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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營商專責委員會
建造業營商專責委員會 2021 年第 3 次會議於 2021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于香港九龍九龍灣宏照道 38 號企業廣場五期二座 29 樓（MegaBox）會
議室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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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Microsoft Teams 以網上視像形式出席會議
會議紀錄
負責人
會議開始之前，潘樂祺工程師歡迎陳緯邦先生首次出席建造
業營商專責委員會會議。陳先生是一名青年行業領袖，他在內
地擁有廣泛人脈關係，對議會在大灣區的工作非常有幫助。
潘樂祺工程師提示成員，若成員對會上討論的各項議程有任
何實質或潛在利益衝突，請及時向秘書處申報。席上沒有成員
作出申報。
3.1

通過建造業營商專責委員會 2021 年第 2 次會議之會議紀錄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BD/M/002/21，並通過 2021 年第 2
次會議之會議紀錄。

3.2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a)

跟進上次會議議程第 2.3 項，有關建築工期績效指標的
進一步研究建議書於會議議程第 3.5 項中彙報。

(b)

跟進上次會議議程第 2. 4 項，有關組裝合成建築法採購
的參考資料擬稿，成員原則上支援參考資料 － 採用組
裝合成建築法的建築專案範本條文。

(c)

跟進上次會議議程第 2.7 項，有關建造工程量預測
（2021/22 – 2030/31），已於 2021 年 6 月 25 日在議會
網站及以新聞稿發佈預測結果。

(d)

跟進上次會議議程第 2.13(a)項，有關付款保障條例的最
新進展於會議議程第 3.13 項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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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服務的更新
此簡易程式檔提供有關建造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服務的
更新。議會秘書處將聯同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畫團隊與及其
他相關部門繼續向業界持份者推廣有關服務。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CIC/CBD/P/009/21*所述有關服務的最新
進展。

3.6

建造業議會研究及技術發展基金申請 – 物料協作管理平
臺
此會議議程提前於會議議程第 3.4 項前討論，並提交標題為
「申請建造業議會研究及技術發展基金」的簡易程式檔編號
*CIC/CBD/P/014/21*。
經仔細考慮三個主要評估準則，即研究價值、成本效益及研究
實施方案後，不推薦以下研究建議：-- 區塊鏈外部工作流程啟動引擎（施工流程區塊鏈 2.0）
– 為建造採購及管理建立鏈上和鏈下的工作流程自動
化引擎
 物料協作管理平臺
 通過利用機械狗作為移動感測器來增強數碼分身平臺
 建立一個為新工程合約中工程及建築合約之香港工程
項目的整體智慧電腦化績效評估模型
成員核准有關建議，即不發放資助予此輪申請中在建造業營
商專責委員會職權範圍內的研究建議。
成員亦受邀在會後就未來申請的研究工作提出建議。

3.4

標準 BIM 合約特別條款及 BIM 服務協定的發佈
曹英傑先生向成員簡述文件編號 CIC/CBD/P/010/21，有關標
準 BIM 合約特別條款（合約特別條款）及 BIM 服務協定（服
務協定）。合約特別條款及服務協定擬稿已於 2021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8 月 12 日期間作公眾諮詢。LESK Solutions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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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 (LESK) 就收到的意見對合約特別條款及服務協定作出
相應修改，以供發佈。
LESK 的代表向成員簡述合約特別條款及服務協定的目的、用
途及主要條款。
潘樂祺工程師考慮到專案設計的保密性，查詢有關模型的智
慧財產權會否隨著模型的移交而歸於雇主。LESK 響應指，按
照香港及海外的慣常做法，聯合模型的智慧財產權將歸於雇
主，而模型創作者則擁有模型元件的智慧財產權。
符展成先生查詢物業管理公司在營運階段聘請建築資訊類比
經理是否一個可行的做法。符展成先生亦建議可與專業機構，
例如香港律師會聯絡，就建築專案採用建築資訊模擬事宜訂
立專業責任保險。潘樂祺工程師及黃若蘭女士表示公司通常
會製作一個簡化模型以供營運，因此在營運階段是否需要聘
請建築資訊類比經理的憂慮不大。
何國鈞測量師察覺到從公眾諮詢中收到的意見很少，並關注
是否已充分考慮所有業界持份者的意見。曹英傑先生解釋指
已在各種場合收集對於標準檔的回饋，包括 LESK 與不同界
別持份者展開的非正式討論、專責小組及工作小組會議的深
入討論，以及於七月底舉行的簡介會所收集的意見，相信業界
的回饋已充分考慮。
成員核准發佈合約特別條款及服務協定。經核准後，合約特別 議會秘書處
條款及服務協定將於議會網站發佈，並將支付相應的階段性
款項予 LESK。
[LESK 代表于此時離開會議。]
3.5

