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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過於 2016 年 11 月 25 日舉行的 2016 年第 4 次環境專責委員會
會議的進展報告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V/R/004/16，並通過 201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舉行的環境專責委員會上次會議之進展報告。

1.2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劉偉良先生向成員報告下列四項事宜的最新進展：
議程項目
第 4.2 項

有關麥肯鍚中期報告的最新進展，已於議程
項目第 1.6 項中作出報告。

議程項目
第 4.3 項

有關「應用香港預製組件工場的可能性之調
查 - 調查報告」
，已於議程項目第 1.7 項中作
出報告。

議程項目
第 4.6 項

有關「更有效利用混入火山灰提升混凝土的
最終強度以推行香港建造工程的可持續性發
展」研究項目，議會秘書處已安排香港混凝
土學會於 2016 年 12 月 22 日向發展局轄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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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技術督導委員會就此報告。混凝土技
術督導委員會成員歡迎研究的結果，並建議
當局促使香港混凝土學會於修訂一般規格前
收集更多工地數據，以作核實結果。香港混
凝土學會將會草擬工地數據核實計劃，並於
2017 年 3 月 8 日前將該計劃呈交予混凝土技
術督導委員會，以供討論。議會秘書處將於
下次會議上報告進展。
議程項目
第 4.7 項

議程項目
第 4.9 項

議程項目
第 4.10 項

有關「在香港推行低碳高層樓宇的可行性」
研究項目，議會秘書處已於 2017 年 2 月 27
日收到香港大學（港大）經修訂的草擬摘要
報告。港大正在進行詳細的學術檢討，以落
實整份草擬報告。經與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
進行討論後，議會秘書處將會傳閱草擬摘要
報告，以供成員審閱及提供意見。
有關研究事務專責小組報告的最新進展方
面，成員備悉十二個先前已獲撥款的環境及
可持續發展研究項目的最新進展。議會秘書
處亦已識別若干研究項目，該等研究項目可
應用於麥肯錫中期報告所列的建議中，而麥
肯錫中期報告於議程 1.6 項報告。議會秘書處
亦會更新十二個先前已獲撥款的研究項目進
度，並於每次環境專責委員會會議上向成員
報告，以供知悉。
有關 2017 年暫定工作計劃及預算，已於議程
1.9 項報告。

（吳兆堂教授於下午 2 時 46 分加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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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將回收再用的木模板加入輕、熱絕緣的水泥粘結花板
理大的潘教授報告「將回收再用的木模板加入輕、熱絕緣的水泥
粘結花板」的研究項目。
對香港堆填區而言，廢舊木模板等的非惰性建築廢物實屬一個巨
大的負擔。研究項目目的是為將回收再用的木模板加入水泥粘結
花板發展一個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建造業將該等結花板用於建築
業的天花板、間隔牆、護牆板等。理大建議，發展方向是將生產
該等結花板工業化，以降低生產成本。

（黃明華先生與鄧啓恩先生於下午 3 時 15 分離開會議）
1.4

管理及減少香港建築和拆卸廢料的策略專責小組及其顧問服務的
工 作 進展
理大向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報告「就管理及減少香港建築和拆卸
廢料的策略提供顧問服務」的顧問服務。
余錫萬工程師向成員簡報文件編號 CIC/ENV/P/001/17，當中有關
「管理及減少香港建築和拆卸廢料的策略專責小組及其顧問服務
的工作進展」。
管理及減少香港建築和拆卸廢料的策略專責小組已於 2017 年 1
月 19 日舉行 2017 年第一次會議，理大列席該會議，並向策略專
責小組成員報告顧問項目，包括︰
- 對本地法定以及海外政策及措施的學術檢討；
- 建議管理及減少建築廢料的策略及措施；
- 香港非惰性建築廢物組成的實地拍攝調查的可行性研究；
- 進行非惰性建築廢物組成研究的方法（上游法或下游法）；
- 方法的服務規格；及
- 整體建議。
成員均同意，策略專責小組 2017 年第 1 次會議原則上同意顧問報
告的最終草稿，惟須待環境專責委員會的最終意見，方可作實。
經仔細考慮後，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原則上確認最終草擬報告，
惟需稍作修訂，以反映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的意見。環境專責委
員會成員同意策略專責小組應繼續按理大所提出的建議進行研究
的第 2 階段。為繼續進行研究，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要求策略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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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小組於提呈最終草擬報告予議會批准前，訂立報告內提出的建
議之先後次序及分類（例如政府鼓勵業界採用的政策及獎勵措
施、促進本地回收及預製行業以及分類設施的發展等）
。同時建議
於報告刊發後舉辦討論工作坊，發佈報告結果。

