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伙伴倡自強" 社區協作計劃

環保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Foundation Limited

1Ref: 1D-09



1. 引言
2. 計劃內容
3. 社會效益
4. 預算
5. 資料數據
6. 機構簡介
7. 總結

2Ref: 1D-09



3Ref: 1D-09



空氣污染
每段道路工程均對空氣造成一定
程度的污染,這也直接或間接影
響香港市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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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污染 都市噪音的問題一直困擾著香
港人,道路工程更是主凶.我們如
何解決或者減少這些噪音污染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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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污染
每年香港都有大大小小的
工程在進行,每段工程完結
後均產生不少建築廢料,這
對香港的環境亦造成了嚴
重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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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就業情況:

跟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
示,25-64歲的年齡組別佔勞
動人口90%以上.
若香港一直維持著高企的失
業率,便意味著,這群位於中
間年齡組別的人士會是最受
影響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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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2010 年 10 月 19 日
政府統計處 _勞工
圖 008-a,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勞動人口

中年人士失業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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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

勞動人口

失業人數

('000)

失業率 (經
季節性調整)

(%)
就業不足人數

('000)
就業不足率

(%)
人數

('000)

11/09 - 1/2010
3 672.0 166.4 4.9 80.6 2.2

12/09 - 2/2010
3 672.7 159.1 4.6 78.2 2.1

1/2010 - 3/2010 3 657.3 160.6 4.4 80.0 2.2

2/2010 - 4/2010 3 655.2 164.8 4.4 76.5 2.1

3/2010 - 5/2010 3 655.7 172.4 4.6 74.7 2.0

4/2010 - 6/2010 3 664.0 171.8 4.6 73.7 2.0

5/2010 - 7/2010 3 667.6 167.4 4.3 72.9 2.0

6/2010 - 8/2010 3 680.1 167.5 4.2 70.5 1.9

7/2010 - 9/2010 3 682.5 161.8 4.2 71.0 1.9

勞動人口、失業及就業不足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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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2010 年 10 月 19 日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組 (二)
勞工-表006:勞動人口、失業及就業不足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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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路政署 (Highways Department) 的資
料顯示，每年平均有30,000宗挖掘地面工
程。 而每一項挖掘工程的過程中需要3至4
次的地底電纜檢測工作。因此每年最少有
100,000 項地底電纜檢測工作。
相信大家都知到工程對土地和空氣造成一定
的污染,同時也產生不少的噪音.這對香港市
民的健康和生活環境造成一定的傷害.

我們如何保護香港,減少
環境的污染,同時又能夠
幫助這群有需要人士呢?
因此我們實行一個「環
保‧傷健」 – 電纜一電通
計劃

面對失業率高企，本港有
很多低收入、低技術的殘
疾人士及中年人士有就業
問題，當中很多人為了生
計而被迫跌入工資低的兼
職工種或工時長等的就業
貧窮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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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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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開始及結束日期(包括
籌備階段)：(09/10 –01/13)
•預計實際開始運作的日期：
(01/11)

目標：

開設一間社會企業，藉以﹕
• 增加殘疾人士及低技術中年
人士就業機會；
• 提高非牟利機構與私人公司
的合作與伙伴關係；
• 減少因為地下管線被不小心
錯誤損壞而造成的重大社會
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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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對象：

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殘疾人士
低技術中年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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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傷健」 – 電纜一電
通計劃會與地方區議員合
作，為殘疾人士及低技術
中年人士提供培訓及就業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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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點︰

辦公室選址:屯門
建立無障礙工作間

工作範圍︰

遍及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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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gnation Letter_An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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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司採用完善的工作流程︰

由接收訂單，至到現場進行服務，至整理報告，均有完善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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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個合理步驟

步驟1. 圖則
步驟2. 無源探測
步驟3. 試孔

步驟4. 訊號鉗作有源探測
步驟5. 標示
步驟6. 照片
步驟7. 報告記錄
步驟8. 向承建商匯報

並會將此流程運用至電纜一電通計劃

現場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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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司作為合作伙伴，為電纜一電通計劃提供全面
的培訓，不論是於電纜一電通中心負責後勤工作的傷殘人士，以至到現
場進行地下電纜探測的低技術中年人士，都會得到培訓。
利用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司現有之技術，由行政總監黃敬博士工程
師為其提供培訓。



計劃性質：
「電纜一電通」為客戶提供大量合資格人士(Competent Person, CP)，
承諾4小時內到達現場，一天內完成所有工作，為工程承建商提供快捷、
方便、簡單及準確的專業服務，包括：

1. 電召合資格人士
服務：無源電纜探測，
有源電纜探測，監察
探坑開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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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資格人士短暫
式外借服務

3. 合資格人士按月
收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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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聘的殘疾人士將會培訓成為電纜一電通中心的
員工，負責行政方面的運作，包括接聽客戶的查
詢、接訂單及報價、以及繪圖，完成報告並交回
客人。(運作程序於附件1)
- 而受聘的中年低技術人士，將會成為電纜探測學
徒，由合資格的電纜探測管工訓練。 (探測程序於附
件2)

