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工專責」條文研討會



內容

(1) • 簡介《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2) • 「專工專責」規定

(3) • 「指示及督導」及其合理措施

(4) • 指定的跨技能工作

(5) •「豁免工作」

(6) • 個案分享

(7) • 新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

(8) • 臨時註冊截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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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適用範圍

簡易說明

建造工地 進行或將會進行建造工作的地方，而仍未發出指明的完工證明書

建造工作 (i) 指明構築物的建造、重建工程；
(ii) 涉及指明構築物結構的加建、改建、修葺、拆卸工程；
(iii) 為預備進行「建造、重建」或「加建、改建」等工作的建築作業；
(iv) 構成「建造、重建」或「加建、改建」等工作的整體一部分或使其完整的建築作業或

建築物裝備工程；
(v) 涉及指明構築物結構的建築物裝備工程；
(vi) 根據固定期保養合約對公共機構或指明機構所擁有的指明構築物進行的保養工作

《條例》適用範圍是根據《條例》
第2條「建造工作」和「建造工地」
的定義來界定。

發出
指明的完工
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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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已生效的主要規定

總承建商 分包商

工人

僱用註冊工人/註冊技工
(適用於指定工種分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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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註冊工人/註冊技工
(適用於指定工種分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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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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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成為註冊工人
/註冊技工(適用於
指定工種分項工作)



「專工專責」規定

• 《條例》附表1載列142個工種分項及技能描述

• 已註冊相關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技工(包括臨時註冊)，
才可親身在工地進行有關工作 (指明情況除外)

/ = 親身進行
指定工種
分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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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工專責」規定的適用範圍

2017年4月1日正式實施

建造工地的
建造工作

有關工程的適用
時間將因應實際

情況而定

但
暫
不
包
括

第I及II級
小型工程

合約總值
<$1,000萬

固定期保
養合約的
保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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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及督導」安排

• 註冊工人必須在相關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技工(不包括臨時註冊)
的「指示及督導」下進行指定工種分項工作(指明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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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導人

指導人



「指示及督導」安排的主要規定

• 由合資格的指導人為被指導人提供「指示及督導」，指
導人須為相關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技工或半熟練技
工

• 按建造工地和建造工作的實際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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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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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主要規定

• 總承建商及工人僱主需採取合理措施

• 應採取/參考議會的建議方案，或執行
相類的合理措施

通知所有
工友所採取
的合理措施

通知相關
工友所採取
的合理措施

確保
被指導人可以
識辨其指導人
為有關指定工
種分項的註冊

技工

確保
被指導人可以
識辨其指導人
為有關指定工
種分項的註冊

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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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及督導」的合理措施

• 《實務守則》内有三個合理措施的建議方案供業界參考

• 合理措施可包括但不限於任何一個/多個建議方案，或認
爲合適的其他合理措施

委派指

定人士

表格 標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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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措施的建議方案(一)

指定人士

• 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委派指定
人士（例如管工、分包商主管
等）負責安排合資格的技工作
為被指導人的指導人，並用口
頭或書面方式讓被指導人識辨
指導人

• 進行工種工作前，總承建商/工
人的僱主以書面方式讓被指導
人知悉所委派的指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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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措施的建議方案(二)

表格

• 進行工種工作前，總承建商/工
人的僱主以表格方式列明相關
指導人和其註冊工種分項，讓
被指導人可以識辨其指導人

• 適時更新表格內容及通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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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措施的建議方案(三)

標貼

• 在指導人和被指導人的安全帽上分別貼上標貼，以資識
別

• 定期檢查安全帽，以確保標貼穩妥、正確和沒有遮蓋任
何損壞部分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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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跨技能工作

• 基於相類似技能，容許部分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技工
可跨技能工作

• 適用於33個指定工種分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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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磚工」的註冊熟練技工

• 可親自進行「混凝土修補工(混凝土剝落)」、「地磚鋪
砌工」、「砌石工」、「鋪瓦工」、「批盪工」和「雲
石工(濕掛)」(雲石裝設掛釣工作除外)的工作；

• 但只可「指示及督導」其他註冊工人進行「砌磚工」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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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工作」

根據《建造業工人註冊(豁免)規例》以下建造工作/
建造業工人獲豁免受「專工專責」規管：

• 緊急建造工作

• 小規模建造工作

• 在其他指明條例獲豁免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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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建造工作

定義

因發生緊急事故，並為拯救人命、防止人身傷害、防止財產受損或/及
防止公共運輸系統或公用事業設施服務出現嚴重的中斷或嚴重地干擾，
而合理地需要立即在建造工地進行的建造工作

• 豁免適用範圍：
a. 涉及47個指明的工種分項的建造

工作；及

b. 由工地主管最早知悉緊急事故後
的72小時內進行的建造工作

• 在法定時間內，以指明表格通
知議會及提交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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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模建造工作

• 以雜項、維修及工程後期的一些修補工作為主，
屬性質簡單、規模小及以往一般由註冊普通工人
進行

• 小規模建造工作分為以下3類：

a. 指明小規模建造工作(共13項)；

b. 涉及若干指定工種分項的小規模建造工作(涉及44個
指定工種分項)；

c. 價值低的建造工作(價值不多港幣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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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模建造工作例子

