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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工會以確認工友之工作經驗及技術水平  

申請指引  
 
一、 目的 

 
中級工藝測試 (中工測試 )申請資格於2020年1月1日起作出調整，
申請工友須具備至少兩年相關工作經驗。為便利工友報考中工測
試，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 (測試中心 )訂下於各工種方面認可
工會的甄選及檢察機制 (機制 )，讓認可工會確認工友之工作經驗
及技術水平。  
 

二、甄選準則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轄下之工藝測試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會按
以下準則審批工會申請：  
 

(a)  須為已向勞工處登記的職工會；  
(b)  已成立 5 年或以上；  
(c)  該工種工會會員數目佔該工種註冊人數 (大工及中工 )之

10%或以上；  
(d)  申請工種為中工測試工種；及  
(e)  評估申請會員的工藝技術達中工水平之方法的有效性。  

 
註：  

(i)  甄選準則不適用於議會條例認可的職工會。  
(i i)  關於甄選準則 (e)，中工水平按以下八項測試範圍考慮：  

1.  理解圖則及施工章程；  
2.  施工前的準備工作；  
3.  施工程序及確保品質；  
4.  材料的應用及處理；  
5.  正確使用工具及設備；  
6.  執行安全措施；  
7.  完工後的清理工作；及  
8.  職業道德  
詳情可參閱附件「工會證明書」。另可瀏覽建造業議會 (議
會 )網頁參考中工測試模擬試題：  
 土建項目：   

ht tp : / /www.c ic.hk/chi/main/ trade_tes t_l is t /build ing_construct ion
_tra/ inter_trade_ tests_bc/  

 機電項目：  
ht tp: / /www.c ic.hk/chi/main/ trade_tes t_l is t /em_trades_ li s t / inte rm
edia te_t rade_ t/  

 
 

指引修訂日期：12/2019 

http://www.cic.hk/chi/main/trade_test_list/building_construction_tra/inter_trade_tests_bc/
http://www.cic.hk/chi/main/trade_test_list/building_construction_tra/inter_trade_tests_bc/
http://www.cic.hk/chi/main/trade_test_list/em_trades_list/intermediate_trade_t/
http://www.cic.hk/chi/main/trade_test_list/em_trades_list/intermediate_trade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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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及批核程序 
 
工會須主動向測試中心提出申請，填妥附件「申請表格」並於申
請時提交以下文件：  
(a)  工會註冊文件副本；   
(b) 工會最新年報資料，包括架構圖、幹事會成員名單、成立

年份、會員對象和會員數目；及  
(c)  評估申請會員的工藝技術達中工水平之方法。  

 
申請及批核程序需時約三個月，視乎申請數目多寡。成功申請
成為認可工會之理事長或副理事長可透過「工會證明書」簽署
確認會員的工作經驗及技術水平。  
 
有關認可工會的甄選機制流程，可參閱流程圖一。  
 

四、檢察機制 
 
認可工會有責任評估工友的工作經驗及技術水平。測試中心會
每兩年檢視工會所確認工作經驗及技術水平的考生表現。  
 
檢察期為第一年1月1日至翌年12月31日。檢察準則適用於所有
認可工會 (包括議會條例認可的職工會 )，詳情見表一：  
 

表一：對認可工會的檢察準則  

檢察準則  議會要求的水平  
工會所確認的考生
測試合格率及無故
缺席率  

 合格率：達該年該工種外間人士合
格率或以上  

 無故缺席率：10%或以下  
 

有關合格率的檢察指標請參閱下表：  

表二：測試中心對各工種合格率的表現之相應措施  

工種合格率 (X) 測試中心相應的措施  

達該年該工種外間人
士合格率 (Y)或以上  

表現達標  

0.9Y≤X<Y 
按情況發信提醒工會需注意其表現
未達議會的水平 /要求  

0.8Y≤X<0.9Y 
按情況發信強烈提醒工會表現未達
議會的水平 /要求並約見了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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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種合格率 (X) 測試中心相應的措施  

