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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三次會議於 2017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正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09 - 111 號東惠
商業大廈 18 樓 1801 室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會議室舉行。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 2017 年第三次會議討論摘要
議程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項目
3.1
CIC/CRB/M/002/17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2017 年第二次會議之會議記錄獲全體委員通過。
3.3.1
CIC/CRB/P/020/17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 2018 年度財政預算及五年工作計劃
﹙待議決文件﹚ 成員一致通過 2017 修訂預算、2018 原預算及 2018 至 2022 年之五年工作計劃。
3.3.2
CIC/CRB/P/021/17 提名建造業工人資格評審委員會機構名單
 根據《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第 583 章﹚
﹙《條例》
﹚
，建造業工人資格評審委員會成員由建
﹙待議決文件﹚
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委任。
 按《條例》第 12﹙2﹚條，成員通過邀請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代表建造業主要僱主，香港機電
工程商聯會代表建造業的承建商、香港科技大學代表建造業的訓練機構與及香港建造業總
工會代表建造業工人的職工會提名代表接替其中 4 位於 31/12/2017 任期屆滿的成員，任期
兩年，由 1/1/2018 起至 31/12/2019 止。
3.3.3
CIC/CRB/P/022/17 新建造業工人註冊證記錄與建造業有關的其他證明文件資料的安排
 新工人註冊證將於新工人註冊系統全面採用後推出，新註冊證可儲存工友的拍卡記錄及註
﹙待議決文件﹚
冊工人持有其他與建造業相關的資歷，以減少工友需攜帶的證件。
 工人註冊委員會通過把 20 張與建造業相關資歷，例如升降機工程人員註冊證書、註冊氣體
裝置技工卡等記錄在新註冊證內。秘書處正與相關政府部門聯絡，若相關資歷已記錄在新
註冊證內，承認新工人註冊證可作為相關立法證書/卡使用。待相關政府部門確認後，按《條
例》第 46A﹙2﹚條，議會將尋求發展局局長批准把 20 個與建造業相關資歷記錄在新註冊證
內。
 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專責小組將確定最終印刷在新工人註冊證上的資料並尋求工人註冊委
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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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CRB/P/023/17
﹙討論文件﹚

優化註冊建造業工人福利
經議會及工人註冊委員會討論及秘書處進一步探討各項優化註冊建造業工人福利，成員的結
論如下︰
 成員同意加強向註冊工友提供醫療體檢計劃、派發具實用性的贈品及提升工人註冊處的設
施及服務，包括提供免費 Wi-Fi 服務及引入手提電話/平板電腦充電設施與及繼續舉辦註冊
建造業工人家屬獎學金。
 自 2015 年初推出以來，商戶折扣計劃對商戶及工友均缺乏吸引力，因此委員會一致同意無
需繼續投放資源。
 考慮到推出建造業議會助學金涉及大量及複雜的行政工作以確保只有合資格人士獲審批，
加上政府已提供不同類型的助學金或津貼計劃，因此成員一致通過擱置設立助學金的建議。
註冊技工持續進修課程
 隨著「專工專責」條文於 1/4/2017 實施，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可按建造工地和建造工作的
實際情況，安排註冊技工擔任指導人，指示及督導其他註冊工人進行相關技能工作。然而，
某些業界持份者就註冊熟練技工的技術水平表達關注。
 成員表示以自願性質推出的持續進修課程難以吸引註冊熟練技工參加，可能需投入額外資
源以避免出席率偏低。另一方面，議會有義務為工友提供終身培訓的支援以提升他們的技
能。
 工人註冊委員會成員認為分析各工種分項的熟練技工註冊人數，按分析結果再討論是否需
要開辦進修課程。
資深工人評核小組委員會
 截至 30/6/2017，工人註冊處已完成審核 111,072 份首輪資深工人註冊安排的申請，其中
105,501 份申請﹙95%﹚獲發證及 5,571 份申請﹙5%﹚不獲發證/取消申請。
 就 3 個新增工種分項而推出為期 18 個月的資深工人註冊安排於 2017 年 4 月 1 日開始。截
至 2017 年 6 月，已收到 251 宗假天花工及 124 宗間隔﹙金屬架﹚工的申請。
 由 2017 年 2 月底至 5 月 31 日期間，共有 26 名註冊熟練技工﹙臨時﹚通過指明訓練課程評
核。