建築工期績效指標的進一步研究
曹英傑先生向成員簡述文件編號 CIC/CBD/P/011/21，有關建
築工期績效指標的進一步研究。成員受邀討論應否就不同的
工程類型作進一步研究，例如土木工程或以更廣泛的參數及
資料完善現有的建築工期績效指標。
潘樂祺工程師轉述梁永基工程師的觀點。梁永基工程師支援
通過發掘更多額外資料來源，以完善現有的建築工期績效指
標。然而，鑒於目前的建築工期績效指標已包含截至 2019 年
的資料，故暫不建議在現階段進一步更新，於兩年或三年後再
進行優化會較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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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兆工程師及陳志超工程師均同意應就現有的建築工期績
效指標作進一步研究，而非對不同工程類型進行研究。孔祥兆
工程師認為業界持份者對額外參數的意見調查將有助完善相
關模型。
侯建文先生補充指工務工程合約的施工工期是經過仔細考慮
後制定的，整體上與實際工期沒有重大偏差。目前工務工程合
約用於處理工期延長的機制亦是完善及行之有效的。因此，不
建議就工務工程作進一步研究。
何國鈞測量師就建築工期績效指標是否已經推出及其宣傳工
作作出查詢。曹英傑先生響應指建築工期績效指標已於 2021
年 9 月試行，並視乎場地及演講嘉賓等因素，計畫於 2021 年
10 月舉辦有關建築工期績效指標的網上研討會。
總括而言，成員大致上支持以更廣泛的參數及資料完善現有 議會秘書處
建築工期績效指標的進一步研究。議會秘書處將成立一個專
責小組，並為此擬備建議書。
3.7

終止組裝合成建築法及裝配式設計採購指引研究
何建威建築師向成員簡述文件編號 CIC/CBD/P/012/21，有關
終止組裝合成建築法及裝配式設計採購指引研究。
鑒於顧問公司，即邁進（香港）有限公司（邁進）的表現欠佳，
導致研究工作延誤超過 7 個月，現擬議終止委聘邁進，並擬
議向邁進支付至第 4 階段的款項（即合約金額的 55%）
，作為
完成至研究第 4 階段（即完成訪問結果摘要報告）的款項。
同時，議會秘書處已擬備一套適用于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的
建築項目的參考條款，並將作為參考資料予以發佈，供建造業
使用。
成員核准終止相關研究，並向邁進支付至第 4 階段的款項。

3.8

「建造業議會傑出承建商大奬 2021」的最新進展
何建威建築師向成員簡述傑出承建商大奬（大奬）的最新進
展。
截至申請截止日期 2021 年 8 月 20 日，分別收到了 22、8 及
20 份來自大型承建商、承建商及專門行業承造商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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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已製作一系列 8 段的宣傳影片，進一步向公眾推廣大
奬。影片將會每隔數周上傳至議會的社交媒體平臺，直到 2021
年 12 月的頒奬典禮為止。
頒奬典禮的暫定流程、嘉賓名單及奬杯已於會議中展示。成員
對奬杯沒有意見。
成員建議擴展嘉賓名單，邀請來自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建築師 議會秘書處
事務所商會、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以及香港專業工料測量顧
問公會的代表參加典禮。何國鈞測量師進一步建議只從每個
學術團體中邀請一名代表，以騰出更多席位讓其他組織參加。
議會秘書處將會更新嘉賓名單。
潘樂祺工程師查詢典禮會否提供網上直播。曹英傑先生回應
指典禮將透過議會 Facebook 及 YouTube 頻道進行直播。
[會後備註：經初步篩選，大型承建商、承建商及專門行業承
造商的合資格申請分別為 18、4 及 20 份。]
3.9

提升建造業承載力的策略性檢討專責小組的最新進展
潘樂祺工程師向成員簡述專責小組的最新進展。
標書評審過後，凱諦思顧問香港有限公司獲批出顧問服務的
標書。顧問服務將于 2021 年 9 月 9 日開始。
鄭定寕工程師提醒，價格波動是本次研究要檢討的主要問題
之一。鄭定寕工程師亦查詢是否有任何機制檢視工務工程現
時採用的相關材料及工資指數，能夠確保及時反映市場最新
情況。
侯建文先生回應指有關土木工程和建築合約之合約價格波動
制度運用的技術通告（工務）編號 4/2021 已於 2021 年 8 月
27 日發出。政府統計處將於 2021 年 9 月發佈新系列工資及材
料成本指數，名為「公營建築工程的工資及材料成本指數
(2021 年 4 月 = 100)」，以配合工程性質、工種及建築材料的
變化。
成員備悉工作進展。

