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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議程項目 3.1 至 3.7 前討論的議程項目 3.8 及 3.9

3.1

通過 2013 年 7 月 4 日舉行的 2013 年第 2 次工地安全委員會會
議進展報告
成員備悉進展報告 CIC/CSS/R/002/13，並通過 2013 年 7 月 4 日
舉行的上次會議之進展報告。

3.2

3.3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議程項目 2.7

成員獲悉整合了適用意見的安全提示第
003/13號 –「避免使用梯子在高處進行維
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最終版本，已
在2013年8月30日正式發表。

議程項目 2.11

李子亮先生及方學誠先生分別於議程項目
3.10 及 3.11 發表簡報。

升降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升降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責小組（專責小組）主席馮宜萱女士
介紹文件編號 CIC/CSS/P/015/13，匯報專責小組於 2013 年 8 月
12 日舉行 2013 年第一次會議的進展報告。專責小組成員在會上
就《升降機槽工程安全指引：第 3 卷 – 整段樓宇佔用期間》擬
稿作出討論，在建議有少量修訂的同時，已確認指引的內容。於
2

CIC/CSS/R/003/13
(討論文件)
負責人
會上，成員亦討論了指引的跟進工作及相關的推廣工作。
成員備悉有關升降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責小組的進展。

3.4

《升降機槽工程安全指引》
（第 3 卷 – 整段樓宇佔用期間）
（《指
引》）
馮宜萱女士及阮巧儀女士就《升降機槽工程安全指引》（第 3
卷 – 整 段 樓 宇 佔 用 期 間 ）（《 指 引 》） 向 成 員 簡 介 文 件 編 號
CIC/CSS/P/016/13。於 2013 年 8 月 12 日舉行的專責小組會議上，
收到專責小組成員提出的意見及建議後，於 2013 年 8 月 29 日舉
行一次工作小組會議，以討論及歸納專責小組成員提出的意見及
建議，並修改指引。指引(終稿)已完成，並提交工地安全委員會
作出確認。
會議上，區載佳先生提出對指引的若干修改建議。工地安全委員
會主席提議在指引(終稿)呈交予議會前，專責小組應向公眾作出
簡介。經商討後，工地安全委員會建議專責小組可於 2013 年 10
月 10 日在機電工程處舉行的升降機及自動梯諮詢委員會(諮詢委
員會)會議上介紹上述指引(因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升降機承辦
商、物業管理、升降機擁有人、升降機工程人員及其他公眾人士)。
另有成員表示，由於指引已擬備妥當，並已由所有相關的政府監
管部門及業界代表，包括升降機承辦商、升降機工程人員、安全
從業員、物業管理、其他升降機工程人員及安全專家進行覆核，
因此應盡快發表。經商議後，成員原則上確認上述指引，但需整
議會秘書處
合在會上收到的修訂建議。會上亦同意，如在諮詢委員會上沒有
收到重大的修改建議，有關指引將呈交下次議會會議，尋求批准。
[會後補註:專責小組主席馮宜萱女士及議會秘書處代表於 2013 年
10 月 10 日舉行的諮詢委員會會議中，向與會者講述指引的目的
及重點，在會上，亦得到與會者正面的回應及支持。指引終稿(已
經整合了工地安全委員會 2013 年第三次會議上收到的意見) ，將
會呈交於 2013 年 10 月 25 日舉行的議會 2013 年第五次會議，尋
求批准。]
(黃植榮先生於下午3時35分加入會議)
(陶榮先生於下午 3 時 50 分離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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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電梯業協會來函
阮巧儀女士對於收到電梯業協會就「升降機槽工作安全關注」的
來函，向成員簡報文件編號CIC/CSS/P/017/13。電梯業協會的郭
海生先生及陳海炫先生，以電腦簡報就升降機槽工作的安全關注
要點，作出闡述（例如共用升降機井所裝設的升降機、入升降機
槽底通道門、最低降落點的繫穩裝置、較深升降機槽底的工作平
台、通往機房或滑輪室的通道保持清理及行人通道、及升降機機
廂和對重裝置的金屬支撐和掛鉤）
。
工地安全委員會成員感謝電梯業協會的努力，並同意安全設計工
作應在工程展開時便開始考慮。此外，不同持分者亦應取得互相
平衡。區載佳先生將會檢討郭海生先生提出的關注，並探討可提
升現行指引／作業備考的方式。工地安全委員會主席張孝威先生
建議，升降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責小組亦應在完成《升降機槽
工程安全指引：第 3 卷》後，可考慮跟進電梯業協會的建議。
在探索實施安全設計的要求時，專責小組應考慮，可通過對現有
工作守則/設計指引/作業備考/通告函件/規例/議會指引和安全
提示或建議法例作出修訂，予以配合。
(黃仕進教授於下午4時30分離開會議)
(郭海生先生及陳海炫先生於下午 4 時 33 分離開會議)

