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C/CMT/P/029/17
(討 論 文 件 )
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2017 年第二次會議於 2017 年 4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在九龍觀塘駿業街 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
會議室舉行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2017 年第二會議之討論摘要：
議程項目
2.1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CIC/CTB/R/001/17 通過上次會議進展報告
成員通過 2017 年 1 月 25 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2.2

CIC/CTB/R/001/17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議程項目 1.2.1 項 –就應對無故缺席測試考生的措施，工藝測試專責小組已同意將無故缺席考
生的評分定為零分，如有關考生如於一年內再次報考，需要支付附加費，分別為中工測試 400
元及大工測試 800 元。

2.3

CIC/CTB/P/015/17 2018 年全日制課程學額編制之建議
(討論文件)
成員通過在 2018 年提供 812 個常規成年人短期課程的學額、4,090 個成年人短期課程–強化工
種的學額、75 個與懲教署合辦短期課程的學額、640 個基本工藝課程的學額、301 個監工/技術
員課程的學額及 120 個強化建造業監工/技術員訓練計劃(9+6)的學額，全日制課程的總學額為
6,038 個，比去年學額多約 5%，預計畢業人數為 4,366 人。成員並通過在上水訓練中心加設兩
組水喉課程，及增聘兩名水喉科導師，以兩年制有限期合約聘用。

2.4

CIC/CTB/P/016/17 2018 年兼讀制課程學額編制之建議
(討論文件)
成員通過在 2018 年共提供 92,400 個兼讀課程的訓練學額，當中技術提升課程佔 12,166 個、專
門技術及管理課程佔 6,593 個、安全訓練課程佔 66,446 個、與機械操作測試有關的證書課程佔
6,620 個、為個別院校定期開辦的特約課程佔 500 個，及非定期性開辦的特約課程佔 75 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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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學額較去年學額多約 4%。

2.5

CIC/CTB/P/017/17 「合作培訓計劃」2018 年度培訓名額及財務預算
(討論文件)
由於新的合作培訓計劃｢建造技工合作培訓計劃｣將於 2017 年中展開，有助推高參加計劃的人
數，因此成員同意培訓半熟練技工的合作培訓計劃，在 2018 年的總培訓名額可增加至 2,500
個，當中｢建造技工合作培訓計劃｣佔 1,000 個、｢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佔 1,100 個、｢承建商合
作培訓計劃-機電行業｣佔 400 個；而培訓熟練技工的｢進階工藝培訓計劃-先導計劃｣，在 2018
年共提供 800 個培訓名額，包括｢系統性在職培訓｣名額 300 個及｢技術提升課程｣名額 500 個。
成員並通過合作培訓計劃在 2018 年的財務預算。

2.6

CIC/CTB/P/018/17 培訓及發展重組架構之建議
(討論文件)
成員備悉建造業議會培訓及發展顧問研究的簡報，並接納顧問建議的培訓發展策略、相關的管
理架構及建造業訓練委員會的管治架構等。有關策略包括發展職業教育及訓練，以提供全面的
知識、專業操守、教育和工藝技術培訓，並引進資歷架構；建立更系統化和多元化的持續發展
課程，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營運，提升建造業從業員的知識及技術；從工藝測試發展至資格認證，
以確立議會在認證建造業資歷上的權威；及提升合作培訓計劃的效益和發掘其他與業界合作的
契機。但有成員認為議會培訓的重點應放在工藝培訓，而非職業教育，而建議中的資格認證不
應影響已取得大工資格的工友。至於管理架構，有代表工會的成員對此項建議有保留；對於建
訓會的管治架構，有成員認為課程顧問的組合太着重僱主的參與，建議應該增加工人代表的數
目。

2.7

CIC/CTB/P/019/17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2018-2022 年的工作計劃
(討論文件)
成員接納建訓會在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間的工作計劃，包括常規性的工作，如培訓(本部及合
作培訓)、工藝測試、資助計劃、人力研究等，及其他不定期的專案工作。成員並悉如稍後有
關培訓及發展重組架構之文件獲得通過，建訓會的整體工作計劃在稍後將有改變。

2.8

CIC/CTB/P/020/17 與明愛社區書院合辦毅進文憑課程
(討論文件)
由於毅進文憑課程對完成中六的學生有一定的吸引力，議會若能透過與獲認可的院校合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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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短時間內提高議會在市場的曝光率及滲透率，有助開拓新渠道招募學員，因此成員通過議會
與有提供毅進文憑課程的明愛社區書院合辦有關課程，提供選修科目群組｢建造業人才訓練｣
的兩個選修科目，分別為｢香港建造業概述｣及｢土木及屋宇建造基本工藝｣，並與有關書院簽署
服務合約，及為修讀此毅進文憑課程的學員提供免費的國內考察團，費用由明愛交予議會的學
費支付，而成功修畢此課程的學員可優先報讀議會的監工/技術員課程。

2.9

CIC/CTB/P/021/17 開辦全新「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進修課程」
(討論文件)
為協助非活躍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RMWC)符合申請續期或重新註冊的豁免安排，而無需就相
關小型工程項目提供工作證明，成員通過開辦日間兼讀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進修課
程」及其課程內容，課時共 9 小時，每班最多 30 人，學員出席率需達 100%和通過課程評估才
會獲發證書，每名學員收費 1,000 元。

2.10

CIC/CTB/P/022/17 增辦一項「進階工藝培訓計劃–先導計劃」(平水工技術提升課程)
(討論文件)
由於平水大工測試的成績未如理想及未有工會可為平水科半熟練工人提供技術提升課程，成員
通過在｢進階工藝培訓計劃-先導計劃｣下增辦一項平水工技術提升課程，幫助有關工種工友通
過大工測試。成員並接納建議的課程內容、評核準則及總預算支出。

