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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介紹新任成員及通過上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由於上任主席余惠偉先生請辭，議會提名潘嘉宏先生出任環境及
技術委員會的主席。主席感謝余先生對委員會事務盡心盡力，貢
獻良多。
主席歡迎以下新成員加入委員會:
i.
ii.
iii.
iv.

陳耀東先生
黃仕進教授
朱沛坤工程師
林秉康先生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R/001/13，並通過 2013 年 1 月 17 日
(星期四) 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聯合鹿島大廈 15 樓建造業
議會舉行之上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2.2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2.2.1

建築材料產品認證
(上次會議進展報告第 1.2.2 項)
由於是次委員會會議議程項目眾多，此議程項目將於下
次會議討論。

2.2.2

為生產混凝土及水泥沙漿而進行的河砂替代品研究計劃
(第一階段)
(上次會議進展報告第 1.3 項)
議會核准研究報告並同意出版報告。該報告可於議會網
站下載。

2.2.3

為生產混凝土及水泥沙漿而進行的河砂替代品研究計劃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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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會議進展報告第 1.3 項)
有關事宜於議程項目 2.5 下討論。
2.2.4

實施碳標籤計劃之建議
(上次會議進展報告第 1.4 項)
有關事宜於議程項目 2.6 下討論。

2.2.5

預製及組合式建築方法策略應用工作小組 (第一階段)
(上次會議進展報告第 1.8 項)
議會核准研究報告，而有關報告只供內部參考。

2.2.6

預製及組合式建築方法策略應用工作小組 (第二階段)
(上次會議進展報告第 1.9 項)
有關事宜於議程項目 2.8 下討論。

2.2.7

香港建造商會的報告 – 香港建造業願景 2020
(上次會議進展報告第 1.10 項)
有關事宜於議程項目 2.4 下討論。

2.3

香港建造商會的報告 – 香港建造業願景 2020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0/13。
[余錫萬先生於此時加入會議。]
秘書處向成員簡報，策略規劃指導委員會請相關委員會檢討願景
2020 的有關項目，以考慮議會會否對報告中的任何建議採取行
動。
余錫萬先生代表香港建造商會環境委員會，簡報香港建造商會的
報告 - 香港建造業願景 2020 有關環境及天然資源的部分如下:
1. 報告旨在為建造業提供發展路線圖，而環境及天然資源的部
分主要集中兩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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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護環境，減少使用能源。
(b) 鼓勵及奬勵創新措施以提高能源效益。
2. 余先生闡述報告提出有關以下兩方面的建議及目標:
(a) 碳、清新空氣及節能。
(b) 廢物管理。
經仔細討論後，成員的主要意見摘要如下:
1. 報告提出的倡議及基準，對香港建造業來說是一個好開始。
成員備悉議會大致正採取與提倡的建議相類似的行動。
2. 報告可包括建造創新、前線員工福利及保健、循環再用建築
物料、減少使用並循環再用天然資源。
3. 建造商會表示，報告訂立的目標只是冀望，並沒有就此進行
有力的研究探討目標是否可以達成。
4. 建造商會表示，除文意另有訂明，目標的基線一般是根據本
年的數據。
5. 就報告提出的倡議，環境及科技委員會並沒有附加提議。
[余錫萬先生於此時離席。]

2.4

為生產混凝土及水泥沙漿而進行的河砂替代品研究計劃 (第二
階段)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1/13。
[利益申報: 吳兆堂教授申報，香港大學就此項目呈交標書，而

