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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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四次會議於 2017 年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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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2017 年第四次會議討論摘要：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4.1 CIC/CSY/R/003/17 
(討論文件 ) 

通過進展報告  
成員通過 2017年 8月 31日舉行的上次會議之進展報告。  
 

4.2 CIC/CSY/R/003/17 
(討論文件 )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議程 3.4項－詳情於議程第 4.9項報告 (跟進安全體驗訓練中心的工作進展 )。  
議程 3.7項－有關檢視及修改現行申請成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的考試框架，以增加

安全措施的考試問題，發展局報告，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 )同意在相關的考試委員會

討論，考慮增加安全的元素。  
 

4.3 (簡報 ) 
(參考文件 ) 

討論最近兩宗有關升降機槽工程的嚴重意外  
機電署及勞工處進行意外的簡報及跟進事項。  
 
經商議後，屋宇署將跟進如安裝多於一部升降機在共同升降機槽，是否有分隔的強

制性要求。此外，議會將跟進在訓練課程中，是否有強制性安全訓練給予電梯工人。

專責委員會主席建議，在適當情況下，升降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責小組與相關的

合作夥伴探索進一步宣傳安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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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4.4 CIC/CSY/P/018/17 

(待核准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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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組後的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地之工作安全專責小組 2017年第二次會議已於

2017年 10月 31日舉行。經商議後，專責委員會成員核准修訂後的職權範圍，以及建

議邀請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的代表加入成員名單中。  
 
[會後補註：一連兩場的「建造業議會研討會－外牆工作的安全」已於 2017年 12月
11日在議會零碳天地舉行，超過 250人出席。 ] 
 

4.5 CIC/CSY/P/019/17 
(待核准文件 ) 

棚架工作安全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棚架工作安全專責小組的晚餐會議已於 2017年 11月 2日舉行，議會秘書處將會與香

港建造商會的相關委員會及服務供應商，跟進物色合適的工作平台。經商議後，專

責委員會成員核准修訂後的職權範圍，以及建議邀請屋宇署的代表加入成員名單

中。  
 
[會後補註：議會秘書處與幾間橋板供應商出席香港建造商會安全及健康委員會於

2018年 1月9日的會議，與不同的承建商探討提供更適用於密竹棚的橋板可能性。 ] 
 

4.6 CIC/CSY/P/020/17 
(待核准文件 ) 

工地整潔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  
專責委員會成員核准解散工地整潔專責小組。另一方面，專責委員會主席建議維持
海報的宣傳。  
 

4.7 (簡報 ) 
(參考文件 ) 

建造業安全周 2017 及相關活動  
由發展局及議會合辦的建造業安全周 2017，已於 2017 年 9 月 21 日至 26 日舉行。

今年，約有 600 人出席研討會、 31 個項目中，有 8 個項目獲得「臨時工程卓越大

獎」、200 名業界持份者參與嘉年華中的接力比賽、519 人排列成「人體組成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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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反光衣圖形」，並創下健力士世界紀錄、超過 3,000 人次出席嘉年華、超過 220 位

業界人士參觀 9 個安全表現優秀之工地、以及超過 1,000 人出席公德地盤嘉許計劃

頒獎典禮。  
 
[會後補註：建造業安全周 2017特刊已於 2018年 1月下旬出版。建造業安全周 2018將
於 2018年 5月21日至 29日舉行。 ] 
 

4.8 CIC/CSY/P/021/17 
(參考文件 ) 

早餐圓桌會議報告  
早餐圓桌會議已於 2017 年 10 月 25 日舉行，旨在討論議會的角色，進一步提高香

港的建造業安全，出席是次會議的業界持份者有發展商、總承建商、分包商聯會及

工會代表等，出席者分享不同總承建商的良好做法、對議會及整體行業的未來建

議、以及一些建議供與會者考慮。經商議後，專責委員會主席鼓勵成員考慮這些建

議，並以軟性的方法推廣工地安全。  
 

4.9 CIC/CSY/P/022/17 
(參考文件 ) 

安全體驗訓練中心的工作進展  
安全體驗訓練中心專責小組 2017 年第二次會議已於 2017 年 9 月 12 日舉行，自體

驗訓練中心項目開展以來，共舉行了 17 次的進度會議。顧問公司已展開項目的詳

細設計階段，目前正進行招標擬備階段。下次專責小組的會議預計於批出工程合約

後舉行。  
 

4.10 (簡報 ) 
(參考文件 ) 

「工地安全體驗計劃 2017-18」的工作進展  
由議會及香港建造商會合辦的「工地安全體驗計劃 2017-2018」，開幕典禮及第一班

的訓練課程已於 2017 年 11 月 8 日在馬灣的挪亞方舟舉行，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
務 )韓志強工程師、專責委員會主席馮宜萱女士、以及香港建造商會副會長、健康

與安全小組主席徐偉添工程師擔任主禮嘉賓。今年，共有 8 間大專院校的 10 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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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院／部門表示有興趣參與這個計劃。此計劃的宣傳單張正在籌備中，以進一步在大

專院校宣傳。  
 

4.11 CIC/CSY/P/023/17 
(參考文件 ) 

落實建造業必須正確使用備有帽帶之安全帽及生效日期  
勞工處報告，《安全帽的揀選、使用及保養指引》修訂版將於 2018 年 6 月發表，附

有帽帶之安全帽（不限是 I 型或 Y 型帽帶）將會是執法的要求。勞工處在發表指引

修訂版前，會廣泛宣傳及發信通知商會、工會、專業團體及公營機構。經商議後，

勞工處會考慮成員的建議，在指引修訂版加強宣傳在離地工作時使用有側面保護

的安全帽。  
 
此外，專責委員會主席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專責小組，討論「個人的安全行為與安全

表現」，議會秘書處會跟進。  
 

4.12 (簡報 ) 
(參考文件 ) 

第 21屆世界工作場所安全與衛生大會 2017及大會後的技術參觀  
專責委員會主席馮宜萱女士、以及高級經理－議會事務阮巧儀女士，於 2017年 9月
3日至6日在新加坡參加「第 21屆世界工作場所安全與衛生大會 2017」，在會議中提

及「零傷亡願景」的 7個黃金定律，包括領導及承諾、識別危害及風險、設定安全

目標、確保安全系統、使用安全及健康的技術、提高資格、以及投資在人的身上。

此外，藉著參觀 3M創意中心，了解其創意的產品，如防墜保護系統、個人防護裝

備及道路安全的產品。  
 
隨後於 9月7日至 8日參與技術訪問，為期兩天的訪問由職安局及香港職業安全健康

聯會合辦，訪問行程包括分別與新加坡人力部和陸路運輸局開會，以及實地考察，

參觀預製容積式建築工地、建築生產力館、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學習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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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4.13 CIC/CSY/P/024/17 

(參考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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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其他事項  
(a) 安全鞋  
根據議會主席的建議，議會秘書處正為不同工種的工友搜尋適合的安全鞋，加強在

工地工作的安全。  
 

 
註：在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會議上討論的上述文件及進展報告全文，可應議會成員要求由議會秘書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