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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行業納入資歷架構註
冊制度，你有何意見呢？
資 歷架構註冊制度，在建
築業界已實施了多年，但在
園林建造及保養等工作上，
我們一直都沒有身份的認
同，以致無論各位工友的專
業地位，工作薪酬或待遇，
都未能受到社會人士的肯
定；例如一個修樹或園藝工
人，對樹木及園藝的經驗及
知識都相當豐富，但一般薪
酬，都比不上例如油漆或水

電工人等。樹木及園藝的工
作，每天要日曬雨淋，而一
般的修樹及園藝工作，其實
亦是要累積我們多年的工作
經驗及知識，才能夠掌握和
發揮，並不是一般未經訓練
的人士能夠勝任。往往，我
們的辛勤汗水和工作經驗，
都未能夠在我們的薪酬上反
映出來，以致令這行業接近
老化，更未能吸引年輕一代
十月中旬與「建造業議會」總監 - 黃敦義先生
及「建造業工人註冊局管理局」行政總裁 - 梁敬國先生進行初次會議

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行政總裁 - 梁敬國先生

L➙R 邵海雲，陳美好，關佩霞，李光昇，黃志美，何寶德，丘月嫦
吳國群，黃敦義，黎家銘，梁敬國，劉永輝

加入這行業。而面對這種現
況，我們是否需要反思，如
何令這行業有新的沖擊和突
破，從而確保我們的薪酬待
遇和專業形象得到提升。修
樹和園藝工人，也是專業技
工，我們亦有我們的專業技
能和市場價值。因此，我們
覺得有需要爭取加入職業資
歷架構的行列。
本工會在過往的日子，亦不
時關注到我們的前線工友的
權益和待遇，並希望為我們
的工友們發聲。我們現正為
資歷架構事宜作咨詢，我們
的目的，是要為各位工友們
爭取應有的權益之餘，更要
肯定我們的市場價值，和令
這行業有持續發展。有了資
歷的註冊和認可，自然就有
晉升的機會，和吸引年輕一
代投身這行業。我們正在聽
取你的聲音和意見，集思廣
益，請各位給予支持！☺

積極商討加入工人註冊制度事宜

業界內的共同/通用語言
(Common Language on Design &
Implementation of Works)
作者：陳嘉興

我們在會訊第三期，二零一二年九月份，有
提及有關於園境施工和探討 ＜條例＞註冊制
度的可能性途徑？
首先，我想借用一下討論當施工的時候，有機
會或否？在我們業界之中，有否共同/通用語
言 (common language on design &
Implementation of works), 如果存在的話，
會否令我們不同職級∕範圍的從業員工，有
相同∕共同理念∕理解和方向的方法，完成
我們業界園藝的要求質素和水準。
其實，在施工之時，很多時間，我們手中都
擁有設計藍圖，有繪圖，數據和植物品種數
量等等。它協助從業人員完成所需要的資
料，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作。在這一刻，我們
是有設計的規則。（Principles of Design）
1. 多樣統一（Unity）：無論在選擇之間和
設計上有多樣複雜，我們都要採取有主

體統一的畫面需要。
2. 均衡（Balance）：除了統一設計的需
要，更要有系統平行不同的因素，例如：
硬件和軟件之間的配合和比例。
3. 比例與尺度（Proportion of Scale）：在
設計藍圖或在現場種植都要求硬件的比例
平均配合和分配完美。
4. 韻律與節奏（Rhythm, Repetition,
Gradation & Sequence)：設計上或種植
上，講求畫面的層次，重複感覺，使人感
到更有秩序。

請把意見電郵到：porter@caballoliv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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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比與調和（Emphasis, Contrast, Harmony &
Complement)：雖然在韻律與節奏上，可以衝突和豐
富畫面，但是，有時它會過於平淡和缺乏新意思。增
加對比成份或調和效果而達到更有系統和更佳的效
果。
對不起，等一等……！我們是否話題過於學術理論呢？
而不是在開始之時，所談及的園林及樹藝專業人員的共
同/通用語言，使我們更容易溝通，而達到施工的目的。
• 其實， 我想指出，在我們作業的時侯，就算在有預定
方法底下，我們都會各施各法。因而影響到本行的稱譽
和作業的水準。
• 我嘗試舉例一些小動作,引而衝擊一下大家的思
考……！
6. 「萬丈高樓由始起」，基礎是最重要的。我們的植物
貨源，都是由苗圃提供，但有否選擇最佳品質的要求
呢？例如：幼苗樹木的徑部，是否挺直，和沒有 ʼVʼ
或 ʼUʼ 形的分差枝？原本已品質差劣，只會影響到日
後護理的成本和工序，更會影響質素和效果。
7. 園藝工序，是很有科學化和數據性，不同的生物在四
季時節，都有自已的準則。在某時候，它們需要適當
的照顚和幫助。例如：在初春之時，地下水位提昇
高，萬物有生機，水位開始增加，你們可有想到「追
肥」呢？在香港，颱風侵港之前，有否檢查樹木的安
全？需要某些施工動作幫助？還有施工之時，細想一
下本身的安全，是足夠嗎？因為要減少成本，而發生
了問題，嚴重引至發生工業意外……等等。例子舉不
盡……！
• 在開始之時，我有明確指引探討＜條例＞註冊制度的需
要。即是在原則底下如前文，共同/通用語言底下。如
果，我們都是各施各法。可能引出很多不同的問題。