秘書處

（理大代表於下午 3 時 40 分離開會議）
1.5

改革綠建環評 - 新建建築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董事局的周家明博士向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簡
報改革綠建環評 - 新建建築 2.0 版。
經仔細考慮後，同意議會秘書處將於會後傳閱草擬綠建環評 - 新
建建築 2.0 版予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以供提供意見（如有）。
議會秘書處亦將於會後傳閱草擬綠建環評 - 新建建築 2.0 版（精
簡版）予管理及減少香港建築和拆卸廢料的策略專責小組成員，
以供提供意見（如有）。
周家明博士補充，綠建環評 - 新建建築 2.0 版的召集人希望僅將
草擬綠建環評 - 新建建築 2.0 版文件傳閱予有需要人士，而非發
送予各成員的代表機構。
[會後備註︰議會秘書處已於 2017 年 3 月 16 日傳閱草擬綠建環評
- 新建建築 2.0 版予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以供成員提供意見（如
有）。其後，議會秘書處已於 2017 年 3 月 21 日傳閱草擬綠建環
評 - 新建建築 2.0 版（摘錄版本初稿）予管理及減少香港建築和
拆卸廢料的策略專責小組成員，以供成員提供意見（如有）。]

（陳家龍博士於下午 3 時 55 分離開會議）
1.6

麥肯錫中期報告的實施計劃跟進事宜的工作進展
劉偉良先生向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簡報文件編號
CIC/ENV/P/002/17，內容有關麥肯錫中期報告的實施計劃跟進事
宜的工作進展。
議會秘書處已於2017年2月22日傳閱麥肯鍚中期報告跟進事宜的
最新建議清單予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當中包括識別適用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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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研究項目，以供提出意見（如有）。
成員備悉麥肯鍚中期報告跟進事宜的最新清單，並要求議會秘書
處更新清單，以供成員於每次環境專責委員會會議上知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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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香港預製組件工場的可能性之調查 - 調查報告
劉偉良先生向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簡報文件編號
CIC/ENV/P/003/17，內容有關應用香港預製組件工場的可能性之
調查 - 調查報告。
議會秘書處於2016年12月1日將草擬的調查報告傳閱予環境專責
委員會成員，以供成員提出意見（如有）。於收到成員意見後，
米嘉道資訊策略有限公司（米嘉道）審閱調查報告及在此作出相
應修改。調查報告的最終草稿中英文版已於2017年1月24日以電郵
傳閱方式獲成員核准。草擬調查報告的最終版本將會於刊發前呈
交予議會，以供核准。
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經仔細考慮後同意，應按調查報告的結果進
行第二階段的應用香港預製組件工場的可能性之調查。議會秘書
處將會草擬第二期顧問研究的工作簡介，2017年的預算中已制訂
其預算，以供下次環境專責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第二期顧問研究
需涵蓋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 量化市場需要；
- 探討發展本地預製工場的重要因素；及
- 調查對現時本地勞工市場的影響。

（馬周佩芬女士於下午4時28分離開會議）
1.8

建造業議會可持續建築獎
李民超先生向環保專責委員會成員簡報文件編號
CIC/ENV/P/004/17，內容有關建造業議會可持續建築獎的目的、
框架及時間表。
建造業議會可持續建築獎計劃於2017年10月底舉辦，目標為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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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考慮建築項目要求、同時考慮到可持續發展性的組織、公司
及個人。
經仔細考慮後，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確認該獎項的框架。
[會後備註︰議會最高管理層及建造業議會可持續建築獎工作小
組於2017年3月27日進行會面，並同意於2018年第一／二季舉辦建
造業議會可持續建築獎。]
1.9

2017 年工作計劃及預算
李民超先生向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簡報文件編號
CIC/ENV/P/005/17，內容有關環境專責委員會2017年工作計劃及
預算。
工作計劃包括研究及制定麥肯鍚中期報告所列的建議清單的策略
發展方向、建造業議會可持續建築獎以及執行預製組件、建築和
拆卸廢料的第二階段顧問研究。
經仔細考慮後，成員確認2017年工作計劃及預算。

（潘樹杰先生於下午5時正離開會議）
1.10

其他事項
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獲悉兩年一度的建造業議會可持續建築獎
2017。成員獲邀申請及協助向建造業宣傳建造業議會創新獎。
環境保護署的代表報告環境專責委員會成員下列最新消息︰建築
廢物處置收費計劃項下的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調整將會自 2017 年 4
月 7 日起生效。

1.11

暫定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定於5月23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在九龍灣建造業議
會零碳天地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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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別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5 時 03 分結束。

議會秘書處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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