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考大工及中工測試工作經驗證明-宣誓內容要求參考資料               

查詢電話：2100 9000 
 須知: 

 

1. 1. 
2.      

請填妥此表格，並在前往民政事務總署屬下的民政諮詢中心宣誓時，可參考表格內容讀出，作為
誓章以作宣誓； 

3. 2. 此表格非正式宣誓文件，謹供宣誓時作參考用途，或用作誓詞的附件，由申請人本人聲明或宣誓
確認此附件是文件正本的真確副本； 

1. 3. 請準確填寫所有資料，如其中資料有任何遺漏，均有可能影響宣誓紀錄之法律效力； 
2. 4. 完成宣誓後，請將正式宣誓紀錄連同申請表一同遞交測試申請； 
3. 5. *請刪去不適用的文字 

 

誓章 
 

本人                          (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現居於                                                                                

                  
                                                                            (地址)， 
 
謹此宣誓以確認以下內容： 
 

本人                                   (姓名)， 
 
 

[請依次讀出下列項目] 

1. 

 
由         (年)       (月)至          (年)       (月)， 
 
於                                          (公司 / 僱主名稱*)， 
 
任職                      (工種 - 必須根據報考的工種填寫)， 
 
上述工作的施工地點為                                                      
 
                                       (於香港的施工地點)。 
 

2. 

 
由         (年)       (月)至          (年)       (月)， 
 
於                                          (公司 / 僱主名稱*)， 
 
任職                      (工種 - 必須根據報考的工種填寫)， 
 
上述工作的施工地點為                                                      
 
                                       (於香港的施工地點)。 
 

接下頁 

表格修訂日期：1/2020 v2 
大工及中工測試 

頁1/共2頁 

TT+ITT 



 

3. 

 
由         (年)       (月)至          (年)       (月)， 
 
於                                          (公司 / 僱主名稱*)， 
 
任職                      (工種 - 必須根據報考的工種填寫)， 
 
上述工作的施工地點為                                                      
 
                                       (於香港的施工地點)。 
 

4. 

 
由         (年)       (月)至          (年)       (月)， 
 
於                                          (公司 / 僱主名稱*)， 
 
任職                      (工種 - 必須根據報考的工種填寫)， 
 
上述工作的施工地點為                                                      
 
                                       (於香港的施工地點)。 
 

5. 

 
由         (年)       (月)至          (年)       (月)， 
 
於                                          (公司 / 僱主名稱*)， 
 
任職                      (工種 - 必須根據報考的工種填寫)， 
 
上述工作的施工地點為                                                      
 
                                       (於香港的施工地點)。 
 

(如有需要，可另行加頁。) 
 
 

本人具備上述工種的相關工作經驗，並確實擁有符合報考建造業議會技能測試(大工)/     
 

中級工藝測試(中工)所需的工作經驗及資歷。 
 

本人謹此宣誓，此誓章內容一概是真。 
 
 
 

##請注意：任何人如在宣誓中作出虛報資料或失實陳述，申請即屬無效， 
且喪失其後報考本測試的資格。本人亦可能負上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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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處辦理宣誓聲明 

各區辦事處的地址、聯絡電話及辦理宣誓聲明的特定時段，現表列如下以作參考。請注

意，民政事務處可能會更改時段而不作另行通知，請工友先向有關中心查詢，以確定辦

理宣誓聲明的時間。工友須於指定時段開始前15分鐘到達，以辦理相關手續。 

 

民政事務處 地址 電話 辦理宣誓聲明的時段 (公眾假期除外) 

