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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 介紹介紹介紹介紹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 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簡化規定簡化規定簡化規定簡化規定

� 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 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

� 新制度的好處新制度的好處新制度的好處新制度的好處

� 家居小型家居小型家居小型家居小型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檢核計劃檢核計劃檢核計劃檢核計劃

�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及及及及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進行建築工程進行建築工程進行建築工程進行建築工程 ::::

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准准准准准准准准
對規模較小及危險對規模較小及危險對規模較小及危險對規模較小及危險對規模較小及危險對規模較小及危險對規模較小及危險對規模較小及危險

擬備擬備擬備擬備、、、、提交圖則及提交圖則及提交圖則及提交圖則及擬備擬備擬備擬備、、、、提交圖則及提交圖則及提交圖則及提交圖則及
監督工程監督工程監督工程監督工程：：：：監督工程監督工程監督工程監督工程：：：：
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事先獲得批准准准准准准准准
及同意及同意及同意及同意及同意及同意及同意及同意

性較低的小型工程性較低的小型工程性較低的小型工程性較低的小型工程性較低的小型工程性較低的小型工程性較低的小型工程性較低的小型工程

要求太嚴苛要求太嚴苛要求太嚴苛要求太嚴苛要求太嚴苛要求太嚴苛要求太嚴苛要求太嚴苛

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須委聘認可人士 //
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 //
註冊岩土工程師註冊岩土工程師註冊岩土工程師註冊岩土工程師註冊岩土工程師註冊岩土工程師註冊岩土工程師註冊岩土工程師

進行建築工程進行建築工程進行建築工程進行建築工程：：：：進行建築工程進行建築工程進行建築工程進行建築工程：：：：
須聘請註冊承建商須聘請註冊承建商須聘請註冊承建商須聘請註冊承建商須聘請註冊承建商須聘請註冊承建商須聘請註冊承建商須聘請註冊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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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小型工小型工小型工小型工程程程程監管制度監管制度監管制度監管制度

�在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的註冊小型工在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的註冊小型工在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的註冊小型工在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的註冊小型工
程承建商程承建商程承建商程承建商，，，，早於早於早於早於2009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0日接受申日接受申日接受申日接受申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程承建商程承建商程承建商程承建商，，，，早於早於早於早於2009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0日接受申日接受申日接受申日接受申
請請請請。。。。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已於已於已於已於2010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
31日開始全面實施日開始全面實施日開始全面實施日開始全面實施。。。。



介紹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介紹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介紹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介紹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規例附規例附規例附規例附規例附規例附規例附規例附表表表表表表表表11內內內內內內內內的的的的的的的的118118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分為分為分為分為分為分為分為分為33個級別個級別個級別個級別個級別個級別個級別個級別

簡化規定下進行簡化規定下進行簡化規定下進行簡化規定下進行簡化規定下進行簡化規定下進行簡化規定下進行簡化規定下進行

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
按工程的性質按工程的性質按工程的性質按工程的性質、、、、規模規模規模規模、、、、
複雜程度和安全複雜程度和安全複雜程度和安全複雜程度和安全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介紹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介紹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介紹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介紹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I I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II II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III III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0 40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40 40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38 38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小型工程的小型工程的小型工程的小型工程的小型工程的小型工程的小型工程的小型工程的三個級別三個級別三個級別三個級別三個級別三個級別三個級別三個級別

www.themegallery.com

40 40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相對較複雜相對較複雜相對較複雜相對較複雜相對較複雜相對較複雜相對較複雜相對較複雜

40 40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複雜程度相對複雜程度相對複雜程度相對複雜程度相對複雜程度相對複雜程度相對複雜程度相對複雜程度相對
較低較低較低較低、、、、較安全較安全較安全較安全較低較低較低較低、、、、較安全較安全較安全較安全

38 38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小規模而大部小規模而大部小規模而大部小規模而大部小規模而大部小規模而大部小規模而大部小規模而大部
分在家居環境分在家居環境分在家居環境分在家居環境分在家居環境分在家居環境分在家居環境分在家居環境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簡化規定簡化規定簡化規定簡化規定

