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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欢迎委员出席第二十八次会议。主席告知委员，林宝兴博士、袁士杰先生及李吴
伊莉女士因事未能出席是次会议。

02/09

通过第二十七次会议（2008 年 11 月 3 日）的会议记录

由于没有委员提出其它修订，第二十七次会议（2008 年 11 月 3 日）的会议记录获得
通过。

03/09

续议事项

(a)

安全宣传
（请参阅会议记录 10/08 (a)项）
(i)

委员得悉 2008/09 年度气体安全宣传工作的进度，
有关工作简述如下：
z

已播放关于“墙内暗藏的气体喉管”气体安全的宣传片。

z

已派发机电安全单张，以推广家居安全。

z

“机电安全嘉年华 2008”
已于 2008 年 11 月 15 日及 16 日举行，
有超过 10 000 人参加。

z

已进行食肆巡查，以推广安全使用卡式石油气炉。

z

已为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及注册气体装置技工举办 3 场安全讲
座。

z

已派发宣传安全使用喷火枪的单张。

z

由于有关液化石油气冷媒应用指南的咨询期已延长至 2009 年 4
月中，推广安全使用“中压气体用具”及“液化石油气冷媒”的
宣传单张亦延期派发。

(ii)

(b)

委员获悉 2009/10 年度宣传活动主要针对以下事项：
z

安全使用石油气瓶及每 18 个月进行一次定期安全检查。

z

避免损坏墙内暗藏的气体喉管。

z

更换已过期的橡胶低压气体喉管。

z

“机电安全嘉年华 2009”
。

石油气车辆燃料缸每五年一次的覆检
（请参阅会议记录 10/08(b) 项）
(i)

委员获悉，自 2003 年 1 月起，已覆检的石油气车辆燃料缸（
“石油气缸”
）
有超过 18 000 个。由于部分车龄达 10 年的石油气车辆将被更换，其石
油气缸亦将被弃置。估计在 2009 年、2010 年及 2011 年到期覆检的石
油气缸分别约有 1 000 个、4 000 个及 5 0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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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液化石油气作为冷媒的家用冰箱
（请参阅会议记录 10/08(c)项）
(i)

委员得悉，应业界要求，有关液化石油气冷媒应用指南的咨询期已延长
至 2009 年 4 月中。在指南定案后，职业训练局便会举办使用液化石油气
作冷媒的冰箱的维修培训课程。截至 2009 年 3 月底止，并无冰箱入口商
计划在本港设立石油气冷媒的维修工场。本港的进口液化石油气冰箱约
有 40 000 至 50 000 个。

(d)

石油气分销商工作守则
（请参阅会议记录 04/08(d)项）
(i)

机电工程署报告说，该署现继续就修订石油气分销商工作守则一事与石
油气供应业界进行磋商。有关工作预计于 2009 年 7 月完成。修订工作
守则不会降低气体安全标准，而是次修订涉及基本的气体安全事项，并
会简化与非核心气体安全工作有关的行政事宜，例如分销商业务拥有权
的改变等。根据经修订的工作守则，每间石油气供应公司须因应本身的
需要，为其分销商制订内部守则。

(ii)

胡爱茵女士表示，机电工程署就分销商的不良行为发出通知书的做法最
近有所改变。机电工程署以往会直接发信给有关的分销商，并把副本寄
给相关的石油气供应公司，以供参考。最新的做法则是直接发信给石油
气供应公司，然后把副本寄给分销商。机电工程署响应说，此举是依从
《气体安全条例》（第 51E 章）第 14 条的规定，该条列明石油气供应公
司有责任监察其气体分销商。

(iii)

胡女士说，石油气供应公司在执行第 51E 章第 14 条时会有限制。

(iv)

伦志梁先生表示，他是《气体安全条例》（第 51 章）的起草委员会的成
员之一。他指出，当日草拟第 51E 章第 14 条，是响应石油气供应业界
所提出的业界自我规管的建议。

(v)

黄淑娇女士表示，若得到政府协助，石油气供应公司会较易履行第 51E
章第 14 条所规定的责任。胡爱茵女士赞同黄淑娇女士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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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关育材先生认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如果现行法例只授权政府规管
石油气供应公司而没有授权其监管分销商，而石油气供应公司亦发觉无
法有效监察其分销商，那么便须进行检讨，以决定是否继续让业界自我
规管。

(vii)

潘任惠珍女士补充说，从气体用户的角度看，若发生任何气体事故，无
论是石油气供应公司或分销商出错，最终的气体安全规管责任都是由政
府承担。

(viii)