他正在港大工作。主席表示，此乃單一招標，並不涉及甄選投標
者，所以請吳教授留下繼續會議。]
秘書處重申，為加快研究進度並使兩個階段研究能一致持續，議

4

CIC/ENT/R/002/13
負責人
會原則上同意就第二階段研究採用單一招標，但須視乎環境及技
術委員會的建議。故邀請香港大學關國雄教授就此提交建議書。
第二階段研究的建議目標為:
a. 根據歐洲、英國及中國現行的標準，為沙漿集料草擬本地
建造標準;
b. 研究細料土含量對混凝土的影響，訂定最佳及可容許的細
料土含量，為混凝土細集料草擬一般準則;
c. 研究細料土含量對各類沙漿的影響，訂定最佳及可容許的
細料土含量，為各類沙漿集料草擬一套規格，並為人工砂
的分類訂定一套規則;
d. 就以壓碎及加工廢玻璃的方式為沙漿再造集料，研究其可
行性; 及
e. 就以壓碎及加工舊混凝土的方式為混凝土及沙漿再造集
料，研究其可行性。
由於以下原因，建議以單一招標委託港大進行第二階段研究:
a. 業界對內地限制供應河砂持續關注，因此需加快研究過程;
b. 維持第一階段研究及第二階段研究的一致性;
c. 港大關國雄教授對河砂替代品有深入認識，而他在第一階
段研究提出的建議亦深受成員認同;
d. 與議會以往研究/顧問研究比較，港大就 12 個月顧問服務所
建議的費用合理。
成員確認:
a. 第二階段研究建議書;
b. 以單一招標委託港大進行第二階段研究; 及
c. 討論文件訂定的預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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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實施碳標籤計劃之建議書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2/13。
[黃天祥工程師於此時加入會議。]
[利益申報: 吳兆堂教授申報，香港大學是建議書中提到的參與

機構之一，而他正在港大工作。主席邀請吳教授留下會議以更清
楚解釋建議書。]
香港綠色建築議會主席黃天祥工程師及香港大學吳兆堂教授解
釋實施建議書如下:
1. 將由議會、香港綠色建築議會、香港認可處及香港大學
共同努力推行建議之實施計劃;
2. 建議之計劃包括培訓、審核及認證程序;
3. 建議將議會的碳標籤計劃融合香港綠色建築議會的綠色
建築產品標籤計劃及綠色建築認證評估制度。
黃工程師解釋，議會及香港綠色建築議會會各自推行「碳標籤」
及「綠色建築產品標籤」。
部分成員仍擔心業界從業員或會混淆兩間機構運作的計劃，因為
這兩項計劃的認證性質頗為相似。黃工程師及秘書處解釋，此項
實施計劃訂於 2013 年第三季展開，如要由同一間機構發出兩種
標籤，需就知識產權方面作長時間討論，會嚴重拖延推出計劃的
時間。
經仔細商議後，成員確認實施計劃建議書，並建議秘書處記錄業
界對實施計劃的回應。
[黃天祥工程師於此時離席。]
2.6

香港建造業績效表現報告 2001 – 2011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3/13。
環境及技術委員會指示，需為秘書處計算的主要績效指標進行獨
立檢核，並委任 Rider Levett Bucknall (RLB) Limited 核實主要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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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指標的計算。
秘書處表示經 RLB 核實的報告會上載至議會網頁讓公眾查閱。
報告展示過去 11 年 (2001-2011) 建造業在生產力、健康與安全
及人力方面的表現。
秘書處會按成員對一些專門術語的意見修訂報告。
2.7

預製及組合式建築方法策略應用 (第二階段)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4/13。
根據第一階段研究的意見，環境及技術委員會在其上次會議決定
深入研究四個主要範圍:
a) 人手 - 任何節省人手的方法、對現時勞工市場的影響及吸
引新血入行的成效;
b) 本地工場 - 研究在香港設置預製工場的條件，以及其對比
內地相同工場的競爭力;
c) 種類 - 在其他種類樓宇構件擴大應用範圍的機會，以及垂
直定位方面的其他技術方法，如減少依賴塔式起重機;
d) 範圍 - 於結構建築構件採用預製建築的機會。
建議之進一步研究分為兩個階段進行:
a) 第二階段研究目的包括:
i.

研究在香港設置預製工場的可行性及設置條件;

ii.

就在香港設置預製場以更廣泛採用預製建築方法，研究
改善建造人手情況的機會。

b) 第三階段研究目的包括:
i.

探討新預製構件及預製機會，並再探究對常在建造工地
即場建造的部件採用預製方法。

ii.