�在新制度下在新制度下在新制度下在新制度下，，，，進行進行進行進行《《《《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1內列明的內列明的內列明的內列明的118項小型工程項小型工程項小型工程項小型工程，，，，無須預先獲得無須預先獲得無須預先獲得無須預先獲得
屋宇署批准圖則和書面同意屋宇署批准圖則和書面同意屋宇署批准圖則和書面同意屋宇署批准圖則和書面同意，，，，便可按照便可按照便可按照便可按照「「「「簡化簡化簡化簡化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展開有關工程展開有關工程展開有關工程展開有關工程。。。。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展開有關工程展開有關工程展開有關工程展開有關工程。。。。

�任何人士任何人士任何人士任何人士，，，，不論是業主本人或是業主聘請之中不論是業主本人或是業主聘請之中不論是業主本人或是業主聘請之中不論是業主本人或是業主聘請之中
介人介人介人介人(例如設計公司例如設計公司例如設計公司例如設計公司)，，，，須聘請合資格的訂明建築須聘請合資格的訂明建築須聘請合資格的訂明建築須聘請合資格的訂明建築
專業人士及專業人士及專業人士及專業人士及/或訂明註冊承建商或訂明註冊承建商或訂明註冊承建商或訂明註冊承建商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



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簡化規定簡化規定簡化規定簡化規定

安排進行小型工程人士安排進行小型工程人士安排進行小型工程人士安排進行小型工程人士

必須聘請必須聘請必須聘請必須聘請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訂明建築專業人士訂明建築專業人士訂明建築專業人士

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

及及及及/或或或或

以免違法以免違法以免違法以免違法。。。。



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簡化規定簡化規定簡化規定簡化規定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I I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II II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 &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III III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訂明建築專業訂明建築專業訂明建築專業訂明建築專業訂明建築專業訂明建築專業訂明建築專業訂明建築專業人人人人人人人人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PBP)(PBP)

即即即即 : 認可人士士認可人士士認可人士士認可人士士 (AP)

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 (PRC)(PRC)(視乎情況視乎情況視乎情況視乎情況)註註註註冊結構工程師冊結構工程師冊結構工程師冊結構工程師 (RSE)

註註註註冊岩土工程師冊岩土工程師冊岩土工程師冊岩土工程師 (RGE)

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 (PRC)(PRC)

即即即即 : 註註註註冊冊冊冊一般承建商一般承建商一般承建商一般承建商 (RGBC)

註註註註冊專門承建商冊專門承建商冊專門承建商冊專門承建商 (RSC)

註註註註冊冊冊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 (RMWC)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訂明註冊承建商 (PRC)(PRC)

即即即即 : 註註註註冊冊冊冊一般承建商一般承建商一般承建商一般承建商 (RGBC)

註註註註冊專門承建商冊專門承建商冊專門承建商冊專門承建商 (RSC)

註註註註冊冊冊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 (RMWC)



註註註註冊冊冊冊一般承建商一般承建商一般承建商一般承建商
(RGBC)

訂明註冊訂明註冊訂明註冊訂明註冊訂明註冊訂明註冊訂明註冊訂明註冊

進行所有進行所有進行所有進行所有第第第第 I I I I 至至至至 III III III III 級級級級

的小型工程的小型工程的小型工程的小型工程

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進行小型工程-簡化規定簡化規定簡化規定簡化規定

訂明註冊訂明註冊訂明註冊訂明註冊訂明註冊訂明註冊訂明註冊訂明註冊
承建商承建商承建商承建商承建商承建商承建商承建商

((PRC)PRC)

註註註註冊專門承建商冊專門承建商冊專門承建商冊專門承建商
(RSC)

註註註註註註註註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
(RMWC)(RMWC)