指明小規模建造工作 規定

建造或修補交通標誌字牌
或其相關支柱等

字牌的面積不多於1平方米

涉及若干指定工種分項的
小規模建造工作

規定

混凝土工 混凝土體積不多於7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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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指明條例獲豁免的人士

• 如任何人士已根據下列豁免條文而獲得豁免，該人在進
行下列相關工種分項的建造工作時，亦相應獲豁免受
「專工專責」規定的規管

工種分項 其他條例的豁免

自動梯技工
根據《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618章)第148條獲豁免

升降機技工

氣體裝置技工
根據《氣體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
(第51章，附屬法例D)第34條獲豁免

電氣裝配工 根據《電力條例》(第406章)第9條獲豁免

• 例子：假設某電力公司職員已獲《電力條例》(第406章)第9條豁免註冊為註冊電業工
程人員，並訂明有關人士可裝設電力公司的電力裝置。就此，該職員於建造工地內裝
設電力公司的電力裝置時，他/她同樣獲《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豁免，可在該工作
範圍內進行「電氣裝配工」的工作而無須註冊為「電氣裝配工」的註冊技工，但仍須
註冊為註冊建造業工人(包括註冊普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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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1

• 兩位「普通焊接工」的註冊熟練技工

• 在現有學校建築物頂層為正在加建的大型結構鋼架
進行焊接工作

不是。一般金屬組件，例如欄杆、豎梯的焊接工作可由
「普通焊接工」進行。至於結構鋼材組件，例如結構鋼
材、水喉及氣體鋼管，有關的焊接工作須由「結構鋼材
焊接工」進行。

持有「普通焊接工」註冊進行結構鋼架的焊接工作是否符
合註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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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2

• 一位註冊普通工人

• 在合資格的註冊技工的「指示及督導」下進行泥水
批盪工作

• 由於工期緊迫，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已用口頭形式
向普通工人告知誰是他的指導人

不是。總承建商及工人的僱主應參考《實務守則》中的
建議方案，採取相類的合理措施，以確保被指導人可以
識辨其指導人為有關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技工

上述情況是否滿足「合理措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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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3

• 一位指導人指示被指導人需預早準備稍後施工所需
的鋼筋材料，按圖則把鋼筋切割至適合長度

• 指導人指派工作後便離開工地

• 由被指導人單獨在工地繼續進行相關鋼筋切割工作

不是。在「指示及督導」的安排下，指導人與被指導人
應同時在建造工地當值

上述情況是否符合「指示及督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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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註冊技工的需要

• 一般而言，應參考以下 2 個適用性原則：

1. 若工友進行《條例》附表1內142個指定工種分項
以外的技能工作，一般而言，他們只須為註冊建造
業工人(包括註冊普通工人)，便可符合《條例》的註
冊規定

2. 若工友進行的工作涉及《條例》附表1內142個指定
工種分項的工作，有關工友應註冊為相關工種分項
的註冊技工，但以下情況除外：
a. 「指示及督導」下工作；
b. 進行跨技能工作；
c. 進行豁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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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的主要罪行及罰則

主要罪行 最高罰則 承責人

非註冊建造業工人於建造工地進行建造工作 第3級 工人

非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或註冊半熟練技工(包括臨時註冊)
於建造工地進行涉及指定工種分項的技能的建造工作

第3級 工人

僱用非註冊建造業工人於建造工地進行建造工作 第5級 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

僱用非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或註冊半熟練技工(包括臨時
註冊)於建造工地進行涉及指定工種分項的技能的建造工作

第5級 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

沒有就「指示及督導」安排採取合理措施 第3級 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

沒有讓被指導人知悉就「指示及督導」安排所採取的合理措施 第3級 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

沒有提供能翻查儲存於註冊證內電子資料的讀證裝置 第3級 總承建商

沒有設置和備存工人陳述記錄冊 第3級 總承建商

沒有於法定期限內向建造業工人註冊主任提交工人每日出勤紀
錄

第3級 總承建商

註：第3級罰款為港幣 10,000元；第5級罰款為港幣 50,000元。

24



在註冊證登記相關技能資格

• 涉及指定工種分項的建造工作，只可由註冊證已顯示/儲存相關工種

分項的註冊技工進行 (指定情況除外) 

• 工友考獲工種分項的指明註冊資格，或持有其他指明的認可資格，應

聯絡工人註冊處，以申請及更新有關註冊證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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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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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大功能

• 了解「專工專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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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S App Store

Google Play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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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新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

• 目的：

1. 允許承建商更準確地擷

取工地出勤紀錄 (DAR)

以掌握可靠的數據

2. 優化及簡化記錄及提交

工地出勤紀錄程序

3. 允許儲存更多的工人資

料及其相應的資格於新

工人註冊證

4. 「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

簡介會
C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Card

建造業工人註冊證

Tap Card

拍卡

Daily Attendance 

Records

工地出勤記錄

C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Gateway

建造業工人註冊平台

Good List

工人註冊表

Bad List

失效註冊卡名單

Internet

互聯網

必須在新系統內
按「提交」鍵提交
正式工地出勤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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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註冊截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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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資料

每月「專工專責」條文研討會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簡介小冊子

議會網頁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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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易新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



建造業工人註冊網頁
www.cic.hk

工人註冊熱線︰2873 1911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簡介小冊子

「指示及督導」安排的指引及
其合理措施的《實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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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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