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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2015 年第三次會議於 2015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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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者： 張孝威先生 (HWC) 主席 
 許少偉先生 (SWH)  
 黎志華先生  (CWLi)  
 伍新華先生 (LN)  
 陳修杰工程師 

 
(SKC) 
 

應用創新設計以提高建造安
全工作小組主席 

 馮宜萱女士 
 

(AF) 
 

升降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
責小組主席、貨車式起重機
工作安全工作小組主席 

 鄺超靈先生 
 

(VK) 工地安全事故非正式專責小
組主席 

 劉志健工程師 
 

(CKiL) 
 

安全施工程序檢討專責小組
主席 

 林達明先生 (TmL) 發展局 
 陳祖聲先生 (CSC) 香港建築師學會, 認可人士 
 伍榮發先生 (RNG) 香港保險業聯會 
 孝華夫先生 (SeH)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列席者： 陳祥興先生 (TsC) 勞工處 
 劉振文先生 (RdL) 屋宇署 
 劉賜添先生 (TyL) 房屋署 
 葉成林先生 (SYP) 房屋署 
 方立行先生 (JkF) 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局) 
 高振漢先生 (IK) 高級經理–建造業工藝測試 
 阮巧儀女士 (AaY) 經理–議會事務 
 梁淑炘女士 (SYLg) 經理–議會事務 
 劉淑娟女士 (SLau) 助理經理–議會事務 
    
    
    
缺席者： 周聯僑先生 (LKC)  
 黃仕進教授 (SCW)  
 黃君華教授 (FW) 工地整潔專責小組主席 
 胡偉雄先生 (WHWu) 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

地之工作安全專責小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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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強先生 (KKW) 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 
 黃惠民先生 (WMW) 香港保險業聯會 
 楊冠全博士 (WY) 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局) 

 
 

進展報告 
 

  負責人 
3.1 通過 2015 年 6 月 30 日舉行的 2015 年第二次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會議進展報告 
 
成員備悉進展報告 CIC/CSY/R/002/15，並通過 2015 年 6 月 30 日
舉行的上次會議之進展報告。 

 

  
 

 

3.2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第 2.12 項 
 

詳情於議程第 3.11 項報告。(跟進經驗分享－

新加坡借鑑考察團) 
 

 

 第 2.14 項  
 

該議程將於下次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2015
年第四次會議中報告。(跟進 2014 年建造業
的工業意外死亡事故報告)。 

 
 
 
 

 (請見議程項目 3.3 至 3.5 前討論的議程項目 3.6 至 3.11) 
 
 

 

3.3 擬修訂「流動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工作小組」的名稱及職權範圍 
 
(馮宜萱女士及葉成林先生於下午 4 時 10 分加入會議) 
 
阮巧儀女士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 CIC/CSY/P/015/15，內容關於「擬

修訂『流動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工作小組』的名稱及職權範圍」。 
 
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已於 2015 年 7 月 2 日舉行，經商議後，小組

成員建議把工作小組名稱修訂為「貨車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工作小

組」，並建議修訂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 
 
由於邀請了相關的機構加入工作小組(即是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

會），而運輸署的代表亦有所變更，故成員名單也已作出修訂。 
 
經商議後，成員同意把「流動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工作小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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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為「貨車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工作小組」，以及修訂其職權範

圍和成員名單。 
 
 

3.4 貨車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阮巧儀女士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 CIC/CSY/P/016/15，內容關於「貨

車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工作小組會議已於 2015 年 7 月 2 日、8 月 13 日及 9 月 14 日舉行，

為了讓小組成員對貨車式起重機有更深入的了解，不同部門的小

組成員就現行法例、吊機操作員的考牌及培訓、以及吊機的裝嵌

等以簡報形式進行分享及討論。小組成員就吊機操作員的現行培

訓和考牌提供一些改善建議，上述建議已交予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轄下課程專責小組的機械操作科課程顧問組探討實施的可能性。 
 
 
安全提示第 002/15 號－「貨車式起重機的安全－採購及裝配貨車

式起重機的考慮事項」，將於議程第 3.5 項討論。 
 
成員備悉貨車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高振漢先生 
 

3.5 安全提示第 002/15 號－「貨車式起重機的安全－採購及裝配貨車

式起重機的考慮事項」 
 
貨車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工作小組主席馮宜萱女士，向成員簡介文

件編號 CIC/CSY/P/017/15，內容關於「安全提示第 002/15 號－『貨

車式起重機的安全－採購及裝配貨車式起重機的考慮事項』」。 
 
現時沒有法例規管貨車式起重機(俗稱「貨吊」)的操作及裝嵌，此

安全提示旨在提醒貨吊擁有人及相關人士在採購及裝配貨車式起

重機時的要求，包括： 
 計劃採購貨吊時；  
 貨吊在本地的裝配及檢測； 
 貨吊在安裝後的獨立檢查及測試；及 
 貨吊使用前的法定要求。 
 
此外，貨車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工作小組將會在短期內預備多份的

安全提示，提供良好的作業守則以滿足建造業持份者的需要。 
 
張孝威先生同意馮宜萱女士的建議，認為在過去數月發生多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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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貨車式起重機的致命意外，在短期內發表安全提示有其急切性。 
 
