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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訓練委員會  
 
建造業訓練委員會 2013 年第二次會議於 2013 年 3 月 5 日 (星期二 )上午 9 時 30 分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聯合鹿島大廈 15 樓建造業議會總部會議室舉行  
 
建造業訓練委員會 2013 年第二次會議之討論摘要：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2.1 CIC/CTB/R/001/13 通過上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成員通過 2013 年 2 月 19 日舉行的建造業訓練委
員會第一次聯席會議的進展報告。  
 

2.2 CIC/CTB/R/001/13 上次會議之續議事項  

邀請人力培訓及發展委員會成員出任建訓會增
補委員── 成員備悉 8 位前人力培訓及發展委員
會成員已應允建訓會的邀請出任增補委員，但在建
造業議會通過有關名單前，將以列席身份出席建訓
會會議。  
 

2.3 CIC/CTB/P/029/13 
CIC/CTB/P/030/13 
CIC/CTB/P/031/13 
CIC/CTB/P/032/13 
CIC/CTB/P/033/13 
CIC/CTB/P/034/13 

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  

成員通過六項強制性及兩項自願性承建商合作
培訓計劃的申請，共培訓 24 名工地測量員、 8
名焊接工、8 名混凝土工、20 名履帶式流動起重
機操作工、 20 名金屬模板工及 20 名鋼筋屈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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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CIC/CTB/P/035/13 
CIC/CTB/P/036/13 

(討論文件 ) 
 

工，所涉資助額共 4,252,385.1 元。  
 

2.4 CIC/CTB/P/037/13 
(討論文件 ) 

擴展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下新的人力及其他資
源需求之建議  

委員會通過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擴展後的人力
及其他資源需求之建議，但個別職位的職責及職
稱需按委員會的意見稍作修改。  
 

2.5 CIC/CTB/P/038/13 
(討論文件 ) 

審批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 –機電行業及「分包商
聯會合作培訓計劃」的財政預算  

委員會原則上通過資助 2013 年第一年入讀職業

訓練局青年學院的中專教育文憑課程 (DVE)的學

員、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 –機電行業，及分包商

聯會合作培訓計劃，但細節編排仍需視乎稍後所

作的財務修訂。  
 

2.6 CIC/CTB/P/039/13 
(討論文件 ) 

「承建商(塔式起重機操作)合作培訓計劃」之建議  

委員會指出，任何訓練的培訓期均應建基於實際
的需要，承建商不應為取得更多的資助而不合理
地要求延長訓練期，此舉不但虛耗議會的訓練資
源，更不符合現時行業急需新人加入以紓緩人手
短缺的嚴峻情況，故指示管理人員按此原則重新
跟進該項承建商 (塔式起重機操作 )合作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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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的方案內容。  
 

2.7 CIC/CTB/P/040/13 
(討論文件 ) 

「承建商 (輪胎式液壓伸縮吊臂起重機操作 )合作
培訓計劃」之建議  

委員會接納將輪胎式液壓伸縮吊臂起重機操作
這工種納入「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並接納「承
建商 (履帶式流動起重機操作 )合作培訓計劃」的
方案內容及資助評審機制，每名學員的培訓成本
為 30,811.7 元。  
 

2.8 CIC/CTB/P/041/13 
(討論文件 ) 

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 –機電行業 (電氣佈線工 ) 

委員會通過上述合作培訓計劃之建議，包括資助
評審機制、培訓內容，以及在 2013 年提供 334
個培訓名額和相關的財務預算。  
 

2.9 CIC/CTB/P/042/13 
(討論文件 ) 

強化建造業人力訓練計劃第六期目標所需訓練
資源的建議  

委員會接納上述計劃第六期提供 1,285 名訓練學
額之建議，以及 1,578 萬元的總支出預算，另同
意增聘 2 名臨時主任導師和所需的 100 萬元預算
費用。  
 
對於元朗新田 ST7 地段位處 “濕地復修區 ”內一

事，委員會同意放棄此幅土地的申請，並將原先

已獲委員會批准的 427 萬元建設費用預算，調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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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其中的 350 萬元作建設沙田訓練場之用。  
 

