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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開放環節
議程項目

負責人

[對外開放會議環節於下午 2 時 40 分開始。]
6.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對外開放環節）
成員參閱文件編號 CIC/CMT/M/005/16，並通過 201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於香港九龍九龍灣常悅道 8 號零碳天地多用途會
堂舉行之 2016 年度第五次會議的會議記錄（對外開放會議環
節）。

6.2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對外開放環節）
2016 年第五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MT/P/070/16。
次 會 議 第
5.13 項
一位成員指出，根據建造業議會定期進行的電
話訪問，約有 170,000 名建造業工人於任何一天
在新建築地盤工作，同時約有 80,000 名工人於
任何一天在非新建築地盤工作。就新建築地盤
工作的 170,000 名建造業工人中，約佔半 數（即
85,000）為註冊 技術工人。議會預測技術工人短
缺數字介乎 10,000 至 15,000 名（參照議程第 6.5
項
），短缺比率約為 85,000 名於新建築地盤工作
之註冊技術工人的 15%。

6.3

口頭報告－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2016 年第四次會議簡報
阮巧儀女士向成員簡報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下述事項的最新進
展︰


第4.6項－經多次試行後，應用創新設計以提高建造安全工作
小組成員同意，倒車無線射頻識別感應／警報系統已臻成
熟，可考慮尋找製造商討論生產的可行性並推出市場。



第4.8項－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地之工作安全專責小組
成員建議為新落成樓宇設置安全通道及設施作檢驗及維修
外牆之用，例如冷氣機平台及澆注錨固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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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小組成員亦提議檢視及修訂議會於2011年7月發布的
《新樓宇外牆上設計、安裝及維修澆注錨固裝置技術指引》
。
屋宇署將會就冷氣機平台的設計指引諮詢建造業界持份者。


第4.9項－2016年11月24日竹棚架工作安全專責小組成員到
達位於何文田緊密相鄰的竹棚及南昌港鐵站的竹及金屬混
合棚進行實地視察，並同意成立工作小組檢討議會的指引。



第4.10項－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成員原則上確認了建造安全
海報第002/16號－「升降機安全」，唯需稍作修訂便可。



第4.11項－兩場建造業議會道路維修工程安全研討會已於
2016年8月29日舉行。報名人數逾500人。
於2016年11月1日，路政署推行多項措施，以加強保障路政
署進行道路工程工人的安全。



第4.13項－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2017年暫定工作計劃及開支
預算已於專責委員會會議上進行討論。會上未有收到任何意
見。

建造業安全周將於 2017 年 9 月舉行。對象為建造業工人及其家
屬。
成員對上述項目並無意見。
[陳修杰工程師於此時離開會議。]

6.4

口頭報告－環境專責委員會 2016 年第四次會議簡報
李民超先生向成員簡報環境專責委員會下述事項的最新進展︰


下列事項的最新進展已於環境專責委員會會議上報告，成員
對進展概無負面意見︰
(a) 提供有關香港善用預製工場調查顧問服務；
(b) 有關管理及減少香港建築和拆卸廢料策略顧問服務；及
(c) 多項與環境及可持續發展有關的研究項目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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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研究巳於環境專責委員會上報告︰
(a) 更有效利用混入火山灰的混凝土之極限強度以提升香港
建造工程的可持續性發展；及
(b) 在香港推出低碳高層建築的可行性



環境專責委員會主席知悉，上述研究項目均為首次交予環境
專責委員會審閱，建議於廣泛發布或公開最終報告前需作詳
細審視。



環境專責委員會2017年暫定工作計劃及開支預算已於專責
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秘書處會納入委員的意見以修訂有關之
工作計劃。

成員對上述項目並無意見。

6.5

口頭報告－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 2016 年第四次會議簡報
葉柔曼女士向成員簡報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下述事項的最新進
展︰


擬向建造業議會申請研究基金的「分包商註冊及績效評估於
國際間的良好作業方式」研究計 劃，已於建造採購專責委員
會會議上作簡報。
成員要求研究機構就他們提出的意見修訂研究計劃，以供進
－步確認。
[會後備註︰經修訂後之研究計劃已於2016年12月16日提交
成員傳閱及審議，並於2016年12月30日獲成員確認。該研究
計劃將提交行政及財務專責委員會核淮。]



議會秘書處為參考文件「帶有條款的來索即付履約保證書標
準格式」（標準格式）擬備了附帶引言，以回應成員於上次
專責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之意見。
成員知悉香港建造商會反對就建築合約中使用任何形式的
來索即付履約保證書的立場。其他成員理解議會的立場在於
為業界提供一份標準格式參考文件，供業界於實際情況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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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作參考之用，並確認標準格式參考文件。


議會就專責小組及專責委員會成員的意見，將委任法律顧問
草擬自選分包合約標準合約條款的簡化版。

成員對上述項目並無意見。
[巫幹輝工程師於此時離開會議。]

6.6

口頭報告－生產力專責委員會 2016 年第四次會議簡報
梁堅凝教授提出下列載於會上提呈的文件編號
CIC/CMT/P/073/16 的主要項目。


第4.2項－香港大學黃嘉偉博士匯報「以主要表現指標（KPIs）
評估香港建造業：跨國比對」的顧問項目進度。黃博士正在
研究影響主要表現指標趨勢的因素，並將提出具體的改進措
施。



第4.3項－香港大學蘇啟亮博士匯報「香港混凝土建築的抗震
實用指南」的研究結果。同時，屋宇署正進行混凝土承重結
構規範的審視。指引將提交生產力專責委員會成員傳閱及審
議，並會於整理後呈交屋宇署考慮。