經商議後，成員原則上確認安全提示第 002/15 號。 
 
[會後補註：委員會 2015 年第三次會議後，香港專業吊運聯會於

2015 年 9 月 29 日以電郵形式提交意見，貨車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工

作小組的相關成員與香港專業吊運聯會已於 2015 年 10 月 9 日舉

行會議，就安全提示第 002/15 號的意見及需作出修訂的地方作進

一步討論。修訂的安全提示第 002/15 號已於 2015 年 10 月 30 日發

表。] 
 
 

3.6 升降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阮巧儀女士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CIC/CSY/P/018/15，內容關於「升

降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工作小組會議分別於 2015 年 8 月 10 日、8 月 26 日及 9 月 10 日舉

行，討論《升降機槽工程安全指引：第 4 卷─建造工地升降機》

的草擬。討論的內容包括： 
 在結構牆上的留窿以承托吊運工字台的安排； 
 建造工地升降機的裝置步驟；以及 
 處理建造工地升降機工作的普遍危險。 
 
指引正在草擬中，預計於 2016 年初提交予專責小組檢視。 
 
成員備悉升降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3.7 應用創新設計以提高建造安全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阮巧儀女士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 CIC/CSY/P/019/15，內容關於「應

用創新設計以提高建造安全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中心) 已於 2015 年 8 月

在三個場地進行倒車射頻識別感應/警報系統測試，並收到一些意

見。 
 
此外，中心將於 2015 年 10 月完成多套安全帶緊扣感應系統的試

驗裝置，並會安排測試。 
 
成員備悉應用創新設計以提高建造安全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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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議程項目 3.8 前討論的議程項目 3.9) 
 
 

3.8 「工地安全體驗計劃2015」的工作進展 
 
阮巧儀女士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CIC/CSY/P/020/15，內容關於「工

地安全體驗計劃2015」的工作進展。 
 
為了提升更多大學本科生在建造業安全的意識，及為將來有志投

身建造業的學生裝備自己，議會與香港建造商會合辦「工地安全

體驗計劃 2015」，今年，共有 8 個來自建造業相關學系的 6 間大專

院校參加這個計劃。 
 
啟動禮已於 2015 年 8 月 27 日在馬灣的挪亞方舟舉行，發展局常

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工程師、建造業議會主席李承仕工程師、香

港建造商會副會長、健康與安全小組主席徐偉添先生擔任主禮嘉

賓，周聯僑先生及鄺超靈先生也有出席。 
 
當天，大約有 50 名來自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的學生參加第

一班的訓練課程，並已圓滿舉行，嘉賓和參與者都有很多正面的

回應。現正安排大約 8 班訓練課程予承諾參與的大專院校。 
 

訓練課程所提供的主要訓練內容如下： 
 明白個人防護裝備的運用及其重要性； 
 體驗高空工作； 
 透過團體合作克服挑戰； 
 透過建造過程去評估相關工作的危險性；以及 
 在團隊中計劃程序及分工。 
 
成員表示欣賞這個計劃，能夠提供一個很好的體驗予將來成為建

造從業員的大學本科生，讓他們知道建造安全的重要性。伍新華

先生、陳祖聲先生及劉賜添先生均表示，在建造業的設計階段需

將建造時的安全考慮，建議繼續聯絡港大及中大的建築系，游說

他們參加此計劃。 
 
成員備悉「工地安全體驗計劃 2015」的工作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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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工地安全事故非正式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工地安全事故非正式專責小組(非正式專責小組)主席鄺超靈先生， 
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 CIC/CSY/P/021/15，內容關於「工地安全事

故非正式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為了提醒建造業工人佩戴合適及有下頷帶的安全帽，建造安全海

