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C/CMT/P/013/17 
(討論文件 ) 

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2016 年第六次會議於 2016 年 12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在九龍觀塘駿業街 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
會議室舉行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2016 年第六次會議之討論摘要：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6.1 CIC/CTB/R/005/16 通過上次會議進展報告 

成員通過 2016 年 10 月 4 日舉行的第五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6.2 CIC/CTB/R/005/16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議程項目 5.5.3 項–有關延長機械操作訓練課程每天訓練時間以增加培訓名額之建議，管理人
員將於下次課程專責小組會議提交詳細方案供討論。 

議程項目 5.15.4 項–對於工藝測試中心已在試前以不同方法提醒考生要如期前來應考，但個別
工種應考人士的缺席和退出率仍然偏高，現有建議如考生在同一項考試突然無故缺席兩次，應
將其列入黑名單，並考慮在指定時限內不再接受其報考測試的申請，但發展局代表則認為議會
可考慮告知考生如缺席應考兩次，其第三次應考的日期可能會被大幅調後，避免議會在年內即
使有測試空檔亦不可為該考生進行測試的情況出現。有關安排將在工藝測試專責小組跟進。 

6.3 CIC/CTB/P/073/16 
(討論文件) 

開辦「維修屈鐵機課程」之建議 

為讓機械維修從業員進一步認識屈鐵機的維修，以增加這方面的技術人手，成員通過開辦「維
修屈鐵機課程」及有關的課程內容，課時共 35 小時，每班人數 12 人，每名學員收費 2,100 元。 

6.4 CIC/CTB/P/074/16 
(討論文件) 

 
 

開辦新工程合同(NEC)的原理兼讀課程 

為協助業內從業員了解 NEC 的原則，成員通過開辦新工程合同(NEC)的原理兼讀課程及有關課
程內容，課時共 27 小時，每班人數最多 30 人，每名學員收費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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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CMT/P/013/17 
(討論文件 )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6.5 CIC/CTB/P/075/16 

(討論文件) 
 

開辦碳標籤計劃兼讀訓練課程 

為協助從業員掌握香港碳標籤計劃的知識，成員通過開辦碳標籤計劃兼讀訓練課程及相關的課
程內容，課時共 15 小時，每班人數最多 15 人，每名學員收費 3,500 元。 

6.6 
6.7 
6.8 

CIC/CTB/P/076/16 
CIC/CTB/P/077/16 
CIC/CTB/P/078/16 

 (討論文件) 
 

開辦建築信息模擬(BIM)數據管理兼讀課程、建築信息模擬(BIM)及項目管理兼讀課程及建築
信息模擬(BIM)成人短期課程(70 天) 

由於 BIM 的應用將會是未來的大趨勢，政府方面亦會大力推行，成員通過為不同階層及不同
崗位的從業員開辦三項訓練課程之建議。「建築信息模擬(BIM)數據管理兼讀課程」主要是協
助從業員掌握實際的 BIM 數據管理技巧，學員對象為專業技術人員、繪圖操作員及電腦技術
員，課程共 9 小時，每班最多 10 人；「建築信息模擬(BIM)及項目管理兼讀課程」則協助從業
員在項目管理上掌握 BIM 的應用技巧，學員對象為專業技術人員及管理人員，課時共 18 小時，
每班最多 15 人，兩項課程均為自負盈虧的兼讀課程，每名學員收費同為 4,000 元，學員的出
席率均需達 80%及通過課程評估方可獲發證書。而「建築信息模擬(BIM)成人短期課程(70 天)」
則是一項全日制課程，教授學員基本的 BIM 建模技能，學員受訓期間可獲發訓練津貼每日 170
元，訓練期為 70 天，每班最多 20 人，學員的出席率必須達 95%及通過課程評估方可獲發證書。 

6.9 CIC/CTB/P/079/16 
(討論文件) 

 

少數族裔技術提升課程-先導計劃檢討及未來發展建議 

成員通過將上述先導計劃下三個工種，即「金屬棚架工」、「普通焊接工」及「水喉工」課程
轉為常規課程，並增加「混凝土工」及「批盪工」兩個工種的課程，提升少數族裔普通工人的
技術水平至中工程度，以便註冊成為半熟練技術工人，配合於 2017 年 4 月 1 日實施的「專工
專責」條文。成員又接納五個工種的建議課程內容，每個課程時數為 50 小時，以英語授藝，
學員免學費，如考取中工可獲發獎金$4,000，以及相關的預算支出。 

6.10 CIC/CTB/P/080/16 
(討論文件) 

 