進行其進行其進行其進行其註註註註冊類型的冊類型的冊類型的冊類型的

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

進行有註冊級別進行有註冊級別進行有註冊級別進行有註冊級別，，，，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項目的小型工項目的小型工項目的小型工項目的小型工
程程程程



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1.51.51.51.5 ----拆除位於跨度拆除位於跨度拆除位於跨度拆除位於跨度多於多於多於多於1111米的懸臂式平板上米的懸臂式平板上米的懸臂式平板上米的懸臂式平板上的的的的，，，，用於支承用於支承用於支承用於支承
空調機空調機空調機空調機、、、、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光伏系統的構築物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光伏系統的構築物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光伏系統的構築物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光伏系統的構築物。。。。

1.51.5

將拆除的支承構築物

大厦外牆

多於1米

懸臂式平板

將拆除的支承構築物



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1.291.291.291.29----於於於於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豎設用於支承空上豎設用於支承空上豎設用於支承空上豎設用於支承空
調機調機調機調機、、、、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或改動或改動或改動或改動位於位於位於位於地地地地
面或平板面或平板面或平板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用於支承空調機上用於支承空調機上用於支承空調機上用於支承空調機、、、、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或或或或
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但前提是但前提是但前提是但前提是————
(a) (a) (a) (a) 該構築物的該構築物的該構築物的該構築物的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1.51.51.51.5米米米米；；；；及及及及
(b) (b) (b) (b) 該構築物是設計用作支承該構築物是設計用作支承該構築物是設計用作支承該構築物是設計用作支承重量多於重量多於重量多於重量多於150150150150公斤公斤公斤公斤的空調機或的空調機或的空調機或的空調機或冷卻冷卻冷卻冷卻
水塔水塔水塔水塔的的的的。。。。

1.291.29

重量多於重量多於重量多於重量多於150150150150公斤的公斤的公斤的公斤的

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1.51.51.51.5米的米的米的米的
支承構築物支承構築物支承構築物支承構築物

重量多於重量多於重量多於重量多於150150150150公斤的公斤的公斤的公斤的
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

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
((((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2.22.22.22.2 ---- 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太陽能熱水系統或
光伏系統的構築物光伏系統的構築物光伏系統的構築物光伏系統的構築物，，，，但前提是但前提是但前提是但前提是 ––––
(a) (a) (a) (a) 該構築物是位於該構築物是位於該構築物是位於該構築物是位於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上上上上；；；；
(b) (b) (b) (b) 如如如如(a)(a)(a)(a)段所述的平板是段所述的平板是段所述的平板是段所述的平板是懸臂式平板懸臂式平板懸臂式平板懸臂式平板該平板的該平板的該平板的該平板的跨度不多於跨度不多於跨度不多於跨度不多於1111米米米米；；；；及及及及
(c) (c) (c) (c) 該工程該工程該工程該工程不屬第不屬第不屬第不屬第3.23.23.23.2項項項項所描述者所描述者所描述者所描述者。。。。

2.22.2

大厦外牆

不多於1米

懸臂式平板

將拆除的支承構築物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3.23.23.23.2----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太陽能熱水系統或
光伏系統的構築物光伏系統的構築物光伏系統的構築物光伏系統的構築物，，，，但前提是但前提是但前提是但前提是————
(a) (a) (a) (a) 該構築物是位於該構築物是位於該構築物是位於該構築物是位於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上上上；；；；
(b) (b) (b) (b) 該構築物的該構築物的該構築物的該構築物的高度多於高度多於高度多於高度多於1111米米米米，，，，但但但但不多於不多於不多於不多於2222米米米米；；；；及及及及
(c) (c) (c) (c) 如該構築物是如該構築物是如該構築物是如該構築物是位於建築物屋頂位於建築物屋頂位於建築物屋頂位於建築物屋頂的的的的————
(i) (i) (i) (i) 該構築物的任何部分與該屋頂邊沿的距離均該構築物的任何部分與該屋頂邊沿的距離均該構築物的任何部分與該屋頂邊沿的距離均該構築物的任何部分與該屋頂邊沿的距離均多於多於多於多於1.51.51.51.5米米米米；；；；或或或或
(ii) (ii) (ii) (ii) 在該屋頂邊沿設有在該屋頂邊沿設有在該屋頂邊沿設有在該屋頂邊沿設有高度不少於高度不少於高度不少於高度不少於1.11.11.11.1米的防護欄障米的防護欄障米的防護欄障米的防護欄障。。。。

