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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1. 透過技能大賽提高業界從業員的工藝技術水平，並對各工藝項目中具有優秀技術水平的
人才予以表揚。

2. 藉著工藝切磋提升年青從業員的技術水平，成爲業界菁英，同時推動業界發掘及培育人
才，吸引新血加入建造業。

青 組年 公 組開

目 的

獎 項
首三名：
各得奬人可獲港幣5,000元奬金、
奬座及獎狀

成績優異者有機會成為香港隊參與
2024年於法國里昂舉辦的世界技能
大賽（如符合要求），並參與世界技
能大賽培訓計劃。

冠軍：港幣20,000元奬金、奬座及獎狀
亞軍：港幣10,000元奬金、奬座及獎狀
季軍：港幣8,000元奬金、奬座及獎狀
優異獎：港幣1,000元奬金及獎狀

優異獎數目不設上限，於賽事中達合格
工藝水平之參賽者均可獲頒發優異獎，
以示鼓勵。

20歲或以下人士
（以2002年1月1日或之後出生為準）

21歲或以上人士#1

（以2002年1月1日之前出生為準）
年 齡

要求

個人賽：
砌磚、細木、油漆及裝飾、管道及
製暖（水喉）、鋪瓦、焊接

二人隊際賽：
混凝土建築

個人賽：
鋼筋屈紮、木模板 ( 樓宇工程）、
電氣佈線、金屬棚架、油漆（大油）、
水喉、裝飾及維修（樓宇工種）*、
鋪瓦、懸空式竹棚架、焊接

賽 項
模式

資 格
要求

持有由議會發出之參賽項目相關工種
之技能測試證明書或註冊熟練技工
（即大工）資格

＊裝飾及維修（樓宇工種）參賽要求
為相關工種之業內從業員（而無須大
工資格）

持有由建造業議會（議會）發出之
參賽項目相關工種之中級工藝測試
證明書或註冊半熟練技工（即中工）
或以上資格

或

已完成／現正就讀相關工種之工藝
課程或合作培訓計劃

This refers to the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of 2nd Hong Kong Construction Skills Competition. Should you require the English version,
please contact us at 2100 9884 or WhatsApp 5720 0072.

#備注：
1. 65歲或以上報名人士須於提交報名表格同時提交由註冊醫生填寫及簽發之《體格檢驗報告》，請向議會索取報告表格。
2. 現職議會及香港建造學院之員工不能報名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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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報名截止日期： 2023年1月31日

比賽日期及安排： 2023年4月23日、4月30日及5月7日（星期日）
參賽者將於其中一天進行比賽，比賽日期將透過抽籤決定。

比賽地點：香港仔漁光道95號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
混凝土建築除外，比賽地點為大埔大華街13號香港建造學院大埔訓練場

同場將舉行開放日及／或比賽參觀活動予公眾人士參與。

開幕典禮日期： 2023年4月23日（星期日）

頒獎典禮日期： 2023年6月11日（星期日）

備注：
1. 若於活動當天上午6時或之前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發生任何特殊情況，當日活動將會延期或取消。議會

會於其後七個工作天內聯絡參賽者有關最新活動安排。
2. 最終活動日期或有機會改動，歡迎瀏覽議會網頁或聯絡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取得最新資訊。

報名參賽人士必須要有一個（但不接受多於一個）提名人或提名機構。

提名人要求：必須持有議會發出之中級工藝測試 / 技能測試證明書、或註冊半熟
練 / 熟練技工資格（即中工／大工）
提名機構要求：必須為議會之註冊專門行業承造商、議會之註冊分包商、商會、
工會、培訓機構或報名人士之直接僱主

是次比賽特設以下提名相關獎項，議會將把獲獎之提名單位名稱載於比賽完結後
之宣傳物資上，以答謝業界支持：
• 各賽項的首三名得獎者／隊伍之提名單位可獲頒發「提名大獎」
• 提名最多合資格人士報名參賽（並有出席比賽）的三間機構可獲頒發「最高

參與度機構大奬」

成功入選之參賽者將於2023年2月至3月份收到確認通知及比賽詳細安排。
參賽者必須出席賽前簡介會（暫定為3月份舉行）。
此外，比賽當天參賽者須持有有效建造業安全訓練證明書（平安卡）或同等的證明。

報名人士可於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議會網頁、電郵、WhatsApp或微信索
取報名表格，填妥後經以下其中一個方法遞交：

• 郵寄：香港九龍觀塘駿業街56號中海日升中心38樓
（信封請註明「第二屆香港建造業技能大賽」）

• 電郵：hkcittc@cic.hk
• WhatsApp / 微信：5720 0071

公開報名截止日期為2023年1月31日（議會個別邀請人士除外），以議會收到
報名表格或郵截日期為準。

報 名
方法

重 要 日程

提 名
須知

確 認
通知

評審團由來自議會、香港建造學院、商會、工會等業界提名之代表組成，確
保評審工作在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下進行。評 審 團

