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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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年第一次會議於 2012 年 2 月 21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時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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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年第一次會議之討論摘要：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1 CIC/CTB/R/005/11 通過上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成員通過 2011 年 12 月 12 日舉行的第五次會議
的進展報告。  
 

1.2 CIC/CTB/R/005/11 上次會議之續議事項  

(i) 銀卡課程 (A12)工地建材索具工  ⎯⎯  成員
認為可考慮採用合作培訓的模式，由建訓學
院認可建造業總工會轄下屬會開辦的兼讀
吊索課程理論部分，再由建訓學院安排實務
訓練。  

(ii) 古建築物的保養及維修  ⎯⎯ 成員備悉學
院已邀請北京文物專家到港交流，並於隨後
再來港向學院導師傳授文物工藝技術。  

 
1.3 CIC/CTB/P/017/12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例》整合附表 1 的建議  

成員備悉發展局在商討整合上述條例附表 1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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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99 項工種建議時所持的理念，建議內容主要按現

時業界分工、分項的情況，細分工種為單元技

能，而現有技能測試則按有關分拆相應地分為獨

立單元技能測試。在將工種細分為單元技能後，

原有工種仍將予以保留，推動只掌握部分單元技

術的工人學習工種的餘下單元技能，逐步提升技

術至最終成為工種的註冊技工。另在符合兩項條

件的情況下，工種 /技能的大工可於沒有相關技

工的 “指示及督導 ”下獨立進行其他基本技術類

同的工種 /技能工作，但不可就沒有註冊的工種 /
技能 “指示及督導 ”他人工作，而該兩項條件分別

為 (i)該些工種 /技能大部分的工作均涉及類同的

工序及要求類同的基本技術；及 (ii)各工種 /技能

均沒有獨特的高風險工序，即沒有安全方面的顧

慮。  
 
成員對上述整合建議的綜合意見如下：  

(i) 原則上同意在行業工種的分類上作出整合；  
(ii) 在能釐訂客觀標準的前提下，容許個別工種

的註冊工友，從事其他技術相若工種 /技能
的工作，而有關工作可能是大工、中工又或
幫工的層次，至於客觀標準則有待商討；及  

(iii) 在制度裏，預設一些安排，鼓勵工友循多專
多能方向邁進，在所專技能以外獲容許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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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相若工種 /技能工作的同時，仍有動力考取
其他工種牌照。  

 
1.4 CIC/CTB/P/018/12 豁免建造工作的技術備忘錄  

成員備悉擬議列入附屬法例 (暫名「豁免建造工
作的技術備忘錄」 )的擬豁免範圍撮要如下：  

(i) 首 48 小時內的緊急建造工作；及  
(ii) 小規模建造工作，包括指明的小額工程、指

明的小規模工作，和涉及不多於有關工種指
明豁免工作量的工作。  

成員同意有豁免的機制，但不應用款額多少來決
定工程是否可獲豁免，及不適宜籠統地將小額工
程或小規模工作完全列入豁免範圍內，並應考慮一
些安全的原則，故豁免的細節則仍需商討。  
 

1.5 CIC/CTB/P/019/12 資深工人註冊安排建議方案  

對於擬讓資深工人註冊所設定的兩項條件，即 : 

(i) 凡在 2005 年 12 月 29 日前已累積六年或以
上相關工作經驗的工友，即為擁有現時《建
造業工人註冊條例》下臨時註冊熟練技工的
資格，不論是已註冊、註冊過期或從未申請
等；及  

(ii) 在 2005 年 12 月 29 日前累計少於六年相關
工作經驗的工友，但截至第 2 階段修訂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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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草案通過成為法例時 (約 2014 年尾 )已累積
不少於 10 年相關工作經驗。  

工人若能同時符合上述兩項條件，可直接申請成
為註冊熟練技工，但只能符合第二項條件的工
人，則需通過評核面試，以取得註冊熟練技工資
格。  

成員是贊同設立機制讓資深工人註冊，及訂立該
兩項條件，讓資深工人直接申請或通過評核面
試，以取得註冊熟練技工資格，但對於第二項條
件下的年資要求則有不同意見。  
 

1.6 CIC/CTB/P/005/12 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 金門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提交的承建商 (木模板 )合作培訓計劃之建議  

成員通過金門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提交的木模板
合作培訓計劃，共培訓 6 名學員，培訓期 95 天，
首 30 天於建訓學院受訓，隨後 65 天在承建商的
工地受訓，總資助額為 163,562.5 元。  
 