X<0.8Y 
向小組委員會及建訓會匯報，並提交
建議取消工會的認可資格  

 
如工會的資格被取消，由發信日起計一年內該工會不能為其會員
確認工作經驗及技術水平以報考中工測試申請。而工會只可於發
信日起計一年後再次向測試中心提交申請成為認可工會。  
 
有關認可工會的檢察機制流程，可參閱流程圖二。  
 

五、常見問題 
 
1. 議會條例認可的職工會是否需要向議會申請成為認可工會？  

 
議會條例認可的職工會毋須向議會申請成為認可工會，但測
試中心按檢察機制定期檢視工會所確認工作經驗及技術水平
的考生表現。若議會條例認可的職工會之表現未能符合議會
要求的水平，其認可資格有機會被取消。  
 

2.  機制何時實施？  
 

機制於2020年1月1日正式實施，有意獲取認可資格的工會現
可向測試中心遞交申請及所需文件。請注意申請及批核程序
需時約三個月，視乎申請數目多寡。  
 

3.  工會如何評估會員工藝水平？  
 

就第二章提到認可工會按測試八項範圍評估會員的工藝水平
，亦可於議會網頁參考中工測試模擬試題。建議工會自行設
立內部審核機制。如有需要，測試中心可安排工會代表參觀，
以了解中工的測試要求。  
 

4.  認可工會是否可以自訂簽署人簽署「工會證明書」？  
 

「工會證明書」只可由該工種工會的理事長或副理事長簽署
議會指定的表格 (見附件「工會證明書」)確認，其他工會的幹
事會成員或職員的簽署均不獲接受。  
 

5.  何謂外間人士合格率？如何獲得有關資料作參考？  
 

外間人士合格率指不包括香港建造學院學生及議會合作計劃
學員成績的合格率。測試中心會適時向認可的職工會提供相
關工種的外間人士合格率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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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請需要收費嗎？  
 

此申請不設收費。  
 

7.  甄選準則之一「該工種工會會員數目佔該工種註冊人數 (大
工及中工 )之10%或以上」當中，如何參考「該工種註冊人
數 (大工及中工 )數字」？  

 
「該工種註冊人數 (大工及中工 )數字可於議會網頁參考：  
http://www.cic.hk/common/StatisticofRegWorkers/dashboard.aspx?lang=zh-HK 
測試中心進行批核時會以收到申請文件時上一年度的數據作
計算。如於 2020年 2月 28日收到申請文件，測試中心會按
2019年年終數字 (以申請人及主要從事工種計 )為基數作計算
。  

http://www.cic.hk/common/StatisticofRegWorkers/dashboard.aspx?lang=zh-HK


 

 
 

申請成為認可工會以確認工友之工作經驗及技術水平 [只限工友報考中級工藝測試]    
查詢電話：2100 9000                             

 填表須知: 
 

 1.  填表前請詳閱【收集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聲明】及【申請人聲明】； 
 2.  請填寫所有項目，如果資料有任何遺漏，建造業議會可能無法處理本表格事宜； 
 3.  #請刪去不適用之文字 
  

(1) 申請工會資料  

申請工會名稱：(中文)                                        (英文)                                              
 

工會通訊地址：                                                                                                
 

職工會登記日期：                        職工會登記編號：                                               (請附上工會登記證明副本)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職位：                               

聯絡人電郵地址：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傳真號碼：                            
 

(2) 申請測試項目名稱：                                    
 

 
(3) 評估申請會員的工藝技術達中工水平之方法： 

                                                                                                         

                                                                                                         

                                                                                                         

                                                                                                         

                                                                                                         

                                                                                                         

    (如有需要可附加資料) 

 
(4) 請夾附以下文件並填上： 
    □ 工會登記證明副本 
    □ 工會最新年報資料，包括架構圖、幹事會成員名單、成立年份、會員對象和會員數目 
 

 

