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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專責委員會)2017 年第二次會議於 2017 年 6 月 1 日（星期
四）下午 2 時 30 分於九龍觀塘駿業街 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會議室舉行。 
 
出席者： 馮宜萱女士 

 
(AF) 
 

主席／升降機槽工作的工地
安全專責小組主席／貨車式
起重機工作安全專責小組主
席 

 黎志華先生 (CWLi)  
 巫幹輝工程師 (KM)  
 伍新華先生 (LN)  
 黃仕進教授工程師 (SCW)  
 余世欽工程師 (SYYu)  
 陳修杰工程師 

 
(SKC) 
 

應用創新設計以提高建造安
全專責小組主席 

 鄺超靈先生 (VK) 工地安全事故專責小組主席 
 劉志健工程師 (CKiL) 竹棚架工作安全專責小組主

席 
 黃君華教授 (FW) 工地整潔專責小組主席 
 胡偉雄先生 (WHWu) 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

地之工作安全專責小組主席 
 張偉文博士 (WMC) 發展局 
 陳祖聲先生 (CSC) 香港建築師學會 
 周聯僑先生 (LKC)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廖育成博士工程師 (YsLu) 香港工程師學會 
 吳彩華先生 (NCW) 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 
 黃國強先生 (KKW) 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 
    
列席者： 鄭定寕工程師 (ACg) 執行總監 
 黎建培先生 (KPL) 政府借調人員 
 林景威先生 (TyLm) 經理－研究及發展 
 張少球先生 (CSK) 講師－培訓及發展 
 阮巧儀女士 (AaY) 高級經理－議會事務 
 梁淑炘女士 (SYLg) 經理－議會事務 
 劉淑娟女士 (SLau) 經理－議會事務 
 余德祥先生 (TCY) 屋宇署 
 林祥先生 (CLm) 屋宇署 
 楊冠全博士 (WY) 職業安全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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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者： 陳志超工程師 (CCC)  
 張天祥博士 (TnC)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 (DP)  
 黃唯銘博士 (NKW)  
 鄭學震先生 (CgHC)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 
 伍榮發先生 (RNG) 香港保險業聯會 
 游雯女士 (BYu) 職業安全健康局 
    

 
進展報告 

 
  負責人 
   
2.1 通過 2017 年 2 月 24 日舉行的 2017 年第一次建造安全專

責委員會會議進展報告  
 
成員備悉進展報告 CIC/CSY/R/001/17，並通過 2017 年 2 月 24 日
舉行的上次會議之進展報告。 
 
 

 

2.2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上次會議並沒有續議事項。  
  

(請見議程項目2.3前討論的議程項目2.5及2.6)  
 
 

 

2.3 竹棚架工作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劉志健工程師向成員簡報及阮巧儀女士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

CIC/CSY/P/005/17，內容關於「竹棚架工作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

展」。 
 
第三次核心成員小組會議已於 2017 年 4 月 27 日舉行，議會秘書

處及專責小組其中一位成員於 2017 年 5 月 2 日在香港建造商會健

康與安全小組會議中，分別簡介指引(第二版)的擬稿及以簡報的形

式分享使用密竹棚的經驗，進行諮詢及游說的工作。議會秘書處已

邀請其他相關的機構，出席 2017 年 5 月 31 日的專責小組會議，

介紹指引(第二版)的擬稿，並進行游說的工作。 
 
成員備悉竹棚架工作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CIC/CSY/R/002/17 
(討論文件) 

 

3 

2.4 竹棚架工作平台安排指引 (第二版 ) 
 
劉 志 健 工 程 師 及 阮 巧 儀 女 士 向 成 員 簡 介 文 件 編 號

CIC/CSY/P/006/17，內容關於「竹棚架工作平台安排指引(第二版)」。 
 
議會秘書處於2017年5月31日的專責小組會議，與其他相關的機構

進行游說後，會將指引(第二版)的擬稿諮詢法律意見及翻譯為英文

版本，待專責委員會原則上確認指引(第二版)後，議會秘書處將安

排正式發表上述指引，以及呈交予議會作核准。 
 
經商議後，成員原則上確認竹棚架工作平台安排指引(第二版)，但

須作少量的修訂。指引(第二版)發表後，成員同意舉辦大型的宣傳

活動。 
 
 

