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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對外開放環節
議程項目

負責人

[對外開放環節於下午 5 時 5 分開始。]
2.7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對外開放環節）
成員參閱文件編號 CIC/CMT/M/001/16 並通過 2016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聯合鹿島大廈 15 樓建
造業議會總辦事處 1 號會議室舉行之 2016 年度第一次會議的會
議記錄（對外開放環節）。

2.8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對外開放環節）
2016 年第一 有關在承建商工地並採用其器械進行工藝測試
次會議
的事宜，梁偉雄先生報告指已從承建商取得有
項目 1.11
關資料，並會先在下次建訓會會議上討論有關
議題。

2.9

生產力及研究專責委員會 2016 年第一次會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MT/P/020/16。
梁堅凝教授以投影片演示方式向成員簡介生產力及研究專責委
員會 2016-17 年的工作計劃。主要工作如下：
每年提出一個行業性的研究計劃；
評估建造業工種的生產力 ；
評估香港建造業表現 ；
進行一個關於改造本地建造業生產流程及工序的顧問研究；
進行一個關於評估香港建造業工藝質素的顧問研究；
為設立工程項目層面的生產力基準數據庫舉辦經驗分享工
作坊；
7. 進行一個關於項目規劃和設計中結合可建築性的顧問研究；
8. 進行一個關於香港建造業生產力綜合評估的顧問研究；
9. 進行一個關於在香港大型屋苑建設上應用自動化及機械人
之可能性的顧問研究；及
10. 於 2017 年與環境、創新及技術專責委員會合辦建造業議會
創新獎。
1.
2.
3.
4.
5.
6.

上述工作與麥肯錫中期報告中的第 14、17、18、19 及 26 項建
議有關。
議會核准文件附錄 C 所載的建議增補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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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韓志強先生指出，理工大學已進行一個有關設計納入可建性的
研究﹙麥肯錫中期報告中的第 19 項建議﹚。發展局及建築署亦
正處理這項事宜。議會的顧問研究亦可參考過往研究的結果。
伍新華先生補充，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可就測量不同工種的
生產力事宜上給予支援。
主席表示業界一直有討論應否成立香港建造業創新中心，以便
帶領建造業的創新及科技發展，並就議會於此事宜上的角色徵
詢成員意見。一位成員認為不同政府部門或會對一個創新項目
有不同的考慮，業界從業員為創新的建築工程採用新物料、建
築方法及工具申請核准時亦遇到各種問題及困難。成員認為中
心可擔當統籌的角色，加快於建築工程落實創新主意的核准過
程。
韓志強先生表示成立由議會或發展局統籌的創新中心亦未必可
以解決以上問題，因為為保障公眾安全起見，核准一個創新項
目牽涉屋宇署以外的不同政府決策局及部門，但議會仍可以擔
當統籌的角色，以便有關政府部門考慮及進行核准程序。
就成員要求加快創新項目的核准程序事宜，許少偉先生回應指
屋宇署願意聆聽業界的意見。
梁堅凝教授提議中心可以投資一些主要且長期的創新項目，例
如在建造業應用機械化技術。這項工作可與創新科技署合作。
主席要求生產力及研究專責委員會研究成立香港建造業創新中
心的可能性。這議題可於午餐會議或行政及財務專責委員會的
會議上深入探討。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20/16 所載事項並無其他意見。
[伍新華先生、莊堅烈先生及黎志華先生於此時離開會議。]

2.10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2016 年第一次及第二次會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MT/P/021/16 及 CIC/CMT/P/022/16。
陳修杰先生以投影片演示方式向成員簡介建訓會 2016-17 年度
工作計劃。關於培訓及發展的顧問報告已開展，建訓會持續實
行的措施如下：
1.
2.

