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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負責人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主席介紹所有成員。
1.1

簡介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的職能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專責委員會)主席彭一邦博士工程師向成員
簡介專責委員會的職能。

1.2

通過 2017 年 11 月 30 日舉行的 2017 年第四次建造安全專責委員
會會議紀錄
成員備悉會議紀錄 CIC/CSY/R/004/17，並通過 2017 年 11 月 30
日舉行的上次會議紀錄。

1.3

1.4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議程 4.3 項

討論最近兩宗有關升降機槽工程的嚴重意
外。已於 2018 年 4 月 6 日召開非正式會議，
有關升降機槽設計要求的跟進行動（即共同
升降機槽中相鄰升降機之間的分隔）正由屋
宇署跟進。

議程 4.14 項

詳情於議程 1.5 項下報告（跟進成立「檢討
主要持份者安全責任及角色專責小組」的進
展）。

建議成立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CIC/CSY/P/001/18，內容
關於建議成立的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為提高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成效，專責委員會主席建議於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轄下成立三個小組委員會，建議成立的小組
委員會包括「安全推廣小組委員會」、「安全培訓小組委員會」
及「安全技術事宜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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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組成包括一名主席（來自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以
及八至十名成員。彭一邦博士工程師建議小組委員會在成立初期
開會次數會較為頻密，以制定各小組的未來工作方向。
鄭定寕工程師表示，議會將全力支持成立建議的三個小組委員會，
並會提供必要的資源以配合其工作。鄭定寕工程師進一步建議，
各小組委員會須設定目標，以檢討其全年的成效及表現。
經商議後，成員同意於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轄下成立建議的三個
小組委員會。同時同意現有的四個專責小組，即「竹棚架工作安
全專責小組」、「升降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責小組」、「貨車
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專責小組」及「安全體驗訓練中心專責小組」
於特定職責完成後解散。「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地之工作
安全專責小組」應保留在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之下，而「工地安
全事故專責小組」的職能將由「安全技術事宜小組委員會」負責。
[會後備註：已於 2018 年 6 月 1 日發送電郵，邀請建造安全專責
委員會成員表達參與這三個小組委員會之意願。]

1.5

成立「檢討主要持份者安全責任及角色的專責小組」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CIC/CSY/P/002/18，關於
成立「檢討主要持份者安全責任及角色的專責小組」。
建議於「安全技術事宜小組委員會」轄下成立上述專責小組，與
相關行業持份者合作，檢討不同持份者現有的安全角色及責任，
並討論加強建造安全的措施。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建議，就檢討主要持份者安全責任及角色聘用
服務供應商進行諮詢研究。該顧問將負責制訂並清晰說明各崗位
在安全方面的角色和責任。
阮巧儀女士向成員簡介專責小組的職權範圍及建議的成員。
王志健測量師建議，鑑於最近香港發生的嚴重意外主要與改建及
保養工程相關，可考慮中小企的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作相
關的代表加入專責小組。
經商議後，成員同意成立該專責小組，並建議考慮邀請維修、保
養、改建及加建工程之相關協會（即：承建商授權簽署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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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A）及註册小型工程承建商簽署人協會（RMWCSA））的
代表。

1.6

討論三年策略性計劃及2019年工作計劃及預算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CIC/CSY/P/003/18，關於
建議的三年策略性計劃、2019年工作計劃及預算。
鑑於三個小組委員會將於2018年成立，有關三年策略性計劃的詳
情將於該等小組委員會成立後討論，，旨在達成以下幾方面的目
標：
(a) 安全推廣 – 制訂並執行安全推廣活動，並探討與相關持份者
進行任何安全協作推廣計劃的機會。
(b) 安全培訓 – 與香港建造學院的專業發展中心及其他相關持
份者緊密合作，成為業界的平台。對專業發展中心提供的課程、
業界的預期以及最新的工地及法定要求進行差距分析及評估。向
專業發展中心提供反饋及建議，以作安全培訓檢討及策略發展之
用。
(c) 安全技術事宜 – 檢視技術層面的安全事宜並推行實際的建
議以改善安全。而上述建議則包括安全設計、檢視意外成因、發
出安全提示、檢視現有做法、引進良好作業模式及指引，負責監
察相關研究項目或新科技的應用。
王紹恆先生表示，香港建造商會提供的一千萬元種子基金可供業
界持份者申請。彭一邦博士工程師建議，香港建造商會可與議會
及其他機構如香港機場管理局及香港房屋委員會等合作，以推廣
此種子基金。
有些成員提出有關安全制度的發展及分包商的文化、大學課程中
的安全培訓及要求、呈報工傷的問題、重型機械的高風險工序、
中小型建造工地、保養工程的安全、以及分包商和前線工人的安
全表現等問題。彭一邦博士工程師建議，綜合以上問題，可於各
小組委員會及「檢討主要持份者安全責任及角色的專責小組」內
討論。
經商議後，三個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工作重點為：
1）向所有持份者推廣積極主動的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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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討現有安全有關制度（例如：招標程序、工人註冊系統及分
包商註冊系統等資料）；及
3）改善高風險工序的安全措施。
[會後備註：已經修訂的三年策略性計劃將於2018年6月召開的議
會會議上呈交。]

（周聯僑先生於下午3時41分抵達會議）

1.7

2018年會議的暫定時間表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CIC/CSY/P/004/18，內容
關於「2018年會議的暫定時間表」。
2018年的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會議已暫訂舉行日期。議會秘書處
將於每次會議舉行前向成員發出會議通知，以便確認。
成員備悉2018年會議的暫定時間表。

（楊光艷女士於下午3時48分離開會議）

1.8

其他事項
a)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
一名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成員將獲邀請加入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
金工作小組。經商議後，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主席請各成員表達
加入該工作小組的意願。
[會後備註：議會秘書處已於2018年6月1日會議後，向建造安全專
責委員會成員發送隨附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職權範圍的邀請電
郵。]
b) 建造業安全周2018
阮巧儀女士向成員簡報介「建造業安全周2018及相關活動」，供
成員參考。
由發展局及建造業議會聯合主辦的建造業安全周2018已於年5月
21至29日圓滿結束。主要重點如下：

5

CIC/CSY/M/001/18
(供參考文件)
首次舉辦的活動：
1) 安全短片比賽 –吸引了近100份參賽作品，有超過5,700人投
選「最受歡迎安全短片獎」；及
2) 安全齊FUN享活動 – 有近40個建築工地參與。
其他活動：
1) 5月份的氣功「八段錦」導師訓練課程及重溫課程 – 超過200
人報名；
2) 5月21日的開幕典禮暨研討會–超過500人出席；
3) 5月21日的創意工程安全獎頒獎典禮 – 超過120份參賽作品；
4) 5月24日的工地參觀 – 安排了10個示範工地，超過300人報
名；
5) 5月27日的嘉年華 –超過7,000人次參加；及
6) 5月29日的公德地盤嘉許計劃頒獎典禮 –超過300個工地參
賽，另有超過900人出席典禮。

1.9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定於2018年7月5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在九龍觀塘駿
業街56號中海日升中心38樓會議室舉行。

至此別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4 時 13 分結束。

建造業議會秘書處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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