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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讀者，大家好！今期《氣體快訊》的專題會為大家講解石油氣儲存裝置維修的重要性和

石油氣車輛燃料系統維修工場須知。此外，我們亦會提供關於氣體安全的法律知識、註冊氣

體工程承辦商及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必須留意的規例，以及2015年的氣體事故及檢控分類統計

數字，給大家參考。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Gas Safety Bulletin may be viewed on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emsd.gov.hk

2016年氣體安全事項 簡介會

本年的氣體安全事項簡介會已於2月22日假尖沙咀香

港科學館演講廳圓滿舉行，講題包括註冊氣體裝置

技工及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須知、石油氣瓶車的安全及

使用注意事項、食肆及食物製備場所內作供應飲食用途

的煤氣裝置規定、地上燃氣供應系統的設計、安裝、檢

查和維護，以及住宅式氣體煮食用具接駁。

機電工程署（機電署）同事聯同香港中華煤氣有限

公司代表及職業訓練局總教導員，為在場人士詳細講解

各項氣體安全資訊。有關簡介會內容及即場提問的答案

詳情，請瀏覽機電署網頁（http://www.emsd.gov.hk）。

在簡介會上，職業訓練局卓越培訓發展中心的總教

導員莊家傑先生利用大量圖片和例子，講解住宅式氣體

煮食爐具的正確接駁方法，令大家對這類爐具的接駁方

法有更深入了解。

根據《氣體安全（裝置及使用）規例》(第51C章）第

4條的規定：

1.	 除非氣體配件的各部分均結構完善、用安全可靠的材

料造成、尺寸適當及有足夠強度，以確保安全，否則

任何人不得裝置該氣體配件。

2.	 在不影響第(1)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任何人不得在

房產內裝置	–

(a)	以鉛或鉛合金製造的氣體喉管；或

(b)	以非金屬物質製造的氣體喉管，但如該喉管具備

以下條件，則屬例外	–

(i)	 喉管是接駁至	─	

(A)	可隨便移動及按設計使用時不須用煙道的

氣體用具；或

(B)	手提式石油氣瓶；及

(ii)	 喉管不超過2米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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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觸面吻合