查詢
電話：2100 9247（羅洛翹女士）／ 2100 9884（李紫嫣女士）
電郵：hkcittc@cic.hk
WhatsApp／微信：5720 0071

比賽網頁

mailto:hkcittc@ci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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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

個 人 資 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是否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 #1
是  否

性別 #1
男 女 出生日期 #2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賽 項

青年組
砌磚 細木 油漆及裝飾 管道及製暖（水喉）

鋪瓦 焊接  混凝土建築 #3（隊友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議會發出
之中工／
大工資格

級別#1 資格類型#1 工種 證明書／註冊編號

 中工

 大工

 工藝測試證明書

 建造業工人註冊證

其他相關
工藝資格
（可選填）

發證機構名稱 資格詳情

資 格

#1

報名青年組比賽必須填寫由建造業議會（議會）發出之相關工種中工資格證明（或填寫後頁的培訓資料）
報名公開組比賽必須填寫由議會發出之相關工種大工資格證明（裝飾及維修（樓宇工種）賽項除外，惟必須填
寫後頁的行業經驗）

# 備注：
1. 只可選其中一個項目，並在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2. 65歲或以上報名人士須於提交報名表格同時提交由註冊醫生填寫及簽發之《體格檢驗報告》，請向議會索取報告表格。
3. 青年組比賽之「混凝土建築」賽項為二人隊際賽，報名參賽隊伍須同時提交兩位參賽者之報名表格。

第一部分：由報名參賽人士填寫，並連同第二部分之提名表格提交（可選擇個人／機構提名）

公開組

鋼筋屈紮
木模板
（樓宇工程）

電氣佈線 金屬棚架 油漆（大油）

水喉
裝飾及維修
（樓宇工種）

鋪瓦 懸空式竹棚架 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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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訓 背 景

日期
曾經 / 現在就讀的

教育 / 培訓課程名稱

曾經 / 現在就讀的

學校、院校或培訓機構名稱由
（月／年）

至
（月／年）

行 業 經 驗

日期
公司／僱主名稱 職位及負責工作

由
（月／年）

至
（月／年）

報名公開組比賽之「裝飾及維修（樓宇工種）」賽項人士必須填寫相關工種之工作經驗資料。

報名參賽人士聲明
1. 本人謹此聲明，此表格內所提供的一切資料，已盡本人所知均屬真實正確，否則將可能被取消參加香港建造業技能大賽（下稱「比

賽」）資格。建造業議會（下稱「議會」）有權要求參加者出示相關證明文件，以核實參賽資格。
2. 本人同意議會有權隨時增加或取消或更改比賽項目及／或內容而無須作出解釋，亦不會就相關改動引起之損失作任何形式賠償。
3. 本人同意議會有權就報名人士之相關資格水平、培訓背景及行業經驗進行甄選，定出最終參賽者名單而毋須作出解釋。
4. 除議會對場地使用者一般要求，本人同意遵守比賽守則及評審團的一切決定，比賽守則涵蓋安全及紀律守則等。如本人未有做妥安全

措施、行為不當或出現違規情況，議會有權取消本人的比賽資格，亦不會就相關行動引起之損失作任何形式賠償。在比賽期間，如因
本人疏忽或故意行為不檢而導致任何機器、工具或設備損毀，本人願意負責賠償。如因本人疏忽而導致任何受傷或死亡，本人同意議
會將毋須負責。

5. 本人明白議會並沒有就是次比賽為本人提供任何保險，並應按個人需要自行購買合適的保險以作保障。
6. 本人明白比賽及相關活動期間，議會會進行拍攝及錄影。所有照片及錄像均屬議會擁有。議會有權使用照片及錄像作推廣用途。本人

亦同意參與議會邀請的宣傳及訪問活動。
7. 本人同意議會有權選拔世界技能大賽香港代表選拔賽參加者接受培訓，備戰2024年世界技能大賽。
8. 如參賽者在比賽前／期間／後被發現有任何不恰當行為／違反比賽守則，本人明白議會有權取消其參賽或獲獎資格而無須作出解釋，

並對此保留最終決定權。
9. 如對比賽及比賽相關事宜有任何爭議，本人同意議會將擁有最終決定權。
10. 本人同意議會保留隨時修改此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或解釋。

收集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聲明
1.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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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用於香港建造業技能大賽及議會相關之活動。
2. 本人同意議會有權收集、儲存及使用本人在報名表格上所填報之個人資料（以《個人資料（私穩）條例》之定義為準）以作比賽相關的

