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CB(1)1421/10-11(02)號文件

《建築物能源效益(費用)規例》及《建築物能源效益
(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規例》
當 局 對 二 零 一 一 年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小組委員會會 議
跟進事項的回應
(a) 技術工作小組意見撮要及相關會議紀錄
當局成立了業界工作小組和技術工作小組，作為討論立法建
議的平台。小組成員包括專業團體、主要商會、物業管理公司、地產
發展商及零售協會代表。我們在草擬《建築物能源效益(費用)規例》
及《建築物能源效益(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規例》（
「《評核人規例》
」）
時，一直與技術工作小組緊密聯絡。
2.
我們自二零零八年四月起召開技術工作小組會議，並討論立
法框架。我們於技術工作小組在其最近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十日的會
議上，向小組成員詳細報告兩條規例的立法建議。我們沒有接獲技術
工作小組對此的任何負面意見。上述會議的會議紀錄撮要，可見於附
件A（只有英文本）。隨後，技術工作小組亦一直有被知會兩條規例
的立法進度，包括其在憲報刊登及提交予立法會的時候。
(b) 其他現行法例的紀律委員會的組成
3.
《評核人規例》第 15 及 16 條分別就紀律委員團及紀律委員
會的組成作出規定。下表總結其他與工程界別有關的法例的紀律委員
會的組成：
法例名稱

紀律委員會名
紀律委員會的組成
稱
《工程師註冊 研訊委員會
不少於 3 名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並
條例》(第 409
與遭投訴的註冊專業工程師同屬一
章)
個界別，或所屬界別與該工程師所
屬的相近。
《升降機及自 紀 律 審 裁 委 員 不多於 20 名成員，包括不多於：
動 梯( 安全 ) 條 團
 5 名為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而又
例》(第 327 章)
屬機械工程或屋宇裝備工程界別
的註冊專業工程師，且獲該學會
提名供委任；

法例名稱

紀律委員會名
稱

紀律委員會的組成
 5 名為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而又
屬電機工程或電子工程界別的註
冊專業工程師，且獲該學會提名
供委任；
 5 名為註冊升降機工程師或註冊
自動梯工程師，且獲發展局局長
認為是代表升降機工程師或自動
梯工程師權益的組織提名供委
任；及
 5 名為名列於根據《建築物條例》
(第 123 章)第 3(2)(b)條備存的工程
師名單內的工程師，且獲發展局
局長認為是代表此界別工程師權
益的組織提名。

電力條例 (第 紀律審裁委員 不多於 25 名成員，包括不多於：
406 章)
會
 5 名為香港工程師學會正式會
員；
 5 名為專上學院人士；
 5 名為環境局局長認為能代表
註冊電業承辦商權益的團體的
人士；
 5 名為環境局局長認為能代表註
冊電業工程人員權益的團體的
人士；及
 5 名為環境局局長認為能代表工
商業用途或家庭用途的電力裝
置擁有人的權益或促進該等權
益的團體的人士。

(c) 第 5(2)條所要求的經驗或知識為何及其他法例有類似安排的例子
4.
正如當局在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二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解
釋，第 5(1)(a)條、5(1)(b)條 及第 5(2)條是為了容許不同類別的合資
格人士註冊為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評核人」）
。我們擬以第 5(2)條
涵蓋那些申請人，其整體能力，包括知識、資格、教育、經驗及訓練，