有足夠螺紋扣緊

膠圈有足夠接觸面

膠圈接觸面垂直

接觸面不吻合

膠圈沒有足夠接觸面

膠圈應力過大

膠圈接觸面不垂直

膠圈應力過大

沒有足夠螺紋扣緊



2016年6月2

維修人員的要求
根據《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章）的

規定，只有曾接受適當訓練，並有足夠實際經驗的能勝

任的人，才可進行石油氣喉管工程或有關工作。為

此，氣體安全監督會評估成功完成石油氣車輛維

修訓練課程的車輛維修技工，俾能把他們列

作第6類勝任人士，以進行石油氣車輛

的燃料系統維修及保養工作。

如維修及保養石油氣車輛的工

序涉及燃料系統或相關配件（包括

汽化器、石油氣喉管、調壓器、

混合器）的維修、保養或更換工

作和更換石油氣燃料缸的工作，

該類工作必須由第6類勝任人士或

在其監督下進行；如工序涉及石油

氣燃料缸結構或缸內外配件（包括更

換缸內燃料泵和相關配件，以及為燃料

缸進行氣密測試及五年覆檢測試），該類工

作必須在石油氣燃料缸工場內由第1類勝任人士或

在其監督下進行，不可在其他地方進行該類工作。

為方便石油氣車輛車主、負責人及司機識別車輛維

修工場有否聘用第6類勝任人士，機電署已於2015年7月

向所有第6類勝任人士派發證書及證明卡，並鼓勵他們將

證書展示於工場當眼位置。

特別設備
所有石油氣車輛燃料系統維修工場都應設置特別設

備，以確保工作環境安全及石油氣車輛在檢修後可安全

運作。石油氣車輛燃料系統維修工場應有下列設備，該

等設備均應有妥善的保養，以確保其可靠及可以使用：

(a)	適合於測試洩漏石油氣的手提易燃氣體探測器；

(b)	合適的石油氣車輛喉管驅氣設備；和

(c)	充足的通風條件及防火的通風

設備，以減低石油氣/空氣混合物

積聚至超過低燃點限度的機會。

設有獲批准應具報氣體
裝置的車輛維修工場

因進行有關石油氣車輛的維

修及保養工作而需要儲存總標稱

容水量超過130升的石油氣（即多

於一個石油氣車輛燃料缸）的車輛

維修工場，根據《氣體安全條例》

(第51章)，屬於應具報氣體裝置，須

向氣體安全監督申請建造及使用批准，

並在地點、通風（足夠的自然通風或機械通

風）、氣體探測系統、危險地區及電力裝置、告示

和防火措施等方面均符合安全要求。

燃氣車輛燃料系統維修工場
為方便石油氣車輛車主、司機和市民更易識別提供

有關服務的車輛維修工場，以及確認和提升業界的氣體

安全水平，機電署已於2015年8月實施石油氣車輛燃料

系統維修工場識別標誌計劃。該項新的行政措施旨在鼓

勵該類工場向機電署提交相關資料。機電署在核實資料

及進行氣體安全巡查後，便會向有關工場發出識別標

誌。貼有紅色標誌的工場是指可儲存總標稱容水量超過

130升的石油氣（即可儲存多於一個石油氣燃料缸），而

貼有藍色標誌的工場則不可儲存超過130升的石油氣。機

電署亦同時呼籲車主和司機選用貼有識別標誌的工場。

石油氣車輛 燃料系統維修工場

第6類勝任人士的

證書及證明卡

手提易燃氣體探測器

石油氣車輛喉管驅氣設備

（石油氣噴注系統）

手提防爆通風設備
紅色標誌 藍色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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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宗個案，涉及一名

