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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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四次會議於 2018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正於九龍灣宏照道 38 號
企業廣場五期 2 座 30 樓建造業議會會議室舉行。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 2018 年第四次會議討論摘要：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成員更替  

彭耀雄工程師升任機電工程署副署長，其委員會的職務由機電工程署助理署長白諫鳴工程

師接任。 

4.1 CIC/CRB/P/025/18 

﹙待核准文件﹚   

香港建造業勞動力分析顧問服務報告  

(a)   為了對香港建造業的勞動力進行更全面的分析，顧問凱諦思有限公司﹙Arcadis﹚建議
了數據模型及加強了電話調查。試驗性的調查於 2018 年 10 月展開。Arcadis 整合了從
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和試驗性的電話調查中收集的數據，於 10 月和 11 月向 CWRB
主席、數據分析專責小組與及咨詢小組展示了綜合分析結果及徵求意見，以改進建議
模型。 

(b) Arcadis 於 11 月份向 CWRB 解釋了建議的數據模型、工人參與水平的定義、新的電話
調查計劃及綜合分析結果以徵求委員會核准。  

(c) 數據模型可以通過儀表板，並透過商業分析軟件 Microsoft Power BI 形式展示。儀表
板將由 CIC 管理，並在適當情況下與相關持份者分享相關數據。新模型獲委員會成
員核准，專責小組將繼續監測結果及所需要的調整。 

4.2 CIC/CRB/M/003/18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工人註冊委員會通過 2018 年度第三次會議的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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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4.4 CIC/CRB/P/026/18 

﹙待核准文件﹚  

委任建造業工人資格評審委員會的主席及成員  

委員會成員一致通過由陳家龍博士工程師擔任下屆資格評審委員會主席，及由以下獲提名
人士擔任成員，任期兩年，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獲提名成員  提名機構  界別  

擔任發展局總助理秘書長﹙工務﹚
6—職的人員 

發展局 

公職人員 

擔任房屋署高級經理﹙採購﹚﹙3﹚
一職的人員 

房屋署 

擔任機電工程署總機電工程師/電
力法例 

機電工程署 

擔任勞工處副總職 `業安全主任
﹙訓練﹚一職的人員 

勞工處 

擔任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
品質管理及標準 

土木工程拓展署 

黃漢平工程師 職業訓練局 建造業訓練機構 

黃健兒測量師 香港測量師學會 
建造業有關的專
業團體 

勞焯培先生 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 建造業承建商 

謝瑞龍先生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登記的建造業工
人職工會 

葉奇君先生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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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4.6.1 CIC/CRB/P/028/18 

﹙供參考文件﹚  

資深工人及資訊系統小組委員會 

(a) 三個新增工種分項的資深工人註冊安排已於 2018 年 9 月 30 日完滿結束。所有申請已
完成處理。已獲發證的累積宗數為 1,034 宗假天花工、477 宗間隔﹙金屬架﹚工及 64
宗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無通電電纜﹚。不獲發證/取消申請有 285 宗，主要原因是
申請者重複使用於首輪資深工人註冊安排中曾申報的年資。 

(b) 根據 2018 年 9 月 28 日當天由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擷取的數據，有 1,687 份工程合約
及 106,179 名出勤工人。九月份累計有 153,200 名出勤工人。 

4.6.2 CIC/CRB/P/029/18 

﹙供參考文件﹚  

註冊事務小組委員會 

(a) 由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15 日期間，巡查隊伍共巡查了 1,634 個「專工專責」
規定適用的工地；向 33 個建造工地共發出 68 份違規事項通知書或勸籲通知書。違規
率相對較低。 

(b) 74.5%的「指示及督導」安排的「指導人」與「被指導人」比例是 1:1；99.2%的「指
導人」於 15 分鐘內出現在「被指導人」的工作地點。指示及督導安排的比例普遍合
適。 

4.6.3 CIC/CRB/P/030/18 

﹙供參考文件﹚  

數據分析專責小組  

(a) 2018 年 6 月至 9 月期間進行第十五次工地工友出勤情況電話調查，共訪問了 6,723 名
工人。 

(b) 有拍卡紀錄的工友每星期平均開工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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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日。 

(c) 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為止，以最新的電話調查數據推算，從事建造業的工人數目為
33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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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及沒有拍卡﹚的工人數目為 270,0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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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CIC/CRB/P/031/18 

﹙供參考文件﹚  

推廣及宣傳  

(a) 「2018 註冊建造業工人家屬獎學金」頒獎典禮已於 2018 年 11 月 10 日成功舉行，頒
發 26 個獎項。 

(b) 工友版「建工易」的 iOS 版本已於 2018 年 11 月 21 日推出。由 2018 年 7 月 9 日推出
至 10 月 31 日期間，「建工易」﹙僱主版﹚及﹙工友版﹚的下載次數分別有 415 次及
14,990 次。 

(c) 進行了終止「臨時註冊申請」的廣泛宣傳，包括發放電話短訊、透過承建商、註冊分
包商、商會、工會等提醒合資格工友盡快註冊。 

(d) 定期舉辦「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及「專工專責」研討會，亦到訪工地向承建商講解
「專工專責」規定。 

4.6.5 CIC/CRB/P/032/18 

﹙供參考文件﹚  

工人註冊處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有效註冊總人數為 473,110 人，包括 201,888 名註冊熟練技工、28,255

名註冊半熟練技工、241,470 名註冊普通工人及共 1,497 名註冊熟練及半熟練技工﹙臨時﹚。 

4.6.6 CIC/CRB/P/033/18 

﹙待核准文件﹚  

工地巡查及執法 
(a) 2018 年 1 月至 10 月 20 日期間，共進行 1,216 次工地巡查及檢查 12,267 張工人註冊證；

共抽查 2,355 個工人每日出勤紀錄。 
(b) 在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0 日期間，共有 33 個建造工地違反了「專工專責」

規定，當中 24 個是私營工程，9 個是公共工程。 
(c) 由 2018 年 4 月 1 日起，共發出 8 份與「專工專責」相關的違規事項勸籲通知書。 
(d) 2018 年 1 月至 10 月 20 日期間，共發出 181 張檢控傳票，當中 52 張傳票已完成審訊，

121 張及 8 張傳票分別正等候首次聆訊及審訊。 
(e) 委員會成員通過 2019全年合規審查目標為 1,500次工地巡查及 2,400次每日出勤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