第4.4項－香港理工大學冷真博士匯報研究項目「採用創新的
非破壞性方法進行瀝青路面施工的質量控制與質量保證」的
進展情況。儘管無損檢測裝置的精準度仍是業界的關注，此
裝置可協助有關機構初步探測潛在不合規格的位置，以便集
中在此區域進行較準確的破壞性測試。



第4.5項－生產力專責委員會成員認為，「於香港建造供應鏈
應用三次元印刷技術的可能性」研究，可視為三次元印刷技
術在建造業界廣泛應用的策略性研究。為提高此研究項目的
實用度，秘書處將聯繫SKIBNIEWSKI教授，希望在項目中
識別業界最迫切的領域，可受惠於三次元印刷技術；拓展此
技術與建築信息模擬的結合。



第4.6項－就生產力專責委員會的各項顧問項目的後續工作
計劃而言，顧問應著力提供較具體的建議和推展策略，例如
在技術方面的預製建造及可建造性，及監管方面的措施。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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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委員會成員支持聘請顧問探討讓可建造性融合在工程規
劃和設計，有關研究需參考及配合議會及政府在其他相關研
究的成果。
成員考慮於2017年安排一次有關預製建設的研討會或實地
考察。
成員支持議會秘書處與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
發中心聯合舉辦論壇，作為業界持份者的交流平台。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73/16 所列的其他項目並無意見。

6.7

口頭報告－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2016 年第六次會議簡報
陳修杰工程師向成員簡報建造業訓練委員會下述事項的最新進
展︰


水務署自2016年10月起推行「持牌水喉匠自願持續進修計
劃」，議會為其中一個認可舉辦持續進修課程的機構，並將
會開辦5個持續進修課程（每個課程的課時為2至3小時）。
有關課程將會協助持牌水喉匠認識最新水喉材料及技術、安
裝標準以及本地水務工程法規。此外，接駁喉管（銅管）的
良好作業方式參考資料已提交成員傳閱。



議會將會引入新合作培訓計劃。除下述意見，成員基本接納
有關計劃︰
(a) 對 於 3 個 月 培 訓 期 及 6 個 月 培 訓 期 的 工 種 之 薪 金
差距，成員建議提高 6 個月培訓期工種的獎勵金
額，以鼓勵學員完成訓練；
(b) 議會應制定審查機制；及
(c) 雖然部分工種未有設立工藝測試，但議會亦應提供培訓，
不應將有關工種排除於新計劃之外。
議會已就設立新合作培訓計劃制定下列原則︰
(a) 合作培訓計劃的目的為減輕對人手需求的壓力，故此，應
集中於出現人手短缺的工種上；
(b) 合作培訓計劃應涵蓋議會因缺乏所需器材／設施而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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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培訓的工種；
(c) 培訓期間，採用可鞏固僱主與學員間的承諾的勞資關係；
(d) 凡勞動力市場的供應及需求存在重大差距，宜提供更具競
爭力的薪金，以吸引新人入行；及
(e) 應簡化參與計劃的行政程序。


為培訓更多新人加入建造業，議會管理層與廣東及佛山的職
業培訓機構初步商討開辦培訓課程的可能合作事宜。建造業
訓練委員會成員確認與上述兩間職業培訓機構簽訂合作意
向書。

成員對上述項目並無意見。

6.8

實施修訂《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督導小組 2016 年第四次會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MT/P/071/16。


第4.3項－資深工人註冊安排及工藝測試總累計申請數字已
超過累計目標，申請人數接近15萬。資深工人註冊安排已於
2016年9月30日截止申請，共收到111,072份申請。
議會將於2017年3月31日或2017年4月1日於零碳天地多用途
會堂舉行記者會，發布實施「專工專責」條文及推出「專工
專責」資訊流動應用程式。
有成員就部分工藝測試的合格率偏低要求議會全面檢討工
藝測試。發展局建議成立工作小組，檢視工藝測試的模式及
內容，及研 究工藝測試可否以單元形式進行等。另有成員建
議秘書處檢視監考員的輪換制度，以確保公平客觀的評核得
以維持。
為解決合格率偏低的問題，梁偉雄工程師建議檢視課程顧問
組的組成及職能。此事項亦已包括在卓佳的顧問研究工作。
就第4.2項，主席要求加快15個工種的短片拍攝進度。

成員對 2017 年 4 月 1 日實施「專工專責」表示支持，及對文件
編號 CIC/CMT/P/071/16 所列的其他項目並無意見。
[潘樹杰先生及余世欽工程師於此時離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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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 2016 年第四次會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MT/P/072/16。
莊堅烈先生提問，應否進行建造業工人福利基準研究，將香港
的情況與其他地方作比較。
大致上成員認為毋須進行研究。然而，洗手間、淋浴間、儲物
櫃及升降機電梯等地盤設施應予改善。上述議題須待專責小組
作進一步研究。
有成員認為，升降機電梯並非私營建築地盤常見設施。
張孝威先生補充，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轄下工地整潔專責小組
已就上述議題發出一份指引，上述議題可由專責小組跟進。
主席總結，專責小組應引入海外的工地整潔良好作業指引，並
重點檢視香港公、私營地盤的情況。

阮巧儀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72/16 所列的項目並無意見。
[鄔碩晉先生於此時離開會議。]

6.10 其他事項
成員獲邀參加議會秘書處舉辦的印洲塘之旅。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 16 日。

6.11 2017 年第一次會議暫定日期
下次會議訂於 2017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正，地點
為香港九龍九龍灣常悅道 8 號零碳天地多用途會堂。
至此別無其他事項，對外開放會議環節於下午 4 時正結束。

9

全體人員
備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