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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開放環節於下午 4 時 25 分開始。]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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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5 並通過 2015 年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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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第四次會議的會議
記錄（對外開放環節）。

5.9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對外開放環節）
無。

5.10 生產力及研究專責委員會 2015 年第二次會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MT/P/051/15。
會上重點提出以下事項:




項目 2.2 - “Benchmarking the Construction Trade Productivity
in Hong Kong”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辨別出十種香港建造業內
主要的樓宇及基建項目工種，並調查其生產力。因此，研究
需要一個對生產力統一的量度方法，以便在各類工程項目中
應用。
項目 2.3 - 項目“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ong Ko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的目的是透過將香港建造業的表
現基準化來加強其國際競爭力。研究現正處於文獻探討階
段，團隊正就各個地區的關鍵績效指標(KPIs)進行分析。研
究將會識別一套可用於量度本地建造業的關鍵績效指標，以
便與歷史數據及國際數據進行比較。
黃仕進先生就上述研究項目申報利益。



項目 2.4 -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有限公司(NAMI)的代表
進行匯報，向生產力及研究專責委員會成員介紹最新的研究
進展及所遇到的困難。現階段研究正集中於三個範疇，分別
是納米材料塗層科技, 資源回收再造技術及水泥材料組成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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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5 – 就香港建造業的發展策略，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PNR/P/003/15。有關麥肯錫研究報告的論壇已在 2015
年 9 月 30 日舉行，更多同類型的論壇會在 2015 年 10 月及
11 月舉行。
項目 2.6 – 建造業議會創新奬共收到 66 份申請，現正由評
判們進行評審。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51/15 各個項目並無意見。

5.11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2015 年第八次會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MT/P/052/15。
會上重點提出以下事項:








項目 8.2 -成員備悉以下各項:
i) 因應合作培訓計劃參與度低，管理人員會探討以混合模式
提供培訓的可行性; 及
ii) 對於加強宣傳《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專工專責」條
文一事，尤其對不在本港地盤工作工友的宣傳及增加外展隊
伍方面，管理人員已將建訓會的意見轉達工人註冊秘書處。
此外，建訓會已備妥少數族裔語言的宣傳單張，及已聘請一
名少數族裔人士協助相關的工作，並通過提供$20 餐券以吸
引工友前來申請工藝測試。
項目 8.3 - 成員接納為進一步提高安全訓練質素及滿足勞工
處發出的申請認可強制性安全訓練課程指引，由 2015 年 10
月 5 日起取消綠卡課程及相關覆證課程的多媒體自學教材
測驗，並接納增撥額外資源以開辦綠卡課程及相關覆證課程
的要求。
項目 8.4 –成員接納增設混凝土科課程顧問組及相關成員組
合名單之建議，任期由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
項目 8.5 –由於購買二手建造機械有許多不明朗因素，成員
經討論後接納不採購二手機之建議。
項目 8.6 – 成員備悉流動式起重機操作的測試成績報告。建
造機械操作科課程顧問組成立工作小組討論有關測試內容
及評核水平是否符合市場要求，並邀得勞工處代表出席於 8
月底召開的會議。與會人士同意議會現時評分準則嚴謹，同
意維持 60 分為合格分數及毋須更改測試內容。不過，勞工
處提醒議會要持續提升有關安全水平。對於外間人士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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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的關注，主席建議由建訓會、建造業安全專責委員會和
勞工處一起全面檢討有關機操安全牌照、運作、培訓及測試。
項目 8.7- 通過開辦少數族裔技術提升課程 – 先導計劃。
項目 8.8 – 成員備悉全日制課程之效益基準報告 (流失率及
綜合合格率)。成員備悉 2014/15 年度基本工藝課程和建造
業監工／技術員課程及在 2015 年 1 月至 6 月開課之短期課
程的流失率和綜合合格率，以及相關的跟進工作建議。
項目 8.9 –成員備悉合作培訓計劃在 2015 年上半年共有 25
個工種課程接獲申請，當中 17 個工種已有學員接受培訓。
成員亦備悉有關合作培訓計劃的流失率及綜合合格率。
項目 8.10 –成員通過資助 2015/2016 年度「職業訓練局中專
教育文憑課程計劃-技術員」八個課程，共 400 個培訓學額，
按 目 標 畢 業 人 數 360 人 估 算 之 財 務 預 算 支 出 港 幣
11,088,000 元，以及修改資助金發放方案。
項目 8.11 及 8.12 –成員備悉課程專責小組及工藝測試小組
2015 年第四次會議的討論摘要，包括接納購買兩部全新挖
掘機及招標文件之建議，以及要求將測試合格率偏低的工種
試題交予課程顧問組檢討。
項目 8.13 –成員備悉「進階工藝培訓計劃-先導計劃」已於今
年 9 月 1 日推出，管理人員將定期向建訓會匯報申請情況。
項目 8.14- 成員備悉模範工藝測試中心金屬棚架測試工場
裝修工程的標書評審報告。
有成員要求秘書處於下星期回應有關機械及起重機輪候時
間的報章報導。
[會後補註: 已於 2015 年 11 月 6 日對該份報導作出回應。]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52/15 各項個項目並無意見。