2.10 CIC/CTB/P/043/13 
(討論文件 ) 

水喉商會合作培訓計劃  

委員會通過將水喉工納入「強化建造業人力訓練
計劃」，及接納「水喉商會合作培訓計劃」的培
訓內容、資助評審機制，以及相關的財務預算。 
 

2.11 CIC/CTB/P/044/13 
(討論文件 ) 

「建造業人力研究之裝修 /維修工程工作小組」
的成員名單  

委員會通過由施家殷先生及溫冠新先生分別出
任小組主席及成員，及將「建造業工人註冊管理
局代表」及「建造業人力預測模型更新及提升研
究的顧問代表」從成員組合中刪去，分別改為邀
請「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秘書處代表」及「建
訓會秘書處人力預測小組代表」列席會議。  
 

2.12 CIC/CTB/P/045/13 
(討論文件 ) 

「建造業報工表標準化工作小組」的成員名單  

委員會通過由何毅良工程師出任工作小組的主
席，並將「建造業人力預測模型更新及提升研究
的顧問代表」從成員組合中刪去，改為邀請「建
訓會秘書處人力預測小組代表」列席會議。  
 

2.13 CIC/CTB/P/046/13 
(討論文件 ) 

建造業人力預測模型更新及提升研究的進度方向  

委員會通過在獲邀單一投標的顧問不能進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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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述研究時採納後備方案，即邀請「建造業人力預
測模型」原作者之一及此研究的早期主要研究
員，帶領議會成立人力研究小組並進行研究。另
委員會同意在取得顧問小組主席的意見後，將該
研究員提出的工作方案建議、人力研究小組的組
成，及所需預算呈交行政及財務委員會考慮。  
 

2.14 CIC/CTB/P/047/13 
(討論文件 ) 

 

機電測試 –空調製冷設備技工 (送風系統、保溫、
水系統、獨立系統及電力控制 )[大工及中工 ]試題
修訂建議  

委員會通過押後討論上述文件的建議，並指示再
召開一次工作小組會議，邀請兩位相關成員出席
並給予意見。  
 

2.15 CIC/CTB/P/048/13 
(討論文件 ) 

 

機電測試 –機械打磨裝配工 (中工及大工 )試題檢
討報告  

委員會備悉工作小組在檢討機械打磨裝配工 (大
工及中工 )測試試題後，認為現時的試題可迎合
市場的需要，故試題會維持不變。  
 

2.16 CIC/CTB/P/049/13 
(討論文件 ) 

 

全日制課程之 2012 年檢討報告  

委員會知悉收納上一屆課顧組意見而建議的「屋
宇建造監工證書課程」和「屋宇裝備監工證書課
程」的課程大綱，以及上屆課顧組對基本工藝課
程和成年人全日制短期課程之意見，有關意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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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交新一屆課顧組考慮，另委員會又知悉文件內有
關基本工藝課程的改革建議，包括將其中六科由
現時的兩年制改為一年制，並重整其中兩科為四
科，令基本班在 2013/2014 年起由九科增至十一
科，各科的總授藝日數則統一為 270 天。  
 

2.17 CIC/CTB/P/050/13 
(討論文件 ) 

 

工藝測試及機械操作員資歷證明之檢討報告  

委員會同意將上一屆課顧組對工藝測試及機械
操作員資歷證明測試內容的意見，交新一屆課顧
組考慮。  
 

2.18 CIC/CTB/P/052/13 
(資料文件 ) 

 

「增設模擬器輔助授藝」之報告及建議  

委員會知悉模擬器的採購建議將分階段進行，初
期會先採購推土機、挖掘機、塔式起重機及履帶
式起重機共四種機械模擬器。另管理人員會在與
勞工處商討於課程加入模擬器作訓練用之建議
後，擬訂課程大綱及所需資源再呈委員會考慮。 
 

2.19 CIC/CTB/P/051/13 
(討論文件 ) 

 

議會導師工作量及訓練成本報告  

委員會知悉檢討的結果，包括在人力資源、成本
控制及每名畢業生訓練成本三方面建議進一步
的行動，如在人力資源方面，議會考慮發展一個
電腦系統自動化和優化人力資源的分配及設施
的使用，及在訓練時提供更多操作機械的實際經
驗等；而在成本控制方面，議會可考慮以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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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合約的形式，招標邀請購買廢料以增加回報，及
在訓練初期採用較低級數的物料以節省成本；至
於在計算每名畢業生的訓練成本方面，議會有需
要進行定期檢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