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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負責人
余錫萬工程師歡迎各位生產力專責委員會 (「委員會」) 的成員及
邀請建造業議會主席 陳家駒先生介紹新修訂的委員會成員委任
方法。獲委任的成員代表著不同持份者為委員會服務，借助他們
的專業知識及行業經驗，旨在提升行業的生產力。
1.1

生產力專責委員會的三年策略計劃
黃明華博士闡述了委員會三年工作計劃文件 (2019 - 2021年度)，
並附有詳細工作時間表及預算計劃供各成員討論及審批。
計劃就著下列四個範疇建議了重點措施以提升香港建造業的生產
力，包括 i) 工廠式建造法、ii) 建築工序機械化、iii) 監測生產力，
及 iv) 推動生產力。
關景輝工程師詢問秘書處有關呈交生產力數據電子平台的細節。
黃明華博士回覆指該系統要求輸入地盤工作量資料及由現時建造
業工人註冊系統 (CWRS) 所收集的勞動力數據以計算生產率之
用。委員會主席補充此數據收集於新加坡是法定要求，但於香港
仍未有相關要求。鄭定寕工程師指出因現時未有測量生產力的基
準，所以該數據遞交是重要的。各成員就收集數據時需簡易、明確
及對行業發展具有意義上達成共識。
關於建議半自動鋼筋切斷及屈鐵機的討論上，秘書處提及該機器
可減少地盤現場非增值性的工作。鄭定寕工程師補充該機器可於
地盤現場使用及減少人力需求。
符展成先生提出質詢指有部份業界持份者不了解如何利用建造業
創新及科技基金 (CITF)。鄭定寕工程師指出該基金的成立是推動
業界持份者採用現有新技術以提升項目表現，而委員會旨在推出
新措施以推動建造生產力的提升。更多關於基金的詳情預計於
2018 年第三季公佈。
委員會主席指出建造業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進以提升生產力。委
員會主席邀請各成員建議其他措施以制定委員會的行動清單。相
關提議會按其影響性及所需資源進行排序。
現時由符展成先生擔任主席的單位驗收工作小組，獲同意轉交至
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符展成先生補充該工作小組與香港工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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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學會 (HKICW)的合作已經展開。建議預算約港幣一百五十萬元
以完成 2019 年度工作。
經討論後，成員一致核准該三年策略計畫文件及與委員會和單位
驗收工作小組相關的預算。秘書處將遞交工作及預算計劃文件予
議會核准。
1.2

議會秘書處

通過上次會議進展報告
跟進上次會議事項
事項 4.3: 研究項目「香港高層模塊化組合建築之產業鏈研究」已
於 2018 年 4 月 3 日開始，由「組裝合成」建築法 (MiC) 聯合工
作小組跟進。
事項 4.4: 議會已於 2018 年 2 月 9 日通過研究項目「創新性路面
回填材料在香港的應用」
，創新及科技基金的申請亦於 2018 年 3
月 23 日獲得批核。研究項目將於 2018 年 7 月 2 日開始。
成員通過 2017 年度第四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CIC/PRO/R/004/17)
而沒有任何更改。

1.3

生產力專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
黃明華博士向各成員介紹生產力專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

1.4

生產力專責委員會之工作進度
秘書處向各成員報告現時委員會的主要工作。
i.

評估香港建造業表現：跨國對比
用以量度香港建造業表現的六組關鍵績效指標已制定及顧
問已與三個海外國家的數據進行對比。秘書處已就草擬最
後報告提出了意見及顧問正進行修改報告，完成後將供各
成員審閱。委員會主席補充當該報告核准後，相關的關鍵績
效指標將會每年更新及發佈。巫幹輝工程師表示不應使用
以貨幣為單位的數據，以免受匯率波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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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評估香港建造業工種的生産力
框架用以量度十個指定工種的生產力已經制定，及有關工
種的生產率已量度作初步參考及比較。草擬最後報告預計
於 2018 年 7 月供各成員審閱。委員會主席提醒相關工種數
據的準確性或受不同因素影響。
郭棟強先生提出生產力數據可從現時地盤出勤記錄、總樓
面面積 (GFA) 或建築樓面面積 (CFA)，及由建築工程展開
至發出入伙紙的項目工期計算得出。
符展成先生同意該生產力數據收集與委員會之職權範圍相
符，而委員會內應討論數據需求框架以收集適當的數據作實
際用途。蘇國亮工程師建議相關數據資料及關鍵績效指標可
作為初步數據以用作評核生產力提升措施的表現。黃智聰工
程師支持數據收集用以分析採用新技術時對生產力的影響
委員會主席總結表示該研究將會結束，但日後跟進行動應關
注於數據收集平台。

iii.

香港建造業生産力綜合評估
該研究提議了 77 個措施以提升香港建造業的生產力。首席
研究員潘巍博士正回應由屋宇署及發展局所提出的第二輪
意見。草擬最後報告預計於 2018 年 6 月供各成員審閱。委 議會秘書處
員會主席指出部份建議措施可列入於委員會的行動清單內。

iv.

施工流程重組以達至生產力躍進
草擬最後報告及重整個別工種建造程序的工作指引已收到
及預計於 2018 年 6 月供各成員審閱。相關工作進度於議程
項目 1.5 匯報。

v.

於香港大規模房屋發展實施自動化和機械化的潛力
草擬最後報告已收到。秘書處將向各成員傳閱草擬最後報告
及邀請研究員於下次委員會會議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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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創新性路面回填材料在香港的應用
議會已核准該研究的計劃書及項目將由創新及科技基金及
建造業議會共同資助。相關工作進度於議程項目 1.6 匯報。

vii.

