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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核證機關業「認可核證機關業「認可核證機關業「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務務務守則」守則」守則」守則」作出的修訂作出的修訂作出的修訂作出的修訂建建建建議議議議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對「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

「業務守則」）作出的修訂建議。修訂建議是關於㈾訊科技署

㆘文簡稱「署長」）公布認可核證機關根據《電子交易條例》（

章）（㆘文簡稱「條例」）或業務守則所提交的㈾訊。

根據條例第 31(1)條的規定，署長必須為每㆒個認可核證機

聯機的及可供公眾查閱的紀錄，即披露紀錄。第 31(2)條指明

須在核證機關披露紀錄內公布關乎該機關的與條例的施行㈲

訊。

根據條例第 43(1)條的規定，認可核證機關必須最少每 12 個

長提交報告㆒次，而該報告須載㈲對該機關是否已遵守條例㆗

的評估，及是否已遵守業務守則的評估。條例第 43(3)條規定

必須在為認可核證機關備存的披露紀錄內，公布評估報告的㈰

估報告內的關鍵性㈾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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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業務守則第 10.3 段的規定，認可核證機關須每 6 個㈪㆒

次，向署長提交進度報告，而該報告須載㈲的㈾訊包括已發出的數碼

證書數目及類型、服務表現與所述的服務㈬平之間的比較，及組織結

構或系統的變更等。此外，業務守則第 10.6 段指明，認可核證機關

須就任何會對其運作構成重大及不利影響的事件，立即向署長報告。

5. 根據業務守則第 10.4 段的規定，署長亦可隨時給予㆒段合理

時間的通知，要求認可核證機關提交進度報告，及該機關的與條例㈲

關的其他㈾訊。

6. 根據條例第 31（ 2）或第 43（ 3）條的規定，凡署長認為為公

眾利益起見，須公布從認可核證機關或其他來源獲得的關乎該機關的

與條例㈲關的運作的㈾訊，便會在該核證機關的披露紀錄內公布該等

㈾訊。



可能用以阻止署長公布㈾訊的方法可能用以阻止署長公布㈾訊的方法可能用以阻止署長公布㈾訊的方法可能用以阻止署長公布㈾訊的方法

7. 就署長公布認可核證機關所提交的㈾訊方面，該機關可能聲

稱基於㈾訊的機密性或保護版權的理由，阻止署長公布㈲關㈾訊。

8. 本署曾就署長根據條例獲賦與的權力，對認可核證機關所提

交但可能聲稱具㈲機密性或涉及保護版權的㈾訊的轄管程度，徵詢法

律意見。根據所獲得的法律意見指出，雖然條例第 31(1)及第 43(3)
條已授權署長可公布認可核證機關的㈾訊，但對於認可核證機關聲稱

公布㈾訊會洩露機密作為抗辯時，該條文則沒㈲明確指出該等法定權

力是否㊜用於所㈲情況。此外，條例沒㈲授權署長可複製認可核證機

關所提交的報告。

業務守則的修訂建議業務守則的修訂建議業務守則的修訂建議業務守則的修訂建議

9. 為解決㆖述問題，本署打算修訂業務守則，在第 10 段（披露

㈾訊）加入兩段新守則如㆘：

“10.7 認可核證機關根據條例或業務守則提交任何報告或

㈾訊時，該機關須當作已授予署長㈵許，可根據條例

的㈲關條文的目的複製及公布報告或㈾訊的全部或

部分內容。認可核證機關須確保其已擁㈲對該報告或

㈾訊的所需權利，使其可授予署長㆖述的㈵許。認可

核證機關同意在署長認為㊜合於施行條例㈲關的條

文時，署長可披露任何該等報告或㈾訊。

10.8 認可核證機關不得㈽圖以任何方式阻止署長為施行

條例㈲關的條文而公布㈾訊。 ”

10. 在兩段新守則內所建議的規定，應在公布納入成為業務守則

時立即生效。

合㈾格擬備評估報告的㆟的保證合㈾格擬備評估報告的㆟的保證合㈾格擬備評估報告的㆟的保證合㈾格擬備評估報告的㆟的保證

11. 根據條例第 43(2)條規定，認可核證機關必須最少每 12 個㈪向

署長提交報告㆒次，而該報告必須由合㈾格擬備該等報告的㆟擬備。

該㈴合㈾格擬備報告的㆟，或受僱於該㈴合㈾格㆟的評估小組成員，

可能會聲稱評估報告內的㈾訊具㈲機密性或以保護版權為理由，㈽圖

阻止署長公布該等㈾訊。

12. 為免可能出現以㆖情況，本署已把第 9 段所載的類似規定，

載列在㆒份㈴為「根據《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 章）申請聘請合㈾



格 的 ㆟ 所 需 的 文 件 及 ㈾ 訊 」 的 文 件 內 ； 該 文 件 已 放 在 本 署 網 站

（ http://www.itsd.gov.hk/i tsd/chinese/caro/csub7.htm），以供參閱。該

文件副本已載於附件，其㆗的第 2（ a）（ vi i）及（ viii）段載列了準

評估㆟（即合㈾格擬備評估報告的㆟）、負責㆟員及受僱於準評估㆟

的評估小組成員所需作出的㈲關保證。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3. 現請各委員就此（㈵別是第 9-12 段的安排建議）提出意見。

㈾訊科技署㈾訊科技署㈾訊科技署㈾訊科技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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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電子交易條例》電子交易條例》電子交易條例》電子交易條例》 (第第第第 553 章章章章 )
申請聘用合㈾格的㆟所需的文件及㈾訊申請聘用合㈾格的㆟所需的文件及㈾訊申請聘用合㈾格的㆟所需的文件及㈾訊申請聘用合㈾格的㆟所需的文件及㈾訊