與以第 5(1)條提出註冊申請的人士的能力相若。第 5(2)條提供合理彈
性，讓機電工程署署長（「署長」）為某些有能之士註冊，而即使他們沒
有第 5(1)條指明的資格。例如，某工程師擁有一個未獲本地承認的資
格，但具備充分及專業的實務經驗，如曾推展具高能源效益表現的特別
建築項目；及就屋宇裝備裝置的能源效益擁有充分及廣泛認同的工程學
知識。
5.
類似的安排可見於其他的註冊機制，讓有關的主管當局就特
別的個案作出決定。例如：《工程師註冊條例》第 12(1)(a)(iii)條有關
註冊專業工程師的註冊及《升降機及自動梯(安全)條例》第 5(2B)條
有關升降機工程師或自動梯工程師的註冊。
(d) 在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紀錄冊內加入評核人註冊的有效期
6.
小組委員會委員於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二日會議上提出，公
眾可能需要知道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評核人」
）其註冊開始生效的
日期，遂要求當局於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紀錄冊（「紀錄冊」）內，載
入評核人註冊的有效期。經仔細考慮後，當局認為，設立紀錄冊的主
要目的，是讓公眾確定哪些人士是評核人及在評核人進行有關工作時
其註冊仍然有效。因此，紀錄冊載有評核人的註冊屆滿日期。雖然我
們預計公眾沒有普遍的需要，在工程完成之後（尤其是多年之後）查
證評核人在進行工程的當時有否有效的註冊，但是如有特別個案須翻
查某評核人的註冊歷史，任何人仍可向署長提出查詢。
(e) 指明表格的擬稿
7.
任何人申請註冊為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評核人規例》第 5
及第 8 條）
、為註冊續期（《評核人規例》第 6 條）
、申請發出他的註
冊證明書複本（《評核人規例》第 10 條）及通知處長有關詳情的變更
（
《評核人規例》第 11 條），皆須採用指明表格。指明表格的擬稿，
可見於附件B至D。

環境局
機電工程署
二零一一年二月

Annex B

Form EA1 表格 EA1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ficial use only
此欄不用填寫

建築物能源效益條例 （第610章）

Receipt Date 收件日期：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Ordinance (Chapter 610)

建築物能源效益(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規例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s) Regulation

新申請為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

New Application/ Renewal for Registration as a Registered Energy

Receipt Number 收據編號：

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續期 / 更改個人資料

Assessor/Change of Particulars of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Note 注意：
Please read the “Notes to Form EA1” attached and complete all the items in block letters.
請閱讀於附頁的「表格EA1備註」，並以正楷填寫各項資料。
To the Director of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致 機電工程署署長
I hereby apply for the following (Please tick in the appropriate box and only one box is allowed ) :本人現欲申請下列項目（請在空格加上號，共可選一項 )：
For current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For new applicant only

只適用於現有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Registration No:

只適用於新申請人士

Expiry Date:

註冊號碼: ________________有效期屆滿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New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s a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新申請為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Section A

甲部： Personal Details

Name:
姓名 :
(Surname first)
(姓氏先行)

 Renewal application

續期申請

 Change of particulars
(Name / Correspondence Address /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更改個人資料
(姓名/通訊地址/專業資格)*

個人資料

English
英文
Chinese
中文

Mr. / Mrs./ Miss / Ms.*
先生/ 太太/ 小姐 / 女士 *

H.K.I.D NO.: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Flat 室

Floor 樓

)

OR
或

D
Date of Birth:
日
出生日期：

M
月
/

Y
年
/

Travel Document Number:
旅遊證件號碼：

Block 座

Building 大廈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Street 街道
 HK 香港
 Kowloon 九龍
 N.T. 新界

District 地區

Contact Phone:
聯絡電話：

* Delete as appropriate (删除不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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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Company Name:
現時公司名稱：
Flat 室

Floor 樓

Block 座

Building 大廈
Current Company Address:
現時公司地址：

Street 街道
 HK 香港
 Kowloon 九龍
 N.T. 新界

District 地區

Current Position:
現時職位：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Telephone Number (Office):
電話號碼（辦公室）：

Fax No:
傳真機號碼

Section B 乙部：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專業資格
(Please read the “Notes to Form EA1” item No.3,4 ) (請閱讀於附頁的「表格EA1備註」第3,4項)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e.g. FHKIE, MHKIE, RPE or has an equivalent

Discipline 註冊類別

qualification recognized by the Institution as being of a standard not lower

Please indicate below in which Discipline you

Date of Qualified /

than that of a corporate member of the Institution in any of those disciplines.)

consider you are qualified for professional

Membership No.

