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及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注意事項 
 

2019年2月26日 

 
1 



1. 香港法例第51章 –《氣體安全條例》 

2.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3.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4. 個案分享 

2 

 
 
 
 



1.  香港法例第51章 
  《氣體安全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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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安全條例》 
條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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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為安全目的而管制氣體的進口、生產、儲存、運送、
供應及使用；並對有關連及附帶的事項作出規定。 



《氣體安全條例》 
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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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A《氣體安全(氣體品質)規例》 

51B《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 

51C《氣體安全(裝置及使用)規例》 

51D《氣體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 

51E《氣體安全(氣體供應公司註冊)規例》 

51F《氣體安全(雜項)規例》 

51G《氣體安全(儲氣鼓檢驗)規例》 

 



《氣體安全條例》 
氣體裝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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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裝置工程」的釋義 

包括裝配、接駁、截離、試驗、投入運作、解除運作、維
修、修理或更換氣體喉管，用具及配件，但不包括─ 

(a) 在與石油氣瓶直接相連的調壓器或接合
器之處，將石油氣瓶截離，或將石油氣
瓶接駁以代替另一石油氣瓶；或 

(b) 將本生燈截離或接駁 



《氣體安全條例》 
氣體裝置工程類別 –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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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類 把住宅式氣體用具裝置、投入運作，並進行例行維修，而該用具是由不多於
一個石油氣瓶供應氣體的平頭爐。 

第2類 在住宅房產內裝置─ 
(a) 供氣分喉及與之連同使用的任何氣體供應控制器件、主錶或主錶裝置；
或 
(b) 用戶喉。 

第3類 把以下各項用具裝置在住宅房產內，並使其投入運作─ 
(a) 供氣分喉及與之連同使用的任何氣體供應控制器件、主錶或主錶裝置； 
(b) 用戶喉；或 
(c) 住宅式氣體用具。 

第4類 把住宅式氣體用具裝置到鄰近已有的氣體供應點，並將住宅式氣體用具投入
運作及予以維修。 



《氣體安全條例》 
氣體裝置工程類別 –商業及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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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類 在非住宅房產內裝置─ 
(a) 供氣分喉及與之連同使用的任何氣體供應控制器件、主錶或主錶裝置；
或 
(b) 用戶喉。 

第6類 把以下各項用具裝置在非住宅房產內，並使其投入運作─ 
(a) 供氣分喉及與之連同使用的任何氣體供應控制器件、主錶或主錶裝置；
或 
(b) 用戶喉；或 
(c) 非住宅式氣體用具。 

第7類 把非住宅式氣體用具裝置到鄰近已有的氣體供應點,並將非住宅式氣體用具
投入運作及維修。 

第8類 把氣體用具裝置，並使其投入運作及予以維修，作為工業工序的一部分。 



2.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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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可親自進行氣體裝置工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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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受僱於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及領有適當類別的註冊
氣體裝置技工才可親自進行該類別的氣體裝置工程。 

 正接受訓練以期符合獲發給註冊卡的規定資格的個別人
士（例如：學徒），可在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監督下，
親自進行氣體裝置工程。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師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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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個別人士是在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監督下進行氣體裝
置工程，該氣體裝置技工須查驗該項工程，以確保該項
工程符合本條例下適用於該項工程的規定。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申請註冊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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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紀錄簿 

1. 承辦商公司印章要清晰 

2. 註明『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姓名及註冊號碼 

3. 訓練期的年份和月份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申請註冊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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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紀錄簿 

1. 承辦商公司印章要清晰 

2. 註明『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姓名及註冊號碼 

3. 訓練期的年份和月份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申請註冊小錦囊 

14 

工程紀錄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申請註冊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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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紀錄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註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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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氣體裝置工程時，須在任何人的
要求下，向該人出示其註冊卡或同等文件。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良好作業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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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閱生產商的安裝說明 

 留意安裝要求，例如嵌入式煮食
爐廚櫃通風位置及大小，爐具與
牆身及抽油煙機的間距等。 

 如果沒有根據安裝說明的要求安
裝爐具，當發生意外時，保險公
司可能不會承擔全部責任，甚至
有可能將部分責任轉嫁至氣體工
程承辦商及裝置技工。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良好作業小錦囊 

18 

客戶溫馨提示 

 使用爐具時確保空氣流通 

 切勿阻擋廚櫃的通風位 

 爐具周邊切勿擺放易燃物品 

 爐具保養常識，例如保持火孔清潔，以免產生不正常燃燒 

 不應阻擋緊急控制閥(總制)或氣體錶具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良好作業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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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為避免意外發生，當發現用戶安裝了未經審批的住宅式
氣體用具、違規安裝或氣體用具有潛在危險，應該馬上
通知氣體標準事務處，以便作出跟進。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良好作業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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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增值 

 

氣體快訊電子版 持續專業發展課程 



3.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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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註冊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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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須安排將其註冊證
明書，在他經營氣體工程承辦商業務的
辦事處內當眼的位置經常展示。 

 如他經營該項業務的辦事處超過一個，
則須在他經營該項業務的總辦事處內當
眼的位置經常展示。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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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須在他經營氣體工程承辦商業務的
每一辦事處，經常展示一份中英文兼備的告示，使每個
進入該辦事處的人均能清楚看見。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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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安心工程承辦商 
RELIABLE ENGINEERING LTD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號碼 