中西區民政諮詢中

心 

中環統一碼頭道38號海港

政府大樓地下 

2189 2819 上午：9時30分、10時30分、11時30分 

下午：12時30分、1時30分、2時30分、

3時30分、4時30分、5時30分、6時45分 

東區民政諮詢中心 西灣河太安街29號東區法

院大樓地下 

2886 6531 上午：9時30分、10時、10時30分、11時、

11時30分 

中午：12時 

下午：12時30分、1時30分、2時30分、

3時、3時30分、4時、4時30分、5時、 

5時30分、6時、6時45分 

南區民政諮詢中心 香港仔海傍道3號逸港居

地下 

2814 5720 上午：10時、11時30分 

下午：2時45分、4時45分、6時45分 

灣仔民政諮詢中心 灣仔柯布連道2號地下 2575 2477 上午：9時30分、10時30分、11時30分 

下午：12時30分、2時30分、3時30分、

4時30分、5時30分、6時45分 

九龍城民政諮詢中

心 

紅磡庇利街42號九龍城政

府合署低層地下 

2621 3401 上午：9時30分、10時30分、11時30分 

下午：12時30分、1時30分、2時30分、

3時30分、4時30分、5時30分、6時45分 

觀塘民政諮詢中心 觀塘觀塘道398號嘉域大

廈地下 

2342 3431 上午：10時、11時 

中午：12時 

下午：1時30分、3時、4時、5時、6時、

6時45分 

深水埗民政諮詢中

心 

深水埗長沙灣道303號長

沙灣政府合署地下 

2728 0781 上午：9時30分、10時30分、11時30分 

下午：12時30分、3時、4時、5時、6時、

6時45分 

黃大仙民政諮詢中

心 

黃大仙龍翔道138號龍翔

辦公大樓2樓201室 

2322 9701 上午：9時45分、10時45分、11時45分 

下午：12時45分、1時45分、2時45分、

3時45分、4時45分、5時45分、6時45分 

油尖旺民政諮詢中

心 

旺角聯運街30號旺角政府

合署地下 

2399 2111 上午：9時30分、10時30分、11時30分 

下午：12時30分、1時30分、2時15分、 

3時、3時45分、4時30分、5時15分、6時、

6時45分 

離島民政事務處 中環統一碼頭道38號海港

政府大樓20樓 

2852 4332 請先預約 

長洲民政諮詢中心 長洲新興街22號地下 2981 1060 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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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處 地址 電話 辦理宣誓聲明的時段 (公眾假期除外) 

梅窩民政諮詢中心 大嶼山銀鑛灣路2號梅窩

政府合署地下 

2984 7231 請先預約 

東涌民政諮詢中心 大嶼山東涌美東街6號東

涌郵政局大廈1樓 

2109 4953 星期三上午：10時、11時 

星期五下午：3時 

(請先致電預約，公眾假期除外) 

葵青民政諮詢中心 葵涌興芳路166-174號葵

興政府合署2樓 

2425 4602 上午：9時30分、10時30分、11時30分 

下午：12時30分、1時30分、2時30分、

3時30分、4時30分、5時30分、6時30分 

青衣分處 青衣担杆山路6號長發邨

社區中心1樓108室 

2497 0047 星期一、二、四、五：上午11時30分、

下午4時 

(工友如欲在上述服務時段以外辦理宣誓

服務，請先致電預約，公眾假期除外) 

北區民政諮詢中心 粉嶺璧峰路3號北區政府

合署地下 

2683 2913 上午：9時30分、10時30分、11時30分 

下午：1時30分、3時30分、6時45分 

西貢民政諮詢中心 將軍澳坑口培成路38號西

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地

下 

3740 5347 上午：9時30分、10時30分、11時30分 

下午：12時30分、1時30分、2時30分、

3時30分、4時30分、5時30分、6時30分 

西貢及白沙灣聯絡

組辦事處 

西貢親民街34號西貢政府

合署2樓 

2701 3218 星期二、四 (公眾假期除外) 

沙田民政諮詢中心 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

府合署地下 

2606 5456 上午：10時、11時 

中午：12時 

下午：2時30分、4時30分、6時45分 

馬鞍山分處 馬鞍山鞍祿街18號新港城

第4期地下第1號舖 

2633 9964 星期一、五： 

上午：10時、11時 

中午：12時 

星期三： 

下午：3時、4時、5時 

大埔民政諮詢中心 大埔汀角路1號大埔政府

合署地下 

2492 5096

  

上午：11時 

下午：1時45分, 3時45分, 6時45分 

荃灣民政諮詢中心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174

至208號荃灣多層停車場

大廈1樓 

2492 5096 上午：9時45分、10時45分、11時45分 

下午：12時45分、1時45分、2時45分、

3時45分、4時45分、5時45分、6時45分 

屯門民政諮詢中心 屯門屯喜路1號屯門政府

合署2樓 

2451 1151 上午：9時30分、10時30分、11時30分 

下午：12時30分、1時30分、2時30分、

3時30分、4時30分、5時45分、6時45分 

元朗民政諮詢中心 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269

號元朗民政事務處大廈地

下 

2474 0324

  

上午：9時30分、10時30分、11時30分 

下午：12時30分、1時30分、2時30分、

3時30分、4時30分、5時30分、6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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