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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成立建造業議會(議會)的事項

(a) 議會的辦公地方

(b) 成立議會的財務安排

(c) 議會及建造業訓練局的合併

文件編號：CIC/005
[討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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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造業議會的辦公地方

第1章 – 臨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

（臨時建統會）早前所作討論

第2章 – 未來路向

文件編號：CIC/005(a)
[討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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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 早前所作討論

有關議會辦公地方的問題，臨時建統會曾
考慮多個方案，包括使用建造業訓練局
(建訓局)上環辦事處、建訓局其他訓練中
心、市場上現有的商廈辦公室及其他業界
機構的物業。

不論為了財政或公關理由，臨時建統會皆
認為使用建訓局自置物業較使用商業樓宇
或其他業界機構的物業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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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所作討論（續）

臨時建統會其後評審了使用建訓局的上環
辦事處、香港仔訓練中心和九龍灣訓練中
心的優點和缺點。

鑑於建訓局的主要職員（包括行政總監）
現時大多在香港仔訓練中心上班，該處可
用作議會營運部門（即由將來的總監（工
藝測試、培訓及徵費）領導的隊伍）的
“基地” 。此舉可盡量減少對建訓局現職人
員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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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所作討論（續）

九龍灣訓練中心似乎是用作議會開會地點
及其他人員（包括新任執行總監）辦事處
的理想地方。

我們在2006年12月21日到建訓局九龍灣訓
練中心實地視察，讓臨時建統會委員在向
議會作出推薦前，可以首先加深對這個方
案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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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所作討論（續）

經實地視察九龍灣訓練中心後，臨時建統
會有以下各項觀察：

九龍灣訓練中心的樓宇比較舊，現時用作提
供與建造業有關的培訓，而中心的現有設施
不適合作會議或辦事處用途。該中心須進行
大量裝修工程，才能改作辦事處用途。

裝修費用由每平方呎500元至1 000元不等，
若要裝修10 000平方呎的建議樓面面積，平
均共需800萬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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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所作討論（續）

鑑於所需費用高昂，臨時建統會對於能否
“長久” 使用設施表示關注，原因是日後如有
重大改變會使裝修費用有所浪費。

一些臨時建統會委員指出，非黃金地段辦公
室的月租為每平方呎20元。同一面積的辦公
室的租金每年約為240萬元。換言之，從另一
角度來看，我們大約可在3年半內收回800萬
元裝修費用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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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所作討論（續）

經過考慮後，委員同意在議會成立後由議
會自行作更深入和集中討論，做法較為穩
妥。

在有新辦公地方可用前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歡迎議會暫時使用其會議
設施

由建訓局調任議會的人員可繼續使用其現有
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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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所作討論（續）

由於新任執行總監或會於2007年秋季到任，所
以也須考慮為他及數名支援人員安排辦事處，
但這只屬小問題。

建訓局可在上環辦事處內，為他們安排合適的
臨時辦公地方。不過，我們須評估這項安排對
於提供公眾服務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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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 未來路向

我們建議有關事項由行政及財務委員會於其
成立後作出考慮。



11

請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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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成立建造業議會（議會）的財務安排

第1章 – 背景

第2章 – 徵詢意見

第3章 – 未來路向

文件編號：CIC/005(b)
[討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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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 背景

根據《建造業議會條例》第20條： “…局
長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可…要求訓練
局提供為應付議會(建造業議會)合理地招
致的開支而有需要的資金。”
當局已就由建訓局向議會轉移款項的安排，
與建訓局建立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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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 徵詢意見

現就下述事項尋求議會批准：

1) 議會所需的第一筆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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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議會所需的第一筆款項（供第一期用）

項目 金額

1 聘請人事顧問公司代為招聘議會的執行總監
（包括廣告費用等）

$600,000

2 雜費（例如文具、傢具等） $200,000

3 應急費用 $100,000
總計 $900,000

註：

-假設執行總監、新任總監及秘書的臨時辦公室小型裝修工程費用，會由
建訓局負責支付。

-臨時建統會在07年1月23日的最後一次會議上，建議建訓局首先向議會轉
移一筆為數 90萬元* 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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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續）

2) 開立銀行帳戶（建議在匯豐銀行開設帳戶）

3) 獲授權為議會簽發支票的人士

• 議會主席及各委員會主席均獲授權為議會簽發
支票。

• 每張支票均須由兩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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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 未來路向

就建訓局向議會轉移所需款項一事，徵求
局長批准。

開立銀行帳戶。

要求建訓局轉移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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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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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造業議會(議會)與建造業訓練
局
(建訓局)的合併

文件編號：CIC/005(c) 
[討論文件]

第 1 章 – 建議的聯絡機制

第 2 章 – 為建訓局僱員舉辦簡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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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 建議的聯絡機制

經臨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臨時建統會)第
三十一次會議上同意，秘書處在2006年
12月1日致函建訓局委員會主席，介紹建
議的兩層聯絡機制架構如下：

在議會層面設立的聯合委員會／聯絡小組

在工作層面設立的聯絡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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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層面設立的聯絡小組

設立聯絡小組，成員包括議會秘書處和建
訓局的人員，以訂定在下列各主要範疇的
過渡安排：

(a) 徵費、培訓及技能測試；

(b) 財務、行政及人手；以及

(c) 辦公地方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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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議會層面設立的聯合委員會／聯絡小組

設立一個聯合委員會／聯絡小組，成員包
括議會和建訓局委員會的主席和其各自轄
下委員會的主席，負責考慮由擬在工作層
面設立的各聯絡小組提出的建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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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建統會秘書處曾在2006年12月12日的
建訓局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簡報。

臨時建統會其後在第三十二次會議上同意，
應在議會成立後才設立各聯絡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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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如獲議會通過建議的兩層聯絡機制，秘
書處將會發通告信邀請各議會成員參加
各聯絡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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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 為建訓局僱員舉辦簡報會

雖然建訓局委員會對於建議的未來路向
並無異議，但有委員曾表示關注建訓局
僱員對即將進行合併一事的疑慮，並且
提議議會應考慮為建訓局僱員盡快舉辦
簡報會。

秘書處曾在2007年1月初與建訓局方面，
在工作層面展開非正式討論，並且同意
暫定在2007年2月中安排兩次簡報會。



26

其後，一位臨時建統會委員提出，應先由議會
在最初的會議中討論這項重要事宜，然後才在
2007年3月舉行簡報會，而且簡報會應由議會
成員（而非秘書處）主持。

臨時建統會在第三十二次會議上同意，有關簡
報會的詳細安排將由議會決定。

建訓局管理當局將全力協助議會舉行簡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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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暫定的安排

簡報會舉辦次數 最少舉行兩次，方便不同
工作時間的員工和建訓局
的不同場地。

主持簡報會的議會成員 議會屬下相關委員會的主
席及／或成員，例如人力
培訓及發展委員會。此外，
亦可由秘書處代表議會主
持簡報會或陪同議會成員
主持。

• 簡報會的暫定安排載於下表，供各議會成員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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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暫定的安排

簡報會日期和時間 建議在3月底或復活節前
舉行。
視乎議會有關成員的工作
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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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請各議會成員提出意見， 以便決定未來
路向。

在考慮各議會成員的意見後，秘書處將會
和建訓局聯絡和商討各項詳細安排和籌備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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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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