用途，包括向香港青年技能大賽秘書處及世界技能大賽籌備委員會和其他比賽籌辦組織提供本人的資料作選拔或比賽之用。
3. 為讓本人得知最新的議會活動和行業內發展情況，議會將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本人的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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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工作招聘事宜、工作推廣、議會工作和建造業其他方面的最新資訊發放給本人。
4. 本人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其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議會提出，地址為九龍觀塘駿業街56號中海日升中心38樓。
5. 本人可選擇是否同意接收上述資訊。若不同意，請於下列有關拒收資訊一欄之空格內加上「✔」號。
6. 本人必須提供所要求之全部資料。如閣下沒有提供所要求的完整及正確資料，議會可能無法處理及／或考慮閣下的申請。
7. 議會會確保所有透過申請及比賽活動過程收集的個人資料，均嚴格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有關條文處理。在未得到閣下的事

先同意前，議會不會將閣下的個人資料轉移給任何第三方。

本人已詳細閱讀、明白及同意《報名參賽人士聲明》、《收集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聲明》、《報名須知》及在本申請內之全部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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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參賽人士簽署 日期

聲 明

如位置不足，請另加附頁填寫。



提名表格（個人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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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由提名人填寫，並交由報名參賽人士連同第一部分之報名表格一併提交。
如為機構提名，無須填寫此頁，請填寫第4頁之機構提名表格。

報名參賽人士必須要有一個（但不接受多於一個）提名單位，可選擇個人身份或機構為提名單位。
是次比賽特設「提名大獎」予首三名得獎者／隊伍之提名單位，建造業議會（議會）將把獲獎之提名單位
名稱載於比賽完結後之宣傳物資上，以茲感謝。詳情請見議會網頁。

提名人稱謂 #1
 先生 女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請注明，例如工程師）

提名人姓名
（中文） （英文）

所持議會發出之
最高資格 #1

 中工（即持有中級工藝測試證明書／註

冊半熟練資格）

 大工（即持有技能測試證明書／註冊熟

練技工資格）

證明書／註冊
編號

聯絡電話
（手提）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提名人所屬機構 職位

收集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聲明
1.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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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用於香港建造業技能大賽（下稱「比賽」）相關之活

動。
2. 本人同意議會有權收集、儲存及使用本人在表格上所填報之個人資料（以《個人資料（私穩）條例》之定義為準）以作比賽相關的用途。
3. 為讓本人得知最新的議會活動和行業內發展情況，議會將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本人的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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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工作招聘事宜、工作推廣、議會工作和建造業其他方面的最新資訊發放給本人。
4. 本人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其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議會提出，地址為九龍觀塘駿業街56號中海日升中心38樓。
5. 本人可選擇是否同意接收上述資訊。若不同意，請於下列有關拒收資訊一欄之空格內加上「✔」號。
6. 議會會確保所有透過申請及比賽活動過程收集的個人資料，均嚴格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有關條文處理。在未得到閣下的事

先同意前，議會不會將閣下的個人資料轉移給任何第三方。

本人已詳細閱讀、明白及同意《收集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聲明》及本表格內之全部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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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人簽署 日期

個 人適用於 提名

# 備注：
1. 只可選其中一個項目，並在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提名表格（機構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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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中文） （英文）

機構種類 #1
註冊專門行業承造商／註冊分包商（註冊編號：________________）

商會 工會 培訓機構 報名參賽人士之直接僱主

負責人稱謂 #1
 先生 女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請注明，例如工程師）

負責人中文姓名 負責人職位

聯絡人中文姓名
（如與上述不同）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第二部分：由提名機構填寫，並交由報名參賽人士連同第一部分之報名表格一併提交。
如為個人提名，無須填寫此頁，請填寫第3頁之個人提名表格。

報名參賽人士必須要有一個（但不接受多於一個）提名單位，可選擇個人身份或機構為提名單位。
是次比賽特設「提名大獎」予首三名得獎者／隊伍之提名單位。
此外，提名最多合資格人士報名參賽（並有出席比賽）的三間機構可獲頒發「最高參與度機構大奬」。
建造業議會（議會）將把獲獎之提名單位名稱載於比賽完結後之宣傳物資上，以茲感謝。詳情請見議會網頁。

提名機構負責人簽署 機構蓋章 日期

適用於 提名機 構

收集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聲明
1.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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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用於香港建造業技能大賽（下稱「比賽」）相關之活

動。
2. 本人同意議會有權收集、儲存及使用本人在表格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以《個人資料（私穩）條例》之定義為準）以作比賽相關的用途。
3. 為讓本人得知最新的議會活動和行業內發展情況，議會將使用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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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工作招聘事宜、工作推廣、議會工作和建造業其他方面的最新資訊發放給本人。
4. 本人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其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議會提出，地址為九龍觀塘駿業街56號中海日升中心38樓。
5. 本人可選擇是否同意接收上述資訊。若不同意，請於下列有關拒收資訊一欄之空格內加上「✔」號。
6. 議會會確保所有透過申請及比賽活動過程收集的個人資料，均嚴格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有關條文處理。在未得到閣下的事

先同意前，議會不會將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轉移給任何第三方。

本人已詳細閱讀、明白及同意《收集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聲明》、《報名須知》及本表格內之全部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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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備注：
1. 只可選其中一個項目，並在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