【收集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聲明】及【申請人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聲明》 
1. 閣下向建造業議會〔「議會」〕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定義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相關議會之活動。 
2. 議會會確保所有透過是次申請過程收集的個人資料，均嚴格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有關條文處理。 在未得到閣下的事
先同意前，議會不會將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轉移給第三方。 

3. 為讓閣下得知最新的議會活動和行業內發展情況，議會將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閣下的姓名、電話號碼、郵寄和電郵地址，將
有關訓練課程、測試、註冊、活動項目、議會工作和建造業其他方面的最新資訊提供給閣下。 

4. 閣下必須向議會提供完整的資料。如閣下未能提供完整的資料，議會或無法處理及/或考慮閣下的申請。閣下可選擇是否同意接收
上述資訊。若不同意的話，請於下列有關拒收資訊一欄之空格內加上「」號。 

5. 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我們所持關於閣下的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議會提出，地址為九龍觀塘駿業街 56號中海日升中 
心 38樓。 
□ 本人不同意日後接收由建造業議會發出有關議會或學院活動和與建造業相關的資訊。 

6. 閣下須確保收集及轉移個人資料予議會之所有程序均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為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機構必 
須接受及同意提供符合以下各項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a. 通知有關資料當事人有關其提供予議會的資料，包括任何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定義的個人資料，只會用作與議會相關的
活動。 
b. 讓有關資料當事人選擇是否同意接收就其可能感興趣的議會活動及行業發展發送的相關資訊。議會有關資料當事人之個人資料，
包括姓名、電話號碼、通訊及電郵地址，就培訓課程、工藝測試、註冊事項、活動及其他議會工作及建造業方面，向其發送最新資
料。 
c. 通知有關資料當事人可自由選擇是否願意接收有關資訊。 

表格修訂日期：04/2020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建造業議會填寫) 
收表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 



 

d. 通知有關資料當事人可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其個人資料的任何錯誤。如有需要，可以書面向議會提出要求 (地址：香港九龍觀
塘駿業街 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 

7. 負責收集有關資料當事人個人資料的機構，必須就上述各項取得有關資料當事人的同意。 
8. 若閣下有任何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行為或任何違反以上承諾的行為，閣下須對議會作出彌償。 

 
《申請人聲明》 
1. 本人聲明本申請表內所載一切資料，已盡本人所知均屬真確無訛，並知道倘若虛報資料，申請即屬無效。 
本人亦可能負上刑事責任。 

2. 本人確認明白證明書內一切資料，並已清楚閱讀【收集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聲明】及【申請人聲明】 

申請人簽署：                                         工會蓋印：                         

申請人職位：  理事長/副理事長#                                 日期：                          
 

 



 

 
 

報考中工測試工作經驗證明-工會證明書 [供工會確認申請人之工作經驗證明]    

查詢電話：2100 9000                             
 填表須知: 

 

1. 1.  填表前請詳閱【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2.  請填寫所有項目，如果資料有任何遺漏，建造業議會可能無法處理本表格事宜； 

2. 3.  填表後請連同申請表一同遞交測試申請； 

3. 4.  #請刪去不適用之文字 

 

 

(1) 申請人資料 (必須與申請人香港證身份證內所列的相同) 

姓名：(中文)                                        (英文)                                                

身份證號碼：                      (     )  

聯絡電話：(住所)                   (手提/傳呼)                   (公司)                     

地址：                                                                                              

(2) 申請測試項目名稱：                                    

 

(3) 3.1 於香港的工作經驗及資歷 (如有需要，可另紙填寫提交) 

請注意： (1) 中工申請資格為申請人需要最少兩年相關工地工作經驗； 

(2) 議會會抽查申請人所遞交的資歷，如發現資歷不符合要求或虛報，議會將取消申請人的測試資格； 

(3) 如有修改，請在旁加簽 

(4) 本部份由申請人填寫 

由 
(年/月) 

