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工專責」工地講座



「專工專責資訊通」流動應用程式

1. iPhone 和 Android 

兩個版本

2. 中英文兩種語言

3. 備有5大功能

• 了解「專工專責」條文

規定

• 簡易搜尋工種分項資料

• 評估工程是否屬「豁免

工作」

• 查閱建造業工人名冊

• 瀏覽議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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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實施時間表

只有註冊建造業工人
才可於建造工地進行
建造工作

2004 2005 2006 2007… 2017

2004年7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立法

2005年12月29日開始工人註冊

2007年9月1日實施
第一階段禁止條文
及其他相關規定

2017年4月1日實施
餘下階段禁止條文
(即「專工專責」條文)

只有註冊技工才可進
行指定工種分項的建
造工作(指定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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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已生效的主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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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承建商 分包商

工人

僱用註冊工人/註冊技工
(適用於工種分項工作)及
確保分包商亦確切實行

儲存及依時提交
工人出勤記錄

為「指示及督導」
安排採取合理措
施及讓工人知悉

申請成為註冊工人
/註冊技工(適用於
工種分項工作)

僱用註冊工人/註冊技工
(適用於工種分項工作)

為「指示及督導」
安排採取合理措
施及讓工人知悉

設置及備存
陳述記錄冊

設置讀證裝置



「專工專責」規定

• 《條例》附表1載列142個指定工種分項的名稱及技能描述；

• 2017年4月1日實施「專工專責」規定後，禁止工人進行

《條例》附表1的指定工種分項的建造工作，除非該工人是：

 該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包括臨時註冊)；

 在「指示及督導」下工作；

 進行跨技能工作；或

 進行「豁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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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進行142個指定工種分項以外的建造工作，一般而言，只須為註冊建

造業工人(包括註冊普通工人)



「指示及督導」

註冊建造業工人(被指導人)可在相關工種分項的註冊技工(包括註冊

熟練及半熟練技工)(指導人)的指示及督導下，進行該(些)指定工種

分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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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讓工人“邊做邊學”，

累積經驗以獲取技工註冊資格



「指示及督導」安排的主要規定

• 總承建商/工人僱主須為合資格的指導人提供「指示及督導」安

排及確保指導人為相關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技工(大工)或半熟練

技工(中工)

• 總承建商/工人僱主須為「指示及督導」安排採取合理措施及讓

被指導人知悉有關措施，以確保被指導人可以識辨其指導人為相

關的註冊技工

• 總承建商/工人僱主訂定合適的指導人和被指導人的人數和比例，

確保指導人能有效地指示及督導被指導人

• 指導人於工作前就工作內容和技術要求提供指導予被指導人

• 指導人與被指導人應同時在建造工地當值及互相識辨(例如知道對

方的稱呼及聯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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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及督導」的合理措施

• 工人必須向總承建商/工人僱主了解所採取的合理措施

• 議會提供了三個合理措施建議方案供業界參考/採用

委派指定人士 表格 標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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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跨技能工作

• 33個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技工(大工)可跨技能進行指定

的相類似技能的工作

• 不適用於「指示及督導」他人進行跨技能工作

• 不適用於註冊半熟練技工(中工)、註冊熟練技工(臨時)及註冊

半熟練技工(臨時)

「砌磚工」

• 大工可親自進行「鋪瓦工」的工作；

• 不可「指示及督導」他人進行「鋪瓦工」的工作；

• 中工和臨時註冊不可進行「鋪瓦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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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工作」

以下建造工作/建造業工人，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可
獲豁免不受「專工專責」規管：

• 指明的緊急建造工作

• 指明的小規模建造工作

• 在其他指明條例獲豁免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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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新增工種分項

間隔(金屬架)工
C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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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天花工
C358 / C458

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
(無通電電纜)

E303b

按「跨技能工作」安排，「假天花工」的技能工作可由「細木工」或

「金屬工」的註冊熟練技工親自進行；而「間隔﹙金屬架﹚工」的技

能工作可由「細木工」或「金屬工」或「假天花工」的註冊熟練技工

親自進行。



新增3個工種分項 -資深工人註冊安排

未滿10年工作經驗的工人可參加工藝測試，

考取大工或中工的註冊資格

2017年4月1日當天
≥ 10年有關經驗
直接申請註冊

2019年4月1 日起
「假天花工」和「間隔
(金屬架)工」受
「專工專責」條文規管

申請期限：
2017年4月1日至
2018年9月30日

2017 2018 2019

1/4 30/9 1/4

2017年4月1日實施
「專工專責」條文

18個月

屬一次性安排
截止遞交註冊申請︰
2018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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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註冊服務點

CIC Service Centre (Sheung Wan)

建造業議會服務中心 (上環)

CIC Service Centre (Nam Cheong)

建造業議會服務中心 (南昌)

CIC Service Centre (Tsing Yi)

建造業議會服務中心 (青衣)

CIC Kowloon Bay Training Centre

建造業議會九龍灣訓練中心

地區 地址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及日

九龍灣

大業街 44 號建造業議

會九龍灣訓練中心地下

(港鐵九龍灣站A出口)

上午 9 時
至

下午7時

公眾假期
休息

上午 9 時
至

下午5時

公眾假期
休息

南昌
港鐵南昌站大堂 6 號舖

(站內D出口閘機對面)

青衣

港鐵青衣站

機場快線U2層12號鋪

(非入閘區大堂)

上環

干諾道中133 號

誠信大廈20樓2001室

(港鐵上環站C出口)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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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工藝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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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通訊應用程式

• 郵寄報名表格

• 親臨工人註冊服務點或

工藝測試中心遞交報名

表格

流動通訊應用程式 –工藝測試通



由「普通工人」轉身成「合資格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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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水喉、金棚、油漆、

紮鐵、釘板、批盪的

註冊普通工人

參加指定技術提升課程

成為「合資格中工」

免學費,還有機會獲得
4,000元鼓勵津貼*

(85%或以上出席率並於課程後3個月內取得中工測試合格)



建造工人技術提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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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個工種 - 焊接、水喉、金棚、

油漆、紮鐵、釘板及批盪

• 50小時, 平日晚上或周末上堂

• 5個工種 - 焊接、水喉、金棚、

混凝土及批盪更可以英語授課

免學費,還有機會獲得
4,000元鼓勵津貼*

(85%或以上出席率並於課程後3個月內取得中工測試合格)



「建造業安全錦囊」流動應用程式

安全小貼士

安全資訊

建造業安全焦點

詳細天氣預報

健康生活

工人保障及福利

工字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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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網頁
www.cic.hk

熱線：21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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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簡佈內容只供參考之用，不應被視為已全部包括有關《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條例》)及《建造業工人註冊(豁免)規例》(《豁免規例》)所涉及的事項及
規定。如對內容有任何異議，一切以《條例》及《豁免規例》內容為準。若
對法例條文的理解有疑問，應徵詢法律或專業意見。簡佈中表達的意見不會

影響或損害議會根據《條例》履行其任何職能及行使任何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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