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标  2019年⽬标 表现 达标与否 2020年⽬标

节约 ⽤⽔ 新 ⼯程项 ⽬所有 ⽔龙头须符合第 15个新 ⼯程项 ⽬所有 ⽔龙头均符 达标 [1] 已废除 

2级标准或以上 合第 2级标准或以上

除非在运作或技术上有特定需 其中 93%的 ⼯程项 ⽬⽔龙头符合
求，否则 50%新 ⼯程项 ⽬的 ⽔龙 第1级标准
头须符合 ⽔务署的「强制性参与
⽤⽔效益标签计划」第 1级标准 

节能 100%设有空调装置的新 ⼯程项 100%⼯程项 ⽬达到少于每平 ⽅ 达标 提升为除获豁免的 ⼯程外， 100%
⽬达到少于每平 ⽅米 23⽡总热传 米23⽡总热传送值 设有空调装置的新 ⼯程项 ⽬须达到
送值 88%的 ⼯程项 ⽬达到少于每平 ⽅ 少于每平 ⽅米 18⽡总热传送值

其中 75%的 ⼯程项 ⽬达到不超过 米18⽡总热传送值
每平 ⽅米 18⽡的更低总热传送值 

推动健康 90%基本项 ⽬预算 /核准 ⼯程预算 100%的新 ⼯程项 ⽬采 ⽤了粉煤灰 达标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及可持续 超过三千万的内部和外判新 ⼯程项 或粒化  ⾼炉矿渣粉  (GGBS)混凝 ⼟
发展 ⽬须采 ⽤粉煤灰或粒化 ⾼炉矿渣粉 

 (GGBS)混凝 ⼟ 

在不少于 25%的新项 ⽬使 ⽤具有 / 100%的新项 ⽬使 ⽤了具有 /没有绝 达标 [2]  已废除 

没有绝缘特性的预制通⻛管道以减 缘特性的预制通⻛管道
少建筑废料和节省现场安装时间 

2019年未有订立 ⽬标 / / 除获豁免的 ⼯程外， 100%配备休
憩 ⽤地的新 ⼯程项 ⽬须在项 ⽬范围
内提供覆盖该休憩 ⽤地最少 5%⾯
积的树荫

⽬标与指标

我们对可持续发展表现作定期检讨，确保运作与年度可持续发展 ⽬标与指标 ⼀致，并让我们对迈向全 ⾯可持续运作的进程作密切监察。于 2019
年，我们在环境、 ⼯程项 ⽬质素及社会各 ⽅⾯的表现 ⼤部份达标。现于下表详列我们今年的主要 ⼯作成果和 2020年的⽬标。 

⽬标与指标

环境事项

77



 
 

 

 

 
 

 

 

  

  

  

 

 

减少耗 ⽤
天然资源

减少环境
影响 

遵守所有
相关环境
法规

提 ⾼环保
意识

改善内部
环境管理

2019年未有订立 ⽬标 

采 ⽤其他结构 ⽅案，例如 ⾦属围
板、标准化模板、 ⾦属模板、半预
制楼板系统、预制天 ⾯、预制墙及
其他结构措施 (如钢制结构架和内
留的模板等 )，藉此减少使 ⽤⽊材

2019年未有订立 ⽬标 

2019年未有订立 ⽬标 

维持数据库以收集和分析有关承建
商遵守环境法规的表现 

记录和监测按照建筑署环境 ⽅针所
提供的 ⼀般环保技术咨询

较2005基准年减少 7.5% A4纸的耗
⽤量

⾦钟道政府合署须较 2013基准年
减少 2%的耗电量 (空调系统除外 )

建业中 ⼼办事处须较 2013基准年
减少 2.5%的耗电量

/ 

每百万港元减少了 0.246立 ⽅米 ⽊
材

/ 

/ 

2019年建筑署 ⼯地每 100,000⼯
时有 0.374宗违反环境法规事件，
同期全港所有建筑 ⼯地违反环境法
规事件总数为每 100,000⼯时 

0.162宗

截 ⾄ 2019年12⽉31⽇，合共提供
了1,470项环保建议

经过规格化调整， A4纸耗 ⽤量较 

2005及2018年分别节省 64.4%及 

12.8%

经过规格化调整 [3]，耗电量较 

2013及2018年分别节省 33.8%及 

13.9%

经过规格化调整 [3]，耗电量较 

2013及2018年分别节省 18.4%及 

4.4%

/

达标

/

/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除获豁免的 ⼯程外， 100%新 ⼯程
项 ⽬须在四 ⼤主导原则下 (即安
全、 ⽀援、认知及福祉 )采 ⽤最少
⼀项由⻓者友善设计指引所提出的
设计建议

提升为不少于 90%的新项 ⽬采 ⽤其
他结构 ⽅案，例如 ⾦属围板、标准
化模板、 ⾦属模板、半预制楼板系
统、预制天 ⾯、预制墙及其他结构
措施 (如钢制结构架和内留的模板
等)，藉此减少使 ⽤⽊材 

为推 ⼴使 ⽤电动⻋， 100%维修 ⼯
程合约须配备最少 ⼀辆电动⻋，以
及年内所采购的外判⻋辆需包含最
少3辆或占总数 25%数量的多 ⽤途
电动⻋

100%已计划铺砌 ⾏⼈路的新 ⼯程
项 ⽬须在不少于该 ⾏⼈路段的 20%
⾯积使 ⽤含有回收玻璃碎片预制已
成的混凝 ⼟铺路物料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提升为 ⾦钟道政府合署须较 2013
基准年减少 ⾄少 5%的耗电量 (空调
系统除外 )

