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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背 景景

前建造業諮詢委員會成立工作小組研究前建造業諮詢委員會成立工作小組研究
有關建議

19991999年年77月月
有關建議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提交立法
會審議會審議

20032003年年33月月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第583583章章)  )  
通過成為法例

20042004年年77月月
通過成為法例

20042004年年99月月
1818日

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成立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成立
日



目目 的的

透過評核建造業工人的技術水平和發出證明書，透過評核建造業工人的技術水平和發出證明書，
從而確保建造工程的施工質素；從而確保建造工程的施工質素；

確保提供較可靠的工人人力供應資料，以便進確保提供較可靠的工人人力供應資料，以便進
行人力策劃和培訓的工作；行人力策劃和培訓的工作；

透過立法確認建造業工人的技術水平，藉以提透過立法確認建造業工人的技術水平，藉以提
高他們的職業地位；高他們的職業地位；

為工人提供明確的職業發展途徑，鼓勵工人尋為工人提供明確的職業發展途徑，鼓勵工人尋
求提升個人技術，以晉升至更高的地位及取得求提升個人技術，以晉升至更高的地位及取得
較高的報酬，從而培養優質建造文化；較高的報酬，從而培養優質建造文化；

透過工地出勤記錄，有助減少承建商和工人之透過工地出勤記錄，有助減少承建商和工人之
間的工資糾紛；及間的工資糾紛；及

有助打擊僱用非法勞工於建造工地工作。有助打擊僱用非法勞工於建造工地工作。



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

組成
職能及權力
經費來源



組成組成

1919名成員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委任，名成員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委任，
包括包括︰︰

主席主席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代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代表
33名公職人員名公職人員
22名來自香港建造業的訓練機構代表名來自香港建造業的訓練機構代表
33名來自香港建造業有關連的專業團體代表名來自香港建造業有關連的專業團體代表
22名來自香港建造業的承建商代表名來自香港建造業的承建商代表
33名來自香港建造業的工會代表名來自香港建造業的工會代表
11名來自香港地產發展商會代表名來自香港地產發展商會代表
33名與香港建造業有關連的人士名與香港建造業有關連的人士



職能及權力職能及權力

負責負責《《條例條例》》的施行以及監管建造業的施行以及監管建造業
工人的註冊工人的註冊

設定註冊及註冊續期的資格規定設定註冊及註冊續期的資格規定

就徵款率作出建議就徵款率作出建議



經費來源經費來源

向建造工程所徵收的徵款向建造工程所徵收的徵款

建造業工人於申請註冊或註冊續期時建造業工人於申請註冊或註冊續期時
所繳付的費用所繳付的費用

政府提供的成立初期貸款政府提供的成立初期貸款



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

建造業工人註冊主任
註冊類別及要求
建造業工人註冊證
註冊的進展



建造業工人註冊主任建造業工人註冊主任

管理局於管理局於20052005年年22月委任建造業訓月委任建造業訓
練局為註冊主任練局為註冊主任

註冊主任負責執行與註冊有關的工註冊主任負責執行與註冊有關的工
作作

授權註冊主任徵收徵款授權註冊主任徵收徵款



註冊類別及要求註冊類別及要求((一一))
正式註冊正式註冊

持有效平安卡。持有效平安卡。註冊普通工人註冊普通工人

持有條例內所指中工工藝測試證書持有條例內所指中工工藝測試證書
或其他認可資格。或其他認可資格。

註冊半熟練技註冊半熟練技
工工

（指定工種）（指定工種）

持有條例內所指的技能測試證書或持有條例內所指的技能測試證書或
其他認可資格。其他認可資格。

註冊熟練技工註冊熟練技工
（指定工種）（指定工種）

申請註冊資格申請註冊資格註冊類別註冊類別



註冊類別及要求註冊類別及要求((二二))

註冊熟練技工（臨時註冊熟練技工（臨時))（指定工種）（指定工種）

申請人能證明已具備不少於申請人能證明已具備不少於66年親自進行相關工種的年親自進行相關工種的
工作經驗工作經驗

必須在獲註冊起的必須在獲註冊起的33年內完成指明訓練課程或通過有年內完成指明訓練課程或通過有
關的技能測試，以取得正式註冊關的技能測試，以取得正式註冊

((註︰註︰指明訓練課程為包括實務評核的濃縮課程，將由指明訓練課程為包括實務評核的濃縮課程，將由
建訓局提供建訓局提供))

