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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工人註冊  

註冊證內記錄附加資料申請表 
  

 申請須知 
1. 申請人必須帶同相關有效證明文件的正本親身到各工人註冊服務點辦理申請手續，查詢各註冊服務點地址

及開放時間，請致電 2873-1911或瀏覽建造業議會(下稱「議會」)網頁(www.cic.hk)。 
2. 如日後記錄在註冊證內的任何附加資料有所改變(包括被取消相關資格)，申請人必須盡快通知議會作相應

更新。 
3. 根據《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 583 章)第 46A 條，註冊主任如信納記錄在註冊證內的任何附加資料，已

不再準確或不再適用，註冊主任可藉書面通知，要求申請人將註冊證交回註冊主任，以修正或刪去該資
料。申請人須在該通知發出的日期後的 14日內，將註冊證交回註冊主任。 

4. 議會網頁(www.cic.hk/wregister)提供載有已註冊的建造業工人名冊，讓公眾查閱註冊詳情。  
5. 請於適當空格內加上「」號及顯示證書代號(如適用，詳情見第 3頁)。 如所遞交的資料不全，申請將不獲

處理。  

 

本人(申請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冊編號 (如有) CW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將以下本人所持有文件內的資料記錄在本人的註冊證上：  
 
 建造業安全訓練證明書 (俗稱「平安咭」）   電業工程人員註冊證明書*： 

 
 升降機工程人員及/或自動梯工程人員 

註冊證*：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卡*： 
*申請人如只申請將部份資料記錄在註冊證上，請將
該部份列出 

 指定行業安全訓練證明書 (俗稱「銀咭」） 
請選擇證書代號 (詳情見第3頁)： 
S01  /  S02  /  S03  /  S04  /  S05  /  S06  /  

    S07  /  S09  /  S10  /  S11  /  S12  /  S13 

 密閉空間核准工人之從事渠務署工程 
安全訓練課程 

 密閉空間合資格人士之從事渠務署工程 
安全訓練課程 

 水喉匠牌照 

 核准工人（密閉空間）證明書  第 3 級消防裝置承辦商 

 合資格人士（密閉空間）證明書  槍彈推動打釘工具操作工合資格證明書 

 船上貨物處理基礎安全訓練課程證明書  屋宇小型維修課程證書 

 船上起重機操作員安全訓練課程證明書  建築工地升降機操作員證明書 

 氣體焊接安全訓練課程證明書  操作吊船證明書 

 壹年全日制基本工藝課程結業證書 
 請選擇證書代號 (詳情見第3頁)： 

L07a  /  L07b  /  L07c  /  L07d  /  L07e  / L07f / 
L07g  /  L07h  /  L07i  /  L07j  /  L07k 

 機械操作證明書 
 請填寫證書代號 (詳情見第3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造業監工/技術員課程文憑 
請選擇證書代號 (詳情見第3頁)： 
L07m  /  L07n  /  L07p  /  L07q 

(轉下頁) 

http://www.cic.hk/
http://www.cic.hk/w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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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聲明 

1. 本人聲明本人於本申請表及連同本申請所呈交的文件內所提供的一切資料，已盡本人所知均屬真實正

確。本人明白在與申請註冊有關的情況下提供虛假的或具誤導性的陳述或資料能構成刑事罪行並可導

致申請當作無效。 

2. 本人授權議會直接向有關發証機構核實本人的資歷及/或索取與本人資歷相關資料，並同意有關發証機

構及議會之間直接轉移該等資料。 

3. 本人明白議會對任何由發証機構索取的資料不承擔任可責任，並不就因使用其所造成或與其有關之任

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4. 本人已清楚閱讀和完全明白【申請須知】及以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i) 你向議會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指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包括根據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 583章）有關建造業工人註冊事宜。你提供的資料將會用於以下事