关育材先生询问工作守则是否具法律效力。机电工程署解释，经批准工
作守则载列一套可接受做法，以供业界遵从。根据第 51 章第 10 条的规
定，任何人未能遵守经批准工作守则的任何条文并不属于违法。不过，
如果经批准工作守则的任何条文被视为与指称遭违反的条例的规定有
关，则在有关的刑事诉讼中，该条文可获法庭接受为证据。

(ix)

主席补充说，根据现行法例，监察分销商是石油气供应公司的责任。这
安排有利亦有弊。委员会会员于是否有需要检讨现行法例方面的意见会
被受考虑。

(e)

在气体接驳软喉上加印提示字句
（请参阅会议记录 10/08(e)项）
(i)

机电工程署告知委员，现正就有关接驳软喉的工作守则进行咨询工作。
该工作守则暂定于 2009 年 5 月刊登宪报。机电工程署已全面检讨以中
英文书写“喉管长度不可超过 2 米”的提示字句一事。根据检讨结果及
收集所得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不宜再加长有关提示字句。委员经讨论后
同意，保留提示字句现有的格式，因为该字句只属提示性质。

(f)

引进天然气／石油气巴士及重型车辆到香港的可行性研究
（请参阅会议记录 10/08(f)项）
(i)

机电工程署告知委员引进天然气／石油气车辆到香港的顾问研究已经完
成。该项研究的行政摘要已上载至机电工程署网页（网址：
http://www.emsd.gov.hk）。从技术可行性的角度来说，该项研究主要探
讨三个范畴，即“可用的车辆”
、“基础设施要求”以及“环境效益”
。研
究所得的结论是，由于为一种全新的燃料兴建基础设施会有困难，因此，
在本港引进石油气／天然气巴士或重型车辆并不切实可行。 此外，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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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V 型柴油车

辆相比，减少车辆废气及改善空气质素的环境效益并

不明显。
(ii)

机电工程署在答复潘任惠珍女士的询问时表示，如有任何传媒对该项研
究提出查询，可直接与机电工程署联络。

(g)

2007 年及 2008 年的事故及检控数字
（请参阅会议记录 11/08(a)项）
(i)

机电工程署向委员扼述过去两年的事故数字。2007 年有 25 宗严重事故，
并导致一人死亡。而 2008 年则有 17 宗严重事故，但并无人死亡。机电
工程署亦向委员展示香港与 3 个已发展国家在 2006 年至 2008 年就严重
事故及地下气体喉管泄漏事故所制订的基准。委员获悉本港的气体安全
标准与其它已发展国家看齐。

(ii)

机电工程署报告说，2007 年的检控个案有 101 宗，当中有 41 宗与分销
商有关。而 2008 年的检控个案则有 92 宗，当中有 55 宗与分销商有关。

(iii)

胡爱茵女士询问，涉及分销商相关检控个案的各个石油气分销商之间是
否有任何相互关系。机电工程署答称，涉及分销商相关检控个案的各个
石油气分销商之间并无任何相互关系。

04/09

新议事项

委员并无提出新议事项。

05/09

其它事项

(1)

锺华福博士询问，机电工程署网页的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名单隔多久才更新一
次。机电工程署答称，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并无续期规定。注册气体工程承办
商名单是根据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在申请注册之时的能力而拟订的，而有关资
料随后会根据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审核结果／收到的新资料不时予以更新。经
一番讨论后，机电工程署会定期向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提出查询，以便在切实
可行的范围内更新有关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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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电工程署报告说，在上次会议中，胡爱茵女士表士，由于目前经济不景，气
体安全检查工作应加紧进行。机电工程署及石油气供应公司已在过去数月加紧
进行气体安全检查工作。

(3)

机电工程署报告说，在上次会议中，黄淑娇女士建议增加注册气体装置技工的
电气知识。职业训练局（
“职训局”）的机电工程业训练委员会已应机电工程署
的要求成立工作小组检讨此事。该工作小组建议在职训局举办两个部分时间制
训练课程，以增加在职注册气体装置技工的电气知识，但须视乎机电工程业训
练委员会最终是否批准而定。

(4)

黄淑娇女士对机电工程署迅速为注册气体装置技工举办电气培训课程以及为气
体装置技工澄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的注册规定表示赞赏。

(5)

主席向所有委员派发一本关于机电工程署气体安全规管服务的特刋，名为《共
证承诺．气体安全三十载》。他感谢气体安全咨询委员会各委员对提升本港的
气体安全水平所作出的贡献。

(6)

由于本会议将会是气体安全咨询委员会在本届任期（为期两年）内最后一次会
议，主席对各委员作出的宝贵贡献表示谢意。

06/09

下次会议日期

稍后会通知委员举行下次会议的日期。

气体安全咨询委员会秘书
梁荣宗
20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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