可彎折混凝土結合樂高建築的可行性研究
研究計劃書於 2017 年第二次委員會會議原則上支持，但相
關協議細節及條款仍在商議中。美國密芝根大學建議就按照
香港法例進行規管的條款表示沉默。議會將透過提供認可承
建商的名單以擁有於香港應用研究成果的權利。
成員們的共識認為使用美國法律處理美國大學方面提出的
爭議或對議會不利，亦難以解釋利用業界徵費供美國大學研
究而知識產權不屬於議會擁有。巫幹輝工程師表示可拆式特
點不適用於香港。鍾國輝教授工程師及蘇國亮工程師質疑該
技術如何受惠於業界。成員經討論後否決該計劃書。

viii.

於香港建造供應鏈應用三維打印技術的可能性
黃明華博士匯報原定的研究項目成果，採用香港法律規管該
協議及由馬里蘭大學和建造業議會共同擁有所有產權等安
排。就著研究項目的實用性，建議更改工作範疇於技術、法
例及經濟要求等方面研究於香港建造第一間利用三維打印
技術的屋宇的可行性。
黃子明先生提出是否符合建築物條例為首要重點。蘇國亮工
程師表示三維打印技術已被印證及關注點應在於法律方面。
巫幹輝工程師表示利用三維打印技術建造的低層屋宇於香
港沒有市場需求。蘇國亮工程師指出，雖然研究成果未必能
即時應用，但值得透過研究探討相關合格及驗收要求。
關景輝工程師指出杜拜當地已有整體計劃於 2025 年利用三
維打印技術建造樓宇及認為三維打印技術值得進一步探索，
但質疑美國學者是否熟悉香港屋宇署的規例。符展成先生表
示議會應關注可於短期執行的實際措施以提升業界生產力
的表現。黃智聰工程師關注該技術對於提升建造生產力如何
有即時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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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國輝教授工程師指出該研究值得進行以辨識潛在問題及
解決方案，研究應關注屋宇署入則過程，這些方面美國學者
未必適合帶領研究。
經成員討論後，委員會主席建議該研究應考慮屋宇署的要求
及保留在行動清單上以作考慮。
1.5

施工流程重組以達至生產力躍進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生產力局」) 代表馮裕昌先生報告了項目成
果，重點於如何進一步提升現有模板裝設、鋼筋屈紮及混凝土灌
注等工序的工作效率，以及延續研究以驗證相關建議的成效。
關景輝工程師詢問是否有建議於模板裝設方面。馮裕昌先生回應
到訪的地盤大多採用鐵製及鋁製模板，木製模板的使用較少。於
裝設木製模板方面建議使用電動工具及標準化排序。郭棟強先生
補充於公共房屋建造項目已強制使用金屬模板及木製模板只用於
建造基座及外圍工程。
委員會主席強調指出生產力局應與相關工種的工會組織緊密聯繫
以制定有效的提升生產力措施。

1.6

創新性路面回填材料在香港的應用
NAMI 的代表 Tomi NISSINEN 博士及李志君女士分別匯報了關於
研究項目的細節及付款安排。委員會主席提醒各成員，議會需於
研究中期 (即項目開始後的第九個月) 支付研究資助約港幣一百
五十萬元。
NISSINEN 博士表示所研究的回填物料是一種輕質泡沫混凝土，
可廣泛應用及其高導熱系數可保護地下公用設備喉管。此外，該
物料可利用手動工具打拆及預計可重用。
巫幹輝工程師對於物料的價格表示關注。NISSINEN 博士回覆指
出物料的價格將具競爭性及可節省用於回填線坑的工人成本。楊
啟裕先生提醒 NISSINEN 博士所建議的物料有機會因其高流動性
的特點，於擠壓時流入喉管破壞地下管線設備。NISSINEN 博士明
白到喉管應可抵禦泥土濕氣。NISSINEN 博士補充可於物料中加
入色粉以提醒工人開掘時注意設備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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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國輝教授工程師關注該物料的導熱系數值。NISSINEN 博士表
示已咨詢有關公共設施的機構及對比現時市場上的回填物料，指
出所研究的回填物料於高導熱性能、流動性及工作性方面有較好
表現。
1.7

梯形連接的高性能預製混凝土剪力牆之研究計劃
蘇啟亮博士報告了研究計劃的成效、目的、研究方法及相關的預
算及工作計劃。
楊啟裕先生表示香港房屋協會已於其中一個它們的項目採用類似
的預製混凝土剪力牆系統及詢問該研究是否重點於抗震設計。蘇
啟亮博士回應指出該研究目的是透過試驗測試以展示不同鋼筋佈
置細節對於抗震設計的有效性。楊啟裕先生表示香港房屋協會的
顧問團隊已與屋宇署商討了不同的梯形連接方法作施工之用。
委員會主席留意到屋宇署現時對於屋宇抗震設計及要求仍未有結
論。成員經討論後一致否決該研究計劃。

1.8

其他事項
7 位委員會成員及 4 位議會職員將參與 6 月 13 日至 21 日到芬蘭
及德國的技術考察團以探索自動化建造技術。考察成果將於下次
委員會會議上與各成員分享。
潘樂祺工程師作為機電工程界的專業代表，被推薦於負責建造業
創新及科技基金運作的工作小組出任委員會代表。秘書處將會聯
絡潘樂祺工程師跟進相關提名工作。

1.9

議會秘書處

2018 年第二次會議暫定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8 年 7 月舉行。秘書處將在會議時間確定後通
知各成員。
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分正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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