提升为建业中 ⼼办事处须较 2013
基准年减少 ⾄少 5%的耗电量 

[1] ─ 采 ⽤符合 ⽔务署的「强制性参与 ⽤⽔效益标签计划」第 2级标准或以上的 ⽔龙头现为建筑署的 ⼀般设计标准。 

[2] ─ 建筑署已于 2020年制定新 ⽬标并取代此 ⽬标， ⽽新 ⽬标要求最少 75%新 ⼯程项 ⽬在房屋装备中须采 ⽤「组装合成」建筑法或装配式建
筑以提升 ⼯程品质，例如预制泵组、预制组合式冷 ⽓⻛柜模组、冷却塔系统模组等。 

[3] ─ 耗电量规格化调整已考虑伺服器机房数 ⽬和雇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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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质素事项

⻓远 ⽬标 2019年 ⽬标 表现 达标与否 2020年 ⽬标

提 ⾼我们
的服务和
⼯程项 ⽬
质素 

100%的基本 ⼯程项 ⽬和 ⼩型 ⼯程
项 ⽬在指定季度内完成 

100%的已完成 ⼯程项 ⽬在客户满
意调查中整体表现达到「满意」或
更 ⾼级别 

90%的项 ⽬完成延误 ⼯程和维修 ⼯
作，及于维修期限届满前 6个 ⽉内
发出维修证明书 

100%符合《公开资料守则》中订
明作出回应时限的 ⽬标 

举办最少 3次以先进房屋装备为题
的研讨会或经验分享活动，推 ⼴创
新设计及建造

提交最少 45份知识文摘到建筑署
知识管理 ⽹站作知识分享 ⽤途

持续加强与各界持份者的知识交流
与外界持份者合办最少 7次知识分
享会或合作活动，致 ⼒提 ⾼持份者
的重要性，以合作模式推 ⼴创新

2019年未有订立 ⽬标 

100%的 ⼯程项 ⽬在 2019年的指定
季度内完成

100%⼯程项 ⽬整体表现达到「满
意」或更 ⾼级别

100%的 ⼯程项 ⽬于维修期限届满
前6个 ⽉内发出维修证明书

100%个案接报后于《公开资料守
则》订明的时限内回应

已安排或举办 5次经验分享活动

已上载 116份知识文摘

与外界持份者举办 30次知识分享
会

/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提升为举办最少 5次研讨会或经验
分享以推 ⼴创新设计及建造，如
「组装合成」建筑法或装配式建筑

提升为提交最少 50份知识文摘到
建筑署知识管理 ⽹站作知识分享 ⽤
途

提升为持续加强与各界持份者的知
识交流，与外界持份者合办最少 

15次知识分享会或合作活动，致
⼒提 ⾼持份者的重要性，以合作模
式推 ⼴创新 

安排最少 8场以「组装合成」建筑
法、装配式建筑或企业智慧等创新
技术为主题的学术讲座，提升员 ⼯
相关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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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项

⻓远 ⽬标 2019年 ⽬标 表现 达标与否 2020年 ⽬标

将建筑署
员 ⼯的意
外率减 ⾄
最低

将建筑署
⼯程合约
的意外率
减 ⾄最低

向建筑 ⼯
⼈推 ⼴安
全及健康
意识

向承建商
推 ⼴安全
及健康意
识

推 ⼴⼯作
场所的职
业安全和
健康

安排 ⼯程
项 ⽬⼈员
接受外界
培训，增
强健康与
安全知识

为专业、
技术和 ⼯
地督导 ⼈
员、顾问
及承建商
提供内部
简述，推
⼴安全及
健康意识

建筑署员 ⼯的意外率不应超过每年
每100,000⼯时 0.18宗职业 ⼯伤

建筑署 ⼯程合约的意外率应低于每 

100,000⼯时 0.6宗须呈报的意外

最少 50%的建筑署 ⼯程合约参加
建筑署的「 ⼯地安全之星奖励计
划」

最少 50%的建筑署合资格新 ⼯程合
约参加发展局的「公德地盘嘉许计
划」 

最少每季度进 ⾏⼀次 ⼯作场所安全
巡查

每年最少为 ⼯程项 ⽬⼈员及办公室
员 ⼯举办 12个外界安全培训课程 

最少举办 4次安全及健康意识内部
⼯作坊

年内发 ⽣ 2宗须呈报的意外，相等
于每 100,000⼯时 0.051宗职业 ⼯
伤

每100,000⼯时 0.24宗须呈报意外

于2019年， 73%的建筑署 ⼯程合
约参加了「 ⼯地安全之星奖励计
划」

66%的建筑署合资格新 ⼯程合约参
加了 2019年「公德地盘嘉许计
划」

年内已进 ⾏⼯作场所安全巡查

2019年举办了 18个外界培训课
程，共 633⼈参加，包括专业及技
术 ⼈员和 ⼯地员 ⼯

举办了 4次安全及健康意识内部 ⼯
作坊 /研讨会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提升为最少 55%的建筑署 ⼯程合约
参加建筑署的「 ⼯地安全之星奖励
计划」

提升为最少 55%的建筑署合资格新
⼯程合约参加发展局的「公德地盘
嘉许计划」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2020年继续采 ⽤ 2019年的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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