3.4.2

CIC/CRB/P/024/17
﹙討論文件﹚

3.5.1

CIC/CRB/P/025/17
﹙匯報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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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CRB/P/026/17
﹙匯報文件﹚

註冊事務小組委員會
 鑑於現行新加指定工種分項的六項準則已於多年前訂立，小組委員會於 01/03/2017 召開的
會議上對六項準則進行檢視。成員認為新加指定工種分項的六項準則明確，亦已涵蓋了主
要考慮因素，沒有必要作出修訂。
 由 1/4/2017 實施「專工專責」規定起，於 355 個﹙於 4 月至 7 月檢查的 519 個工地當中﹚需
要遵守「專工專責」相關規定的工地進行巡查。向承建商、工人的僱主及工友共發出 23 張
有關於工地實施合理措施及由註冊普通工人執行技術工作的勸籲通知書。小組委員會將監
察情況，並分析從工地巡查獲得的數據以繼續加強巡查程序。
 就回覆金屬銲接從業員協會建議設立高壓焊﹙氬弧焊﹚技工發牌制度，委員會向行業專家
咨詢申請高壓焊﹙氬弧焊﹚及人力資源情況。經討論後，成員認為現有的工種分項，即「結
構鋼材焊接工」已為高壓焊﹙氬弧焊﹚技工提供了一個工種分項以註冊成為熟練技工。設
立另一個工種分項將反而限制從業員從事其他類型的焊接工作。
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專責小組
 截至 30/6/2017，共有 1,451 個活躍工地，當中 66.4%，即 963 個活躍工地已採用新系統。
 秘書處正加緊與各承建商及系統供應商聯繫，有關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全面推行新建造業
工人註冊系統。
數據分析專責小組
 2017 年 2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第十一次工地工友出勤情況電話調查，共受訪了 8,798 名工人。
 有拍卡紀錄的工友每星期平均開工 4.78 日；沒有拍卡紀錄但仍在建造業工作的工友，每星
期開工日數為 4.24 日，以上兩個數字均較上次調查結果為高。
 截至 30/4/2017 為止，以最新的電話調查數據推算，目前從事建造業的工人數目為 329,065
人﹙不包括貨車司機及從事非建造業工作的工人﹚，在任何一天工作﹙包括有和沒有拍卡﹚
的工人數目為 249,631 人。
 待新系統全面採用後，可向將來聘請的顧問公司提供透過新註冊系統及電話調查收集的數
據，以便對數據分析模型進行檢視及優化。
教育及宣傳
 每月向商會、工會及承建商發出電子直郵宣傳「專工專責」研討會、註冊建造業工人家屬
獎學金、新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等；
 向承建商及工會派發宣傳單張及海報，並於工地及工會場地當眼處張貼海報；

3.5.3

CIC/CRB/P/027/17
﹙匯報文件﹚

3.5.4

CIC/CRB/P/028/17
﹙匯報文件﹚

3.5.5

CIC/CRB/P/029/17
﹙匯報文件﹚

3

議程
項目

文件

3.5.6

CIC/CRB/P/030/17
﹙匯報文件﹚

3.5.7

CIC/CRB/P/031/17
﹙匯報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於工會刊物刊登廣告；
 向持份者發送 whatsapp 訊息以轉發至其會員；
 於 2017 年 1 月至 6 月期間舉行共 49 場「專工專責」研討會，吸引 1,742 名承建商、政府
部門及專業團體代表出席；
 於 2017 年 1 月至 6 月期間舉行共 22 場工地午餐講座，有 1,438 名工友出席；及
 每月舉辦新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簡介會，為承建商的前線用戶提供支援以確保新系統順利
推行。
工人註冊處
截至 30/6/2017，有 199,862 名註冊熟練技工、24,372 名註冊半熟練技工，221,646 名註冊普通工
人，而註冊熟練技工﹙臨時﹚及註冊半熟練技工﹙臨時﹚分別有 1,042 人及 10 人，有效註冊
總人數為 446,932 人。
工地巡查及執法
由 1/1/2017 至 31/5/2017 期間，共巡查了 589 個建造工地及抽查 5,302 張工人註冊證。

註 ： 於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的上述文件，可應議會成員要求由工人註冊委員會秘書處提供。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