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C/CMT/P/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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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一次會議於 2017 年 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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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室舉行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2017 年第一次會議之討論摘要：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1 CIC/CTB/R/006/16 通過上次會議進展報告 

成員通過 2016 年 12 月 8 日舉行的第六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1.2 CIC/CTB/R/006/16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議程項目 6.6 項至 6.8 項 – 有關開辦三項建築信息模擬(BIM)課程之建議，管理人員會密切留
意課程的收生情況並向建訓會匯報，及會跟進開辦較初階的 BIM 課程或銜接課程供中三學歷
人士修讀之建議。 

議程項目 6.13 項 – 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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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員知悉在新合作培訓計劃下，3 個月培訓期工種及 6 個月培訓期工種向學員發放的平均月薪有
差距，是由於 3 個月培訓期工種的學員可在較短時間得到獎勵金額，但前提是有關學員必須取
得中工測試合格。因此現有方案將會維持，落實後再作檢討。議會同時會為現有｢承建商合作
培訓計劃｣設立過渡期，讓有關承建商在已展開的工程期內履行相關的合約條款。至於跟進未
被納入新合作培訓計劃的工種的培訓需要，將在議程項目 1.7 作出補充。 

1.3 CIC/CTB/P/001/17 
(討論文件) 

2017 年建造業訓練委員會架構及成員名單 

成員接納 2017 年建訓會的建議架構(見附件 A)及成員名單，建訓會之下繼續設有 4 個專責小
組、4 個工作小組(另有兩個工作小組，分別是開拓本地建造專業人員及督導人員到海外工作臨
時工作小組和建造業報工表標準化工作小組，則由於不是未來工作的重點或目的已完成而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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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CMT/P/014/17 
(討論文件 )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散)及 18 個課程顧問組(課顧組)，而各專責小組及工作小組成員的任期由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註：現有課顧組的任期則延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因顧問「卓佳」尚未完成培訓檢討報告) 。) 

1.4 CIC/CTB/P/002/17 
(討論文件) 

 
 

簡化購買新機/換機的程序 

為免因機械損壞而影響機械操作訓練課程的輪候時間，成員通過每年年初管理人員須準備一份
該年度內擬購買新機計劃的文件，包括預計金額、機種、數量及購買原因，並提交建訓會考慮。
經議決後，有關的訓練中心便可於該年內購買新機，隨後只需將招標結果呈交行政及財務專責
委員會及建造業議會通過便可。成員並通過在 2017 年內需要更換的機械合共 4 部，包括履帶
式固定吊臂起重機、貨車吊機、塔式起重機，及推土機各一部，總預算支出共 1,200 萬元。 

1.5 CIC/CTB/P/003/17 
(討論文件) 

 

「建造工人技術提升課程」之建議 

為協助已註冊為普通工人及具備最少一年相關工種工作經驗的建造工人，提升技術水平至中工
程度，盡早按技能註冊為半熟練技術工人，以便在「專工專責」條文實施後可在相關工種獨立
工作，成員通過開辦「建造工人技術提升課程」，第一期將涵蓋 7 項工種課程，包括「金屬棚
架工」、「水喉工」、「普通焊接工」、「批盪工」、「油漆工」、「鋼筋屈紥工」及「木模
板工」，並接納 7 項工種課程的建議課程內容。每班 10-12 人，總課時為 50 小時，每年培訓
名額約 1,000 人，學員出席率需達至 85%或以上，才可獲准報考中工測試，學員之學費及中工
考試費用(首次及補考一次)全免，學員完成課程並考獲中工後可獲發放一次性 4,000 元獎金，
總預算支出連宣傳費用共約 675 萬元。 

1.6 CIC/CTB/P/004/17 
(討論文件) 

 

開辦「飲用水水質及良好作業認知課程」之建議 

為向註冊水喉熟練技工及半熟練技工(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共有約 14,500 人)提供持續培訓，成
員通過開辦夜間兼讀的「飲用水水質及良好作業認知課程」及建議的課程內容，課程共 1.5 小
時，每班 30 人，開課日期由 2017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共 3 年) ，學員將在九龍灣訓練中心
上課，完成課程後可獲頒發證書，課程免收學費。管理人員會在半年後進行檢討，跟進是否適

2 
 



CIC/CMT/P/014/17 
(討論文件 )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宜將目標對象群擴大。 

1.7 CIC/CTB/P/005/17 
(討論文件) 

 

