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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訓練委員會  
 
建造業訓練委員會 2013 年第三次會議於 2013 年 4 月 23 日 (星期二 )上午 9 時 30 分於建造業議會九龍灣

訓練中心地下建造業資訊中心舉行  
 
建造業訓練委員會 2013 年第三次會議之討論摘要：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3.1  模擬裝置操作示範短片  

成員在觀看挖土機 (Excavator)、推土機 (Wheel loader)、巨型鑽孔

機 (Jumbo Driller)，及天秤 (Tower Crane)模擬裝置的影像短片 /操
作示範後，要求盡快推出將模擬裝置訓練揉合在真機操作訓練

內，以免錯失訓練和人才需求的高峰期。  
 

3.2 CIC/CTB/R/002/13 通過上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成員在會上通過 2013 年 3 月 5 日舉行的建造業訓練委員會第二

次會議的進展報告後，再接納於會議後收到對進展報告內第 2.4.3
段的補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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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3.3 CIC/CTB/R/002/13 上次會議之續議事項  

(i) 「建造業人力研究之裝修／維修工程工作小組」及「建造業

報工表標準化工作小組」 ⎯⎯ 成員備悉上述兩個工作小組

經已籌組完成，並已安排在五月上旬召開首次會議。  

(ii) 建造業人力預測模型更新及提升研究後備方案  ⎯⎯  成員

備悉上述研究已邀得該預測模型的原開發者之一，帶領議會

成立人力研究小組並進行研究。  
 

3.4 CIC/CTB/P/056/13 
(討論文件 ) 

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  – 機電行業 (消防電氣裝配工 )及 (消防機械

裝配工 )之建議  

委員會通過上述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的方案、資助評審機制、培

訓內容及 55 個培訓名額。  
 

3.5 CIC/CTB/P/057/13 
CIC/CTB/P/058/13 
CIC/CTB/P/059/13 
CIC/CTB/P/060/13 
CIC/CTB/P/061/13 
CIC/CTB/P/062/13 
CIC/CTB/P/073/13 

強制性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  

委員會通過七項強制性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的申請，共培訓 20
名平水員、 20 名焊接工，及 20 名鋼筋屈紮工，所涉資助額共

2,832,614.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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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討論文件 ) 
 

3.6 CIC/CTB/P/063/13 
(討論文件 ) 

承建商 (煤氣聚乙烯管道敷設 )合作培訓計劃  

委員會通過上述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方案、訓練大綱及資助評審

機制。  
 

3.7 CIC/CTB/P/064/13 
(討論文件 ) 

更改「分包商 (雲石工 )合作培訓計劃」的課程內容建議  

委員會通過更改「分包商 (雲石工 )合作培訓計劃」的課程內容，

並接納相關的資助評核機制及預算。  
 

3.8 CIC/CTB/P/065/13 
(討論文件 ) 

機電測試  –  空調製冷設備技工 (送風系統、保溫、水系統、獨

立系統及電力控制 )[大工及中工 ]試題修訂建議  

委員會通過 (i)延長送風系統的大工測試時間半小時至 3.5 小時；

及 (ii)修改水系統的大工測試第二題安裝冷凍水泵喉管及配件，

要求考生在現況下實地進行電弧焊接工序。至於送風系統中工測

試試題的修訂，則有待工作小組開會商討後再作跟進。  
 

3.9 CIC/CTB/P/066/13 
(討論文件 ) 

機電測試  –  電氣佈線工及控制板裝配工 (大工及中工 )試題修

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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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委員會通過上述電氣佈線工及控制板裝配工 (大工及中工 )試題的

修訂建議。  
 

3.10 CIC/CTB/P/067/13 
(討論文件 ) 

「強化建造業監工 /技術員訓練計劃」之預算建議  

委員會認為將「土木工程監工證書課程」 (ZCV)及「屋宇裝備監

工證書課程」 (ZBS)的理論課 ,  及 ZBS 的工藝訓練外判所涉費用

偏高，故建議改由議會自行教授，並在有詳細規劃後再提交委員

會考慮。  
 

3.11 CIC/CTB/P/068/13 
(討論文件 ) 

壓實機操作員重新甄審資格課程  

委員會通過開辦上述重新甄審資格課程，供在職操作員續牌，課

程為期一天，包括理論重溫課堂及課末半小時筆試，每人收費

210 元，每班人數 20 人。  
 

3.12 CIC/CTB/P/069/13 
(討論文件 ) 

於勵新、塘福、大欖懲教所分別設立四種不同工種中工測試場之

建議  

委員會通過在上述三所懲教所設立中工測試場，並批准該三所懲

教所為營友申請參加中工測試，及議會派出監考員前往該三所懲

教所進行工藝測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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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3.13 CIC/CTB/P/070/13 