宜： 

(a) 確認註冊工人身份(包括申請記錄在註冊證上的附加資料)，並將相關資料儲存在可供公衆人

士經由互聯網查閲的建造業工人名冊内； 

(b)   進行有關就建造業的資料分析及研究； 

(c)   調查或檢控任何罪行；或 

(d)   就任何罪行的調查或檢控向有關當局作披露。 

(ii) 你必須向議會提供完整的資料。如你未能提供完整的資料，議會或無法處理及/或考慮你的申

請。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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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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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提出，地址為香港九龍觀塘駿

業街 56號中海日升中心 3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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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RO-CM-001(C) (2017/11)  頁 3 / 共 3 頁 

 

                       
指定行業安全訓練證明書（俗稱「銀咭」）及代號 

S01 髹漆及裝飾工 S04 水喉工 S07  竹棚工、金屬棚架工 S11 塔式起重機組裝工(安裝、拆卸及升降) 

S02  木模板工 S05  鋼筋屈紮工 S09  幕牆工 S12  工地建材索具工 

S03  拆卸工（建築物） S06  批盪工、鋪瓦工 S10  升降機技工 S13  隧道工 
 

壹年全日制基本工藝課程結業證書及代號 

L07a 砌磚批盪科 L07d 細木工藝科 L07f 水喉潔具科 L07h  金屬工藝科 L07j 機械維修科 

L07b 砌磚鋪瓦科 L07e 油漆粉飾科 L07g 雲石裝飾科 L07i  建造棚架科 L07k 電器裝置科 

L07c 建造模板科         
 

建造業監工 / 技術員課程及代號 

L07m 屋宇建造監工文憑 L07n  土木工程監工文憑 L07p  屋宇裝備監工文憑 L07q  工料量度文憑 
 

機械操作證明書及代號 
L02a 操作叉式起重車證明書 L03m 剷吊車操作員證明書  

L02a1 操作抗衡型叉式起重車證明書  L03n 龍門式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a2 操作伸展型叉式起重車證明書  L03p 龍門/架空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a3 操作托盤堆疊型叉式起重車證明書  L03q 夾式卸載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a4 操作五噸半或以下的抗衡型叉式起重車證明書  L03r 碼頭吊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a5 操作十噸或以下的抗衡型叉式起重車證明書  L03s 車仔吊臂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a6 操作 Turret Truck 伸展型叉式起重車證明書  L03t 貨車吊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a7 操作托盤堆疊式起重車證明書  L03u 架空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b 操作叉式起重車（前置式貨櫃吊機）證明書  L03v 軌道式龍門架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c 操作推土機證明書  L03w 架空/吊臂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d 操作搬土機證明書  L03x 架空龍門起重機（有駕駛艙）操作員證明書 

L02e 操作小型/裝載搬土機證明書  L03y 架空龍門起重機（遙控式/吊擺式）操作員證明書  

L02f 操作挖掘機證明書  L03z 架空橫軌電子推動式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g 操作卡車證明書  L03aa 岸邊吊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h 操作貨車證明書  L03ab 岸邊吊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i 操作壓實機證明書  L03ac 軌道式龍門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j 操作傾卸車證明書 L03ad 高塔臂式吊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k 操作平土機證明書  L03ae 軌道式塔式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m 操作機車證明書  L03af 軌道式龍門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2n 操作鏟運機證明書  L03ag 火車卡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a 灰夾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ah 伸延式貨櫃吊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b 橋式吊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ai 膠輪式龍門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c 卸煤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aj 膠輪式龍門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d 岸邊 COASTAL 型號吊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ak 散泥卸船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e 挖斗式卸煤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am 搖擺吊臂電排操作員證明書  

L03f 貨櫃吊車操作員證明書  L03an 跨式吊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g 履帶式固定吊臂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ap 塔式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h 牽索式人字吊臂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aq 龍門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i 電動架空運行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ar 貨車吊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j 岸邊 FASSI 型號吊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as 輪胎式液壓伸縮吊臂流動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k 固定液壓伸縮吊臂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L03at 輪胎式液壓伸縮吊臂起重機操作員證明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