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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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委員會）2022 年第二次會議於 2022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於九

龍灣大業街 44 號香港建造學院九龍灣院校 4 樓香港建造學院會議室及視像會議形式舉行。

註冊委員會 2022 年第二次會議討論摘要：

議程

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 - 成員備悉並歡迎勞工處總職業安全主任（行動）吳豪宏先生接替陳家禮先生加入

註冊委員會。

2.1 CIC/CRB/M/001/22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成員通過 2022 年第一次會議的會議記錄。

2.2 -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成員備悉上次會議續議事項的進度。

2.3 CIC/CRB/P/010/22 
（待確認文件）

註冊委員會 2023 年度財政預算及工作計劃  
成員確認註冊委員會 2023 年度財政預算及工作計劃。2023 年工作計劃重點如下： 

(a) 運作兩間建造業議會（議會）服務中心及提供多元化工人註冊申請服務，合

共預計有 36,000 個新申請、 79,052 個續期申請及 28,500 個更新資料申請；

(b) 提供一站式工藝測試及培訓課程申請服務，預計共有 36,000 個各類申請；

(c) 維修議會服務中心（九龍灣）的空調系統、戶外木地台、室內膠地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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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d) 按既定指引進行常規和特定的工地巡查及每日出勤紀錄的合規審查，並按既

定執法指引和檢控政策調查及檢控違反《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條例》）

規定的人士，同時積極主動地向業界教育和宣傳符合《條例》的要求；

(e) 舉辦多項工友發展及福利舉措，包括建造業工友專業發展計劃、建造工友節、

建造業工人醫療體檢計劃及註冊建造業工人家屬獎學金；

(f) 研究前線人員資歷及展開問卷調查；

(g) 進行季度工人數據分析，包括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數據和電話調查收集的數

據，並在議會網站刊載結果；

(h) 維護及提升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及流動應用程式；及

(i) 開發新綜合註冊網站，涵蓋公司、前線人員及維修／保養的相關註冊資訊。

2.4 CIC/CRB/P/011/22 
（待核准文件）

建造業工人醫療體檢計劃（ 2022 年至 2025 年）的標書推薦書

(a) 註冊委員會於 2022 年第一次會議核准為期三年的建造業工人醫療體檢計劃

（體檢計劃）進行公開招標。議會按採購程序邀請服務供應商投標及評審標

書；

(b) 成員備悉若體檢計劃的需求量高於合約的服務名額，可於每年議會制定預算

時提出及根據議會採購程序採購額外服務；及

(c) 成員核准計劃的標書推薦。

2.5 CIC/CRB/P/012/22 
（待核准文件）

建造業工人資格評審委員會提名名單

(a) 成員核准委任梁偉豪工程師為下一屆建造業工人資格評審委員會（資格評審

委員會）主席，任期由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及

(b) 成員核准邀請發展局、房屋署、機電工程署、勞工處、渠務署、職業訓練局、

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香港建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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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註冊專門工種職工會聯會成爲提名機構，提名 10 名成員接替將在 2022 年年底

卸任的資格評審委員會成員。

2.6 CIC/CRB/P/013/22 
（供參考文件）

探討提升竹棚工作的行業標準

因應近年發生多宗與懸空式竹棚相關的致命意外，議會探討在訓練、工藝測試及

工人註冊範疇的針對性措施，以提升行業標準及避免同類事故。經成員討論後，

由於各持份者對議題持不同意見，而議題亦有相當的複雜性，因此需更深入研究

此議題，建議由註冊事務小組委員會跟進討論。

2.7 CIC/CRB/P/014/22 
（待核准文件）

電子建造業工人註冊證專責小組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a) 成員核准成立電子建造業工人註冊證專責小組（專責小組），職權範圍包括： 
(i) 探討電子建造業工人註冊證（電子證）的可行技術及與建造業工人註冊

