶花園14樓J座	 louise.fong@hotmail.com	 66863535	 �

華通冷氣電機工程
澳門觀音堂街139號祐喜大廈第二期地下P鋪	 wahtong@gmail.com																	 28535314	 28535314

華聯創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249號中土大廈7樓B室	 adc330208@gmail.com	 28330208	 28453962

堅良建設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159-207號光輝集團商業大廈16樓A,B座	 kinleong_ks@yahoo.com.hk	 28316759	 28753571

進力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14樓L	 acelmacau@yahoo.com.hk	 28728827	 28238822

開利工程公司
氹仔成都街313	號濠景花園21座11樓D座	 christy_iun@yahoo.com.hk	 66819892	 28966040

雄利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氹仔佛山街17號樂駿盈軒地下AW舖	 �	 28855463	 28832813

葉通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菊花巷9號瑞祥新村地下H鋪	 iptonglda@macau.ctm.net	 28930803	 28933734

新興業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工匠街27號(1--F)鴻泰大廈地下B座	 sanhingip@yahoo.com.hk	 28841009	 28841009

富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冼星海大馬路81-121號金龍中心10樓I	 fuleifire@yahoo.com	 28230890	 28230312

新華達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19樓O室	 swtmacau@gmail.com	 28723165	 28707267

瑞興工程
澳門黑沙環馬路44號利盛閣9樓F座	 �	 28517836	 28517784

新聯大工程貨運有限公司
澳門比厘喇馬忌士行100號	(5號碼頭)	 �	 66833139	 28966537

新基業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181-187號光輝商業中心12樓K	 sankeiip97@yahoo.com.hk		 28703636	 28702527

新富鋁質幕牆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惠愛街11B興運大廈地下	 samfusamfu@yahoo.com.hk	 28252812	 28257703

新方盛建築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26號怡德商業中心10樓	 group@sfsholdings.com		 28838394	 28839372

新益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馬德里街89-95號環宇豪庭第二座AN,AO鋪	 sy313838@macau.ctm.net	 28312639	 28319650

公司名稱 / 地 址 電郵 / 網頁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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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業工程建築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建興龍廣場14樓L座	 leihongltd@gmail.com	 28238822	 28750873

新明輝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香山廣場景秀花園地下F舖	 mengfai@macau.ctm.net	 28707333	 28702631

新科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173-177號地下海冠中心P,Q舖	 topdesign.admin@gmail.com	 28270176	 28551485

新錦濠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黑沙環中街廣福祥花園第四座地下BD室	 kamhou05@yahoo.com.hk	 28456002	 28456010

新德寶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576-600J號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3樓04室	 takpou@yahoo.com.hk	 28703175	 28703176

新華輝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司打口陳樂巷8號AB地下華輝大廈	 michael@sanwa.com.mo	 28933388	 28933497

路奕士建築公司
澳門雅廉訪里5號A地下	 luiskwok@macau.ctm.net	 28523985	 28532308

萬源五金建材
澳門黑沙環勞動節大馬路裕華大廈第七座地下E鋪	 manun868@yahoo.com.hk	 28452299	 28510868

A誠業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中裕大廈H及G舖	 abdmc66600639@gmail.com	 28703298	 28966040

嘉濠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東南亞商業中心13樓Q,R座	 khm@macau.ctm.net	 28357518	 28361376

銘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黑沙環勞動節大馬路裕華大廈第七座地下A鋪	 my510888@macau.ctm.net	 28510888	 28510333

德發建業工程有限公司	 	 28573349

澳門南灣馬統領巷13號A地下	 takfat@macau.ctm.net	 28710037	 28314149

德海記建築工程公司
澳門啤利喇街龍園商場地下BV舖	 �	 28472888	 28472888

龍德工程公司
澳門高士德大馬路40號永益大廈5樓D	 �	 28344008	 �

澳門啤令行
澳門慕拉士大馬路南方工業大廈229號地下	 kklee88@hotmail.com	 28722090	 28722087

澳馬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南灣大馬路693號大華大廈15樓	 webmaster@cpm.com.mo	 28323232	 28356779

錦漢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111-123號中華總商會大廈15樓J座	 kamhon@macau.ctm.net	 28787875	 28789768

興發隆五金建築機械公司
澳門慕拉士街12號富大工業大廈地下D座	 hengfatlongmc@yahoo.com.hk	 28222666	 28234794

聯運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摩囉園路10號A地下好奇花園地下	 leunwan@yahoo.com.hk	 28722339	 28722351

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411-417號皇朝廣場18樓I-L座	 kunfai@kunfai.com.mo	 28725513	 28725505

權力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411-417號皇朝廣場18樓I-L座	 kunfai@kunfai.com.mo	 28725513	 28725505

權英投資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180號東南亞商業中心5樓N-Q座	 tangchongkun@kunfai.com.cn	 28757261	 28889934

公司名稱 / 地 址 電郵 / 網頁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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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二十周年誌慶：

作為中國（北京）國際工程機械、建材機械及礦山機械

展覽與技術交流會（BICES）的主辦方，我們很榮幸地在

BICES 2011（第十一屆）展會期間邀請到了貴會商務考察

團的蒞臨參觀。

值此貴會成立二十周年之際，我們謹向貴會及全體會員致

以衷心的祝賀，並希望通過BICES的展會平台為貴會成員和

BICES展商之間在工程和建築機械領域搭建一個交流、貿易

和合作的平台，實現同進步、共發展。

中國（北京）國際工程機械、

建材機械及礦山機械展覽與技術交流會 主辦方

祁　俊
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協會

會長

黃曉敏
中工工程機械成套有限公司

董事長

孫喜田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機械行業分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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