 
 
 
 
 

2.5 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地之工作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胡偉雄先生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 CIC/CSY/P/007/17，內容關於「維
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地之工作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專責小組會議已於 2017 年 5 月 8 日舉行，成員討論及原則上同意

新樓宇外牆上設計、安裝及維修澆注錨固裝置指引(第二版)擬稿。

澆注錨固裝置的檢查及測試合資格人士證書課程將於指引第二版

發表後推出，開展初期的訓練對象為冷氣工人。有關為物業管理業

編制一份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的安全參考資料，現正向專

責小組成員收集良好的例子及其來源，以編入安全參考資料中，並

探討於建造業安全錦囊手機應用程式的維修保養工程資訊站中，

加入物業管理業的安全參考資料的可行性。 
 
成員備悉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地之工作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
進展。 
 
(陳祖聲先生於下午2時43分到達會議)  
(劉志健工程師於下午2時47分到達會議) 
(張偉文博士於下午2時50分到達會議) 
 
 

 

2.6 新樓宇外牆上設計、安裝及維修澆注錨固裝置指引 (第二

版 ) 
 
胡偉雄先生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 CIC/CSY/P/008/17，內容關於「新
樓宇外牆上設計、安裝及維修澆注錨固裝置指引(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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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地之工作安全專責小組成員原則上同意

新樓宇外牆上設計、安裝及維修澆注錨固裝置指引(第二版)擬稿。 
 
經商議後，成員建議一些事項如須設置澆注錨固裝置的位置、標準

詳圖、用作澆注錨固裝置的不銹鋼鋼筋的等級、安裝前及安裝後的

測試及安裝的位置等需作進一步闡釋，並建議邀請勞工處、屋宇

署、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及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代表、

以及劉志健工程師(曾參與第一版指引的發表)，作進一步討論及修

訂指引(第二版)，並於下次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會議中再呈交尋求

確認。 
 
(請見議程項目2.7前討論的議程項目2.8至2.10) 
 
 

 
 
 
 
 
 
 
 
 

議會秘書處 
 

2.7 應用創新設計以提高建造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陳修杰工程師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 CIC/CSY/P/009/17，內容關於
「應用創新設計以提高建造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專責小組會議已於2017年5月19日舉行，邀請了建造業創新及科技

應用中心的同事出席會議，並邀請了三間公司簡報改善工地健康

和安全的創新設計。專責小組成員備悉議會現正成立建造業創新

及科技應用中心，並將於今年年底運作，提供最新建造科技的資

訊。由於專責小組與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成立的目的相近，

專責小組同意解散應用創新設計以提高建造安全專責小組。 
 
經商議後，成員確認解散專責小組及備悉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張少球先生於下午 5 時 15 分離開會議) 
 
 

 

2.8 貨車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阮巧儀女士向成員簡介文件編號CIC/CSY/P/008/17，內容

關於「貨車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議會秘書處於2017年3月23日安排專責小組及「建造業訓練委員

會」轄下的「機械操作工作小組」參觀，而專責小組於2017年5月
17日與勞工處代表舉行會議，討論勞工處草擬的《安全使用貨車式

起重機指引》及《貨車式起重機的徹底檢驗和測試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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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備悉貨車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會後補註：專責小組成員的進一步意見已於 2017 年 6 月初轉交

給勞工處。] 
 
 

2.9 建造業安全周  2017 及相關活動  
 
阮巧儀女士向成員簡報「建造業安全周 2017及相關活動」。 
 
建造業安全周2017將於2017年9月21日至26日舉行，主題是「工人

行為」，活動包括：開幕禮暨研討會及臨時工程卓越大獎頒獎典禮、

嘉年華、工地參觀及第23屆公德地盤嘉許計劃(2016)頒獎典禮。兩

場的氣功「八段錦」導師訓練課程已於2017年5月6日及13日舉行，

而氣功「八段錦」鞏固課程將於2017年6月17日舉行，「建造業安全

周2017」前奏活動－臨時工程安全論壇將於2017年6月12日舉行。  
 
[會後補註：臨時工程安全論壇得到持份者的踴躍支持，接近400人
報名參加。] 
 
