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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建訓會） 2019 年第五次會議於 201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在九龍觀塘駿
業街 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建造業議會會議室舉行。  

 
建訓會 2019 年第五次會議的會議會議摘要：  
 
議程  
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5.1 CIC/CTB/M/004/19 通過上次會議會議紀錄  
成員通過 2019 年 7 月 10 日舉行的第四次會議之會議紀錄。  
 

5.2 CIC/CTB/M/004/19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成員備悉上次會議續議事項的進度。  
 

5.3 CIC/CTB/P/048/19 
（待確認文件）  

2020 年建造業訓練委員會之詳細業務計劃及財務預算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TB/P/048/19，並確認 2020 年建訓會之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建議。  
 

5.4 CIC/CTB/P/049/19 
（待核准文件）  

香港建造學院全日制（一年及兩年）課程發展藍圖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TB/P/049/19，並備悉上述發展藍圖的背景、香港建造學院
（學院）的長遠發展策略、質素保證機制和資歷認可、現時全日制課程（一年及兩
年制）的安排及不足之處。  
 
學院的發展藍圖大綱的主要目標是要為全日制課程畢業生提供完整的銜接機制和
「一條龍」的進修階梯，讓有志的畢業生可由中工逐步晉升至工地管理人員或更高
階層，而所有進修銜接課程均會以兼讀制模式進行。  
 
成員亦備悉未來五年建議的課程發展里程表，學院會因應課程發展分階段聘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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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員工。日後學院可減省現時每年向青年學院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支付的課程費用，若
學院又可在提供新兼讀制建造文憑及高等文憑課程時收取費用，將進一步減低整項
計劃的每年支出。  
 
經討論後，成員核准香港建造學院全日制（一年及兩年）課程發展藍圖。  
 

5.5 CIC/CTB/P/050/19 
（待核准文件）  

專業發展中心的發展藍圖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TB/P/050/19，並備悉專業發展中心按建造業議會（議會）
及學院發展方向而擬定的發展藍圖的背景、專業發展中心的定位、現時提供的課程、
未來課程的發展考慮的重點，包括： (i)配合業界發展需要； (ii)回應業界需求； (iii)
因應業界從業員個人發展需要；(iv)配合學院未來發展；及 (v)配合大灣區發展需要。 
 
專業發展中心未來設施會集中在九龍灣院校，現時位處九龍灣院校的建造業創新及
科技應用中心和勞工處建造業招聘中心的辦公室，或會撥予專業發展中心使用，而
專業發展中心會按實際需要增加班房、擴展校務處和增設學生休閒區 /設施等。  
 
在人力資源方面，已聘請一名經理及建議將一名高級講師職位改為助理經理，並建
議將現時九名講師及一名助理 -中心行政職位轉為「常設」職位，及進行新一輪兼職
講師的招聘，專業發展中心亦會因應課程發展分階段聘請所需員工。  
 
鑑於專業發展中心的未來發展已不再是單純的職業訓練，而是向職業專才教育發
展，建議專業發展中心的中、英文名稱改為：建造專業進修院校 School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Construction (SPDC)，並設計一個與學院徽號和諧而又易於識別的徽號。
最後，專業發展中心會新增獨立的網頁及應用程式等，以加強向業界宣傳課程。  
 
經討論後，成員核准專業發展中心之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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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5.6 CIC/CTB/P/051/19 
（待核准文件）  

2019/2020 及 2020/2021 年度職業訓練局「職專文憑課程計劃  -  技工課程」- 強制性
基本安全訓練課程資助之建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TB/P/051/19，並核准資助 2019/2020 及 2020/2021 年度職業
訓練局「職專文憑課程計劃 -技工課程」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課程資助之建議，可獲
資助學員人數共 700 人，總資助金額合共港幣 98,000 元。有關開支將由已獲批的
2019/2020 及 2020/2021 年度「職專文憑課程 -技工」資金調撥，故無需額外申請撥款。 
 

5.7 CIC/CTB/P/052/19 
（待核准文件）  

議會人力預測模型更新及提升研究專責小組職能範圍及成員組成建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TB/P/052/19，並備悉為避免業界資訊重疊及更統一發布人
力預測結果，由 2020 年開始，職業訓練局將會負責工地監督人員、技術員及專業人
員的人力預測，而議會則會專注負責建造業技術工人的人力預測。  
 
成員核准延長議會人力預測模型更新及提升研究專責小組（專責小組）現任成員的
任期，任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並核准專責小組新修訂的職能範圍、組成架構和
任期，由 2020 年起生效（附件），新一屆專責小組的任期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5.8 CIC/CTB/P/053/19 
（待核准文件）  