REGISTERED GAS CONTRACTOR NUMBER  
123-188 

高度不少於5釐米 
的字母或字體書寫 承辦商名稱 

指定文字 

註冊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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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告示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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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承辦商並非以本身名稱經營該項業務，該告示須說明
他用以經營氣體工程承辦商業務的名稱。 

 
至安心工程 

RELIABLE ENGINEERING LTD 
至安全工程  (分行) 

SAFE ENGINEERING LTD (BRANCH)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號碼 

REGISTERED GAS CONTRACTOR NUMBER  
123-188 



 凡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在任何辦事處開始或停止經營氣
體工程承辦商的業務，須於開始或停止經營該項業務後
21天內以書面將該項開業或停業事通知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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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開業或停業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監督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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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須在可行的範圍內，盡量確保其僱
員不在違反本條例的情況下親自進行，或監督任何個別
人士進行氣體裝置工程。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氣體裝置工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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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均須備存他所進行的全部氣體
裝置工程的紀錄，並須保存這些紀錄不少於2年，由進行
有關的氣體裝置工程之後起計。  

 



 進行該項工程的地址 

 該項工程的性質，如該項工程是在氣體用具上進行的，
亦須指明該用具的種類 

 為何人(列出其姓名及地址)進行該項工程 

 有關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姓名及註冊號碼，有關技工
即─  

(i) 親自進行該項工程的技工;或 
(ii) 監督個別人士親自進行該項工程的技工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氣體裝置工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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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氣體裝置工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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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的種類 

 熱水爐/煮食爐、牌子、型號、序號 

 軟喉批准標記（GTX XXX）、期限(月份/年份) 

 調壓器型號、更換日期 

 

氣體裝置技工的姓名 

 註冊卡上的姓名正楷全寫 

 

 



 凡任何人不論因何種理由停止作為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須在他停止作為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後，在合理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但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須在停止後的30天內)
把規定他保存的紀錄交予監督。 

 將註冊文件送交監督的辦事處。 

 須待該氣體工程承辦商接獲監督送達的通知書，說明監
督予以接納後，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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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停止作為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凡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在註冊為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後
更改名稱，或更改其根據第14條提出的申請書中指明供
郵遞用的地址，須於更改後21天內，以書面將更改事項
通知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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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更改資料 



 氣體工程承辦商店舖的地址，必須設於根據大廈公契列
明為非住宅用途的樓宇內。該地址一定要與商業登記證
所指明的地址相同。 

 申請中的氣體裝置工程例子必須由其僱用的註冊氣體裝
置技工過去受僱於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所承做的氣體裝
置工程例子，包括完成日期及有關裝置工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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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申請小錦囊 



 以欺詐手段或在要項上作失實陳述而獲得註冊 

 經裁定作出違反《氣體安全條例》的犯法行為 

 被監督認為未有遵從《氣體安全條例》下他有法律義務
遵從的規定 

 被監督認為曾以不安全的方式親自進行或監督個別人士
進行氣體裝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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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可施加紀律處分事項 



按違反氣體安全的嚴重性 : 

譴責註冊氣體裝置技工/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更改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獲註冊的氣體裝置工程類別 

暫時吊銷註冊氣體裝置技工/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
註冊，暫時吊銷期間按監督認為適當者而定 

取消註冊氣體裝置技工/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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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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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紀律處分統計數字 

年份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2016 3 (譴責) 0 

2017 1 (暫時吊銷註冊) 0 

2018 1 (暫時吊銷註冊) 0 



4. 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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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本署近期曾經接獲兩宗懷疑因煮食爐氣體洩漏造成的火警。
調查後發現煮食爐底部與氣體軟喉的接駁位置出現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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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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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底接駁位 

軟喉接駁配件 



《氣體安全(裝置及使用)規例》(第51C章)第4條： 

 任何人除非以正確和熟練的技術進行有關氣體配件的工
程，否則不得進行該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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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法例要求 



個案分享 
錯誤例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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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節錄︰ 2016年氣體安全事項簡介會 
 卓越培訓及發展中心 



個案分享 
錯誤例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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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節錄︰ 2016年氣體安全事項簡介會 
 卓越培訓及發展中心 



個案分享 
錯誤例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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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節錄︰ 2016年氣體安全事項簡介會 
 卓越培訓及發展中心 



個案分享 
正確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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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節錄︰ 2016年氣體安全事項簡介會 
 卓越培訓及發展中心 



個案分享 
正確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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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節錄︰ 2016年氣體安全事項簡介會 
 卓越培訓及發展中心 



個案分享 
正確方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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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節錄︰ 2016年氣體安全事項簡介會 
 卓越培訓及發展中心 



個案分享 
接駁口橫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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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節錄︰ 2016年氣體安全事項簡介會 
 卓越培訓及發展中心 

• 接觸面吻合 

• 有足夠螺紋扣緊 

 

  

• 接觸面不吻合 • 膠圈接觸面積不垂直 

• 膠圈應力過大 

• 沒有足夠螺紋扣緊 

 

    



• 膠圈有足夠接觸面積 

• 膠圈接觸面積垂直 

 

• 膠圈沒有足夠接觸面積 

• 膠圈應力過大 

個案分享 
接駁口橫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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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節錄︰ 2016年氣體安全事項簡介會 
 卓越培訓及發展中心 

   



本署已於2018年10月發信及電郵
給所有註冊氣體承辦商及註冊氣
體裝置技工，提醒業界在接駁爐
具時特別注意配件的適配性，以
免因錯誤使用而導致氣體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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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提醒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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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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