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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建造業工人註冊申請表 
(只適用於3個新增工種分項： 

假天花工、間隔(金屬架)工 及 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無通電電纜) 
截止申請日期：2018年9月30日) 

 
  

1. 填表前請詳閱「資深工人註冊安排申請須知」及申請表各項聲明。  申請人必須盡力填寫本表格所需的資料，以便
註冊主任考慮其申請，否則其申請可能會因資料不足而被拒絕接納。  請用原子筆填寫本表格，並於適當格內填上
「√」號或將不適用者刪去 *，切勿擅自改動申請表格式。 

注意事項： 

2. 當審核完成後，工人註冊證將郵寄至下列通訊地址。 

(1) 申請人個人資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料（個人資料必須與申請人香港身份證內所列的相同）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  女＊ 

建造業工人註冊編號(如有)：CW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       ） ___________(年) ___________(月) ___________(日)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過往有沒有曾申請資深建造業工人註冊？     沒有申請過           有申請過，但沒有重複已申報的工作年資  

(2) 
第一部份： 親自進行指定工種分項的有關建造工作的詳情 

工作年資證明書 

本人(即「申請人)」曾在下列表一內的期間親自進行與申請工種分項有關的建造工作，現以此作為申請註冊: 
 

 假天花工(C358) - 安裝假天花      間隔(金屬架)工(C359) - 安裝金屬架及間隔嵌架 

 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無通電電纜)(E303b) - 接駁無通電的不超逾 11 千伏特的電壓電纜 
 

表一

項目 

  (如以下空位不敷填寫，申請人請另加一張申請表，以詳列有關資料。) 
工作期間 (由入行至今) 

直接僱主名稱 工程 / 工地名稱 總承建商名稱 
年 月 年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共年資：      年 

1. 
申請人聲明 

本人確認已清楚閱讀「申請資深建造業工人註冊工作年資證明書」內所載一切資料和「資深工人註冊安排申請須知」。 
2. 本證明書內各部份由個人或機構填報的資料，均須為申請人、證明人及確認人盡其所知屬真確無訛。申請人、證明人及確認人並知

道倘若明知而故意虛報資料或作出虛假陳述，除申請即屬無效，申請人、證明人及確認人亦須為其犯罪行為負上刑事責任。 
3. 本人亦授權註冊處向有關的資歷簽發/資料提供者索取及核實本人的資歷資料。 
4. 

你向建造業議會〔「議會」〕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指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相關議會之活動。 為讓你得知最新的議會活動和行業內發展情
況，議會將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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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建造業議會提出，地址為九龍觀塘駿業街56號中海日升中心38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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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人不同意日後接收由建造業議會發出有關議會活動和與建造業相關的資訊。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建造業議會 資深建造業工人註冊申請表 (2017/4)  頁 2 / 共 3 頁 
 

第二部份： 工人的僱主證明及未獲僱主證明的原因及僱主聯絡資料（請參閱「資深工人註冊安排申請須知」） 
註: 1. 申請人的僱主可就第一部份表一內的有關項目在填寫以下表二(欄(1)-(4))以證明工作年資。若僱主並非是資深工人註冊安排申請須知乙部第2部份所列其中之一的公營/公共事業機構或其承

建商、或與建造業有關的商會會員，僱主請對上一層承建商填寫欄(5)-(8)以證明其分判關係。 
 2. 若申請人的僱主是「資深工人註冊安排申請須知」內指名的建造業商會會員，需要由相關商會在欄(4)填寫的資料上蓋章確認。該等僱主亦不可為其下層承建商證明分判關係。 
 3. 申請人可就第一部份表一內的年資項目提交僱主證明、其他直接證明文件或法定聲明。另外，如申請資深工人的申請人已獲得工會證明最少10年會齡，則申請人可無需提供僱主證明。 

 4. 申請人若未能就表一內需要僱主證明年資項目獲得其僱主證明，申請人須填寫欄(9)-(12)，以提供未獲僱主證明的原因及其負責人的聯絡資料，以便註冊主任/工會(如適用)可在有需要時聯
絡及查詢。 

表二 兹證明申請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                                         
表 

(   ) 在本表格內第一部份所述的資料正確。 

一 
項 
目 

 由申請人的僱主填寫以證明工作年資 由上一層承建商填寫以證明分判關係 由申請人填寫未獲得僱主證明的原因及其負責人的聯絡資料 
工作期間 僱主 

公司名稱 
僱主公司電話 證明人姓名 為認可機構或其承

建商/商會會員之一 承建商名稱 
承建商電話 證明人姓名 為認可機構或其承

建商/商會會員之一 
未獲僱主證明 

原因 
(9) 

僱主公司名稱 
 

(10) 

負責人姓名 
 

(11) 