落實晉升階梯及資歷認證；
進行可行性研究以確定設立資歷架構的方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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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議會培訓及發展方面的顧問服務；
重組訓練場；
檢討培訓名額及培訓設施；
加強少數族裔服務；
繼續進行進階工藝培訓計劃；
就建立形象，必須有策略性計劃 (包括議會、業界及工人)
於訓練課程中採用新技術、網上學習系統及課堂排序電腦系
統；及
10. 為議會課程提供海外資格認證，以便畢業學員可考慮於外地
工作，而其資格可獲國際認可。

3.
4.
5.
6.
7.
8.
9.

新措施包括：
1. 提供持續專業進修課程；
2. 由機構發展部負責跟進及關懷畢業學員的進度及提供終生
的諮詢服務；
3. 與勞工處商討合併 JobsNet 及 iES（勞工處正使用的系統）
的可能性；及
4. 由研究及發展部門跟進改進人力資源預測方法和數據收集
的事宜。
上述工作與麥肯錫中期報告中的第 3、4、5、6、7、8、10、12、
15 及 59 項建議有關。
以下事項獲重點提出：


項目 1.13 – 議會已於 2016 年 3 月 23 日與職業訓練局就課
程發展建立更緊密合作關係簽署合作備忘錄。
2016 建造業運動會暨慈善同樂日將於 2016 年 10 月舉行。
培訓及發展部已於 2016 年 3 月 5 日與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
會在九龍灣建造業資訊中心舉辦招聘會，為有關合作培訓計
劃招聘學員。下次招聘會將於 2016 年 5 月 21 日舉行。



項目 2.2 – 地政處已口頭接納議會在大埔訓練場豎立多一
部塔式起重機的申請。



項目 2.3 - 成員接納 2016 年建訓會的建議架構及成員名
單，而各專責小組、工作小組及課顧組成員的任期為一年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按需要每年續任。



項目 2.6 - 成員接納上述建議，資助基本工藝課程畢業學員
入讀職訓局擬為有關學員開辦的「建造工程文憑」課程、
「建
造業管理文憑」課程及「基礎課程文憑（工程）」課程，學
費資助連同一次性的課程發展費用開支預算為 913 萬元。



項目 2.7 - 成員通過擴展議會資助「職業訓練局專業文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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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年期的建議，由原先一年延長至三年，即 2016-2017 年
度至 2018-2019 年度，每名學員資助額為 30,800 元，總資
助額上限為 1.0927 億元。


項目 2.8 - 成員通過重推「介紹新生計劃」
，並拓闊計劃所涵
蓋的科目及延長推行期至兩年，推薦人的獎金提高至 3,000
元，而推薦人的身份將擴闊至持有建造業工人註冊證的人
士，目標人數為 500 名，獎金總額合共 150 萬元。
項目 2.6 – 2.8 的預算要求將呈交給行政及財務專責委員會
以作確認。



項目 2.11 - 成員原則上通過調升基本工藝課程及監工／技
術員課程學員的培訓津貼及工地實習津貼（強化建造業監工
/技術員課程除外）。

主席要求就與職訓局資格互認的事宜上多作宣傳；於周末多開
訓練及工藝測試中心的可行性亦必須探討。

建訓會

主席詢問 2017 年提供的全日制訓練學額是否過盛。梁偉雄先生
回應指 2018 年的數字及建議訓練學額將根據實際入讀及收生情
況作出檢討。梁偉雄先生亦建議一次過就調升全日制課程津貼
額作出宣傳。

建訓會
秘書處
(梁偉雄)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21/16 及 CIC/CMT/P/022/16 的其
他事項並無意見。
[鄔碩晉先生於此時離開會議。]

2.11

秘書處
(梁偉雄)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2016 年第一次會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MT/P/023/16。
馮宜萱女士以投影片演示方式向成員簡介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2016-17 年的工作計劃。主要工作如下：
1.
2.
3.
4.
5.
6.
7.

