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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無人中
二獎：無人中
三獎：54注中，每注派109,030元
多寶獎金：18,331,906元

【本報訊】早前才獲大幅加薪30%的
模板（俗稱 「釘板」 ）工人，因嚴重欠缺
人手達1/4，亟需以銀彈吸納新人入行。為
此模板商會昨 「事先張揚」 ，預告未來三
年將再調高模板工人薪金34.6%，至日薪
1750元，屆時以一月工作26天計算，月
薪可達45500元，實行以重金吸引年輕人
入行。

釘板薪金坐火箭達四萬五

加德士車用石油氣不合格

人手缺三分一 銀彈吸新秀

戲曲中心反映文化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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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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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建造商會早前與機電工程商聯會為屬
下會員進行的一項人力資源調查顯示，在173個工地
中點算有 32000 名工人工作，共欠 4900 名工人，欠
缺率達15%以上。其中，個別工種包括模板工（樓宇
及土木）的工人欠缺情況最為嚴重，現時只有 3000
多名模板工，尚欠 1000 名工人，欠缺率達 30%以上
。根據目前工程量的進度，預計業界對屋宇及土建
工種人才的需求，包括模板工人，將於 2013 年中進
入高峰期。

三年後日薪加至1750元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解釋： 「模板

工種需要一定的技術，體力需求與紮鐵工一樣大；
木工本身需要訓練的時間又長達一年，故預計未來
的日子都會相當缺乏，因此我們希望透過加薪吸引
更多新人入行。」

為此，香港模板商會上月決定調高模板工人日
薪 30%，由 1000 元提高至 1300 元後，昨日再宣布在
未來三年將分兩次調高該行業的日薪至 1750 元，加
幅合共逾34.6%。

香港模板商會會長顧悅勤表示： 「97 年興建新
機場時，模板工日薪達至高峰，但其後工程減少，
2007年就只有800元，不少人因此轉行，導致人手短
缺。今次加薪是與工會、專業承包商等經過磋商達成
的協議，希望吸引更多青年人入行。」

建造業好景13工種加人工
顧悅勤續說，至 2015 年，模板工人以每周開工

六天計算，不用加班，月薪也可達到45500元。年輕
人有意入行，可參加職業訓練局的訓練課程。

自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地產市道持續低迷多
年，建造業工資也每況愈下，不單未能吸引年輕人
入行，更有不少人轉往其他行業，雖然註冊建造業
工人有近30萬人，但實質只有約12.5萬人仍在行內
工作。隨着近年特區政府的10大工程將陸續展開，
地產市道亦轉好，建造業人手短缺情況迅速浮現，
除模板工外，紮鐵、平水員等工種同樣嚴重供不應
求，商會於是不斷加薪吸引新人入行。

今年已來，建造業的 13 個工種全面獲調薪，幅
度由5至30%不等，當中以模板工最受惠，其次是搭
棚工人，加薪 20%，日薪由 1000 調升至 1200 元；平
水員加幅為 15%；一直人工最高的紮鐵工亦加薪
10.6%，日薪由1230升至1360元。

8 歲時因叔叔一句
「你大個做建築師啦！

」著名建築師譚秉榮從
此與建築結下不解緣，

成為業界翹楚，曾獲加拿大建築師最高榮譽 2011
RAIC Gold Medal 和 2010 加拿大建築設計業最傑出
事務所獎項。生於斯長於彼，在溫哥華長大的譚秉
榮，明年初將 「歸家」，在香港設立建築事務所，
親自監察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的建築過程。

當建築師是譚秉榮小時候的志願。他昨日告訴
記者，8歲那年到叔叔的辦公室，看到桌上放着各類
工程圖紙，就是那種藍色的紙上有一條條白線，勾
畫出工程設計的建築工程圖則，便覺得有種說不出

的特別和吸引。叔叔是個工程師，卻讓他將來做建
築師，加上自小喜歡 「砌嘢」，於是，建築師成為
了譚秉榮的不二之選。

當了多年建築師，戲曲中心是譚秉榮首次為出
生地設計的首座建築物，意義重大。就如其他移民
家庭一樣，譚秉榮以前每年只回港一次，或是兩三
年一次。參與戲曲中心設計比賽後，每年回港六、
七次。他笑說，以後次數更頻密，大概每月一、兩
次，他打算明年初在香港成立建築事務所，可能
安排在加拿大的公司職員來港，以便與一起獲得
戲曲中心設計方案的團隊夥伴呂元祥建築師加強
溝通。