至 
(年/月) 公司/僱主名稱及其聯絡資料 涉及工程之名稱、地點及工頭資料 參與工種及 

工作詳情 

/ / 

公司/僱主名稱：                                 

工程名稱： 

 電話：                                          
 

地址：                                          工頭資料： 

                                                姓名：                             

                                                電話：                              

/ / 

公司/僱主名稱：                                 

工程名稱： 

 

電話：                                          
 

地址：                                          工頭資料： 

                                                姓名：                             

                                                電話：                             

表格修訂日期：1/2020 
中工測試 

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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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僱主名稱：                                 

工程名稱： 

 電話：                                          
 

地址：                                          工頭資料： 

                                                姓名：                             

                                                電話：                              

/ / 

公司/僱主名稱：                                 

工程名稱： 

 

電話：                                          
 

地址：                                          工頭資料： 

                                                姓名：                             

                                                電話：                             

合共(年數) 年 
  

 

3.2 申請人所持有之相關牌照 (如適用) 

本部份由申請人填寫 

科別 
發證日期 

(年/月/日) 

屆滿日期 

(年/月/日) 
證書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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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申請人擁有之技能詳情 (如有需要，可另紙填寫提交) 

本部份由工會填寫，以提問及口述方式向申請人確認其具有下述之技能要求 

項目 要求的技能 申請人的技能詳情 

1 
理解圖則及 

施工章程 
 

2 施工前的準備工作  

3 
施工程序及 

確保品質 
 

4 
材料的應用及 

處理 
 

5 
正確使用工具及 

設備 
 

6 執行安全措施  

7 完工後的清理工作  

8 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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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人聲明 

 

本人                          (申請人姓名)聲明本證明書內所有資料由本人提供用作證明本人之工作經驗，全部

真確無誤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簽署： 

 

聯絡電話：  日期：  

 

 

(5) 茲證明                                   (申請人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                    (    )]，其個

人資料、相關工作經驗及資歷，根據本會之紀錄，皆真確無誤 

    
工會名稱： 

 

工會蓋章： 

 

理事長/副理事長
#
 

姓名： 

 

理事長/副理事長
# 

簽署： 

 

工會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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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一：認可工會的甄選機制  
 
 

工會主動向議會提交申請 

工會是否已於勞工處登記的

職工會？  

是 

否 

申請不成功 

是 

工藝測試管理人員準備文件上呈工藝測試小組委員會作審批  

工藝測試小組委員會決定申請是否成功  

完  

工會有否提交以下文件：  
 工會註冊文件副本；   
 工會最新年報資料，包括架構圖、幹事會成員名

單、成立年份、會員對象和會員數目；及  
 評估申請會員的工藝技術達中工水平之方法。  

是 

否 

工會是否已成立 5 年或以上？  

是 

工會的會員數目是否佔該工種註冊人

數 (大工及中工 )之 10%或以上？  

是 

工會申請的工種是否中工測試

工種？  

是 

評估申請會員的工藝技術達中

工水平之方法是否有效？  

否 

否 

否 

否 



流程圖二：認可工會的檢察機制 (每兩年一度 )  
 
 

檢察認可工會表現 

工會所確認工作經驗及技術水平的考生

測試合格率 (X)是否達該年該工種外間

人士合格率 (Y)或以上？  

是 

工會達標  

工藝測試小組委員會決定檢視結果之相應措施  

完  

工會所確認工作經驗及技術水平的考

生無故缺席率是否達 10%或以下？  

是 

否 

否 

0.9Y≤X<Y 

否 

0.8Y≤X<0.9Y 

否 

按情況發信提醒培訓機構需注意

其表現未達議會的要求  
是 

按情況發信強烈提醒培訓機構表

現未達議會的要求並約見工會了

解原因  

是 

向小組委員會及建訓會匯報，並

提交建議會否取消工會的認可資

格  

管理人員每年會向小組委員會

報告有關檢視結果，並建議檢

視結果之相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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