3.6

安全提示第 004/13號 –「安全使用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
工地安全事故非正式專責小組主席鄺超靈先生就安全提示第
004/13號 –「安全使用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
，向成員介紹文件編
號CIC/CSS/P/018/13。
在工地安全事故非正式專責小組於2012年10月4日舉行的2012年
第一次會議上，非正式專責小組成員已討論及同意就若干險失事
故個案發表安全提示，以提高建造工地安全。
在工地安全事故非正式專責小組主席及勞工處的支持及提供資
料下，有關安全提示第 004/13號 –「安全使用起重機械及起重裝
置」已經擬備，並已於2013年6月14日提交非正式專責小組成員和
香港專業吊運聯會成員發表意見。秘書處已收到非正式專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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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和香港專業吊運聯會成員的意見。已納入所收到合適意見的
安全提示第 004/13號的修訂版本已經擬備，並已於2013年8月15
日向非正式專責小組成員和香港專業吊運聯會成員傳閱。
秘書處從非正式專責小組成員收到有關意見，而香港專業吊運聯
會則沒有其他意見。經進一步修訂的中英文版安全提示擬稿，已
列於會議文件編號CIC/CSS/P/018/13的附件A，供成員考慮及確
認。
經商議後，工地安全委員會成員原則上確認安全提示第 004/13 議會秘書處
號，但需整合在會上收到的修改建議。
[會後補註: 議會秘書處於會議後，與工地安全事故非正式專責小
組主席及勞工處就會上收到的意見作出討論。安全提示第 004/13
號的最終版本(包括考慮了適用的修改建議)，已於2013年10月3日
發表。]
(馮宜萱女士於下午 4 時 35 分離開會議)

3.7

工地整潔海報編號第001/13 號，第002/13 號及第003/13 號
工地整潔專責小組主席黃君華教授就「工地整潔海報編號第
001/13 號 ， 第 002/13 號 及 第 003/13 號 」， 簡 介 文 件 編 號
CIC/CSS/P/019/13。
議會秘書處在2012年發表兩份工地整潔海報後，已於2013年根據
2012年所定立的優先工地整理項目列表，擬備了另外三份工地整
潔海報（工地整潔海報編號第001/13 號，第002/13 號及第003/13
號，標題為「工地場地的整理」
、
「在工地提供安全及合適的通道」
及「處理及存放化學物料及廢料」
）。
工地整潔專責小組主席已於2013年6月25日覆核上述三份海報擬
稿，並於2013年6月25日及2013年8月15日向專責小組成員傳閱，
以尋求檢討及意見。秘書處已從工地整潔專責小組成員收到意
見。有關已納入合適意見的海報修訂版本，已分別列於會議文件
編號CIC/CSS/P/018/13的附件A、B及C，供成員考慮及確認。
成員及
經商議後，成員原則上確認上述三份工地整潔海報。成員亦獲邀
於2013年9月25日或之前，向議會秘書處提供進一步意見（如有）
。 議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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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工地安全委員會2013年第三次會議後，議會秘書處並
無收到成員的意見。上述三份編號第001/13 號，第002/13 號及
第003/13 號的工地整潔海報最終版本，已於2013年9月27日發
表。]
(鄭鴻亮先生於下午4時45分離開會議)
(黃惠民先生於下午4時50分離開會議)
(陳修杰工程師於下午5時05分離開會議)
(黃植榮先生於下午5時10分離開會議)

3.8

在2013 及2014 年與職業安全健康局協辦的建造安全推廣活動
阮巧儀女士對於與職業安全健康局在2013/2014年協辦建造安全
推廣活動，簡介文件編號CIC/CSS/P/020/13。
鑑於工地整潔對提高建造業安全的重要性，議會秘書處採取主
動，積極聯絡其他業內持分者商討加強宣傳工地整潔。
議會執行總監陶榮先生及議會秘書處阮巧儀女士，於2013年9月3
日與職業安全健康局總幹事鄧華勝先生，進行一次非正式面談
後，同意由2013年12月開始，與建造業議會協辦現行的「良好工
作場所整理」及「建造業安全」推廣計劃。兩項推廣活動的經費，
將由職業安全健康局及建造業議會平均承擔。而推廣計劃的其他
詳細安排，將於稍後時間與職業安全健康局作進一步商討。
透過議會和職業安全健康局共同努力，不單可以推廣工地安全，
亦可致力建立建造工地安全健康環境的決心，有助改善業界相關
觀感。
委員會成員備悉有關與職業安全健康局在 2013/2014 年聯合舉辦
建造安全推廣活動的背景及資料。