臨時註冊臨時註冊

註冊半熟練技工（臨時註冊半熟練技工（臨時))（指定工種）（指定工種）

申請人已具備不少於申請人已具備不少於22年相關工作經驗年相關工作經驗

必須在在獲註冊起計的必須在在獲註冊起計的33年內通過有關的中工測試以取年內通過有關的中工測試以取
得正式註冊得正式註冊



註冊類別及要求註冊類別及要求((三三))

指定工種指定工種

工友可註冊為熟練工友可註冊為熟練//半熟練技工的工半熟練技工的工
種共有種共有9999個個

有關的工作描述和註冊資格在有關的工作描述和註冊資格在《《條條
例例》》的附表一列出的附表一列出



建造業工人註冊證建造業工人註冊證((一一))
註冊證印上工友的相片註冊證印上工友的相片、、註冊編號註冊編號、、獲註冊工獲註冊工
種類別和有效期等。種類別和有效期等。

註冊資料註冊資料((以電子形式以電子形式於註冊證的晶片內儲存於註冊證的晶片內儲存))
是非接觸式的智能卡加上防偽印是非接觸式的智能卡加上防偽印

註冊類別在此列出



建造業工人註冊證建造業工人註冊證((二二))

待《待《條例條例》》的有關條文生效後，的有關條文生效後，

建造業工人須出示智能註冊證，才可建造業工人須出示智能註冊證，才可
在工地進行建造工作在工地進行建造工作

承建商承建商//工地主管需設立有效的系統工地主管需設立有效的系統
核實工友已註冊核實工友已註冊((例如讀證系統例如讀證系統))
承建商承建商//工地主需儲存工友進出工地工地主需儲存工友進出工地
的記錄向管理局提交的記錄向管理局提交



註冊的進展註冊的進展((一一))

在在20052005年年1212月月2929日開始進行註冊日開始進行註冊

約有約有1616萬建造業工人需要辦理註冊萬建造業工人需要辦理註冊

截至截至20072007年年33月月1111日，共收到超過日，共收到超過
145,000145,000個註冊申請和有個註冊申請和有140,000140,000名名
工友已註冊工友已註冊



註冊的進展註冊的進展((二二))
各註冊類別的註冊申請人數各註冊類別的註冊申請人數

((截至截至20072007年年33月月1111日日))

Registered

General Worker

註冊普遍工人

49.06%

Registered

Semi-skilled

Worker

(Provisional)

 註冊半熟練技

工 (臨時)

0.9%

Registered

Semi-skilled

Worker

註冊半熟練技

工

6.09%

 Registered

Skilled Worker

(Provisional)

註冊熟練技工

(臨時)

2.84%

Registered

Skilled Worker

註冊熟練技工

41.13%



現存的註冊問題現存的註冊問題

管理局已成立了「註冊推行委員會」，管理局已成立了「註冊推行委員會」，
旨在制訂措施處理以下問題旨在制訂措施處理以下問題︰︰

　　個別工種註冊熟練個別工種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人數半熟練技工人數
不足不足

　持單一技術的工友　持單一技術的工友



個別工種註冊熟練個別工種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人數未能應付業內半熟練技工人數未能應付業內
要求的原因為要求的原因為︰︰
部份已通過技能測試的工友，仍未辦理註冊手續部份已通過技能測試的工友，仍未辦理註冊手續
部份乎合年資要求的工友選擇註冊為普通工人部份乎合年資要求的工友選擇註冊為普通工人

建議的解決方案建議的解決方案︰︰
提醒已持有技能測試證書的工友註冊提醒已持有技能測試證書的工友註冊
派職員到建造工地協助工友申請辦理註冊派職員到建造工地協助工友申請辦理註冊
邀請承建商邀請承建商//分包商分包商//工會協助提醒工友盡快辦理工會協助提醒工友盡快辦理
註冊手續註冊手續((透過簡介會透過簡介會//信件信件))

個別工種註冊熟練個別工種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半熟練技工 人數不足人數不足
問題問題︰︰