聯絡電話 
 

(12) 
由 至 公司商業登記 證明人簽署及蓋章 公司商業登記 證明人簽署及蓋章 

年 月 年 月 (1) (2) (如有) (3) (見備註2) (4) (5) (6) (如有) (7) (見備註3) (8) 
      電話： 姓名：  是；代號： 

註冊編號： 
(註2) 
 
 否：請對上一
層承建商填寫第
(5)至(8)欄 

 電話： 
 
 
 

姓名：  是；代號： 
 
註冊編號： 
(註2) 
 
 否  

 失去聯絡 
 不願意證明 
 失去紀錄 
 已倒閉 
 其他： 

   

商業登記編號： 
 

簽署及蓋章： 商業登記編號： 
 
 

簽署及蓋章： 

      電話： 姓名：  是；代號： 
註冊編號： 
(註2) 
 
 否：請對上一
層承建商填寫第
(5)至(8)欄 

 電話： 
 

姓名：  是；代號： 
 
註冊編號： 
(註2) 
 
 否 

 失去聯絡 
 不願意證明 
 失去紀錄 
 已倒閉 
 其他： 

   

商業登記編號： 
 
 

簽署及蓋章： 商業登記編號： 
 
 

簽署及蓋章： 

      電話： 
 
 

姓名：  是；代號： 
註冊編號： 
(註2) 
 
 否：請對上一
層承建商填寫第
(5)至(8)欄 

 電話： 
 
 

姓名：  是；代號： 
 
註冊編號： 
(註2) 
 
 否 

 失去聯絡 
 不願意證明 
 失去紀錄 
 已倒閉 
 其他： 

   

商業登記編號： 簽署及蓋章： 商業登記編號： 
 
 

簽署及蓋章： 

註: 1. 如上述表二空位不敷填寫，可用另一張此部份的表二繼續填寫。 
2. 僱主公司證明人的簽署除證明申請人的工作年資外，亦同意註冊處可向有關機構索取及核實僱主公司證明人所提供的資料。 
3. 承建商的證明人的簽署除證明與申請人僱主的分判工作關係外，亦同意註冊處可向有關機構索取及核實承建商所提供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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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工會證明會齡/審核及確認工作年資（由工會填寫） 
 

 證明會齡

 

 (申請人為工會會員時填寫) 

1. 兹證明                                 君(香港身份證號碼                           (    ))

2. 在本會登記的從事行業工種分項為                                                            (工種分項編號                          )。 

 自           年          月至          年        月

期間為（工會名稱(註一)）                                                          的會員 (會員號碼                                     )。 

3. 期間在（時段）                                                       因（事由）                                                會籍曾失效。 

 

 

審核及確認申請人的工作年資 

本工會(註一)                                                         

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無通電電纜)(E303b)*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  有關的建造工作年資。 

 已按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的指引、原則及既定程序審核

申請人就申請資深建造業工人註冊在本表格所填報、夾附及應本會要求另外提供的資料，並確認申請人已

具備              年親自進行與申請工種分項： 假天花工(C358)*    /   間隔(金屬架)工(C359)*   /   

代表工會的證明/確認人姓名：                                               工會辦事處電話：                                                        

證明/確認人聯絡電話：
 

                                                                                                            

 

 證明 / 確認人聲明 
 

1. 本人確認已清楚閱讀「申請資深建造業工人註冊工作年資證明書」內所載一
切資料和「資深工人註冊安排申請須知」。 

2. 本人聲明本人在本證明書內所提供的一切資料，盡本人所知均屬真確無訛，
並知道倘若明知而故意虛報資料或作出虛假陳述，即屬犯罪，申請即屬無
效，申請人的註冊會被取消。 

3. 本人亦授權註冊處向有關的機構索取及核實本人提供的資料。 

 

 

 
證明/確認人 
簽署及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一： 

 
(1) 工會一般須為以下名單的工會之一，但名單並非詳盡無遺，其他有關的工會(須為勞工處登記的職工會，及與資深工

人註冊的工種分項有關的工會)，如願意證明其會員申請人的會齡或協助審核及確認申請人的工作年資，亦可向建造
業工人註冊委員會提出申請加入名單內。 

(2) 個別認可工會可受理的工種分項會有不同，詳情請向工會查詢。 
(3) 請在以下名單內的工會加上√。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香港鐵道從業員總工會  金屬銲接從業員協會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香港鐵路員工總會  港九木匠總工會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  香港造船機電鋼鐵業總工會  香港中華煤氣公司華員職工會 

 香港機電業工程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電梯業總工會  香港金屬製造業職工會 

 中華電力公司華員職工會  香港氣體及燃料業從業員協會  香港天花間隔從業員工會 

 香港裝修及屋宇維修從業員協會  香港海員工會  香港物業管理及工程技術人員協會 

 港燈電力投資公司職工會  裝修行業工會   

 其他獲授權工會（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欄供註冊處人員填寫 

申請編號：                                      
表格審核人員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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