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田至中環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的 

連續牆及月台層板建造工程調查委員會 

 

證人於聆訊作供的時間表 

（於 2018 年 11 月 16 日更新） 

 

日期 證人 在關鍵時的機構及職位 

   

2018 年 10 月 23-24 日 

 

Jean-Christophe, Jacques-Olivier 

GILLARD 先生 

 

盈發地基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2018 年 10 月 24 日 

 

黃耀武先生 洪財工程有限公司扎鐵工人 

 

2018 年 10 月 24-25 日 

 

畢浩彥先生 中科興業有限公司助理地盤管工 

2018 年 10 月 25 日 倪乃智先生 中科興業有限公司地盤總管 

 

2018年 10月 25-26日 李潤潮先生 中科興業有限公司助理地盤管工 

 

2018年 10月 29日 朱家錦先生 中科興業有限公司地盤管工 

 

2018年 10月 29日至 

2018年 11月 2日 

2018年 11月 5日 

 

潘焯鴻先生 中科興業有限公司董事 

 

2018年 11月 5日 徐添財先生 洪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2018年 11月 6-7日 

 

潘偉山先生 泛迅建築公司負責人 

2018年 11月 7-9日 

2018年 11月 12日 

 

張釗鋒先生 泛迅建築公司地盤管工 

2018年 11月 8日 Malcolm PLUMMER 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項目總監 

 

2018年 11月 9日 Khyle RODGERS 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地盤總監  

 

2018年 11月 12日 Karl SPEED 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總經理  

 

2018年 11月 13日 羅志強先生 

 

偉基工程有限公司地盤工人 

2018年 11月 13日 何曉冬先生 偉基工程有限公司地盤工人 

 

2018年 11月 13日 曹詠嫻女士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地盤文員 

 



日期 證人 在關鍵時的機構及職位 

   

2018年 11月 13日 倪俊傑先生 中科興業有限公司工料測量經理 

 

2018年 11月 13-14日 Anthony ZERVAAS 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項目總監 

 

2018年 11月 14日 Ian RAWSTHORNE 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項目經理 

2018年 11月 14-15日 蘇耀華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地盤總監 

2018年 11月 15日 陳智業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地盤監工 

2018年 11月 15日 譚志明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施工經理 

2018年 11月 15日 周銘賢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施工經理 

2018年 11月 16日 梁國昌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地盤主管 

2018年 11月 16日 葉偉明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地盤副總管 

 莫嘉晉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工程師 

 

 文詩灝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師 

 Raymond BREWSTER 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 Group Pre-Contracts 

Manager 

 

 Brett BUCKLAND 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資深地盤主管 

 Justin TAYLOR 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風險經理 

 Stephen LUMB 先生 禮頓（亞洲）有限公司工程部總監 

 

 魏欽強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總設計經理 – 沙中綫 

/ 工程技術總管 

 

 梁福榮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設計經理 – 沙中綫 

 

 陳傑霖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建造經理 – 沙中綫土

木工程 

 

   



日期 證人 在關鍵時的機構及職位 

   

 何昊幫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高級建造工程師  –  

土木 

 

 馬明呈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一級建造工程師  –  

土木 

 

 關百熙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二級建造工程師  –  

土木 

 

 黃智超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高級工務督察 – 土木

工程 / 工務督察 – 土木工程 

 

 王繼榮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助理工務督察 – 土木

工程 

 

 陳旭鴻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工務督導員 

（Resident Site Staff） 

 

 傅賢哲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建造經理  – 沙中綫 

土木工程 

 

 吳嘉華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協調經理 – 沙中綫 

 

 楊智健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高級品質保證工程師 

 

 胡宏利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總經理 – 沙中綫土木

工程（南北綫）/ 總經理 – 沙中綫土木

工程（東西綫）/ 署理總經理 – 沙中綫

土木工程（東西綫） 

 

 黃智聰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總經理 – 沙中綫土木

工程（東西綫）/ 總經理 – 沙中綫土木

工程 （東西綫）及工程管理辦公室 

 

 李子文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總經理  – 沙中綫  / 

機電工程總管 

 

 區冠山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首席合約行政經理  – 

沙中綫 

 



日期 證人 在關鍵時的機構及職位 

   

 黃唯銘博士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工程總監 

 

 梁國權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馬時亨教授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非執行主席 

 

 

備註： 

此時間表並不包括所有將被傳召的證人。時間表會適時更新，列出另外的證人。如果委員會比原定時

間提前完成聽取證據，證人可能會提早被傳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