持單一技術的工友持單一技術的工友
問題問題︰︰
部份工友只掌握一項工種中的部份技術，致無法通過技能部份工友只掌握一項工種中的部份技術，致無法通過技能
測試測試

《《條例條例》》內並沒有這些細項分類的工種可供註冊內並沒有這些細項分類的工種可供註冊

部份工友只註冊為普通工人部份工友只註冊為普通工人

建議的解決方案建議的解決方案︰︰
提醒持單一技術，但乎合年資要求的工友先申請臨時註冊提醒持單一技術，但乎合年資要求的工友先申請臨時註冊
((透過發信予註冊普通工人，及到工會作講解宣傳透過發信予註冊普通工人，及到工會作講解宣傳))

註冊推行委員會考慮提供增補課程註冊推行委員會考慮提供增補課程//檢討現時的技能測試檢討現時的技能測試
內容內容



建議的實施計劃建議的實施計劃

禁止條文的實施
截止接受臨時註冊申請
推行時間表
宣傳計劃



禁止條文的實施禁止條文的實施 ((一一))

計劃分兩階段分兩階段實施《條例》內的禁止條
文以

預留時間予業界逐漸適應禁止條文的實預留時間予業界逐漸適應禁止條文的實
施施

預留時間實施措施以確保各工種有足夠
的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



禁止條文的實施禁止條文的實施 ((二二))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禁止未經註冊的建造業工人在建造工地進禁止未經註冊的建造業工人在建造工地進
行建造工作行建造工作

僱主只可聘用已註冊的建造業工人進行有僱主只可聘用已註冊的建造業工人進行有
關的建造工作關的建造工作

實施日期實施日期 : 2007: 2007年年99月月11日日



禁止條文的實施禁止條文的實施 ((三三))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只有指定工種的註冊熟練只有指定工種的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半熟練技工((包包
括臨時註冊括臨時註冊))才可在建造工地進行該工種才可在建造工地進行該工種
的建造工作的建造工作

[[註︰註︰註冊普通工人須在指定工種的註冊普通工人須在指定工種的註冊熟練註冊熟練//
半熟練技工的半熟練技工的指示及督導指示及督導下才可進行該工種的下才可進行該工種的
工作工作]]

實施日期實施日期 : 2008: 2008年年66月月11日日



截止接受臨時註冊申請截止接受臨時註冊申請

計劃在第一階段禁止條文實施的三個月後才截
止申請

為了預留額外時間讓具備申請臨時註冊資格的
工友仍有機會取得臨時註冊

截止接受臨時註冊申請截止接受臨時註冊申請 : : 
20072007年年1111月月3030日日



推行時間表推行時間表

第二階段禁止條文實施第二階段禁止條文實施20082008年年66月月11日日

截止接受臨時註冊申請截止接受臨時註冊申請20072007年年1111月月3030日日

第一階段禁止條文實施第一階段禁止條文實施20072007年年99月月11日日

把公告刊憲和提交立法會審議把公告刊憲和提交立法會審議20072007年年55月月

向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向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
委員會及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委員會及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

20072007年年44月月

向工會、商會及建造業議會進向工會、商會及建造業議會進
行匯報行匯報

20072007年年33月月



宣傳計劃
管理局將實施一個全面的宣傳計劃以宣傳註冊制度及推行
時間表

0707年年22月至月至1111月月 –– 記者會記者會//新間簡布會新間簡布會

0707年年33月至月至1212月月 –– 為工會為工會//商會舉辦簡介會商會舉辦簡介會

0707年年33月至月至1212月月 –– 海報、工地橫額海報、工地橫額 ((包括港包括港
澳碼頭澳碼頭))

0707年年44月至月至1212月月 ––電台電台APIAPI

0707年年77月至月至1212月月--電視電視APIAPI

0707年年33月至月至1111月月 –– 新聞稿新聞稿//報章廣告報章廣告

0707年年77月至月至1212月月 –– 地鐵、九鐵、路訊通和巴地鐵、九鐵、路訊通和巴
士士//地盤車輛車身廣告地盤車輛車身廣告

針對工友、
業界及公眾
人士

0707年年33月月 –– 小冊子小冊子

0707年年33月至月至1212月月 –– 簡介會及工作坊簡介會及工作坊

0707年年55月和月和99月月 –– 單張單張

針對承建商針對承建商



歡迎各位交流意見

多謝多謝!!

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
C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AuthorityC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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