報第002/15號－「佩戴安全帽小貼士」已於2015年8月13日草擬並

傳閱給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成員確認 (整合了非正式專責小組成

員的意見)。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成員於2015年8月27日作出少量的

修訂並確認建造安全海報第002/15號。建造安全海報第002/15號已

於2015年9月1日正式發表，並將呈交議會作參考。 
 
鄺超靈先生於會議上亦分享了一些從日本製造、可提供側面保護

的優質安全帽，價錢相宜，這款安全帽尤其適合工人在高空工作，

日本及台灣已普遍使用。 
 
勞工處陳祥興先生同意佩帶適當及有下頷帶的安全帽的重要性，

勞工處將會檢視宣傳刊物。 
 
經商議後，成員對鄺先生介紹的安全帽表示欣賞，專責小組成員

期後或需對安全海報的內容作出檢視。鄺超靈先生將會與勞工處

商討有關側面保護的安全帽的建議。 
 
成員備悉工地安全事故非正式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陳祖聲先生於下午2時50分加入會議) 
(伍新華先生於下午3時正加入會議) 
 
 

 

3.10 「安全施工程序檢討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安全施工程序檢討專責小組主席劉志健工程師，向成員簡介文件

編號 CIC/CSY/P/022/15，內容關於「安全施工程序檢討專責小組

的工作進展」。 
 
「香港建造業安全施工程序籌備指引(針對已識別出的三個高風險

項目)」顧問服務的標書文件已經擬備，並正進行招標事宜，顧問

服務預計於 2015 年底或 2016 年初展開。 
 
此外，顧問研究督導小組的成員名單已更新，督導小組的主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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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監察獲委任顧問的進展及審核將由日後顧問所提交的項目成

果 
 
成員備悉安全施工程序檢討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3.11 經驗分享 – 新加坡借鑑考察團 
 
梁淑炘女士代表建造業議會於2015年3月23至27日參加由職業安

全健康局和WSH Council合辦的新加坡基建工程及設計安全標準

借鑑考察團，並與成員進行經驗分享。 
 
考察團包括一連串建造安全及健康的課堂理論和應用、以及多個

實地考察，藉此深入了解新加坡建造業於職業安全與健康方面的

優良管理和推行。 
 
成員對新加坡整體安全政策架構、建造業意外死亡率、風險管理

2.0、bizSAFE計劃、安全設計、建造安全入門課程和工地項目(隧
道工程、樓宇工地及兩個鐵路相關的基礎設施項目)表示欣賞。 
 
有些成員建議檢視「綠卡」訓練課程的內容及時數，。阮巧儀女

士報告，議會現時與職業安全健康局及勞工處檢視現行的「綠卡」

的課程內容，並預計於2016年公布。高振漢先生也報告，建造業

訓練委員會已經批准取消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課程的多媒體自學

教材，這意味著所有專業人士也需要出席「綠卡」課程。 
 
經商議後，張孝威先生總結，檢視「綠卡」課程是一個持續長時

間的過程，歡迎成員就「綠卡」課程的內容給予意見，並交予相

關委員會及秘書處跟進。 
 
 

 

3.12 經驗分享 – 第 31 屆國際職業衛生大會(韓國) 
該議程將於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2015年第四次會議中報告。 
 
 

 

3.13 經驗分享 – 英國職業安全及健康學會年度研討會及展覽 2015 
 
該議程將於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2015 年第四次會議中報告。 
 
 

 

3.14 其他事項 
(i) 沙田訓練場的「安全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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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巧儀女士就議會建議在沙田訓練場興建新的「安全訓練中

心」」進行簡報。 
 
經商議後，有些成員對於是次議會與其他公司的合作模式表

示有所保留。並要求議會秘書處作出檢視及跟進。 
 

[會後補註：會議後，議會秘書處已將成員的關注及提出的

考慮要點作出檢視及跟進。] 
 

(伍榮發先生於下午 5 時 50 分離開會議) 
(黎志華先生於下午 5 時 53 分離開會議) 
(馮宜萱女士及葉成林先生於下午 5 時 55 分離開會議) 

 
(ii) 2014 年建造業的工業意外死亡事故報告 

 
該議程將於下次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會議 004/15 中報告。 

 
(iii) 建造業安全體感及訓練中心(第一期) 

 
梁淑炘女士向成員匯報有關建造業安全體感及訓練中心(第
一期)的工作進展。 

 
秘書處使用徵求意向書為替代方案，但只收到一間公司回

標，因而未能進行第二階段的招標程序。 
 

經商議後，成員同意試用另一個替代方案(即聘請外國專業

的體感設備供應商)，嘗試為是次項目的體感訓練儀器進行

設計和安裝。 
 

此外，建議可考慮成立專責小組，以便該項目有更整體的計

劃。 
 
 

3.15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定於 2015 年 12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在香港
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聯合鹿島大廈 15 樓 1 號會議室舉行。 
 
[會後補註：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2015 年第四次會議將重新安排於
2015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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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別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6 時 10 分結束。 
 
 
 
議會秘書處 
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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