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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 背景

《建造業議會條例》（條例）附表3訂
明建造業議會（議會）會議及程序的基
本原則，該附表第10條列出，“在不抵
觸本條例的條文下，議會可決定本身的
程序。”
為使議會運作順利並取得成效，我們探
討了數項主要問題。有關分析及建議，
載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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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 議會會議的頻率及形式

鑑於議會須履行多元化的法定職能，我們
建議約每6星期開會一次，並定期予以檢討。

未來6個月的暫定會議時間表如下：

2007年3月21日
2007年5月初

2007年6月中

2007年7月底

2007年9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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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形式

為使會議達致最高效率，並可集中討論策略性
事宜，我們建議把所提交的文件分為兩類：

a) 資料文件 ─

包括例行報告，但無須予以討論。

b) 討論文件 ─

須予以深入研究

此外，我們會盡可能安排在同一會議上討論相
關的議題（例如建造業安全），讓成員可作更
集中和深入的討論。

秘書處會因應成員的意見，作出所需安排。



6

第3章 – 議會會議及程序的行政指引

議會須就下列範疇擬訂行政指引：

(a) 利害關係的披露；

(b) 缺席議會會議的申請；

(c) 公開進行會議；以及

(d)不經會議作出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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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利害關係的披露

“6. 成員的利害關係的披露

如任何成員在議會會議考慮的任何事宜中有直接或間

接金錢利害關係，則──

(a) 該成員須於會議開始後，在切實可行的範圍內盡快
向議會披露其利害關係的事實及性質；

(b) 如會議要求該成員在議會考慮該事宜時避席，該成
員須按要求避席；及

(c) 在任何情況下，該成員均不得就該事宜投票。”

(I) 條例中的法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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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議會備存紀錄冊

(1) 議會須為備存成員作出的任何披露的紀錄的目的，設
置和保存一份紀錄冊。

(2) 議會可決定紀錄冊的形式，包括在其內作出記項的方
式。

(3) 在成員作出披露後，議會須安排將該成員的姓名及該
項披露的詳情記錄在紀錄冊內；如有進一步披露的作
出，則議會須在該項進一步披露作出後安排將該項進
一步披露的詳情記錄在紀錄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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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使公眾人士能確定成員作出的披露的詳情，議會須
將紀錄冊供公眾於任何合理時間查閱。

(5) 在本條中，‘披露’(disclosure)指根據第6條規定作出的金
錢利害關係的披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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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說明該訂明機制的流程圖如下：

* 議會秘書處會負責有關工作

成員根據條例附表3第6條，披露其
在議會會議考慮的任何事宜中的金

錢利害關係

議會就成員作出的披
露設置和保存一份紀
錄冊，並將紀錄冊提

供予公眾查閱

成員告知議會早前
所作披露的任何改
動或進一步披露其

利害關係

議會適當地
更新紀錄冊

有關成員按要求在會
議的相關部分避席

有關成員不得就該特定
事宜投票

(II) 說明該項機制的流程圖如下：

有關成員在會議的
相關部分不避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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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與‘金錢利害關係’有關，而我們或
會考慮如何處理其他有關‘利益衝突’
（例如取用指定資料）的情況。我們建
議於稍後時間，由行政及財務委員會
（如成立的話）負責研究這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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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條例中的法定要求

(B) 缺席議會會議的申請

條例中並無規管處理缺席會議申請的準則及程序。

不過，第12條與此相關──

“如出現以下情況，局長可終止某委任成員的任命──

(a) 該成員在未經議會准許下連續 3次缺席議會的會議；

(b) 該成員破產或與其債權人訂立《破產條例》（第6章）第2條
所指的自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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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該成員因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疾病以致喪失行為能力；或

(d) 局長認為該成員因任何其他原因而不能夠或不適合執行其
成員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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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接獲召開議會會議的通告

未能出席會議的成員通知議會秘書處
（以電話、傳真或電郵）

有關成員如在沒有通
知議會的情況下連續
3次缺席會議，則其
任命或會被終止

(II) 說明該等主要步驟的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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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議會主席缺席會議時的安排