• 在有可能的話，採納有系統方法，更有立法的幫助底
下 ，以建造業工人資歷認證模式，探討園林樹藝業界
工人資歷認證方向？現在普遍園藝工人工作於地盤內只
被當一般雜工看待，還要求「安全咭」。其實，業界工
作範圍亦具高技術和危險性。所以要增取園藝工種正式
註冊。也能確定現職工人人員發展途徑和薪酬。
• 建造業工人，由2007年9月1日起，＜＜條例＞＞註冊
制度已生效。即只有註冊在業工人，可於建造工地進行
作業，而僱主亦只可聘用已註冊的工人，違者會被檢
控，作業人員更享有生活保障。我們業界可否借鏡呢？
• 本會認為現職園林樹藝工人以年資作級別評定的方法，
以防影響現職園藝工人的職業生活。但也需強調註冊時
需曾接受安全訓練。
• 註冊制度的好處是能夠透過評定及核證建造業工人的技
術水平，從而確保工程施工質素；取得更為可靠的人力
數據以便進行人力策劃和培訓工作，透過確認建造業工
人的技術水平，從而提高他們的職業地位；培養優質的
建造文化；打擊僱用非法勞力於建造工地工作，以及取
得工人每日進出工地的記錄，藉以減少承建商和工人之
間工資爭議。☺

參考書籍：
1.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583章諮詢文件2012
年6月
2. 建造業工人註冊∕申請簡介2011年3月修訂版

本會發展與動向
到 本會訊截稿為止，本工會的
會員人數已達到188人，距離今
年200人的目標已近在咫尺。這
全賴各位理事們所作出的努力。
從十月中旬到現在，我們走訪多
個公園，向園林的前線工人，宣
傳本工會會務，和介紹本工會的
功能和目標，希望能替本業界工

會。在這項推廣活動期
間，我們更要請各位前
線工友，加入本工會的
行列。而每次的反應亦
非常熱烈，大部份工友
都希望能成為我們的會
員，我們深感欣慰。今
後，我們一定繼續為本
工會的會務推廣多作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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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我們並不急切於
人數之多寡，這雖然是
重要，但更重要是工會
能夠有一份凝聚力，令
各會員能感受到工會的
存在，未來的日子，我
們會繼續細心聆聽你們
的意見。懇請各位會友
繼續支持和參與！☺

友，維護及爭取應有之權益。我
們亦先後以問卷形式，進行了關
於資歷架構註冊制度的調查，成
功訪問了過百人，其中更包括前
線工友，管理階層及顧主，結果
幾乎一致認同這項建議。並認為
這制度有助本行業的持續發展，
更可為各前線工友提供晉升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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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各位，有乜嘢搵呀？

地質公園一天遊

☞

喺咪水井呀？

食乜海鮮呀？好似幾正喎！

香港國家地質公園一天遊已完滿結束
本工會參加人數達整部旅遊巴，參加踴躍，多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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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活動
哈哈，我又
出嚟啦！

我哋等

你出嚟呀，哈哈！

參加者踴躍，
請從速報名！
殉職鋸樹工人遺孀張美花女士的近況 !

有關鋸樹工人梁國橋因工
主席及執委已敦促勞工處
交代其丈夫死亡報告及
張女士向吳文堅大律
為申索賠償事宜，已
人梁先生的僱主思捷
處檢控違反職業安全
七日沙田裁判法院被
開死因庭，工會將會
次，張女士亦常替工
會會員對工會的意見
獲得房委會編配觀塘一
公屋居住，生活已大大改
給她聊表心意，所以，張女
持。本人亦代工會為她送上恭

!

義工 - 張偉榮

死亡的意外，工會主席、副
應於七月內向張美花女士
要求合理賠償，並協助
師(法援處表列律師)代
漸有成果。意外傷亡工
實業工程公司被勞工
及健康條例，在九月
罰款1.8萬元，並將召
密切關注及跟進。其
會做義工，如訪問工
等，張女士已於10月中
公屋單位，由劏房搬往
善，工會亦贈送一部雪櫃
士很多謝工會的幫助及支
賀及祝福。

辦理入會或更新會籍

愛心行動顯關懷

舊會員會費 : 每年港幣$100
新會員會費 : 每年港幣$100 + $20 基金
可將年費自行存入以下銀行
中國銀行 - 户口號碼 : 012-695-0-005413-3

我們各理事祝賀「張美花」女士有
一個新的居所，在上月進行新居拜
訪，並為她安排小型的入伙宴，氣
氛洋溢著溫馨暖意。對於失去經濟
支柱的張女士來說，新居雖然可以
改善居住問題，但畢竟一些家居添

請將收據連同姓名、聯絡電話寄回灣仔駱克
道368号百玲大厦1/F 或傳真到 Fax :2834
0586
或可在工聯會各分區辦事處辦理續會手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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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電話 : 2832 9181
網址 : www.hklapgu.org

歡迎各會友投稿，請把稿件
以 ʻWordʼ 或 ʻPDFʼ 電郵到:
porter@caballoliving.com
謝謝！

置，仍感吃力。例如一些飯桌坐椅
等物品，依然欠奉。在此我們向各
位呼籲，假若你們有廢置家具，或
新添家居用品，不防考慮把舊有的
捐贈于張女士，這行動既可助人兼
環保。請聯絡Winky 5168 3342☺

舊物品捐贈

2012年將快過去，本編輯謹代表主席，副主席及各位理事，
祝福各位會友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工作順利。新年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