系統的相容性；

(ii) 討論電子建造業工人註冊證的樣式及業界所需相關功能；

(iii) 檢視《條例》有關註冊證的樣式及格式規定；及

(iv) 向註冊委員會提交建議跟進行動。

(b) 成員核准委任陳述浩先生擔任專責小組的主席，以及 8 名專責小組成員。

2.8 CIC/CRB/P/015/22 
（供參考文件）

電子建造業工人註冊證專責小組集思會議報告

專責小組成員初步建議下列電子證的功能及要求：

(a) 儲存及即時更新工人其他相關資歷資料；

(b) 保留「拍卡」動作方便工友出入工地；

(c) 利用智能電話的流動應用程式，以方便工友操作；

(d) 保障及尊重個人資料私隱，在工友同意的情況下收集資訊；及



CIC/CMT/P/090/22 
（供參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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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e) 紀錄工友每天所執行的工種。

2.9 CIC/CRB/P/016/22 
（待核准文件）

數據分析小組委員會 2022 年第一次會議摘要

(a) 根據註冊建造業工人總人數及電話調查中受訪工人從事建造工作的比率大幅

上升，需優化數據模型以準確推算整體參與建造業工人數目。議會委託顧問

公司進行審視並提供優化建議，建議已獲數據分析小組委員會成員確認。由

於優化數據模型計算的參與工人數字將顯著增加，建議發布優化後的數字需

附合適解說，讓業界持份者能充分理解相關的數字。

(b)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第五波疫情影響， 2022 年 2 月及 3 月的出勤紀錄數字

下跌及建造業失業率上升。隨著疫情放緩，出勤紀錄數據於 2022 年 4 月已回

升至第五波疫情前的水平。

2.10 CIC/CRB/P/017/22 
（供參考文件）

工友發展及福利小組委員會 2022 年第二次會議摘要

(a) 新一期體檢計劃的受惠對象為 50 歲或以上的註冊熟練技工或註冊半熟練技

工，工友可透過網上報名並支付港幣 10 元參與體檢。

(b) 為增加建造業工友專業發展計劃的曝光率並提高參與度，建議於社交媒體刊

登廣告，向承建商、分包商及物業管理公司進行宣傳。

(c) 由於疫情穩定，已復辦多項實體活動，包括 iHub 建造業展覽中心導賞團、全

港社區體質調查、現行體檢計劃提供的體檢服務、建行（亞洲）建造業銀聯

雙幣信用卡櫃位推廣及派發季節性禮物。

(d) 智能工人安全帽為議會工人註冊吉祥物的設計原型，秘書處將繼續與設計師

開發吉祥物的不同形象，以應用在工人註冊的宣傳項目。

(e) 工友發展及福利小組委員會將探討工地的福利設施標準，以持續改善工地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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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2.11 CIC/CRB/P/018/22 
（供參考文件）

工人註冊處工作報告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有效註冊總人數共 584,495 人，包括 204,353 名註冊熟

練技工、 34,380 名註冊半熟練技工及 345,762 名註冊普通工人。

2.12 CIC/CRB/P/019/22 
（供參考文件）

工地巡查及執法工作報告  

(a) 2022 年 1 月至 3 月期間進行 202 個次工地巡查及檢查 1,575 張次工人註冊

證。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實際巡查數量比預期減少，但同期每日

出勤紀錄的抽查數量增加至 741 個；

(b) 2022 年 1 月至 3 月期間共發出 109 張傳票，及

(c) 2022 年 1 月至 3 月期間共舉辦 2 場「專工專責」和「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

研討會，共有 41 位業界從業員參加。

2.13 - 其他事項

執行總監感謝即將卸任的註冊委員會成員，包括主席巫幹輝工程師、陳國康教授、

李偉峰測量師、郭棟強先生、潘巍教授工程師、曾燈發先生和余烽立建築師。他

們過去在推動優質的工人註冊及工友福利及發展貢獻良多，期望未來在建造業不

同範疇繼續與各成員協作，為建造業的發展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