專業資格（例如：香港工程師學會法定會員，註冊專業工程師或具有某資

practise (Building Services (BSS), Electrical (ELL),

註冊日期／註冊號碼

格，而該資格獲該學會承認為不低於該學會屬任何該等界別的法定會員的
資格標準）

Environmental (ENV) and Mechanical (MCL) )
請在下註明你己具備那一個註冊類別的專業實
務 (屋宇裝備、電機、環境或機械)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 (MHKIE/FHKIE)*

 BSS

 ELL

 ENV

 MCL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Engineer

 BSS

 ELL

 ENV

 MCL

 BSS

 ELL

 ENV

 MCL

 BSS

 ELL

 ENV

 MCL

Section C 丙部： Relevant Practical Experience 有關實務經驗
(Please read the “Notes to Form EA1” item No.3 ) (請閱讀於附頁的「表格EA1備註」第3項)
From
(DD/MM/YY)
由
（日／月／年）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engineering works relating to energy efficiency in buildings (e.g. applied energy efficiency
To (DD/MM/YY)

requirement in building services installations, Energy Audit and etc.)

至

關乎建築物能源效益的工程的實務經驗（例如：應用能源效益於屋宇裝備裝置、能源審核等）

（日／月／年）

Position
職位

* Delete as appropriate (删除不適用者)

Company Name

Description 描述

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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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D丁部：Checklist of Supporting Documents 須遞交的證明文件清單
(i)

I attach documentary proof of relevant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employment.
本人隨申請表附上相關實務經驗及任職證明。

(ii)

I attach a photocopy of documents to substantiate my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the qualified discipline.
本人隨申請表附上一份專業資格及註冊類別的證明文件副本。

(iii)

(For payment by post) I attach a cheque/drafts/cashier orders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for 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yable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payment of the fee prescribed for the application.
( 如 郵 遞 申 請 ) 本 人 隨 申 請 表 附 上 一 張 支 票 / 滙 票 / 本 票 * 號 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金 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支付「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作為條例訂明的申請費用。

Section E 戊部：Declaration 聲明
Applicable to new application /renewal application only (只適用於新申請/績期申請)

(i)

I declare that I have the knowledge require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uties and functions of a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under the Ordinance.
本人聲明本人具有執行本條例下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的責任及職能所需的知識。

(ii)

I declare that I have not been convicted in Hong Kong, or elsewhere, of any offence which, if committed by a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may bring the profession of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into disrepute and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whether suspended or not and have not committed any misconduct or neglect in a professional
respect.
本人聲明未曾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被裁定犯某罪行，而該罪行如由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所犯，便可能損及註
冊能源效益評核人專業的聲譽及被判處監禁(不論是否緩期執行)及未曾在專業方面有任何失當或疏忽行為。

Applicable to all application (適用於所有申請)

(iii)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form and the entire document submitted in relation to my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re true and correct.
本人聲明在此申請表格填報的一切資料及附上的文件全屬真確無訛。
Date
日期

Signature of Applicant
申請人簽署

* Delete as appropriate (删除不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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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C

Form EA2 表格 EA2
Official use only
此欄不用填寫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建築物能源效益條例 (第610章）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Ordinance (Chapter 610)

Receipt Date 收件日期：

建築物能源效益(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規例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s) Regulation

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Application for Duplicate of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註 冊 證 明 書 複本 的 申 請 表 格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Receipt Number 收據編號：

Note 注意：
Please read the “Notes to Form EA2” attached and complete all the items in block letters.
請閱讀於附頁的「表格EA2備註」，並以正楷填寫各項資料。

To the Director of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致機電工程署署長:
I,

(the undersigned), hereby apply for

本人， (下款 簽署人) ，現作出以下申請

(no.) of duplicate of my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 份 ) 本人的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註冊證明書複本

H.K.I.D NO.:
香港身份證號碼 ：

Name:
姓名 :
(Surname first)
(姓氏先行)

(

Registration No. : :
註冊號碼：

)