3.9

探討在建造業進一步推廣支付安全計劃的可能性
委員會主席張孝威先生就探討在建造業進一步推廣支付安全計
劃的可能性，各成員簡介文件編號CIC/CSS/P/021/13。
為了研究在建造業進一步推擴支付安全計劃的可行性，工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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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主席邀請房委會的代表及發展局的代表，於2013年8月28
日，舉行了一次非正式的會議。會上對進一步擴大支付安全計劃
的可行方案作出討論。發展局及房委會將會研究支付工人出席早
上簡報會的可能性。建造業議會則會繼續與業界探討舉辦相關獎
項的可能性，鼓勵業界採用支付安全計劃的可行性。需要時會諮
詢其他建造業持分者的意見。
工地安全委員會成員表示支持繼續探討推擴支付安全計劃的可
能方案。馮宜萱女士認為，香港保險業聯會可探討減收採用支付
安全計劃公司／工程的保費的可能性。這項措施或可成為建造業
採用支付安全計劃的良好誘因。
經商議後，成員同意考慮設立兩個非正式工作小組。其中一個非
正式工作小組將負責探討如何可進一步擴展支付安全計劃至不
議會秘書處
同建築階層人士，包括分包商（例如需支付薪金給工人）；而另
一個非正式工作小組則可探討在建造業如何可進一步推廣採用
支付安全計劃予業界，使更多工程可考慮使用，或考慮在支付安
全計劃內引入特殊安全要求及付款項目的措施。
(黃仕進教授於下午2時40分加入會議)
(伍新華先生於下午 2 時 45 分加入會議)
(郭海生先生及陳海炫先生於下午 3 時 20 分加入會議)
(馬同頻先生於下午 3 時 25 分加入會議

3.10

「建築物安全設計」
李子亮先生就文件編號CIC/CSS/P/022/13，向成員簡介「建築物
安全設計」內容，並輔以「不安全建築物設計例子」以作詳細介
紹。
近年，涉及建築物高空維修及保養工程的嚴重或致命工作意外有
所增加，引起公眾關注。根據維修及保養業的反映和勞工處的意
外調查顯示，這些意外的成因之一，是有些現有建築物的設計不
適當，以致在維修保養階段，防止人體墮下的保護措施難以執行
或無法實施。會上亦講述一些不安全建築物設計的例子。
李子亮先生亦分享海外有關安全設計的經驗、香港的現況、改善
設計安全的可行措施和設計階段減低工程風險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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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委員會成員同意，安全設計的概念確實重要，因此應在
項目展開時加以留意。然而，不同持分者亦應取得互相平衡。區
載佳先生澄清，屋宇署已於1998年發表指引，建議認可人士及註
冊結構工程師考慮在項目的設計階段，融入建設樓宇外牆的安全
通道設施，包括懸空式工作平台、吊船系統、機械吊臂或繫穩裝
置、以及澆注錨固裝置。

經商議後，成員同意在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地之工作安全
專責小組下，考慮成立兩個非正式工作小組。其中一個非正式工 議會秘書處
作小組可考慮探討就新建築物，如何在設計階段融入「安全設計」
元素，並可探討實施安全設計的要求，可通過對現有工作守則/
設計指引/作業備考/通告函件/規例/議會指引和安全提示或建
議法例作出修訂，予以配合。而另一個非正式工作小組則可考慮
探討在現有的建築物內進行裝修／維修工程時，可採取以提高工
作安全的方法。
(陳祖聲先生於下午5時15分離開會議)
(劉志健工程師於下午5時16分離開會議)

3.11

經驗分享環節
方學誠先生就「建築設計及管理於公營工程項目之實施」作出簡
報。工地安全委員會成員就建築設計及管理於政府方面的最新發
展，獲得最新訊息。成員獲悉發展局自2013年9月起，已開始檢討
現行公營工程項目的建築設計及管理的程序和文件。預期將於
2014年，完成更新版本的指引及實踐例子。
委員會成員從發展局備悉有關建築設計及管理的最新發展。
由於會上需要討論的議程項目眾多，工地安全委員會主席建議，
原定由房委會劉賜添先生進行有關險失事故的經驗分享簡報，可
留待下次工地安全委員會2013年第四次會議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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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負責人
3.12

其他事項
(i)

建造業安全周 2013 的活動後紀念資料冊
阮巧儀女士通知委員會成員，建造業安全周 2013 的活動後
議會秘書處
小冊子已差不多完成，並在今年內派發。

3.13

下次會議
原定 2013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舉行的下次會議，將與 2013
年第 3 次會議的舉行時間過於接近，因此下次會議的舉行日期將
會重新安排，並於短期內公布。
[會後補註: 下次委員會會議將於 2013 年 12 月 4 日舉行。]

至此別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5 時 35 分結束。

議會秘書處
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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