記者林丹媛報道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建造業近年
發展蓬勃，造就入行潮，但涉及 「新仔」的意
外亦不少，建造業意外中，每四人就有一人是
入行不足一個月的 「新仔」，勞工處和業界引
入P牌制度，加強新人地盤工作安全。發展局
工務工程11月率先將P牌制度列入安全檢測項
目，明年招標的工程更計劃提高安全獎勵金，
並將安全審查由半年一次縮短為三個月一次。

以往承接發展局工務工程，承建商按規定
做好安全程序，就有機會獲得相當於整體工程
費用 2%的安全獎勵金，而有關安全檢查項目
主要包括在地盤成立工作督導委員會、設立安
全主任、定期開展推廣活動等。上月起，承接
發展局工務工程的承建商必須要引入建造業關
顧新人工作安全計劃，即以 「P」標誌新入行
工人及以 「N」標誌已具經驗但新到工地的工
人，加強工地安全，同時要避免勞工處的檢控
，否則有機會被扣減安全獎勵金。

據悉，配合勞工處推廣職業安全，從明年
初開始，發展局的工務工程招標將參考承建商
過往意外率及勞工處檢控單，若承建商過往的
安全紀錄太差，可能高價都未必能中標，而發
展局亦考慮將安全獎金加碼，鼓勵提高工地安
全。至於以往每半年進行的安全審查則加密至
每三個月一次。

另外，勞工處正研究為高溫環境工作的工
種引入 「冷凍衣」，減少他們在高溫天氣中暑的機會。消息
人士透露，研究今年夏天先在地盤試行，讓紮鐵、模板及清
潔工試穿會噴冷風的 「冷凍衣」，實驗者的感覺良好。

【本報訊】被譽為港人集體回憶的工展會本周六再度拉
開序幕，作為今年活動頭炮的 「工展顯關懷」之 「送暖行動
」，於昨日在東華三院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舉行，廠商會副
會長兼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主席吳永嘉和候選工展小姐們，向
院友派發每個價值500元的福袋，為長者們提前送上聖誕祝
福。

作為工展會系列活動之一的 「工展顯關懷」計劃於去年
推出，當時邀請4,000個低收入單親家庭、獨居長者和殘疾
人士等，於展會期間免費進場參觀，並向每個家庭提供港幣
500元的資助，供他們在場內自由購物，整個計劃開支超過
港幣250萬元。

吳永嘉昨在活動上致辭表示，工展會是港人的年度嘉年
華，但很多市民由於行動不便等原因，無法親臨現場感受熱
鬧的氛圍，因此，今年的 「工展顯關懷」特別新增了 「送暖
行動」，會把 2,000 個每個價值 500 元的福袋，在工展會期
間分批送往不同的安老院舍和兒童宿舍，讓長者和孩子們感
受到一份溫暖。他介紹，福袋中有天蠶衣、鮑魚麵、奶茶、
餅乾、燕窩枇杷糖和活絡油，希望長者們鍾意。

除新增 「送暖行動」，吳永嘉續介紹，今年的 「工展顯
關懷」比去年投放更多資源，撥款達350萬元，可幫助超過
7,800 個來自低收入家庭及屬於弱勢群體的市民，其中的
5,000 個家庭可獲得 500 元現金購物津貼，供他們免費入場
，自由選購心儀的產品。

模板工未來3年加薪幅度
年期

2012.11.1-2013.6.30
2013.7.1-2014.6.30
2014.7.1-2015.6.30

日薪（港元）
1300
1500
1750

按年加幅
30%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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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新
人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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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牌

工展會送暖 贈長者福袋

【本報訊】雪佛龍公司旗下 4 個加
德士石油氣加氣站的氣體樣本，被驗出
銅腐蝕不符合車用石油氣規格，已停止
銷售，直至另行通知。機電署對此表示
十分關注，並已要求雪佛龍提交相關報
告。有業界人士表示，由本月初至今已
收到過千部的士發現有問題，認為不止
是該 4 個加氣站有問題，希望政府可以
檢查全港加氣站。

不符合車用石油氣規格的 4 個石油
氣加氣站，分別位於薄扶林道、豐盛街
、清水灣道及沙頭角公路。機電署昨日
收到雪佛龍通知後，亦已到雪佛龍的石
油氣儲藏庫及加氣站抽取樣本，進行化
驗。機電署在未來兩日亦會檢驗其他石
油氣供應公司。到目前為止，署方沒有
收到特別情況的報告，機電署會跟進這

次事件的成因，並要求雪佛龍採取適當
措施，以盡快重開加氣站。

的士業稱過千部車死火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

會主任杜燊棠表示，車房近日發現不少
的士催化器內發現硫磺粉，他形容事件
「特別緊張」，因為催化器堵塞會造成

的士 「死火」，容易造成意外。他說，
由本月初到現在已有過千部的士發現類
似情況，而且這些車都不止是從上述 4
個加氣站加氣，所以今日會再與機電署
聯絡，要求署方從速檢查本港所有加氣
站。