1.7 CIC/CTB/P/006/12 「建造業人力方面的投資」項目進度報告  

成員備悉上述項目內各項措施的進度。大致上，
「強化建造業人力訓練計劃」的入學人數能貼近
三期共 1,425 名入學目標人數，而申請中的三幅
戶外訓練場，連同「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的推
廣，將可進一步推高培訓名額和入讀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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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8 CIC/CTB/P/007/12 強化建造業人力培訓計劃第四期目標所需訓練

資源之建議  

成員備悉上述計劃第四期將提供九個工種共 44
班，合共提供 830 個訓練名額，並接納該計劃屆
時所需的 994 萬元訓練資源，包括員工支出 805
萬元、損耗性物料及工具 147 萬元、訓練支出 32
萬元，及資本性支出 10 萬元。而第四期的訓練
津貼支出約為 1,543 萬元，先由建訓學院支付，
後以實報實銷形式由政府付還。  
 

1.9 CIC/CTB/P/008/12 設置三所新戶外訓練場預算之建議  

成員備悉建訓學院已向地政總署遞交三幅用地

的使用申請，及接納三所建議設置的戶外訓練場

擬提供的課程、所涉人手及支出預算如下：  

 深水埗 
通州街 

屯門 
兆麟街 

元朗元岡公
立學校 

 
合共 

擬開辦的
課程 

木模板班/鋼
筋屈紮班  
2 班 x 20 人 

木模板班/鋼
筋屈紮班  
3 班 x 20 人 

平水班  
2 班 x 20 人

280 個名
額 

總設置預算 99 萬元 204 萬元 111 萬元 414 萬元 
職員編制 2 名臨時導

師、1 名雜工
3 名臨時導
師、1 名雜工

2 名臨時導
師、1 名雜
工 

7 名臨時
導師、 3
名雜工、1
名臨時主
任導師 

另加 1 名臨時主任導師 

營運開支 222 萬元 225 萬元 144 萬元 59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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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10 CIC/CTB/P/009/12 開辦建造業職業廣東話「培訓師」工作坊之建議  

委員會通過為建訓學院導師開辦上述工作坊，以

便稍後擔教供少數族裔人士修讀的「建造業職業

廣東話課程」。工作坊將以晚間兼讀形式進行，

每班人數 20 至 25 人。由於課程用於培訓員工，

故將由「僱員進修計劃」支付課程的 16,900 元總

支出。  
 

1.11 CIC/CTB/P/010/12 開辦「工料量度技術員助理班」之建議  

委員會接納為待業及有中五學歷的成年人開辦

上述課程，訓練期為 120 天，每班人數 20 人，

每學年開辦 2 班，學員津貼為每日 105 元，建訓

學院將需增聘一名臨時工料量度講師，連同訓練

費 用 及 學 員 津 貼 ， 每 年 兩 班 的 支 出 預 計 為

1,154,000 元。  
 

1.12 CIC/CTB/P/011/12 開辦晚間「電腦輔助繪圖員 (AutoCAD)訓練班」
之建議  

委員會通過開辦上述晚間課程，每班人數 20 人，
總課時 225 小時，學員成本約為 6,000 元，為吸
引更多人入行，建造業議會將補貼 50%成本，學
員只需繳交 3,000 元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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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13 CIC/CTB/P/012/12 升降機技工人力概況  

成員備悉升降機技工人力的概況。雖然近年新安

裝的升降機及電梯工程數目未有顯著增加，但卻

有大量現代化及硬件提升的項目進行中，及不少

機齡高的升降機需作出大型維修或更換，令有關

技工的需求增加。  

另委員會計劃在稍後召開工作坊，檢視現有土建
及機電培訓工作的成效和相關的統計數字，探討
需要加強和調撥的地方，特別是在管工方面的訓
練，並會因應發展局的要求，探討已提交立法會
討論的《升降機及自動梯條例草案》對有關人手
的需求。  
 

1.14 CIC/CTB/P/013/12 全日制課程的成本分析  

成員備悉 2008 年至 2011 年建訓學院全日制課程
的成本分析，每名畢業學員的總訓練成本由 2009
年逐年下降，但當中的直接訓練支出、非直接訓
練支出和間接支出的分配比例有需要重新整理。 
 

1.15 CIC/CTB/P/014/12 開辦木模板工 (土木工程 ) 、鋪地板工 (木地板 )、
竹棚工、金屬棚架工及普通焊接工技術的提升課
程之收費建議  

成員通過在指定的三個月期限內，凡報讀上述五

項提升課程的人士，均可免收學費，以收宣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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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效。至於三個月後的收費安排，則會視乎反應再

作跟進。  
 

1.16 CIC/CTB/WGHM/R/002/11 
& 

CIC/CTB/P/015/12 

文物建築保育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之會議記錄  
及資助僱主訓練學徒計劃小組委員會以傳閱文
件所作的決定報告  

成員接納上述工作小組的會議記錄和小組委員

會的傳閱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