- 所有培訓均由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司行政總
監黃敬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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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各承建商一早已知工程將會進行，但卻不能早早決定開挖的確實時間，
因為道路開挖前要向不同政府部門辦理申請，有需要時更涉及封路，故需要辦
妥所有手續，方能進行地下電纜探測。往往文件批出後，只有短短的時候可以
進行，電纜一電通於此發揮其效用。

- 此外，現行中的政府工程，承建商中標後，會再外判與不同公司進行不同工
程。縱使市面上已有同類型行業，但亦有不少害群之馬，用低價錢提供劣水準
服務。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司講求提供高質素服務，於市場上有一定程度
的知名度，並正為香港鐵路工程823A (大江埔至謝屋村隧道), 823B (石崗列車
停放處及緊急救援處) 進行地下電纜探測工程。
計劃初期，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司會協助電纜一電通計劃，建議承建商選
用，履行社會責任，選用社企服務，協助他們重投社會。

- 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司亦履行社會責任，全力協助電纜一電通計劃，行
政總監黃敬先生會提供專業的培訓，而行政總裁李榮貴先生會於運作方面作出
全面協助，而公司並不會收取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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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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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標聘請失業及低技術的殘
疾人士及中年人士。希望能提供
就業機會及在職培訓予這些人，
讓他／她們建立自信，融入社會。

面對失業率高企，本港有很多低收入、
低技術的殘疾人士及中年人士有就業
問題，當中很多人為了生計而被迫跌
入工資低的兼職工種或工時長等的就
業貧窮處境。本會將與服務這類弱勢
人士的非政府機構聯繫和合作，互相
轉介個案以提供更全面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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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減少工業及發電廠排放
的污染物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及其附屬規例對各類空
氣污染源作出規管，當
中包括發電廠、工商業
工序、建築工程、露天
焚燒、含石棉物料、油
站、乾洗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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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香港的空氣污染管制工作概覽
減少工業及發電廠排放的污染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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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於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物種類

環境保護署一直嚴密監察
不同廢物處理設施所接收
的各類固體廢物數量。這
是1991年至2008年的監察
結果.

圖表顯示,每日分別約有
2659公噸及3372公噸的建
築廢物和工商業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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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至2008年的監察結果摘要
環保署-修訂日期 :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en/assistan
cewizard/waste_red_sa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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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人士對噪音的投訴
以下圖表顯示由2002年1月1
日至2002年12月31日市民提
出的噪音投訴性質：

跟據環境保護處的資料顯示
噪音,土地和空氣大大影響
居住市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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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處
《噪音管制條例》 - 總論

圖表顯示由2002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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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承諾4小時到達工程
現場，縮短整個工程的時
間，希望減低長期施工所
帶來的污染，影響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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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減少環境污染:

服務可減少工業帶來的
浪費。

專業的培訓可減低意外
發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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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司擁有
自己的地下管綫資料庫，開挖路
面前，可從資料庫索取資料參考，
有助工作的準確性，亦可減低失
誤的機會。

地下管綫錯綜複雜，
一個完善的資料庫
可以幫助社會減低
成本。



計劃與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司合作，香港工程網絡資料
有限公司創立了地下管綫資料庫(Integrated Data 
Management System, IDMS)，可大大減低地下挖掘的次數，
從而減低對掘路對環境帶來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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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業務可在第12 個月開始達至收支平衡，相信
計劃可持續並錄得盈利。可以自行繼續經營，並在
資金充足的情況下，會考慮增加人手及開設分店以
增加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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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季度 第三、四季度 第五、六季度 第七、八季度

日期 Jan11-Jun11 Jul11-Dec11 Jan12-Jun12 Jul12-Dec12

營運收入 $150,000 $390,000 $1,170,000 $1,710,000

資本開支 $(242,500) - - -

營運開支 $(817,300) $(817,300) $(941,410) $(941,410)

現金流量淨值 $(909,800) $(427,300) $228,590 $768,590

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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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電纜探測工作 180(次) 960(次) 1200(次)

收入 $540,000 $2,880,000 $3,600,000

營運收入

營運開支

薪金和津貼 水電煤

租金和差餉 行政開支

資訊科技支援 市場推廣

維修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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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開支

員工薪酬

職位 職員數目 僱用對象 第一年薪酬開支 第二年薪酬開支

項目統治兼中心
主任

1 N/A $126,000 $126,000

繪圖員 8 殘疾人士 $176,400 $361,620

繪圖指導員 1 由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
司支援

$126,000 -

電纜探測學徒 6 失業及低技術中年人士 $529,200 $907,200

電纜探測監督 1 由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
司支援

$189,000 -

顧問 - 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司 - -

總數︰ $1,146,600 $1,39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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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顯示︰

36

• 香港地少人多
• 平均每公里道路下繼有50公里不同類型的地下管綫
(總共 2000km 道路 及 110,000km 地下管綫).
• 超過20家管綫機構埋設地下管綫 Over 20)

