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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  
 

工地安全委員會  
 
工地安全委員會 2013 年第二次會議於 2013 年 7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聯

合鹿島大廈 15 樓建造業議會總辦事處一號會議室舉行。  

 
以下事項已於工地安全委員會 2013 年第二次會議上討論 :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2.1 CIC/CSS/R/001/13
(討論文件) 

通過進展報告  – 工地安全委員會成員通過 2013 年 3 月 18 日舉行的上次會議之

進展報告編號 CIC/CSS/R/001/13 的內容。  
 

2.2 CIC/CSS/R/001/13
(討論文件)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  
 
議程項目 1.2: 
有關鄺超靈先生到中國內地進行建造工地安全考察的經驗分享環節，將於議程項目 2.3 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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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議程項目 1.6: 
《在酷熱天氣下工作的工地安全指引》已於 2013 年 4 月 26 日獲得議會批准，並於 2013 年 4
月 29 日正式發表。 
 
議程項目 1.9: 
主要施工方案檢討專責小組主席正就聘請技術撰稿人，試行撰寫其中一個曾識別為高風險的

施工工序的實施細則，尋求專責小組成員的意見。 
 
議程項目 1.10: 
經修訂的《扎結鑽樁鐵籠指引》已於 2013 年 6 月 21 日舉行的 2013 年第三次議會會議提交，

供議會成員參考，並於 2013 年 7 月 4 日正式發表。 
 
議程項目 1.11: 
建造商會對《安全提示第 002/13 號－於工地採用施工方案》的內容並無意見。《安全提示第 
002/13 號》已於 2013 年 5 月 20 日正式發表。 
 
議程項目 1.14: 
此項目於議程項目 2.9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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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1.16: 
有關張孝威先生的經驗分享環節，將於議程項目 2.4作出簡報。 
 

2.3 (電腦簡報) 
 (參考文件) 

經驗分享 - 內地工地安全考察 
 
鄺超靈先生分享有關到內地兩個建造工地（分別位於蘇州及成都）進行安全考察的經驗。兩

個建造工地均示範了工地安全措施、工地整潔及照顧工人方面的良好例子。經商議後，工地

安全委員會主席建議相關專責小組備悉上述簡報，並可考慮日後採取任何可行的措施。 

2.4 (電腦簡報) 
 (參考文件) 

經驗分享 - 建造業安全與健康之德國基準比較考察訪問 
 
張孝威先生、梁偉雄先生及阮巧儀女士於 2012 年 10 月 29 日至 2012 年 11 月 2 日，代表議會

出席建造安全與健康之德國基準比較考察訪問。張先生就基準比較考察訪問，向委員會成員

分享有關經驗。就德國的雙重監管制度、安全制度、德國社會意外保險協會（「BG BAU」）

的架構和權力、師徒制學徒訓練及到訪的工地，張孝威先生向成員作出滙報。有委員會成員

提出師徒制學徒訓練的重要性及其存在價值。 
 

2.5 (電腦簡報) 
 (參考文件) 

建造業安全周 2013的滙報 
 
議會秘書處就 2013 年安全推廣活動－建造業安全周作出匯報，有關活動為期五天，舉行日期

由 2013 年 5 月 27 日至 31 日。有關推廣活動，為繼續加強「零意外」的主題，並鼓勵業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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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者攜手努力，實現零意外環境的目標。 
 
會上匯報各項活動內容，包括「安全之友」、「建造安全推廣短片」、「零意外大使獎」、「2013
創意工程安全獎」、「零意外誓師大會」、「研討會」、「工地參觀」及「2012 年公德地盤嘉許計

劃頒獎典禮」。 
 
建造業安全周 2013 獲得業界全力參與，媒體廣泛報導，業界與公眾人士均給予正面的評價。

工地安全委員會主席就建造業安全周 2013 得以成功舉辦，向發展局及議會表示感謝。同時，

工地安全委員會主席亦就各業界持分者給予的評價，引領成員進行相關討論。成員對於籌委

會於整個推廣活動中所付出的努力，特別是研討會的兩個開幕環節（早上及下午環節）表示

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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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IC/CSS/P/012/13 
(參考文件) 

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地之工作安全專責小組2013年第二次會議進展報告 
 
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地之工作安全專責小組主席李子亮先生介紹文件編號

CIC/CSS/P/012/13，匯報專責小組於 2013 年第二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i) 新的安全提示 
安全提示第001/13號—安全使用流動式金屬通架進行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已

於2013年5月13日正式發表。 
 

(ii) 工人在施工前須提醒他們的三個最重要的訊息 
工地安全委員會成員支持專責小組成員提出，有關在施工前須提醒裝修及維修工人的

三個最重要的訊息印製在紀念品如筆上之建議。其中一位成員建議專責小組可考慮在

將紀念品送往裝修及維修工地時，可同時附上「安全之友」的登記表格。議會秘書處

會協助跟進相關事宜。 
 

(iii) 2012年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的致命意外摘要 
就2012年建造業由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發生的致命工業意外，專責小組曾作