銅腐蝕的測試方法名為 「銅片腐蝕
測試」，屬石油氣常規測試的一種，目
的是檢查石油氣會否對銅造成侵蝕。一

般石油氣對銅不產生化學反應，但如煉
油過程中酸鹹度比例出現偏差，導致氣
體的氧化性過強，便可能在儲存、運輸
、使用過程中對設備的銅部件造成侵蝕
，並有銅腐蝕物殘存在氣體中。如含銅
腐蝕石油氣未被發現而長期使用於汽車
，便會對汽缸和發動機的銅部件造成侵
蝕，最終導致機件失靈，甚或引起意外
。香港對車用石油氣的銅腐蝕性要求是
不高於 「一級」。

2010 年本港亦發生過疑因石油氣有
問題導致的士行駛途中無故死火事件。
當年 5 月開始，有多輛使用中石化專用
石油氣的的士在行駛途中，特別是起步
和接近停定時引擎突然死火。事件不單
引起業界關注，更令公眾擔心車輛隨時
死火而釀成車禍。就此，中石化特意清
洗儲存缸，以及對石油氣進行詳細檢查
，政府機電署亦有介入，其後更成立專
責小組就事件展開調查，但最終未能找
到引致的士死火的真正原因。

▲模板勞資雙方同意未來三年大幅加薪，吸引新
人入行

▲雪佛龍旗下的加德士油站因車用石油氣不合規格，其中四個油
站暫停出售石油氣 資料圖片

譚秉榮為家建戲曲中心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梁少儀報道：香港近
年竭力追求擁有地標建築，在西九文化區首個文化
建築 「戲曲中心」設計比賽脫穎而出，獲選為設計
團隊的建築師譚秉榮表示，地標建築不應只是設計
師的建築理念，也並非政府或地產商主觀想要，就
會成為地標，最重要市民喜歡，否則整座建築只會
是 「空殼」。對香港建築前景，他鼓勵香港建築師
增強自信，隨着文化建築增加，他相信香港建築發
展將會 「愈來愈好」。

生於香港，在加拿大溫哥華長大的譚秉榮
（Bing Thom）昨日接受本報專訪，今次回港後風
塵僕僕，兩日來連續接受多家傳媒訪問，年近 70 歲

的 Bing 顯得疲累，但談起建築，卻又興奮起來，不
厭其煩地向記者解釋他的建築理念。

建築師要了解市民需要
他認為建築就像衣服，要稱身耐用，裁縫需明

白穿者的生活習慣，才能決定適合用料。同樣地，
建築師設計時需明白居民生活，才能下筆畫圖，設
計符合居民需要的建築。他每做一個項目，都會從
這幾點着手，因為了解文化可知道當地人的生活習
慣，了解歷史可預期將來發展，了解天氣可適當選
擇建築物料，這正是他秉持多年的建築理念。

對香港建築，他沒談及對哪個建築有深刻印象
，笑說香港近年建築以住宅為主。談地標建築，他
認為並非用來show-off（炫耀），而需與當地文化歷
史互相配合，得到民眾喜歡， 「每個地方都想有地
標，每個citizen（市民）都想有landmark（地標），
但地標不是想要，便會出來，而是要市民喜歡，認
為這個是代表他們的地標建築。地標建築不能是由

上而下，而是要由下而上，不可以是 『我話這個是
地標』，就成為地標，如果市民不喜歡，它也只是
個空殼。」他相信西九文化區有十多個文化建築，
令香港建築發展前景 「愈來愈好」。

西為中用更方便欣賞
他認為，香港歷史背景獨特，香港人既有中西

方文化的互融，也集堅韌、實際、適應力及求生能
力強的性格特點。這種特徵反映在戲曲中心設計構
思上，戲曲中心中西合璧，通過傳統中國戲曲與西
方現代性相互對話。兩者對話首先從劇院設計展開
，他稱中西劇院設計不同，建築師應利用西方建築
設計技術幫助思考，不能將西方一套硬搬過來。舉
例芭蕾舞，欣賞的是芭蕾舞者轉動時呈現的立體形
態，觀眾席可高過舞台，但中國戲曲演員的服飾與
彩旗都是平面的，觀眾席低過舞台，由下向上觀賞
，可全面看到演員的功架身段與關目。戲曲中心劇
院音響設計，已邀請英國和紐約音響專家協助。

設計師譚秉榮談建築理念

▲譚秉榮介紹西九龍文化中心的戲曲中心
本報記者林丹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