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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通過上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CIC/ENT/R/001/12，並通過 2012 年 1 月 12 日
(星期四) 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聯合鹿島大廈 15 樓舉行之
上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2.2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2.2.1

外牆瓷磚黏合技術研究
在議程項目 2.8 下討論。

2.2.2

建築資訊模型工作組
在議程項目 2.10 下討論。

2.2.3

研究政策建議
在議程項目 2.5 下討論。

2.2.4

運送建築廢物的環境提示
每項項目的提示 (即「泥頭車的超載」及「運送建築廢
物時的整潔」) 均備有兩份設計草圖，並於會上呈閱，
供成員進一步發表意見及甄選。
附件A展示成員就「泥頭車的超載環境提示」所批核的
設計草圖；附件B則展示成員就「運送建築廢物時的整
潔環境提示」所批核的設計草圖。
秘書處表示，待議會隨後批准，便會印製及分發兩則提
示給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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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建議書 – 香港零碳建築之動態表現評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0/12。
研究員簡報研究建議書，並提出以下主要的建議研究交付:
- 特別為本地情況而制定的良好作業指引;
- 零碳建築的表現評估報告;
- 舉辦公開研討會，讓本地專業人員與國際能源署專家會面;
- 學術刋物;
研究員進一步解釋上述研究交付可有助:
- 預測零碳建築的表現;
- 提升實用樓宇能源表現評估方面的行業標準;
- 透過國際能源署網絡推廣議會的環保措施及香港的良好建造
作業
研究員向議會尋求撥款港幣 1,992,000.00 元以資助是項研究。
經商議後，成員的意見摘要如下:
1. 在零碳建築運作一段時間後，而建築內的系統已穩定並已作
微調，才展開研究;
2. 研究最好由議會主導，使研究範圍及成果能配合議會及相關
行業的需要;
3. 由議會定義所需研究範圍及制定研究的時間表會更恰當。
秘書處會將研究建議書呈交策略規劃委員會作進一步討論。

2.4

2012 年 2 月至 2014 年 1 月出任增補成員之建議提名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1/12。
委員會將委任新一屆增補成員，而建議之增補成員是來自:
i.
ii.

再度委任專責小組主席; 及
持份者機構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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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之增補成員及獲邀作提名的機構名單，已於 2012 年 2 月 29
日給成員傳閱，但沒有收到成員的意見。
由於張達棠先生婉拒出任研究事務專責小組的主席，現需物色新
一屆專責小組主席的替補人選，而香港測量師學會獲邀提名一位
增補成員。

議會秘書處

鑒於委員會的功能是推廣創新環保技術，主席建議待零碳建築董
事會成立後，擴大成員名單的邀請以包括零碳建築董事會成員。 議會秘書處

2.5

建立香港為本的建築物料碳標籤框架的研究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2/12 及 CIC/ENT/P/013/12。
首場諮詢論壇已在 2012 年 2 月 24 日舉行，並與持份者商討建議
之基準機制；同日舉行之第二場諮詢論壇則討論了有關實行策略
及措施的事宜。
香港大學將於 4 月呈交最後報告及摘要報告的初稿，並會於 6
月底完成兩份報告。

2.6

議會的研究政策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4/12。
經仔細討論後，成員的意見摘要如下:
1.

6.c.i 節 – 議會應每年兩次 (分別於 3 月及 9 月) 邀請各界
提交研究建議書，以助編制議會年度及中期財政預算計劃。

2.

6.c.iii 節 – 研究建議書的頁數限制應由 4 頁提高至 6 頁。

3.

6.e.i 節 – 研究進度時間表應作修訂為時限。

4.

7.d.v 節 – 應清楚列明所有由議會資助的項目 (無論是全數
資助或部分資助)，其知識產權屬議會所擁有。 如相關的知
識產權有部分是屬於該研究機構過往之非議會資助項目，議
會須與該研究機構逐次商討及協議知識產權的擁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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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原則上批核研究政策。 研究政策會根據成員的意見 (如上
所述)作修訂，並會於兩星期內傳閱成員作進一步檢討。待成員
進一步發表意見後 (如有)，秘書處會呈交政策予行政及財務委
員會審批。

2.7

議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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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5/12。
香港大學呈交第 2 號進展報告，展示從訪問不同機構收集的意
見，以及對未來發展路向的一些初步建議。
香港大學在不收取附加費用下，亦會進行一些非研究範圍所要求
的實驗室測試。
專責小組主席何偉華先生建議，與其進行全面研究為生產水泥沙
漿的各種河砂替代品制定標準或規格，專責小組不如更明確地專
注辨識其他可行的替代品，並分析其實用性、價格、質量、表現
及預期之市場採用程度。

2.8

採用預製及組合式建築策略工作組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6/12。
專責小組成員在 2012 年 3 月 9 日實地考察一所預製件工廠，以
了解及掌握現時預製場地的工作情況及環境。
秘書處報告，工作組主要集中討論使用預製及組合式建築的利與
弊，並期望再經兩次會議後便可開始草擬報告。
有成員提醒討論範圍不應只限於混凝土組合，也應討論機電及屋 採用預製及組
合式建築專責
宇設備的組合式建築。
小組

2.9

外牆瓷磚黏合技術研究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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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版研究文件，專責小組成員意見分歧。 經仔細討論後，文
件列出專責小組對出版兩份文件 (研究報告及參考文件)的意
見，並摘要如下:
參考文件
有關出版參考文件方面未能取得共識。 因為有些專責小組成員
認為無論文件的名稱如何，也令人覺得業界從業員需要跟從文件
的內容。
因此，成員建議委員會考慮「出版全份參考文件」或「完全不出
版參考文件」，並不應只出版部分文件。
研究報告
為總結研究及讓公眾參考研究結果，專責小組成員於會上大致同
意公開出版全份研究報告，因研究報告不會展現議會就有關題目
的任何立場。
就是否出版以下文件徵詢成員的意見:
-

全份參考文件;
全份研究報告

不過，經會上長時間討論後，成員的意見仍然分歧，故在下次環
境及技術委員會會議時會再作討論。

2.10 從英國標準轉移至歐洲規範的最新報告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8/12。
發展局表示，現時的轉移計劃只限於設計階段的標準，未有計劃
轉移物料及進行測試的標準。
但，發展局知悉使用物料的設計規格或需因轉移而調整，並稱政
府化驗所現正就採用歐洲規範的影響，進行檢討。
主席建議，議會應正式向發展局發出備註，闡述業界對轉移的憂
慮，特別是於建造階段採用歐洲規範的要點。 此外，亦應建議 議會秘書處
發展局與業界共同制定轉移的路線圖，以確定政府的轉移計劃。
基於轉移對業界的重大影響，成員建議於未來的環境及技術委員
會會議加入此項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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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原則上同意公開出版最新報告並包括發展局隨後提出的有
限意見。
秘書處表示，待議會隨後批准，便會進行出版。

發展局

議會秘書處

2.11 建築資訊模型工作組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19/12。
上次會議中，成員建議擴大小組成員的邀請名單。 文件列出最
新的成員機構及其相關提名。
成員批核建議之工作小組成員名單。

2.12 港幣 2,500 萬元之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的研究成效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20/12，以及會上呈閱之大學與產
業合作計劃的行政報告。
會上尋求成員支持，以鼓勵學術界與商界多加合作，促使實務為
本研究的發展，並迎合業界的需要。是項計劃正是邁向攜手合作
的一個例子。

2.13 其他事項
不適用。
2.14 2012 年下次會議暫定日期
2012 年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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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樓建造議會總部舉行。
至此別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5 時 30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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