識別主要的安全程序及發表安全指引；
於建築工地進行懸空式棚架安全帶繫穩感應系統及無線射
頻識別感應系统的應用先導計劃；
與發展局共同進行「建造工人危險行為」研究計劃；
已成立一個小型的工作小組，探索建立一所新的建造業安全
體感及訓練中心的可能性；
與香港建造商會合辦為大專生而設的工地安全體驗計劃；
與職安局合辦的建造安全推廣活動及良好工作場所整理推
廣計劃；
2016 年建造業安全周；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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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勞工處及其他持份者重新檢視強制性安全訓練課程的現
有內容及教學形式。

上述工作與麥肯錫中期報告中的第 30、32、33 及 35 項建議有
關。馮宜萱女士表示將會召開更多專責小組會議，以便跟進麥
肯錫中期報告的建議。
以下事項獲重點提出：


項目 1.4 – 議會確認建議的增補成員名單，提名的增補委員
人數較加入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的議會成員為多。



項目 1.6 – 議會秘書處已於 2016 年 3 月 14 日安排在天水圍
參觀一間機身裝配商及測試「貨車式起重機使用前檢查清
單」的可行性。

就項目 1.3 而言，主席補充 6 年規限會適用於各個專責委員會及
委員會屬下的所有專責小組，並定為內部要求。
為鼓勵更多工人參與安全周，馮宜萱女士建議考慮是否可將
2017 年建造業安全周定於周末舉行。
梁堅凝教授建議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如麥肯錫中期報告的建議
所述，與生產力及研究專責委員會合作設立一個有關設計可建
性及安全的業界獎項。馮宜萱女士回應指有關建議將於下次建
造安全專責委員會上討論，亦建議麥肯錫中期報告的建議應綜
合處理，以便實行。
馮宜萱女士進一步指出，由於將有數個獎項於安全周期間頒
發，因此專責委員會宜先就現有獎項作出評估。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23/16 的其他事項並無意見。
[馮宜萱女士於此時離開會議。]

2.12

採購及工程分判專責委員會 2016 年第一次會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MT/P/024/16。
賴旭輝先生以投影片演示方式向成員簡介採購及工程分判專責
委員會 2016-17 年的工作計劃。接續 2015 年的工作如下：
1.

發表「甄選承建商參考資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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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負責人

發表兩期「新工程合同項目案例集」；
草擬「標準來索即付保證書及使用條款」；及
發表「標準自選分包合約簡化版」
。

與實行麥肯錫中期報告中第 16、53 及 58 項建議有關的工作如
下：
1.
2.
3.

進行諮詢研究以確立私營市場於投標時對創新及創意的考
慮；
繼續與 NEC UK 合作提供新工程合同項目經理、監工及維
修服務經理認証課程；及
進行諮詢研究以探討適用於香港市場的各種協作模式合
同 。

有關付款保障、與海外機構合作及樓宇維修、保養、加建及改
建工程的建議新項目亦會於 2016 年獲得考慮。賴旭輝先生補
充，
《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已於 2016 年 1 月 1 日生效。
主席要求為《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舉辦一次業界工作坊，並
加強對《競爭條例》的宣傳。

採購及工程
分判專責委
員會

以下事項獲重點提出：


項目 1.4 - 議會確認建議的增補成員名單，提名的增補委員
人數較加入採購及工程分判專責委員會的議會成員為多。

賴旭輝先生宣佈林秉康先生已同意出任甄選承建商專責小組的
主席。
韓志強先生表達對分包商註冊制度之下註冊分包商續期申請減
少的關注。陶榮先生回應指提升分包商註冊制度專責小組應考
慮適當檢討相關規例。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24/16 的其他事項並無意見。
[黃仕進先生於此時離開會議。]

2.13

環境、創新及技術專責委員會 2016 年第一次會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MT/P/025/16。
潘嘉宏先生以投影片演示方式向成員簡介環境、創新及技術專
責委員會 2016-17 年的工作計劃。主要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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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負責人