探討有關預製構件的垂直定位新技術，如在工地定位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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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依賴塔式起重機。
經仔細討論後，由於部分成員第一次出席環境及技術委員會會
議，不完全明白第一階段研究報告所建議的理由，以及上次委員
會會議決定進一步研究的範圍，故主席提議秘書處簡報第一階段
研究報告及上次委員會會議討論的結論，並在下次會議進一步討
論有關事宜。
2.8

本地建造標準 - 由英國標準轉移至歐洲規範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5/13。
秘書處重述，一些有關結構設計的英國標準已於 2010 年 3 月撤
銷，現正轉移至歐洲規範。目標是在 2015 年於土木工程結構設
計中全面採用歐洲規範。故此，發展局邀請議會就以下設計指引
文件中更新/新加部分的節錄提供意見:
-

路政署的《道路及鐵路結構設計手冊》
渠務署的《雨水渠務技術手冊》
渠務署的《污水渠設計手冊》
水務署的《土木工程設計手冊》
土木工程拓展署的《斜坡工程結構設計指引》

發展局解釋，這些設計指引文件是根據歐洲規範草擬，主要改變
為更新規範準則及物料性質。
上述有關歐洲規範的設計指引文件已於 2013 年 3 月 1 日以電郵
傳閱成員，但成員在會議前及會上也沒有提出意見。
2.9

實施建築資訊模型路線圖工作小組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6/13、CIC/ENT/P/017/13 及
CIC/ENT/P/018/13。
秘書處擬備報告初稿，包括採用模型的推動力及挑戰、好處、策
略性實施路線圖等題目，並提議 8 個主要範圍的措施。工作小組
成員普遍認為報告初稿的內容妥善及全面，但需按工作小組成員
的附加意見作出一些修訂。經修訂的報告初稿不久將傳閱工作小
組成員，徵詢進一步的意見。
工作小組正落實實施建築資訊模型的路線圖，其中兩項主要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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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a. 成立一個新的專責小組，制定業界標準/規格/慣例/參考文件
讓業界跟從;
b. 對採用建築資訊模型持觀望態度或剛開始採用模型的業界持
分者推廣建築資訊模型。
成員建議邀請以下機構參與工作小組以擴大工作小組成員名單:
1. 發展局
2. 香港機電工程商聯會
3. 香港建築業承建商聯會
就上述行動(a)項，已成立新專責小組，並於 2013 年 4 月 17 日
舉行了第一次會議。
就上述行動(b)項，建議如文件編號 CIC/ENT/P/018/13 所述，
出版一份新刋物作發佈建築資訊模型的消息及宣傳模型，並提供
議會就模型方面的最新工作進展。
成員確認建議之刋物但須作以下修訂:
議會秘書處
1. 將刋物的名稱由「起動」改為「便覧」
。
2. 出版前先撰稿。

2.10 監察建築廢料運送方面應用無線射頻科技、全球衞星定位系統及
傳感器科技的設計大綱專責小組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9/13。
通過專責小組會議及隨後的小組討論，弄清了業界的意見及需
要。成員同意專責小組的重點應是「如何」方便建造業採用這些
現成可用的技術。因此，期望專責小組能:
a. 制定解決方案的應用範圍;
b. 生產解決方案原型，並在工地進行測試;
c. 準備解決方案的指引/參考文件/單一規格及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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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工地測試解決方案原型，並暫訂在
2013 年 5 月開始測試，但有待確定。
為方便實施，從技術角度來看，建議以下各項:
1. 為整體香港建造業制定建議解決方案的標準/系統規格，以免
同一輛貨車安裝多於一個系統;
2. 雖然有源無線射頻科技的表現最好，但使用此科技或會對有
源無線射頻標籤及接收器構成壟斷;
3. 採用半源無線射頻標籤 (而非有源無線射頻標籤)，以免專有
解決方案，並讓更多方案供應者進入市場。不過，或需解決
一些技術問題，而有關問題可在工地測試時發現;
4. 使標準/系統規格與現時主要用家 (如香港房屋委員會) 的規
格一致。
2.11 其他事項
a. 2013 年建造業議會研討會主題為「建造業新領域：科技及生
產力」
，並訂於 11 月 29 日舉行。 會邀請本地及海外專家就
通過最新科技及新建築方法提高生產力方面，分享經驗及意
見。建築資訊模型將會是研討會的主要題目。另外，無線射
頻科技、預製及組合式建築，以及其與建築資訊模型交互應
用等題目，亦會在研討會討論。
2.12 2013 年下次會議暫定日期
2013 年 7 月 3 日下午 2 時 30 分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聯合
鹿島大廈 15 樓建造業議會舉行。
至此別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5 時 30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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