進階工藝培訓計劃 -先導計劃（系统性在職培訓）增設實力鞏固訓練課程之建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TB/P/053/19。成員核准進階工藝培訓計劃 -先導計劃（系统
性在職培訓）增設實力鞏固訓練課程之建議，並將兩天的工地安全培訓及指導技巧
課程列為工地導師必修課程。  
 

5.9 CIC/CTB/P/054/19 
（待核准文件）  

建造業議會認可技術專才培訓計劃及合作培訓計劃擴闊僱主資格之建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TB/P/054/19，並核准把僱主資格擴闊至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和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的會員，如申請人不屬於現有已批核的類別，將按個別申
請提交建造業議會認可技術專才培訓計劃及合作培訓計劃小組委員會考慮及核准。  
 

5.10 CIC/CTB/P/055/19 
（待核准文件）  

「中級技工合作培訓計劃」專業海事工種培訓更新工種名稱和課程大綱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TB/P/055/19，核准將「振沖密實機操作員」改為「水力吹
填填料振沖密實機操作員」，並核准「水力吹填填料振沖密實機操作員」和「箱涵
浮運安裝操作員」的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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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5.11 CIC/CTB/P/056/19 
（待核准文件）  

「合作培訓計劃」處理懷疑資料失實個案的程序之建議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TB/P/056/19，並核准「合作培訓計劃」處理懷疑資料失實
個案的程序之建議。  
 

5.12 CIC/CTB/P/057/19 
（供參考文件）  

2017-2018 年度僱主及畢業生滿意度報告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TB/P/057/19，並悉議會已就僱主對學院和合作培訓計劃畢
業生之工作表現及畢業生對有關課程的意見進行滿意度研究調查，涵蓋日期由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8 月，課程包括全日制課程及合作培訓計劃，僱主對全日制課程及
合作培訓計劃畢業生的工作表現的評價正面，整體評分滿意／非常滿意度分別超過
77%及 89%，而畢業生對全日制課程及合作培訓計劃普遍感到滿意，整體課程滿意度
達 97%。將根據有關調查結果推行改善措施，進一步提升僱主及畢業生的滿意度。  
 

5.13 CIC/CTB/P/058/19 
（供參考文件）  

全日制課程效益基準報告（就業率及留在業內率）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CTB/P/058/19，並備悉 2018 年全日制課程畢業生一個月的平
均就業率為 89%，與 2017 年相若；畢業後三個月的留在業內率為 80%，比 2017 年
上升 3%；畢業後六個月的留在業內率為 75%，與 2017 年相若。  
 

5.14 
至  

5.19 

CIC/CTB/P/059/19 
至  

CIC/CTB/P/064/19 
（供參考文件）  

香港建造學院管理委員會 2019 年第四次會議的討論摘要、建造業議會認可技術專才
培訓計劃及合作計劃小組委員會 2019 年第一次會議的討論摘要、全日制短期課程預
計輪候時間列表、工藝測試輪候時間及測試資料列表、機械操作資歷證明課程及測
試之輪候時間列表、進階工藝培訓計劃 -先導計劃培訓統計數據資料  
成員備悉上述報告、討論摘要及輪候時間表。  
 

註 :  在建造業訓練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的上述文件及 /或會議紀錄全文，可應議會成員要求由議會秘書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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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人力預測模型更新及提升研究專責小組  
 

職權範圍  
 
1. 監督香港建造業技工人力預測模型的發展、更新及提升研究的進

行，並就改善模型的準確性、可靠度及表現作出模型提升建議；  
 

2. 就維持香港建造業技工人力預測模型的運作提出建議，包括更新

參數及數據，使預測達到滿意的可靠度；  
 
3. 監督以預測模型進行的香港建造業技工人力預測定期更新工作；

及  
 
4. 就香港建造業技工人力預測模型更新及提升研究向建造業訓練委

員會提供建議。  
 

 
成員組成及名單  

 
 主席   
(1)   建造業議會成員  潘樹杰工程師  
   
 成員   
(2)   發展局代表  尤孝賢先生  
(3)   政府統計處代表  吳志聰先生  
(4)   運輸及房屋局代表  待定  
(5)   醫院管理局代表  待定  
(6)   職業訓練局代表  待定  
(7)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代表  待定  
(8)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代表  待定  
(9)   香港建造商會代表  待定  
(10)   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代表  待定  
(11)   香港機電工程承建商協會代表  待定  
(12)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代表  待定  
(13)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代表  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