2.11

CIC/CTB/P/023/17 增加「強化建造業人力訓練計劃木模板班」的鋁模板訓練之建議
(討論文件)
為協助有意加入模板行業的新人在完成｢強化建造業人力訓練計劃木模板班｣後，有足夠能力同
時應付現今木模板及鋁模板行業的需求及運作，成員通過增加前述課程的鋁模板訓練，而訓練
天數將由原先的 95 天增加至 105 天，成員並同意增加 80 萬元以購買及安裝 3 組鋁模板，以及
相關的訓練工具和設施。

2.12

CIC/CTB/P/024/17 2015-2016 年度僱主及學員滿意度報告
(討論文件)
議會繼續就僱主對畢業學員之工作表現及畢業學員對議會提供之課程進行滿意度研究調查，涵
蓋日期由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課程包括全日制課程及合作培訓計劃。僱主對全日制課
程及合作培訓計劃畢業學員工作表現的評價正面，整體評分滿意及非常滿意分別超過 84%及
95%，超出建訓會所訂的整體滿意度 80%的指標。至於畢業學員對議會提供的全日制程及合作
3

CIC/CMT/P/029/17
(討 論 文 件 )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培訓計劃亦有正面的評價，整體滿意度分別 95%及 89%，前者評分與去年相若，後者則較去年
上升 6%。成員接納管理人員根據有關調查結果建議的改善措施，包括繼續舉辦畢業學員分享
會、安排地盤參觀、邀請畢業學員參加年度建造業議會校友魯班晚宴、加強進行僱主探訪等活
動。

2.13

CIC/CTB/P/025/17 開辦「建造文憑課程」之建議
(討論文件)
為清晰界定基本工藝課程的定位，及特別為具備中六學歷的年青人提供工藝訓練，以裝備他們
成為知識型技工並可持續向上發展成為行業管理人，成員通過開辦｢建造文憑課程｣，讓入讀人
士掌握一項建造工藝技術及通過相關的中工測試，並同時學習基礎工程管理知識。課程為一項
全日制課程，訓練天數共 270 日，預計於 2017 年 9 月開辦。課程將提供四個主修科目，包括
批盪鋪瓦、金工、細木及油漆，學員在課程以外必須完成 30 小時義工服務及 60 小時運動訓練
才可畢業，每班學員人數 20 人，並由上水訓練中心及九龍灣訓練中心同時各開辦四科合共提
供 160 個學額，有關學額將從基本工藝課程的 640 個學額內調撥。課程的學員津貼與基本工藝
課程學員津貼(2016 年 9 月開班的津貼為每月 3,150 元)看齊。
成員又同意議會增聘 2 名平水科工藝導師，有關員工支出連同學員到 IVE 修讀第一年日間兼讀
制基礎課程文憑(工程)的學費，以 160 名學員計算，學費每年約為 288 萬元，兩項支出將包括
在 2017 年的修訂預算內。如學員畢業後簽訂學徒合約及繼續修讀第二年日間/夜間兼讀制基礎
課程文憑(工程)，在完成有關課程後，可獲議會全數資助該第二年學費，以 160 名學員計算，
學費每年約 176 萬元，有關支出將包括在 2018 年的預算內。成員亦同意由 2017 年 9 月開始，
建造監工/技術員課程只接受具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五科成績達第二級或以上，包括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及數學或同等學歷的人士申請。

2.14
至
2.18

CIC/CTB/P/026/17
至
CIC/CTB/P/030/17
(參考文件)

合作計劃專責小組會議的討論摘要 (2017 年 2 月 14 日第一次會議) 、工藝測試專責小組會議
的討論摘要(2017 年 3 月 8 日第一次會議) 、課程專責小組會議的討論摘要 (2017 年 3 月 8 日
第一次會議) 、機械操作工作小組會議的討論摘要(2017 年 2 月 16 日第一次會議) 、實施修訂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督導小組會議的討論摘要(2017 年 2 月 23 日第一次會議)
成員知悉專責小組/工作小組/督導小組在上述會議上議決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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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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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CIC/CTB/P/031/17 培訓課程/計劃及測試輪候時間和數據
至
成員備悉成年人全日制短期課程、工藝測試及機械操作資歷證明課程及測試之輪候時間列表、
CIC/CTB/P/034/17
透過資深工人註冊安排和工藝測試成為工種註冊工人的圖表，以及進階工藝培訓計劃-先導計
(參考文件)
劃的培訓統計數據。
其他事項

「新合作培訓計劃」之修訂建議
成員接納兩項對新合作培訓計劃之修訂建議，分別是 (i) 修改向學員發放津貼的安排，由原先
在僱主提交工資單後，議會直接向學員發放津貼，改為由僱主代議會先行向學員發放學員津
貼，其後再向議會申請發還，避免延誤學員津貼的發放；及 (ii) 修改學員參與跟進培訓的安
排，由原先每月舉行兩次半天的討論會，改為每月舉辦一次一整天的討論會，以增加討論時間
和減省學員往返時間。
議會建工網
成員知悉為了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及避免重覆使用資源，議會建工網將在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暫
停，而有意從事建造業的求職人士可使用勞工處的｢互動就業服務｣網站內增設的｢建造業空缺
專頁｣。
有關培訓專業技術工人事宜的來信
對於有建築公司來函，提出要投放更多資源有系統地培訓熟練技工的意見，成員表示現時議會
已推行進階工藝培訓計劃，但仍會積極從多方面考慮以滿足業界的需求，並請管理人員草擬回
覆。
報考大工測試的工作年資的要求
工藝測試專責小組將跟進報考大工測試人士須具備最少四年相關工作經驗的要求。

註 : 在建造業訓練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的上述文件，可應議會成員要求由議會秘書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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