3.23.2

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

地面或平板

支承構築物
高度多於1米，
但不多於2米高度不少於

1.1米的
防護欄障

距離多於1.5米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3.283.283.283.283.283.283.283.28--------於於於於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豎設用於支上豎設用於支上豎設用於支上豎設用於支
承空調機承空調機承空調機承空調機、、、、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或改動或或改動或或改動或或改動或
拆除位於地面或平板拆除位於地面或平板拆除位於地面或平板拆除位於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用於支承空調機上用於支承空調機上用於支承空調機上用於支承空調機
、、、、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構築物，，，，但前提是但前提是但前提是但前提是————
�(a) (a) (a) (a) 該構築物的該構築物的該構築物的該構築物的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1.51.51.51.5米米米米；；；；
�(b) (b) (b) (b) 該構築物是設計用作支承該構築物是設計用作支承該構築物是設計用作支承該構築物是設計用作支承重量不多於重量不多於重量不多於重量不多於150150150150公斤公斤公斤公斤的空調機或冷的空調機或冷的空調機或冷的空調機或冷
卻水塔的卻水塔的卻水塔的卻水塔的；；；；及及及及
�(c) (c) (c) (c) 該工程該工程該工程該工程不屬附表不屬附表不屬附表不屬附表2222第第第第2222部第部第部第部第12121212項項項項所描述者所描述者所描述者所描述者。。。。

3.283.28

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

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1.51.51.51.5米的米的米的米的
支承構築物支承構築物支承構築物支承構築物

重量不多於重量不多於重量不多於重量不多於150150150150公斤公斤公斤公斤
的冷卻水塔的冷卻水塔的冷卻水塔的冷卻水塔

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3.343.343.343.343.343.343.343.34-------- 鞏固位於鞏固位於鞏固位於鞏固位於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的上的上的上的，，，，
用於支承空調機用於支承空調機用於支承空調機用於支承空調機、、、、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違例構築物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違例構築物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違例構築物或任何相關空氣管道的違例構築物
，，，，但前提是該構築物是設計用作支承但前提是該構築物是設計用作支承但前提是該構築物是設計用作支承但前提是該構築物是設計用作支承重量不多於重量不多於重量不多於重量不多於100100100100公斤公斤公斤公斤的空調的空調的空調的空調
機或機或機或機或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的的的的。。。。

3.343.34

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

重量不多於重量不多於重量不多於重量不多於100100100100公斤公斤公斤公斤
的冷卻水塔的冷卻水塔的冷卻水塔的冷卻水塔

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



�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光伏系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光伏系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光伏系太陽能熱水系統或光伏系
統的構築物統的構築物統的構築物統的構築物，，，，但前提是但前提是但前提是但前提是————
(a) (a) (a) (a) 該構築物是位於該構築物是位於該構築物是位於該構築物是位於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上上上；；；；
(b) (b) (b) (b) 該構築物的該構築物的該構築物的該構築物的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高度不多於1111米米米米；；；；及及及及
(c) (c) (c) (c) 如該構築物是位於如該構築物是位於如該構築物是位於如該構築物是位於建築物屋頂建築物屋頂建築物屋頂建築物屋頂的的的的————

(i) (i) (i) (i) 該構築物的任何部分與該屋頂邊沿的該構築物的任何部分與該屋頂邊沿的該構築物的任何部分與該屋頂邊沿的該構築物的任何部分與該屋頂邊沿的距離均多於距離均多於距離均多於距離均多於1.51.51.51.5米米米米；；；；或或或或
(ii) (ii) (ii) (ii) 在該屋頂邊沿設有在該屋頂邊沿設有在該屋頂邊沿設有在該屋頂邊沿設有高度不少於高度不少於高度不少於高度不少於1.11.11.11.1米的防護欄障米的防護欄障米的防護欄障米的防護欄障。。。。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2222第第第第2222部第部第部第部第12121212項項項項----指定豁免工程指定豁免工程指定豁免工程指定豁免工程

