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註冊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於  2013 年 1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於香港灣仔告

士打道  138 號聯合鹿島大廈  15  樓，建造業議會總辦事處  1 號會議室舉行。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 2013 年第一次會議之討論摘要：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決議 /進展摘要  

2 CB/2013/01 簡介建造業議會架構、委員會職能與工作範圍及其與建造業議會及建造業訓

練委員會之關係

「建造業工人資格評審委員會」及「建造業工人覆核委員會」應為註冊委員

會屬下之委員會，其主席及成員皆由註冊委員會委任。

「零碳天地」並非委員會，而是一間獨立公司。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議會

總監）將於會後把詳細版的議會架構圖及議會內較為主要及活躍的委員會的

詳情傳閱予註冊委員會成員。  

總監–工人註冊（註冊總監）將總結註冊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以較簡單易明

的文字描述，與成員名單同列一頁紙上，方便成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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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決議 /進展摘要  

3 CB/2013/02 施行《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條例》）第二階段的籌備工作  

發展局修訂《條例》專責小組主席匯報了各項工作進度，包括擬議整合附表

1（細分技能、重組技能及容許跨技能工作）、資深工人的註冊安排、分期實

施《條例》第二階段禁止條文等範疇。專責小組將繼續討論容許工人進行跨

工種 /技能工作、讓資深工人註冊的具體安排（例如評核面試）、豁免「緊急

建造工作」及「小規模建造工作」，以及擬議引入抗辯條文及加強搜證等議

題。  

 

如一切順利，修訂《條例》草案可望於 2014/2015 年提交立法會審議。  

 

註冊委員會成員符展成建築師代表註冊委員會，繼續參與修訂《條例》專責

小組的工作。  

 

4.1 CB/2013/03 通過成立各工作委員會及成員名單  

同 意 「 工 作 委 員 會 」（ “ Working Committee ” ） 改 名 為 「 小 組 委 員 會 」

（“ Sub-committee”），並獲議會總監確認此名稱與議會慣用的名稱統一。  

 

議決成立「註冊事務小組委員會」及「指明訓練課程小組委員會」，以及兩

會之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成員任期由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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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決議 /進展摘要  

4.2 CB/2013/04 通過註冊委員會 2013 年度財政預算  

註冊委員會之財政事宜將交由議會統一處理，毋須再草擬一個別的財政預

算，但為保持良好管治，註冊委員會應每季做一次財政估算，確保量入為出

及支出用得其所。討論文件所載之財政預算只作參考。  

註冊總監與將會把前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管理局）尚存於工人註冊秘書

處（註冊秘書處）的現金交回議會，然後再提交文件申請一筆小額現款，供

註冊秘書處使用。  

議會總監與註冊總監將於會後與財務部高級經理商議該筆小額現金的批核

權限。  

成員察悉註冊委員會 2013 年度財政估算，但毋須議決通過。  

4.3 CB/2013/05 通過註冊委員會採購及租賃服務批核權限及獲授權簽署人名單  

由於議會已委託獨立機構檢討議會採購批核權限及整個採購流程，當中包括

註冊委員會的運作，並撰寫文件於 2013 年 1 月下旬 ComANF 的會議上匯報

檢討結果及提出建議，再交議會審議，故註冊委員會議決暫時擱置此議題至

議會的檢討工作有結果後再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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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建造業工人資格評審委員會主席

通過委任關寶珍工程師為評審委員會主席，任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註

冊秘書處將跟進於憲報公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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