管有氣體車輛（石油氣瓶

車）的車主沒有遵行氣體車輛許

可證的附加條件。事主早前已被法院定罪及罰款。

案中石油氣瓶車的操作員把該車停泊在距離附近

民居不足15米的街道上裝卸瓶裝石油氣，被執法人員

發現在一段四小時的時間內於該處連續停泊並運作超

過一小時，因而違反氣體安全監督發給許可證予該氣

體車輛時列明的條件。

根據《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

章）第28(3)條的規定，任何人使用氣體車輛時，不

得違反氣體安全監督就該氣體車輛發給的許可證中所

指明的條件。違例者一經裁定罪成，可處罰款5,000

元。

為確保氣體安全，機電署呼籲氣體車輛的車主和

操作員必須遵照許可證指明的條件使用氣體車輛，包

括以下幾點：

■	 石油氣瓶車在運送石油氣時，不得同時運送任何

其他類別的物品。

■	 石油氣瓶車在道路上運送、裝載或卸下石油氣瓶

期間，車上須聘用不少於兩名能勝任的人。

■	 載有石油氣瓶的石油氣瓶車，可在任何一段四小

時的時間內停泊於戶外道路上不超過一小時，但

期間車上須有一名能勝任的人；或可無人看管，

但停泊地點必須為人口不稠密及交通不擠塞的地

方，且該石油氣瓶車必須與用作集會、院舍或供

多人居住的建築物距離最少15米。

■	 在設有指定停泊地點的地區內，載有石油氣瓶的

石油氣瓶車在非進行送貨和收集工作時須停泊於

該等地點內。

■	 在沒有指定停泊地點的地區，如氣體安全監督並

無在其他地區內指定其他此類地點，載有石油氣

瓶的石油氣瓶車在非進行送貨和收集工作時可停

泊於戶外而無人看管，但停泊地點必須為人口不

稠密及交通不擠塞的地方，且與用作集會、院舍

或供多人居住的建築物距離最少15米。

■	 當石油氣瓶車因火災或任何意外受到損壞時，任

何人不得使用此車輛運送石油氣瓶，車主須在三

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將有關的損壞情況向氣體安全

監督報告，以便安排重新驗車。

違反氣體車輛許可證指明的條件

就石油氣儲存裝置而言，日常保養及良好維修不但

可減少系統故障及火警或甚至爆炸等風險，而且

能確保用戶得到可靠和穩定的石油氣供應。根據《氣體

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6B條的規定，應具報氣體裝

置（例如石油氣儲存裝置）的擁有人須對該裝置進行維

修，以保持其安全狀況和在安全狀況下操作該裝置。要

對石油氣儲存裝置履行良好維修的責任，擁有人除了須

按照《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6C條的規定，定

期安排勝任人士檢查和撰寫檢查報告（表格109），以及

準時於檢查完成後四星期內向氣體安全監督提交檢查報

告副本外，亦應參考《香港石油氣業工作守則第1單元─

石油氣庫及石油氣瓶儲存間》第10節所建議的日常維修

工作。

為履行良好維修的責任，擁有人應參考以下各點：

	●	 維修工作必須由曾受適當訓練及具備有關經驗的人士

進行。

	●	 所有維修人員必須遵照石油氣儲存裝置的維修手冊及

操作指示的規定，進行日常的維修保養。

	●	 例行維修周期必須按照製造商的指示擬定，以確保系

統安全和操作正常。

	●	 場地環境必須保持整潔，不能雜草叢生或擺放無關物

件。
	●	 必須檢查識別標籤、緊急指令、警告標誌和管道走向

圖，以確保其處於適當位置及可以清楚閱讀。
	●	 必須定期檢查和維修接地及等電位接駁裝置。
	●	 每項電氣設備和電線接頭必須按照製造商的指示進行檢

查及適當維修。
	●	 混凝土室及閥門間必須定期檢查其結構是否穩妥，並作

適當維修，以防有水滲入。
	●	 消防設備必須按照製造商的指示或由消防處訂明的周

期，定期檢查、測試及維修。
	●	 汽化器必須按照製造商的指示定期檢查、維修及更換。
	●	 石油氣缸、管道及關聯的配件必須定期檢查及適當維

修，以防發生腐蝕情況。
	●	 如察覺到管道式石油氣瓶儲存間的「豬尾喉」有損壞跡

象，或已經使用滿五年，必須立即更換。
	●	 所有其他設備必須按照製造商的指示定期檢查、維修及

更換（建議相隔時間不超過一年），以確保石油氣儲存

裝置維持良好的狀況和操作正常。
	●	 擁有人必須在裝置的使用期內備存所有檢查、維修或改

裝工程的記錄。

石油氣儲存裝置 維修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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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啟成街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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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事故及檢控統計
2015年（1至12月）
氣體個案檢控分類數字

2015年（1至12月）
氣體事故分類數字

其他（8宗）

氣體車輛（12宗）

氣體用具／
配件（34宗）

違反氣體車輛許可
證所載條件（5宗）

供氣分喉（144宗）

供氣主喉（41宗）

用戶喉（44宗）

地下氣體喉管損毀 
（16宗）

售賣或為售賣而展
示未獲批准的住宅
式氣體用具以供香
港使用（1宗）

過量供應石油氣 
（13宗）

其他（6宗）非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
氣體裝置工程（4宗）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親自進行不屬其註
冊類別的氣體裝置
工程（1宗）

過量儲存石油氣
（10宗）

早前有一個空置單位發生煤氣洩漏

事故，經調查發現，一名註冊

氣體裝置技工於意外前曾為單位進行截斷煤氣供應工

程。由於該技工未能以正確和熟練的技術進行煤氣錶

截氣工程，在工程完畢後亦未有對相關系統進行氣密

試驗，最後被裁定違反《氣體安全(裝置及使用)規例》

(第51C章)第4(3)條及第5(6)條，並且被氣體安全監督

暫時吊銷註冊。

上述洩漏事故幸好有人及早發現，沒有引發更嚴

重的後果。為避免同類事故再次發生，我們藉此專欄

與大家重溫煤氣錶截氣工程的適當程序：

截錶前：

1.	 確保空氣流通及沒有明火

2.	 為煤氣錶和煤氣喉管進行氣密測試

3.	 目視檢查煤氣錶

4.	 解除煤氣錶和煤氣喉管的運作

5.	 進行煤氣錶前閥門內漏測試，確保閥門在關閉狀態

下沒有滲漏

截錶程序：

1.	 確保錶前閥門已關閉

2.	 接臨時電接，鬆開煤氣錶上游接駁口，並於煤氣錶

入氣處加入隔氣片（圖一）

3.	 上緊煤氣錶上游接駁口

4.	 開啟錶前閥門，利用檢漏液或燃氣測儀為錶前閥門

及煤氣錶入氣處位置進行試漏

5.	 關閉錶前閥門	

6.	 將黃色膠蓋拆除及拆毀

7.	 鬆開板手並將板手反方向安裝收緊（轉180度），

並裝上新的紅色保險膠蓋	(圖二)

8.	 最後掛上截氣告示牌

由於截錶工程會影響到氣體供應系統的氣密性，

因此在完成有關工序後須

對該系統進行氣密測試。

如果需要長時間停止

氣體供應，氣錶須由註冊

氣體裝置技工拆除。為了

避免房產內帶氣但沒有使

用的喉管被意外破壞，

拆除氣錶前須在房產內

仍然有氣的喉管上，用中

英文清楚標明該等喉管內

存有氣體，以資識別（圖

三）。

截錶程序

圖一：在煤氣錶入氣處加入隔

氣片(照片由職業訓練局提供)

圖二：板手反鎖並裝上新的紅

色保險膠蓋 (照片由職業訓練

局提供)

圖三：拆除氣錶後，用中英文清

楚標明喉管內存有氣體

統計數字更新於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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