開辦「持牌水喉匠持續進修課程」 

成員知悉議會已得到水喉匠牌照諮詢委員會成立的持續進修課程委員會批准，成為認可機構並
可提供認可課程。成員通過開辦五個兼讀制持牌水喉匠持續進修課程，分別是「獨立水錶配管
課程」、「不銹鋼薄壁管道帶管件接駁課程」、「紅銅管道水錶分支幹管裝嵌課程」、「聚乙
烯(P.E.)管道裝嵌課程」及「香港水務標準規格第 1 至第 10 章內容重溫課程」，每項課程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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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CMT/P/013/17 
(討論文件 )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時 2 小時或 3 小時，工場訓練課程每班人數 10 至 15 人，而課室講解課程則每班 30 人，課程
的建議收費由 100 元至 570 元，每項獲水務署認可的持續進修課程均獲編配學分。 

6.11 CIC/CTB/P/081/16 
(討論文件) 

 

建議放寬重新報讀強化建造業人力訓練計劃課程限制 

成員通過放寬重新報讀強化建造業人力訓練計劃(強化計劃)課程的限制，從以往曾參與強化計
劃的學員，終生不能報讀另一強化計劃課程，修訂為一年內不能重新報讀另一強化計劃課程，
而在申請報讀另一項強化計劃課程時，有關學員(畢業超過一年的學員)必須按年提交一個月業
內工作證明，不足一年者以較低要求計，有關措施將劃一適用於所有提供津貼的全日制課程及
合作培訓計劃的畢業學員。但如強化計劃學員在畢業時因沒有相關空缺而未能即時投身行業，
可於畢業三個月後申請報讀另一強化計劃課程。有關措施將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管理
人員並會在 2018 年底檢討放寬重讀機制的安排。 

6.12 CIC/CTB/P/082/16 
(討論文件) 

 

｢在職培訓計劃｣之 2016 年度報告及建議 

成員通過 2016 年度在職培訓計劃之檢討報告，並同意終止有關計劃及由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停
止接受申請，而已審批之申請將仍然生效，直至參加計劃的學員完成 18 個月培訓為止，有關
計劃預計在 2016 年內會收到 80 份申請，而有關申請在 2016 年至 2018 年之預算津貼開支共
760 多萬元。 

6.13 CIC/CTB/P/083/16 
(討論文件) 

 

以新的合作培訓計劃取代現時培訓半熟練技工的合作計劃之建議諮詢文件 

成員接納以新的合作培訓計劃取代現時培訓半熟練技工的合作培訓計劃的建議，新合作培訓計
劃的重點內容包括：(i)以單一合作培訓計劃取代現有五個合作培訓計劃，並將專注於勞動力嚴
重緊缺的工種共 24 項；(ii)透過月薪制及對培訓工作的獎勵促進僱主和學員的承擔；(iii)直接
向學員提供津貼和給予有競爭力的收入；(iv)以標準化的培訓期(劃一為 3 個月或 6 個月)、學員
前期培訓(劃一為 1 個月或 2 個月)和加強跟進培訓的工作以改善培訓效能；(v)安排簡介會及透
過學員留職率、中工測試成績等提升並評估僱主的表現；(vi)舉辦導師培訓課程及在未來推出
認證機制；(vii)僱主負責招聘學員，議會亦可同時招收學員供僱主聘用。在新計劃下，六個月
培訓工種及三個月培訓工種的學員的最低收入分別為每月平均約 14,000 元及 15,000 多元，實
際金額仍會調整。顧問公司已就新合作培訓計劃的建議廣泛諮詢業界的意見，反應正面，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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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CMT/P/013/17 
(討論文件 )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合作培訓計劃獲得審批，預計可於 2017 年第 2 季推出。 

6.14 CIC/CTB/P/084/16 
(討論文件) 

 

增加｢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2016 年度培訓名額之建議 

成員通過增加 2016 年度合作培訓計劃培訓名額 400 個之建議，其中 300 個屬於｢承建商合作培
訓計劃｣，餘下 100 個歸入｢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機電行業｣，以及相關的財務預算安排。 

6.15 CIC/CTB/P/085/16 
(討論文件) 

 

由 2016-2017至 2018-2019年度合共三年的｢職業訓練局職專文憑課程資助計劃-技工｣之強制性
基本安全訓練課程資助之建議 

成員通過資助 2016-2017 至 2018-2019 年度共三年｢職業訓練局職專文憑課程資助計劃-技工｣
下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課程費用之建議，可獲資助學員人數共約 1,200 人，總資助金額合共
168,000 元。 

6.16 CIC/CTB/P/086/16 
(討論文件) 

 

購買全新 50 噸履帶式固定吊臂起重機招標文件之建議 

成員通過購買全新 50 噸履帶式固定吊臂起重機之建議，以取代一部早在 1991 年購買的 35 噸
起重機，並接納相關的招標文件。 

6.17 CIC/CTB/P/087/16 
(討論文件) 

 

建造業技術工人人力預測(2017 年至 2025 年) 