出分析。於2012年所發生的24宗致命意外個案中，其中有9宗涉及裝修及維修工程。議

會和勞工處會繼續攜手，努力提高在上述兩個工種工作的工人的安全意識，包括舉辦

相關安全研討會及發表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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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樓宇更新大行動」(OBB) 工地懸掛宣傳工地安全橫額的進展情況 
已送交「樓宇更新大行動」工地的宣傳工地安全橫額數目為95 幅，並已安排到訪有關

工地作出跟進，其中52個工地已懸掛有關橫額。勞工處及議會秘書處會繼續該宣傳活

動。 
 

(v) 確認專責小組新成員 
由於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簽署人協會及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聯會與維修、保養、改建

及加建工地之工作安全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的工作有密切關係，專責小組建議邀請上

述兩個組織派代表加入成為專責小組的成員。工地安全委員會確認上述兩個組織代表

成為專責小組新成員。 
 

2.7 CIC/CSS/P/013/13 
(待確認文件) 

安全提示第 003/13號 –「避免使用梯子在高處進行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 
 
在勞工處提供資料及協助下，安全提示第 003/13號 –「避免使用梯子在高處進行維修、保養、

改建及加建工程」已經擬備。經商議後，工地安全委員會成員除建議少許更改外，原則上確

認安全提示第003/13號，。 
 
[會後補註: 在整合適當的意見後，安全提示第 003/13號的最終版本，已於2013年8月15日傳

閱給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地之工作安全專責小組的成員作參考，並預期於2013年9月前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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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IC/CSS/P/014/13 
(參考文件) 

升降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議會秘書處向委員會成員簡介文件編號 CIC/CSS/P/014/13 有關升降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責

小組工作進展，並匯報擬備指引第 3 卷的最新進展。 
 
工作小組經過分別於2013年3月11日、2013年3月28日及2013年4月8日舉行的會議期間所進行

的一連串深入的商議，議會秘書處已於2013年4月修訂有關指引。已修訂的指引擬稿（英文版

本）隨即傳閱給各工作小組成員，而截至2013年4月17日為止，並無收到重大的修改意見。 
 
由於指引第3卷，主要涉及在整個佔用期間的升降機維修保養及改建工作，內容與物業管理公

司及負責升降機維修保養的工人的日常工作息息相關，故議會秘書處在2013年7月3日安排了

兩次會議使工作小組成員親自與香港物業管理公司協會及香港電梯業總工會會面，使上述兩

會更了解指引的內容。 
 
下次的專責小組會議將於2013年8月中舉行（暫定），會對指引作進一步的討論及為指引訂下

終稿。成員備悉專責小組及屬下相關升降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工作小組之進展。 
 

2.9 口頭報告 
 (參考文件) 

工地安全事故非正式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工地安全事故非正式專責小組主席就上述非正式專責小組的進展，向成員作出簡報。非正式

專責小組已經擬備一份有關「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安全」險失事故個案的安全提示，並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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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年6月收到非正式專責小組部份成員及香港專業吊運聯會的意見。有關修訂擬稿正進行擬

備中。 
 
工地安全委員會成員備悉有關工地安全事故非正式專責小組的進展。 
 

2.10 口頭報告 
 (討論文件) 

工地整潔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工地整潔專責小組主席黃君華教授就專責小組的進展，向成員作出簡介。三份有關工地整潔

相關題材的海報已經擬備，並已向成員傳閱以發表意見。 
 
成員備悉有關工地整潔專責小組的進展。 
 

2.11 其他事項 
(參考及討論文件)

 

(i) 工地安全委員會最新成員名單 
 
張孝威先生介紹五位新加入委員會的議會成員，分別為陳修杰工程師、朱沛坤教授工程

師、黎志華先生、彭一邦工程師及黃仕進教授。張孝威先生同時通知各成員，表示詹伯

樂工程師已退任議會工作，為此，提出就對方過去多年為工地安全委員會及議會所作出

的貢獻及努力，致以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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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建築設計及管理 
其中一位工地安全委員會成員提出在下次的工地安全委員會 2013 年第三次會議上，就

建築設計及管理進行討論。工地安全委員會主席張孝威先生表示，上述議題已於數年前

在委員會作出討論，現將邀請相關人士在下次的委員會會議上，提供一些背景資料以作

討論。 
 
(iii) 梁偉雄先生的晉升 

工地安全委員會主席公布，梁偉雄先生已接納全新任務並從 2013 年 7 月 1 日開始，加

入議會的培訓及發展部門。阮巧儀女士及梁淑炘女士將繼續為工地安全委員會及轄下各

專責小組服務。會上提出對梁偉雄先生過去多年為工地安全委員會及議會所作出的貢獻

及努力，致以衷心的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