3.10

大灣區專責小組最新進展
曹英傑先生向成員簡述專責小組的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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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秘書處與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一直就大灣區事
宜緊密合作，並於 2021 年 8 月 27 日合作舉辦網上研討會，
以向有意于大灣區開展業務的香港公司提供資訊。議會亦將
與發展局一同參加於 2021 年 12 月 8 日在廣州舉行的「創新
升級．香港論壇」活動，屆時將展出創新科技或產品。
議會已于大灣區設立聯絡點。大灣區夥伴可透過香港貿發局
廣州辦事處及深圳辦事處向議會作出查詢，或使用二維碼直
接聯絡議會秘書處。
另一方面，大灣區建造業平臺已於 2021 年 9 月完成並試行。
除了提供大灣區資訊，平臺亦旨在促進大灣區內的業務配對。
平臺預計將於年底正式推出。
大灣區高峰會將於即將舉辦的建造創新博覽會 2022 中舉行。
如有任何最新進展，將會向成員報告。
符展成先生進一步向成員簡述于前海建造零碳天地以推廣減
少碳排放、綠色產品認證及碳評估工具等的建議。建議提出由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徵用土地及提供資金，以支持此專案。議會
將負責建成後的運作。現階段設計工作及專案成本估算已經
完成，並將向有關當局報告。
成員備悉相關工作進度。
3.11

合理顧問費用評分制度專責小組最新進展
區冠山先生向成員簡述專責小組的最新進展。
奧雅納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奧雅納）於 2021 年 7 月 23 日提
交經修訂的檢討報告（連同擬定的建議）及持份者諮詢環節的
摘要報告，以供核准。專責小組成員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核
准持份者諮詢環節的摘要報告。
然而，專責小組成員認為有關建議仍需更多理據支持。奧雅納
將進一步檢視及論證所提出的建議。參考資料預計將於 2021
年 9 月備妥。
為確保所有意見都獲得考慮，奧雅納向多個業界不同持份者
尋求意見，因而需要額外的時間編寫報告。相關顧問研究預計
將於 2021 年 9 月底完成，較原定日期遲 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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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備悉工作進度，給予顧問公司額外時間，完成日期延長至
2021 年 9 月底。
3.12

檢討及提升公營機構採購系統集思環節
何建威建築師首次于會議上向成員簡述舉行集思環節的事
宜。此集思環節是受執行委員會會議中的集思環節而啟發的，
讓成員就行業關注的主題上提供想法或意見。
採購系統是行業其中一個關注的議題。由於公營機構及半官
方機構採用不同的採購系統，成員受邀討論是否需要就此進
行檢討或優化。
成員就此展開討論，並認為標書出現不合理的低價是需要解
決的其中一個問題。
侯建文先生認為政府目前採用的採購系統全面，能夠篩選出
該些不合理低價的標書。因此建議第一步先就現行的採購系
統向業界持份者進行收集對低投標價問題的意見，而非檢視
現行系統。

3.13

其他事項
(a) 付款保障條例
曹英傑先生向成員簡述付款保障條例的最新工作進度。
有關技術通告及付款保障條款暫定於 2021 年 9 月發佈，
內容包括對 2021 年 12 月或之後進行招標的所有新工程
合約的實施日期。
(b) 「誠」建商約章啟動禮
由發展局及議會共同舉辦的「誠」建商約章啟動禮將於
2021 年 9 月 24 日在建造業零碳天地舉行。
(c ) 就對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市場的更深入認識設立基
準
根據 2022 至 2025 年的三年策略規劃，建造業營商專責委 議會秘書處
員會將制定措施以促進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作的市
場健康發展。議會秘書處將擬備一份建議書，為維修、保

8

CIC/CBD/M/003/21
負責人
養、改建及加建市場的更充分瞭解建立基準，並于下次會
議向成員報告。
3.14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訂於 202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全體人員備
悉
于九龍灣宏照道 38 號企業廣場五期（MegaBox）二座 29 樓
會議室舉行。

至此別無其他事項，會議于下午 5 時 30 分結束。
議會秘書處
202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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