5.12 實施修訂《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督導小組 2015 年第四次會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MT/P/053/15。
會上重點提出以下事項:
項目 4.2 –為在 2017 年 4 月實施的「專工專責」條文下有
關外地技能資歷認可作準備，督導小組成員建議擴大督
導小組的職權範圍以探討可行措施，包括就認可外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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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測試、安排於外地進行議會的工藝測試及與外地工藝
訓練學校接軌等方面。成員通過上述建議。
項目 4.4 –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就修訂《建造業工人註
冊條例》的工作匯報重點如下:
(a) 新成立的外展隊伍於 2015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 11 日到
訪 4 個工地，共收到 37 份工藝測試申請及 336 份資深工
人註冊申請。
(b) 共 20 個工地於 2015 年 9 至 10 月參與第二輪的「指
示及督導」及「豁免工作」合理措施試驗。是次合理措
施是根據六月底進行的首輪試驗結果作改良後得出的。
[陳國賢先生及鄔碩晉先生於此時離開會議。]
韓志強先生表示，外展隊的成效良好，但仍需加倍努力。
另一位成員認為，資深工人的註冊率只是在初期上升，
但近期已維持平穩。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53/15 的其他項目並無意見。

5.13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2015 年第三次會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MT/P/054/15。
會上重點提出以下事項:
 項目 3.4 - 貨車式起重機工作安全工作小組建議檢討貨
車式起重機操作員現行的培訓及考試。工作小組的建議
已交予建造業訓練委員會轄下課程專責小組的機械操作
科課程顧問組探討實施的可能性。成員對貨吊實務試的
合格分數表示關注。有關意見會轉交予建訓會審議和跟
進。
 項目 3.5 - 會上呈交安全提示第 002/15 號－「貨車式起
重機的安全－採購及裝配貨車式起重機的考慮事項」。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成員原則上確認安全提示第 002/15
號。
 項目 3.6 – 工作小組就擬備《升降機槽工程安全指引：第
4 卷─ 建造工地升降機》舉行多次會議。指引預計於
2015 年底或 2016 年初提交予升降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
專責小組檢視。
 項目 3.7 - 已進行倒車射頻識別感應/警報系統測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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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將於 2015
年 10 月完成十套安全帶緊扣感應系統的試驗裝置， 並
會安排測試。
項目 3.8 - 安全訓練計劃「 工 地 安 全 體 驗 計 劃
2015」(由建造業議會與香港建造商會合辦)的啟動禮及第
一班訓練課程已於 2015 年 8 月 27 日在馬灣挪亞方舟圓
滿舉行，現正安排大約 8 班訓練課程予承諾參與的大專
院校。
項目 3.9 - 建造安全海報第 002/15 號－「佩戴安全帽小
貼士」已於 2015 年 9 月 1 日正式發表。鄺超靈先生在
工地安全事故非正式專責小組會議上分享一些從日本製
造的優質安全帽。成員對高質量的安全帽表示欣賞，並
悉期後或需對安全海報的內容作出檢視。
項目 3.11 - 議會秘書處在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上分享新
加坡借鑑考察團的經驗。成員對新加坡整體安全政策架
構、建造業意外死亡率、風險管理 2.0、bizSAFE 計劃、
安全設計、建造安全入門課程和工地項目表示欣賞。
項目 3.14 – (a) 就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建議為少數族裔
提供更多安全培訓一事，議會管理人員已採取相應行
動，提出一份由承建商提交的合作建議書予建造安全專
責委員會考慮。
部份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成員認為，此舉或可能構成偏
袒該名承建商之嫌。
成員備悉，在徵求行政及財務專責委員會和建造業議會
核准前，該建議書會先於即將舉行的建訓會會議上進一
步商議。
[朱沛坤先生及周聯僑先生於此時離開會議。]
韓志強先生建議，議會在呈交修訂建議書予建訓會前，
先與政府商討有關土地使用限制。
(會後補註: 由於訓練場地的租期只有兩年，建訓會成員
決定，在找到一幅可供長期租用的合適土地，使設立少
數族裔安全培訓場地的支出更為合理前，不會再執行該
建議。)
(b) 有關建造業安全體感及訓練中心 (第一期)的工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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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採用徵求意向書的方案後，只收到一間公司回標，
因而未能繼續第二階段的招標程序。經商議後，委員會
同意採用另一個替代方案 (即聘請外國的專業體感設備
供應商)，嘗試設計和安裝專業設備。
主席請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跟進十月份意外的高傷亡率。一位
成員認為，改善工地安全的必要條件是改變思維模式及鼓勵建
造工人的參與。有成員亦表達對建造安全的意見，認為應考慮
設立懲罰制度以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識。他建議在即將舉行的建
造業議會成員交流日進一步討論有關事項。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54/15 的其他項目並無意見。

5.14 採購及工程分判專責委員會 2015 年第三次會議
葉柔曼女士於上次會議中已對第二次採購及工程分判專責委員
會會議的工作進展作口頭報告。
葉柔曼女士補充，或會在 2016 年與英國 NEC 再合作舉辦其他認
證課程。
成員對文件編號 CIC/CMT/P/055/15 各個項目並無意見。
5.15 其他事項
陶榮先生邀請成員取閱會上提供的建造業議會研究期刋
“Innovation in Construction – 第二期”。

5.16 2015 年第六次會議暫定日期
下次會議定於 2015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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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別無其他事項，會議對外開放環節於下午 5 時 50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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