新合作培訓計劃 2017 年財務預算及補充資料之建議 

成員繼在上次會議接納「以新的合作培訓計劃取代現時培訓半熟練技工的合作計劃之建議諮詢
文件」後，再通過新合作培訓計劃於 2017 年之財務安排。新計劃預計在 2017 年第二季推出，
涉及新增開支項目包括: i) 學員培訓支出（學員津貼、工地導師資助及獎勵金）及培訓相關支
出；ii) 新增議會前期培訓的導師及行政職員；iii) 宣傳推廣及招募；及 iv) 前期培訓所需的
器材等新增開支。新計劃在 2017 年所需開支總額預計約為 4,640 萬元，當中學員培訓開支（約
4,260 萬元）會由已審批的預算中調撥，而其餘各項新增開支（共約 380 萬元），則需要議會
額外撥款。此外，成員同意在擬定培訓工種的考慮因素中，新增一項「若工種於議會本部
課程設有實務測試，相關工種也可被考慮列入新的合作培訓計劃之內」，並按此將塔
式起重機組裝技工助理工種列入新計劃內。 

1.8 CIC/CTB/P/006/17 
(討論文件) 

 

「進階工藝培訓計劃–先導計劃」之修訂建議 

成員同意修改上述先導計劃下「系統性在職培訓」第一次中期工藝評核測試的安排，由原先學
員須考取 60 分或以上方為合格，不合格者須於 2 個月內再接受重考測試，若仍未能通過中期
測試，學員培訓資格將於訓練計劃內被剔除，而有關學員的培訓計劃亦會終止，改為由議會提
供第一次中期工藝評核測試缺點報告予僱主、導師及學員作出適當跟進，並取消評核測試的重
考機制，但在中期工藝評核測試中成績低於 40 分之學員，議會將與僱主、導師及學員跟進其
訓練項目和進度。另由於髹漆及裝飾工、平水工和水喉工三個工種的測試項目較多，學員較難
應付，及工程性質未必能涵蓋大工測試項目，議會將提供三天補足課程，以加強學員的工藝
水平，參與大工測試。 

此外，由於上述先導計劃下「技術提升課程」的申請情況踴躍，成員接納工會的建議再增加
500 個培訓名額，而先導計劃的總預算支出仍足以支付新增名額所涉之 1,695 萬元費用，不需
額外申請撥款。 

1.9 
至 

CIC/CTB/P/007/17 
至 

課程專責小組會議的討論摘要 (2016 年 11 月 8 日第四次會議) 、工藝測試專責小組會議的討
論摘要(2016 年 11 月 28 日第四次會議) 、機械操作工作小組會議的討論摘要(2016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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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CMT/P/014/17 
(討論文件 )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11 CIC/CTB/P/009/17 

(參考文件) 
日第三次會議) 

成員知悉專責小組/工作小組在上述會議上議決的事項，均已有相關的討論文件供建訓會考慮。 

1.12 
至 

1.15 

CIC/CTB/P/010/17 
至 

CIC/CTB/P/013/17 
(參考文件) 

 

培訓課程/計劃及測試輪候時間和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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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其他事項 調配工人註冊處外展隊伍 

成員知悉隨著資深工人註冊安排在 2016 年 9 月底結束，工人註冊處的外展隊伍已改為協助推
廣工藝測試，而外展隊伍 10 名員工的編制將由註冊事務部門調配至培訓及發展部門。 

  技能測試折扣優惠 

成員同意讓建造業議會畢業學員會的會員，可享有技能測試折扣優惠。 

  「進階工藝培訓計劃 - 先導計劃」資助申請 (2017 年 1 月) 

由於新一屆合作計劃專責小組成員需待建訓會確認，而上述計劃現有 12 份資助申請有待審
批，因此建訓會成員同意接納該 12 份資助申請，涉及 21 個系統性在職培訓名額及 36 個技術
提升課程名額，總資助額共約 62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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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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CMT/P/014/17 
附件 A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架構  

 

 

 

 

 

 

 

 

 

 

 

 

 

 

 

 

 

建造業議會 

議會人力預測

模型更新及 

提升研究 

專責小組 

機械操作 

工作小組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建造業人力

研究之裝修

／維修工程

工作小組 

課程 

專責小組 

工藝測試 

專責小組 

合作計劃 

專責小組 

 

安全訓練 

課程工作 

小組 

課顧組  (共 18 科) 

建造業監工課程顧問組 

工料量度課程顧問組 

建築工程電腦輔助軟件課

程顧問組 

泥水粉飾科課程顧問組 

細木工藝科課程顧問組 

建造模板科課程顧問組 

油漆粉飾科課程顧問組 

水喉潔具科課程顧問組 

雲石裝飾科課程顧問組 

金屬工藝科課程顧問組 

機械維修科課程顧問組 

電器裝置科課程顧問組 

建造棚架科課程顧問組 

鋼筋屈紮科課程顧問組 

機械操作科課程顧問組 

建造工地測量科及建築樓

宇測量科課程顧問組 

土木工程科課程顧問組 

混凝土科課程顧問組 

 

文物建築 

保育工作 

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