條例附表3第5(2)條明文規定：

“如主席因任何原因不能夠主持某次議會會議，則
出席該會議的成員須互選一人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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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條例中的法定要求

(C) 公開進行會議

“9. 議會會議須公開進行

(1)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議會會議須向公眾人士開放。

(2) 在以下情況下，第(1)款不適用於某次議會會議或某次議
會會議的某部分──

(i) 關於議會的財務事宜或投資的資料過早發放；或

(a) 如議會認為施行第(1)款相當可能導致──



17

(b) 如議會認為有待在該會議或該會議的該部分討論或考慮的任
何事宜相當可能關乎──

(i) 人事事宜；或
(ii) 某個別個案，而該個案涉及施行本條例中關於徵款、

附加費、罰款或另加罰款的條文；或

(c) 如議會在顧及個別個案的整體情況後，合理地認為第(1)款不
應適會於該會議或該會議的該部分。”

(ii) 在違反任何法律、法庭或審裁處作出的命令或指示、保密
責任或其他法律義務或責任的情況下披露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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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述情況下，議會進行閉門會議：

(i) 如就有關事宜公開進行會議，會導致議會的財務事宜
或投資的資料過早發放；

(ii) 如就有關事宜公開進行會議，會在違反任何法律、法
庭或審裁處作出的命令或指示／保密責任／其他法律
義務或責任的情況下披露資料；

(iii) 有關討論關乎人事事宜；

(iv) 有關討論關乎某個別個案，而該個案涉及施行條例中
關於徵款／附加費／罰款／另加罰款的條文；或

(v) 議會合理地認為有需要。

(II) 說明該等主要步驟的流程圖如下：

* 有關工作將由秘書處負責，秘書處會視乎需要，先行徵詢議會主席。

議會擬訂會議的議程項目

議會作出公開會議的安排

議會舉行公開或閉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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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條例所訂的法例規定

(D) 不經會議作出的決議

“11. 不經會議作出的決議

(1) 除第2(2)條及本條另有規定外，任何可由議會在會
議中以決議處理的事務，均可在無須召開會議的情
況下以書面決議有效地處理，但先決條件是──

(a) 該決議須由過半數合資格成員的簽署及同意；及

(b) 該決議須在指明期間內獲如此簽署及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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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某決議是以超過一份文件的形式作出，而每份該等
文件均採用相近的格式，且該等文件合共載有過半數
合資格成員的簽署及獲過半數合資格成員的同意，則
第 (1)(a)款的規定須視為已獲符合。

(3) 任何載有某合資格成員的簽署的無線電報、電報、圖
文傳真或以電子方式傳送的文件，均須視為已由該成
員簽署。

(4) 某決議如以超過一份文件的形式作出，則須視為在於
指明期間內最後一名簽署及同意該決議的成員簽署該
決議的日期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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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何成員均可在指明期間內向主席給予書面通知，要

求在議會會議上處理有關決議所關乎的事務。

(6) 凡有根據第(5)款給予的通知，則以下條文適用──

(a) 有關決議所關乎的事務不得以第(1)款描述的方式處
理；

(b) 第(1)款所指的決議不得作出或視為已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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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說明該等主要步驟的流程圖如下：

* 有關工作將由秘書處負責，秘書處會視乎需要，先行徵詢議會主席。

議會訂定安排，讓成員表明是否同意以文件傳閱方式處理某項特定事宜

任何成員要求開會處理該項事宜 成員支持無須開會處理該項事宜

議會作出所需安排，讓成員在議會
的定期會議或特別會議上，就有關事宜

進行商討

成員在相關決議上簽署，表示是否同意傳
閱的文件

議會就有關事宜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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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 未來路向

秘書處已就其他法定組織（例如城市規
劃委員會、市區重建局及房屋委員會）
所採納的相若行政指引／規則及程序，
進行初步研究。

如有需要，我們會因應成員的意見，就
個別範疇提供進一步分析，讓議會轄下
成立的一個相關委員會（例如行政及財
務委員會）作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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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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