成員接納按議會人力預測模型得出建造業技術工人在 2017 年至 2025 年的人力預測結果，建造
業在中短期將欠缺約 10,000 至 15,000 名技術工人。 

6.18 CIC/CTB/P/088/16 
(討論文件) 

 

全日制課程效益基準報告及統計數據(申請率、入讀率) 

成員接納基本工藝課程及建造業監工技術員課程在 2016 年 9 月的申請率分別為 76%及 129%，
而入讀率則分別是 73%及 111%，至於全日制短期課程在 2016 年 1 月至 9 月期間的申請率和入
讀率分別是 99%及 84%。成員又接納議會因應有關數據所採取的跟進工作，包括為欠缺導師致
未能開班的導師空缺積極進行招聘、利用多元化的宣傳工作提高課程的申請率及入讀率，及跟
進增加訓練津貼後的影響等。 

6.19 CIC/CTB/P/089/16 
(討論文件) 

增加機械操作員培訓名額(吊運及負荷物移動機械) 

成員接納透過增添機械、培訓人手及資源整理訓練場地，以增加機械操作員培訓名額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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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CMT/P/013/17 
(討論文件 )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在貨車吊機操作員訓練名額方面，達美路訓練場將撥作貨車吊機操作班的唯一訓練場，並建議
增購 2 部貨車吊機，增加整理場地資源及增聘 4 名授藝員工，培訓名額每年可增加 168 人至
240 人(共 40 班)。在吊臂起重機操作訓練名額方面，大埔戶外訓練場在遷移貨車吊機訓練班後
騰空的地方，將用作訓練吊臂起重機操作員，並建議增購 2 部輪胎式液壓吊臂起重機、增加資
源整理場地及增聘 2 名授藝員工，每年履帶式固定吊臂起重機操作班將可增加 10 人至 40 人(共
8 班)，而輪胎式液壓吊臂起重機操作班則可增加 30 人至 40 人(共 8 班)。至於負荷物移動機械
操作員訓練名額方面，屯門戶外訓練場在鋼筋屈紮班遷移後騰出的地方，將用作增辦挖掘機操
作班，並增購一部挖掘機、增加資源平整泥台及增聘一名授藝員工，訓練名額可增加 21 人至
63 人(共 21 班)。 

6.20 CIC/CTB/P/090/16 
(參考文件) 

製作喉管(銅管)接駁良好作業方法的參考資料 

成員知悉議會擬向水喉從業員推介｢喉管(銅管)接駁的良好作業方法｣，以回應｢食水含鉛超標調
查委員會報告｣的建議。有關參考資料將印製成單張在不同機構和地點派發，向從業員推廣良
好的作業方法。 

6.21 CIC/CTB/P/091/16 
(參考文件) 

內地職業培訓機構與建造業議會簽署合作意向書之建議 

成員知悉議會擬與廣東建設職業技術學院及佛山市思成建設培訓中心簽署沒有約束性的合作
意向書，以加強雙方在發展工藝培訓及測試方面的合作關係。 

6.22 CIC/CTB/P/092/16 
(參考文件) 

合作計劃專責小組會議的討論摘要 (2016 年 9 月 13 日第三次會議及 11 月 4 日第四次會議) 

成員知悉專責小組在上述兩次會議議決需跟進的事項，均已提交建訓會討論。 

6.23 CIC/CTB/P/093/16 
(參考文件) 

 

實施修訂《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督導小組會議的討論摘要(2016 年 11 月 24 日第四次會議) 

(i) 香港大學將於 2016 年 12 月中提交外地工藝測試證書的基準研究第一期中期報告； 
(ii) 對於部分工種的測試合格率偏低，有成員要求議會全面檢討工藝測試； 
(iii) 秘書處會延續工藝測試考生的津貼計劃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隨後會作出檢討； 
(iv) 議會計劃與內地培訓機構簽訂合作意向書(即議程項目 6.21)。 

6.24 CIC/CTB/P/094/16 培訓課程/計劃及測試輪候時間和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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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CMT/P/013/17 
(討論文件 )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至 

6.27 
至 

CIC/CTB/P/097/16 
(參考文件) 

 

成員備悉成年人全日制短期課程、工藝測試及機械操作資歷證明課程及測試之輪候時間列表、
透過資深工人註冊安排和工藝測試成為工種註冊工人的圖表，以及進階工藝培訓計劃-先導計
劃的培訓統計數據。 

6.28 其他事項 感謝離任及退休成員 

主席代表建訓會感謝將於年底離任的成員對建訓會工作的支持，包括冼泳霖工程師、何毅良工
程師、謝振源先生及莊永康測量師，以及即將退休的勞工處代表梁玉強先生。另建造業議會在
2016 年 12 月 9 日舉行的會議上通過，將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離任的建訓會成員亦會包括施
家殷先生及黎世康先生。 

註: 在建造業訓練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的上述文件，可應議會成員要求由議會秘書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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