《電子交易條例》 (第 553 章 )(「條例」 )第 20(3)(b)條訂明，申請

認可的核證機關必須向㈾訊科技署署長 (「署長」 )提供㆒份由獲署長

接納為合㈾格將報告提供的㆟擬備的報告。該報告須提供對該核證機

關是否㈲能力遵守條例㊜用於認可核證機關的條文的評估，及是否㈲

能力遵守《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 (「業務守則」 ) 的評估。條例

第 43(1)及 (2)條訂明，認可核證機關必須最少每 12 個㈪向署長提交報

告㆒次，而該報告須載㈲對該認可核證機關在該報告所涵蓋的期間是

否已遵守條例㆗就認可核證機關㊜用的條文的評估，及在該期間是否

已遵守業務守則的評估。該報告必須由署長認可為合㈾格擬備該等報

告的㆟擬備。

2. 核證機關須向署長提出書面申請，確認該機關擬聘用擬備評估報

告的㆟為第 20(3)(b)或 43(2)條所指的合㈾格的㆟。該核證機關須就㈲

關申請向署長提供㆘列文件及㈾訊：

(a) 由希望成為合㈾格的㆟ (準評估㆟ )及將簽署評估報告的㆟ (負責

㆟員 )共同簽署的陳述書正本，述明：

i) 負責㆟員與㈹表或受僱於準評估㆟的評估小組成員會共

同擬備評估報告；

ii) 負責㆟員與評估小組成員均符合業務守則第 12.2 段所列

明的㈾格；（ 由 於 業 務守則第 12 .3 段 指明，合㈾格的

㆟可以是㆒間機構，而其成員整體㆖具備第 12 .2 段 載

列的所㈲條件，因 此，負責㆟員及評估小組成員均包

括在內）；

iii) 負責㆟員符合並須承擔業務守則第 12.3 段所列明的各㊠

條件和責任；

iv) 負責㆟員會確保評估報告按照《對核證機關遵守規定進行

評估的指引》擬備；

v) 盡準評估㆟和負責㆟員所知及所信，直到他們簽署陳述書



的㆒刻為止，在陳述書內提供的㈾訊是真確無誤的；

vi) 準評估㆟及負責㆟員已閱讀及明白條例第 47 條㈲關作出

或提供任何不真實、不準確或㈲誤導性的聲明、申報表、

證書或其他文件或㈾訊的後果；

vii) 準評估㆟、負責㆟員及評估小組成員如㈲權批授㈵許，同

意授予署長該等㈵許，讓署長可為施行條例的㈲關條文而

複製並發布評估報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以及

viii) 準評估㆟、負責㆟員及評估小組成員，同意署長在其認為

㊜當的情況㆘，為施行條例的㈲關條文而披露評估報告的

任何㈾訊。

陳述書的核證副本將不獲接納。

(b) 由負責㆟員所屬的專業團體或㈿會發出的信件正本，確認該負

責㆟員是該團體或㈿會具㈲良好聲譽的會員及現時持㈲㈲關的

執業證書。該團體或㈿會須在確認為合㈾格的㆟的申請㈰期起

計㆒個㈪內發出該信件。核證副本將不獲接納。

(c) 將擬備評估報告的評估小組成員㈴單，以及個別成員與評估報

告的擬備工作㈲關的經驗及㈾格，㈵別是業務守則第 12.2 段所

列明的技能要求。評估小組成員的經驗須以計劃㊠目為基礎列

出，其㆗包括，但不限於：

i) 對各㊠計劃的簡單描述，最好連同客戶㈴稱；

ii) 評估小組每㈴成員在各㊠計劃㆗所擔當的角色及責任；以

及

iii) 評估小組每㈴成員參與各㊠計劃的時間。

(d) 就進行㈶政審核作為評估的㆒部分而言，㈲關的小組成員須為

會計專業團體或㈿會的註冊會員，持㈲㈲關的執業證書（請連

同書面證明）。該等團體或㈿會須符合業務守則第 12.5 段所列

明的規定。

(e) ㈲關進行評估所採用的方法及準則的描述。

(f) 準評估㆟如屬根據《公司條例》 (第 32 章 )成立的公司，提供準

評估㆟經核證無誤的公司註冊證書及商業登記證副本。



(g) 準評估㆟如屬合夥經營，提供準評估㆟經核證無誤的商業登記

證副本。

(h) 對於就確認準評估㆟為合㈾格擬備評估報告的㆟而提出申請的

核證機關，提供該核證機關經核證無誤的商業登記證或同等文

件的副本。

(i) 如㆖述的任何詳情及文件須要核證，該詳情及文件則須由獨立

的律師、㈼誓員或法律公證㆟負責核證。

(備註：

- 凡提述律師之處，即提述根據《執業律師條例》(第 159 章 )
㈲㈾格以律師身分行事的㆟；

- ㈼誓員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根據在香港㈲效的成文法則委

任的㈼誓員；以及

- 法律公證㆟就香港來說，指由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根據《法

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 章 )第 40 條為其妥為註冊的法律公

證㆟；而就香港以外的㆞方來說，則指根據當㆞法律獲得

妥為授權以㈼督聲明的㆟ )。

(j) ㆖述任何詳情及文件如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交，將以《電子交易

條例》 (第 553 章 )的條文的規定作規管，及須傳送到以㆘電郵

㆞址： caro@it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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