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

支承構築物

地面或平板

高度不少於
1.1米的
防護欄障

支承構築物
高度不多於1米

距離多於1.5米



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與淡水冷卻塔有關的小型工程項目
MW 

Item.

1.5 1.29 2.2 3.2 3.28 3.34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2222

第第第第2222部部部部

第第第第12121212

項項項項

拆除拆除拆除拆除 X - X X - - X

豎設豎設豎設豎設 - X - - X - -

鞏固鞏固鞏固鞏固 - - - - - X -

懸臂式懸臂式懸臂式懸臂式

平板平板平板平板

>1米 - ≦≦≦≦1

米

- - - -

地面或地面或地面或地面或

平板平板平板平板
- X X X X X X

構築物構築物構築物構築物

的高度的高度的高度的高度
- ≦ 1.5

米

- > 1米

≦ 2

米

≦ 1.5

米

- < 1米

支承重支承重支承重支承重

量量量量
- >150

公斤

- - ≦ 150

公斤

≦100

公斤

-

邊沿距邊沿距邊沿距邊沿距

離離離離
- - - >1.5

米

- - >1.5

米

防護欄防護欄防護欄防護欄

障障障障
- - - ≧1.1

米

- - ≧ 1.1

米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II IIII IIIIII

開工前開工前開工前開工前 7 天天天天

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

呈呈呈呈交指交指交指交指明明明明表格表格表格表格，，，，訂明圖則訂明圖則訂明圖則訂明圖則，，，，照照照照
片片片片，，，，及其他文件及其他文件及其他文件及其他文件予予予予建築事務監建築事務監建築事務監建築事務監
督督督督作作作作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 ���� �

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14 14 天內天內天內天內天內天內天內天內

呈呈呈呈呈呈呈呈交指交指交指交指交指交指交指交指明明明明明明明明表格表格表格表格，，，，紀錄圖則紀錄圖則紀錄圖則紀錄圖則，，，，紀紀紀紀表格表格表格表格，，，，紀錄圖則紀錄圖則紀錄圖則紀錄圖則，，，，紀紀紀紀
錄照片錄照片錄照片錄照片，，，，及其他文件及其他文件及其他文件及其他文件錄照片錄照片錄照片錄照片，，，，及其他文件及其他文件及其他文件及其他文件予予予予予予予予建築事建築事建築事建築事建築事建築事建築事建築事
務監督務監督務監督務監督務監督務監督務監督務監督作作作作作作作作紀錄紀錄紀錄紀錄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 ���� ����



工程展開前七天工程展開前七天工程展開前七天工程展開前七天:
�指指指指明表格明表格明表格明表格 ----用作小型工程展開通知書。

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

第第第第IIII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 MW01MW01MW01MW01 第第第第IIIIIIII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 MW03MW03MW03MW03



�區劃圖區劃圖區劃圖區劃圖 ----用比例不少於1:500的區劃圖顯示進行小型工程的樓宇所在

位置。

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



�訂明圖則及詳圖訂明圖則及詳圖訂明圖則及詳圖訂明圖則及詳圖 ----用比例不少於1:100小型工程圖則及截面圖，以

確定工程範圍、施工面積、水塔重量、築構物位置及高度、結構詳圖及計
算書等各項相關資料。

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



�事前相事前相事前相事前相 ---- 顯示將進行小型工程地方的實際狀況。

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

認可人士或承建商須標明身份及簽署



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

工程完工程完工程完工程完成後成後成後成後十四天十四天十四天十四天內內內內::::