(鄺超靈先生於下午4時20分到達會議) 
 
 

 

2.10 安全體驗訓練中心的工作進展  
 
廖育成博士工程師因其公司現正參與此項目，故避席此議程的討

論。 
 
阮巧儀女士向成員簡報及簡介文件編號CIC/CSY/P/011/17，內容關

於「安全體驗訓練中心的工作進展」。 
 
安全體驗訓練中心項目諮詢服務於2017年5月4日舉行啟動會議。

專責委員會轄下將會成立一個安全體驗訓練中心專責小組，由議

會執行總監鄭定寕工程師擔任專責小組的主席，以便監督安全體

驗訓練中心項目。此外，亦會成立一個議會工作小組，以監察安全

體驗訓練中心項目的進度。議會工作小組與顧問公司舉行每週會

議，監察顧問項目的進展，與此同時，現正進行可行性的研究。項

目預計於2018年年底前完成。 
 
經商議後，成員確認安全體驗訓練中心專責小組及議會工作小組

的職權範圍及成員名單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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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健工程師於下午4時25分離開會議) 
(陳祖聲先生於下午4時35分離開會議) 
(余世欽工程師於下午4時38分離開會議) 
(伍新華先生及周聯僑先生於下午4時40分離開會議) 
 
 

2.11 「建造業的機電安全」研究進展報告  
 
香港理工大學黃君華教授簡報「建造業的機電安全」研究的

進展。 
 
此研究項目的目的是揭示機電工程意外的成因及提供建議以改善

機電從業員的安全及健康。在研究結果中，新建工程及維修、保養、

改建及加建工程是機電意外的主要成因，建議包括安全樓宇設計

或安全通道設施、制定風險評估流程和實施安全程序、採用創新科

技及得到發展商、總承建商、物業管理公司及政府的支持。 
 
成員備悉「建造業的機電安全」研究的進展。 
 
(林祥先生於下午 5 時 45 分離開會議) 
 
 

 

2.12 其他事項  
 
(a) 參考資料－工地福利、健康和安全措施 

阮巧儀女士報告，議會於2017年3月發表《參考資料－工地

福利、健康和安全措施》，採用了發展局、香港房屋委員會、港

鐵及總承建商的良好守則。為了宣傳參考資料，與發展局及香

港地產建設商會合辦的建造業議會研討會已於2017年3月17日
香港港麗酒店舉行，吸引約150人主要來自50間私人發展商及

其轄下的總承建商出席，坐無虛設。參考資料刊物於會上呈閱

並供成員參考。 
 

(b) 研究期刊 2017 
阮巧儀女士報告，研究及發展部門近期出版了研究期刊

2017，期刊以桌上文件的形式供成員參考。 
 
(c) 中小型企業安全帽連 Y 型帽帶資助計劃 

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局)推出「中小型企業安全帽連Y
型帽帶資助計劃」，提供資助予建造業的中小企購買符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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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的安全帽連Y型帽帶，以提升工地工作安全。議會秘書處已

於2017年5月23日將相關資料電郵給成員參考。 
 
(d) 優先選用職安健星級企業約章 

議會秘書處已於2017年5月23日將職安局的「優先選用職安健

星級企業約章」的相關資料電郵給成員參考。 
 
(e)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午膳會議的撮要報告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午膳會議已於2017年5月22日舉行，討論

建造安全的現時問題及解決建議。經商議後，成員同意議會秘

書處評估人力資源、工作優次、所需時間及財政預算後，才作

進一步跟進。 
 
 

2.13 下次會議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2017 年第三次會議將重新安排於 2017 年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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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時正結束。  
 
 
 
議會秘書處 
2017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