English
英文
Chinese
中文
Flat 室

Mr. / Mrs./ Miss / Ms.*
先生/ 太太/ 小姐 / 女士 *
Floor 樓

Block 座

Building 大廈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Street 街道
 HK 香港
 Kowloon 九龍
 N.T. 新界

District 地區

申請人簽署 Signature of Applican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 Contact Tel No.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elete as appropriate (删除不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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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D

Form EA3 表格 EA3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ficial use only
此欄不用填寫

建築物能源效益條例 (第610章）

Receipt Date 收件日期：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Ordinance (Chapter 610)

建築物能源效益(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規例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s) Regulation

政府公職人員申請為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New / Change of Particulars of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Receipt Number 收據編號：

更改個人資料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Public Officer
as a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Note 注意：
Please read the “Notes to Form EA3” attached and complete all the items in block letters.
請閱讀於附頁的「表格EA3備註」，並以正楷填寫各項資料。
To the Director of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致 機電工程署署長
I hereby apply for the following (Please tick in the appropriate box and only one box is allowed ) :本人現欲申請下列項目（請在空格加上號，共可選一項 )：
For currently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For new applicant only

只適用於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Registration No:

只適用於新申請人士

註冊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nge of Particulars
(Name / Correspondence Address /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New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s a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新申請為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Section A

甲部： Personal Details

Name:
姓名 :
(Surname first)
(姓氏先行)

更改個人資料
(姓名/通訊地址/專業資格)

個人資料

English
英文
Chinese
中文

Mr. / Mrs./ Miss / Ms.*
Date of Birth:
先生/ 太太/ 小姐 / 女士 * 出生日期：

H.K.I.D NO.: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Flat 室

Floor 樓

D
日

M
月
/

Y
年
/

)
Block 座

Building 大廈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Street 街道

 HK 香港
 Kowloon 九龍
 N.T. 新界

District 地區

Contact Phone:
聯絡電話：

* Delete as appropriate (删除不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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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Name:
部門名稱：
 My Correspondence Address is same as the Office Address 本人之辦事處地址與通訊地址相同 (No need to fill in the Office Address 不需填寫辦事處地址)
Flat 室

Floor 樓

Block 座

Building 大廈
Office Address:
部門地址：

Street 街道
 HK 香港
 Kowloon 九龍
 N.T. 新界

District 地區

Current Position:
現時職位：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Telephone Number (Office):
電話號碼（辦公室）：

Fax No:
傳真機號碼

Section B 乙部：Declaration 聲明
Applicable to new application only (只適用於新申請)
(i)

I declare that I have not been convicted in Hong Kong, or elsewhere, of any offence which, if committed by a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may bring the profession of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into disrepute and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whether suspended or not and have not committed any misconduct or neglect in a professional
respect.
本人聲明未曾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被裁定犯某罪行，而該罪行如由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所犯，便可能損及註
冊能源效益評核人專業的聲譽及被判處監禁(不論是否緩期執行)及未曾在專業方面有任何失當或疏忽行為。



Applicable to all application (適用於所有申請)
(ii)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form and the entire document submitted in relation to my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re true and correct.
本人聲明在此申請表格填報的一切資料及附上的文件全屬真確無訛。
Date
Signature of Applicant
日期
申請人簽署

* Delete as appropriate (删除不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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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C丙部：Nomination 提明
I, the undersigned, support the applicant as p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pply for registration as a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a) the public officer is applying in the capacity of a public officer;
(b) the official duties of the public officer require the officer to perform the duties and functions of a registered energy assessor
under the Ordinance.
本人, 下方簽署人, 支持申請人以下列情況作出申請註冊為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a) 有關公職人員以公職人員的身分提出申請；
(b) 該人員的職責要求該人員執行本條例下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的責任及職能。

Full Name of Nominator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明人全名

Rank (D1 or abov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級 (D1 級或以上)

職位

Name of Departmen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名稱

Contac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

* Delete as appropriate (删除不適用者)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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