�指指指指明表格明表格明表格明表格 ----用作小型工程完工證明書。

第第第第IIII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 MW02MW02MW02MW02 第第第第IIIIIIII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 MW04MW04MW04MW04



�完工相完工相完工相完工相 ---- 顯示已完成小型工程後的實際狀況。

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呈交文件準則

認可人士或承建商須標明身份及簽署



新制度的好處新制度的好處新制度的好處新制度的好處

批准和同意
程序

簡化規定

申請審批圖則的訂
明費用

最少11,200元 不適用
明費用
法定的審批期限 最少30天 不適用
呈交展開工程的通
知

展開工程的7天前 展開工程的7天前
(只限於展開第 I 和
第 II 級別小型工程)

委任「訂明建築專
業人士」

必須 只限於第I級別的小
型工程



新制度的好處新制度的好處新制度的好處新制度的好處

� 由註冊人士統籌和進行工程由註冊人士統籌和進行工程由註冊人士統籌和進行工程由註冊人士統籌和進行工程，，，，

質素會有保障質素會有保障質素會有保障質素會有保障

�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家居小型工程檢核計劃家居小型工程檢核計劃家居小型工程檢核計劃家居小型工程檢核計劃」，」，」，」，
可保留一些現存但違例豎設的家居可保留一些現存但違例豎設的家居可保留一些現存但違例豎設的家居可保留一些現存但違例豎設的家居可保留一些現存但違例豎設的家居可保留一些現存但違例豎設的家居可保留一些現存但違例豎設的家居可保留一些現存但違例豎設的家居
小型裝置小型裝置小型裝置小型裝置

� 提升樓宇安全提升樓宇安全提升樓宇安全提升樓宇安全



家居小型家居小型家居小型家居小型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檢核計劃檢核計劃檢核計劃檢核計劃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除非除非除非除非安安安安全狀況有變全狀況有變全狀況有變全狀況有變，，，，
否則不會採取執法行動否則不會採取執法行動否則不會採取執法行動否則不會採取執法行動

加固工程加固工程加固工程加固工程加固工程加固工程加固工程加固工程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聘用聘用聘用聘用聘用聘用聘用聘用 AP AP / RSE / / RSE / 註冊承建商註冊承建商註冊承建商註冊承建商註冊承建商註冊承建商註冊承建商註冊承建商

(如有需要)

三種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三種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三種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三種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生效前建造的違例建築物生效前建造的違例建築物生效前建造的違例建築物生效前建造的違例建築物



非混凝土非混凝土非混凝土非混凝土非混凝土非混凝土非混凝土非混凝土簷篷簷篷簷篷簷篷簷篷簷篷簷篷簷篷 支承空支承空支承空支承空調調調調機支架機支架機支架機支架

家居小型家居小型家居小型家居小型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檢核計劃檢核計劃檢核計劃檢核計劃

晾衣架晾衣架晾衣架晾衣架晾衣架晾衣架晾衣架晾衣架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及及及及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B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71)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71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及及及及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所有級別和類形)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第三級別)



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及及及及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綱頁綱頁綱頁綱頁 : http://www.bd.gov.hk/

�郵寄地址郵寄地址郵寄地址郵寄地址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750號號號號

如對如對如對如對「「「「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有任何疑問有任何疑問有任何疑問有任何疑問，，，，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與屋宇署聯絡與屋宇署聯絡與屋宇署聯絡與屋宇署聯絡﹕﹕﹕﹕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及及及及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郵寄地址郵寄地址郵寄地址郵寄地址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750號號號號

始創中心始創中心始創中心始創中心12樓樓樓樓

�電郵地址電郵地址電郵地址電郵地址 ﹕﹕﹕﹕ enquiry@bd.gov.hk

�熱線電話熱線電話熱線電話熱線電話 ﹕﹕﹕﹕2626 1616 

(由由由由「「「「1823電話中心電話中心電話中心電話中心」」」」接聽接聽接聽接聽) 



多謝各位多謝各位多謝各位多謝各位多謝各位多謝各位多謝各位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