 通訊
 氣管
 電纜
 污水管
 雨水管
 食水管
 鹹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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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因為人為失誤而帶來對社會的不便

爆水管導致水浸，引致交通癱瘓
培訓不足，未能準確指出管綫正
確位置，導致意外發生。
或要再次進行探測，浪費社會資
源。
掘破氣管或電纜會導致爆炸或火
災, 引致人命及財物損失及交通癱
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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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亦顯示，每年均有因人為失
誤而導致地下管綫探測意外發生，
此計劃會提供專業的培訓予員工，
確保其質素合乎要求，希望減少因
人為失誤而導致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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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每年的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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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對社會成本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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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就業機會︰

低技術中年失業人士

主要為社會的弱勢社群︰
於失業率高的年代，殘疾人士及中年低
技術人士最為社會所忽視，遺忘。從而
成為社會的包袱，但︰

有一定的社會經驗
有豐富的人生經驗
願意學習
願意接受艱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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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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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而不廢
專注力比健全人士更集中
更細心
轉換工作環境的機會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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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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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對社會就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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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就業機會︰
只要，我們給予他們一個機會，加以培訓，他們
定必能自力，回饋社會。

培訓包括︰

對殘疾人士︰
提供管理培訓
提供繪圖教授

對低技術中年失業人士︰
提供專業培訓︰

強制性平安卡課程
密閉空間核准課程
管綫測量- 探測資料準確性評估及應用課程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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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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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工程的進行
 減少社會成本的損失
 節省成本用作其他方面的投資 eg. 教育
 減少道路開挖，減少去公眾造成滋擾
 減低開挖對環境帶來的污染
 適當的保護更可延長管綫的壽命
 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
 更為他們提供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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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資料︰
環保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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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7年成立
是一間由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機構 - 檔案號碼 91/9253
專注推動環保科技及其可持續發展

創辦人及總裁 - 高贊覺博士為香港水務事業和改善東江水水質作出貢獻近四十
載，並致力於保護香港的水資源。

抱負︰

集結人才和資源
提供最佳低碳實施之科技成果
集思廣益
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及環保問題努力尋求解決方法
替香港及中國內地達到綠色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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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贊覺博士

於2006年被頒授「國際
水務協會榮譽會員」高
博士是歷來第一位華人
獲此殊榮。

於同年亦獲得「銀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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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科技研究中心亦曾履行社會責任曾支持
不同活動︰

多次支持建造及工程專業發展中心舉辦
之研究會︰

曾協辦「四川七一映秀中學─ 港
人愛心獻師生籌款活動」

Technical Seminar on Building Safety and 
Maintenance
Disasters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Recover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tility Management and Safety
澳門二十一世紀的機遇–管綫測量的可持續
發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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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公司資料︰
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司

以「為社會建立一個共享、無縫及已核證的地下管綫訊息中心」為宗旨

公司於2002年成立，至今已與多個政府機構、非政府的機構如香港鐵路有限公
司、香港大學等，以及建築公司如法國地基建築有限公司、寶嘉 - 前田建設法
國地基聯營等進行地下探測工程。

公司亦設有地下管綫綜合資料管理系統，用於管理及儲存地下管線測量的資料，
並更有效地核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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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亦熱心公益，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曾參與︰
鼠戰中環2010, 2009
2010年無車日
公益服飾日2010
東涌招聘會
2010馬拉松
扶匡會賣旗日、愛心月餅派發

亦獲得多個獎項︰
匯豐動力營商傑出獎狀 – 社區參與獎及僱員關懷獎
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大獎
稻香創意創業大賞2010企業組
青年企業家發展局 – 最佳商校伙伴
Caring Company since 2008
環球愛心企業
ISO 9001:2008
ISO 14001:2004
OHSAS 180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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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履行社會責任的公司，公司不計成本的服務社會，
每年將收入的10%回饋社會，希望有更多的社會人士受惠。

是次，本公司亦很榮幸有機會與環保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合作，
協助培訓殘疾人士及中年低技術人士，讓他們能夠融入社會，
自力更生。

市場上，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工程進行，為確保工程進行安全、準確，
在進行工程前，先進行地下探測工作，可避免不必要的事故。但市場上
提供此服務的公司並不足以應付需求，故希望回饋社會，培訓弱勢社群，
目標減低社會成本，共創美好、和諧的社會。

黃敬博士工程師
行政總監
香港工程網絡資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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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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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敬博士工程師之履歷表於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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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性
每年均有不同的基建工程進行，如港鐵於未來幾
年間，已有一連串的鐵路工程，水務署、房屋署、
渠務署亦有不同的維修及工程
擴展。均對此行業有很大的需求，企業成立初期，
顧問公司會以協辦的方式，亦會轉介工程，直到
於市場有一定的認受性。

我們亦相信，企業於2年後，已可以自行運作，
或聘請更多社會人士，成為付社會責任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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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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