(討論文件 ) 
9 種地盤監督分類定義  

委員會備悉工地監督人員的通用定義及其 9 個工作職系類別，以

及有關的研究報告已在去年獲接納，但由於報告中並未就個別工

作職系類別的定義作進一步研究，因此，有關顧問獲邀為該 9 個

工作職系類別進行分類定義，作為人力預測模型地盤監工人力預

測的基礎。另工地監督人員的分類定義，由於只局限在工地的監

督人員，故只能供該人力預測作參考用。委員會並提示研究顧問

要避免單採用職稱進行分析，而應採用工作描述。  
 

3.14 CIC/CTB/P/071/13 
(討論文件 ) 

全日制課程畢業生介紹新生計劃  

委員會通過先試行推出上述計劃，稍後再視乎反應作出檢討。而

有關計劃只適用於有需要加強招募的 17 項短期課程／強化建造

業人力訓練計劃課程，計劃名額上限為 2,000 個，預計當中約有

1,000 人會完成課程，奬金數額上限為 100 萬元。  
 

3.15 CIC/CTB/P/072/13 
(討論文件 ) 

「建造業人力方面的投資」項目進度報告 (截至 2013 年 3 月 15
日 ) 

委員會備悉截至 2013 年 3 月中「建造業人力方面的投資」項目

下各項計劃的進度，並對文件內個別列表及財務報告表的內容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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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予意見。  
 

3.16 CIC/CTB/P/075/13 
CIC/CTB/P/076/13 
CIC/CTB/P/077/13 
CIC/CTB/P/078/13 
CIC/CTB/P/079/13 
CIC/CTB/P/080/13 

(討論文件 ) 
 

「分包商 (雲石 )合作培訓計劃」 -首輪 34 名前期基本訓練學額之

建議  
「分包商 (油漆 )合作培訓計劃」 -首輪 44 名前期基本訓練學額之

建議  
「分包商 (塔式起重機裝拆工 )合作培訓計劃」 -首輪 48 名前期基

本訓練學額之建議  
「分包商 (木模板 )合作培訓計劃」 -首輪 44 名前期基本訓練學額

之建議  
「分包商 (砌磚、批盪、鋪瓦 )合作培訓計劃」 -首輪 20 名前期基

本訓練學額之建議  
「分包商 (紮鐵 )合作培訓計劃」 -首輪 60 名前期基本訓練學額之

建議  

由於合作培訓計劃的首要條件是「先聘用、後培訓」，但上述文

件未能顯示受聘學員與相關分包商的僱傭關係，以及參與計劃的

分包商、工地、導師和學員等資料，故委員會暫不審議該六份合

作培訓計劃的資助申請。  
 

3.17 CIC/CTB/P/074/13 
(討論文件 ) 

在邀請成員及增補委員加入建造業訓練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後

的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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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委員會備悉有邀請建訓會成員及增補委員加入的四個工作小組

的最新成員名單，有關小組包括「資助僱主訓練學徒計劃小組委

員會」、「安全訓練課程教學委員會」、「文物建築保育工作小組」

及「建造業人力預測模型更新及提升研究督導小組委員會」。  
 

3.18 CIC/CTB/P/081/13 
(資料文件 ) 

 

「幕牆及鋁窗裝嵌」短期課程之進展報告  

委員會備悉第一班「幕牆及鋁窗裝嵌」短期課程已在 2013 年 4
月中開辦，而香港建築幕牆裝飾協會正協助議會在上水訓練中心

設立一個最新的幕牆工工場，委員會建議邀請業內數間具規模的

幕牆承建商提供意見，及邀請有關承建商的代表參與稍後成立的

幕牆工課顧組。委員會另悉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已通過在幕牆

工這工種加入中工類別，並正與幕牆協會檢討有關測試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