進行一個關於在香港善用預製工場調查（調查研究）的顧問
研究；
由發展局實行一個小型先導項目，測試採用河砂替代品的可
行性；
碳標籤計劃的研究（第二階段）
；及
進行管理及減少香港建築和拆卸廢料的策略顧問研究。

上述工作與麥肯錫中期報告中的第 20、45、46 及 50 項建議有
關。
以下事項獲重點提出：


項目 1.4 - 議會確認建議的增補成員名單，提名的增補委員
人數較加入環境、創新及技術專責委員會的議會成員為多。

伍新華先生要求邀請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提名一位人士成為
環境、創新及技術專責委員會的增補成員。
潘嘉宏先生宣佈政府已核准與三跑道系統項目相關的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及填海工程。另一方面，主席認為位於青衣的本地首
個預製工場是理想的宣傳材料。韓志強補充，預製工場由一個
營運商營運，有關宣傳工作應由議會、發展局及該營運商共同
負責。主席要求秘書處跟進是否有任何宣傳工作可以進行。
[會後備註：發展局特別為宣傳政府管理的「認可公共工程鋼筋
預配工場名冊」
（名冊）於 2016 年 3 月 24 日舉辦了一次簡報會。
簡報會重點介紹了將獲所有工務工程接納並在名冊上的工場所
製的預製鋼筋組件，以期吸引更多參加者申請納入名冊。]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25/16 的其他事項並無意見。
[潘嘉宏先生、陳志超先生及陳八根先生於此時離開會議。]

2.14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工作滙報
成員備悉於會上提出的文件編號 CIC/CMT/P/026/16。
李藹恩女士以投影片演示方式向成員簡介麥肯錫中期報告的第
9 項建議及「專工專責」條文的實施。
為倡儀更廣泛的工人福利，秘書處建議進行一個有關 2016 年建
造工地及工人觀感的顧問研究。研究會涵蓋縱向及横向運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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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女性專用的設施、工地的支援設施及工人保險事宜。幾位
成員都認為進行顧問研究前可先就有關議題進行調查。
與實施「專工專責」條文相關的工作如下：

為公眾及建造業持份者舉辦關於「專工專責」條文的宣傳活
動；
2. 尋求與海外培訓及工藝測試機構合作及互認資格的機會；
3. 為專工專責工地巡查演練；及
4. 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完成資深工人註冊。
註冊事務部將繼續實行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並發出新的建造
業工人註冊證。
1.

以下事項獲重點提出：


項目 2.1 – 成員同意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單張可於
議會服務中心派發。議會不會投放額外資源處理資料不完整
／未更新的強積金行業計劃戶口。



項目 2.4.1 – 發展局已於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的會議上簡
報「專工專責」建議豁免安排的主要要求及建議修訂，成員
對有關文件並無反對。



項目 2.5.5 – 以下為推廣「專工專責」的措施：
1. 向58,000名最少註冊5年並年滿35歲或以上工人發出短
訊；
2. 於超過 270 個工地懸掛橫額；
3. 已向市區重建局及香港房屋協會樓宇更新大行動之下 20
幢大廈業主發信，要求他們懸掛橫額或展示海報，協助
宣傳；及
4. 於沙田、元朗、西貢、屯門及北區懸掛25個路邊橫額。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26/16 的其他事項並無意見。
2.15

其他事項
2.15.1 葉柔曼女士邀請成員出席於 2016 年 5 月 20 日在零碳天
地舉行的議會「技術研討會－建造業議會創新獎 2015 年度得獎
項目巡禮」。所有參加者免費登記。
2.15.2
主席邀請成員出席於 2016 年 7 月 8 日在荃灣如心海景
酒店暨會議中心舉行的議會周年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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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2016 年第三次會議暫定日期
下次會議定於 2016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於香
港九龍九龍灣常悅道 8 號零碳天地多用途會堂舉行。
至此別無其他事項，會議對外開放環節於下午 6 時 20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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