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讀者，大家好！今期《氣體快訊》專題會為大家講解有關「怎樣申請批准建造和使用應

具報氣體裝置」。我們亦會提供相關氣體安全法律知識、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須留意的規例以及

2013年1月至10月的氣體事故及檢控分類統計資料，給大家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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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Gas Safety Bulletin may be viewed in the following website.
www.em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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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報氣體裝置 (Notifiable Gas 
Installations)

應
具報氣體裝置指香港法例第51章《氣體安全條

例》所界定，任何本身是或包括或使用以下設

備或工序的石油氣、天然氣或煤氣等的氣體裝置：

1.	為氣體進口而設的儲藏庫；

2.	生產煤氣、代用天然氣或合成天然氣的工廠；

3.	儲氣鼓，包括與之連用的調升壓力及控制設備；

4.	高壓供氣主喉或供氣分喉；

5.	由次高壓或高壓供氣主喉或供氣分喉供應氣體的

調控壓力裝置，但不包括容積量低於每小時30標

準立方米的壓力調控裝置；

6.	盛載石油氣的倉庫(見右表)，如是用喉管將石油氣

從倉庫供應予用戶的，則包括為供氣而連用的外

接喉管、汽化器及壓力調控裝置；或

7.	涉及將液態石油氣由一儲存器（只用一次的石油

氣瓶除外）輸往另一儲存器的工序，但不包括將

液態石油氣由船隻或缸車輸往石油氣缸或另一輛

缸車的工序。

批准建造和使用怎樣申請

應具報氣體裝置

「倉庫」(Store) 指儲存以下儲氣鼓或

儲存器的地方：

i.	 盛載或曾盛載煤氣或天然氣的儲氣鼓；

ii.	 盛載或曾盛載石油氣，並且配有設備以便能

取出液態石油氣的儲存器，而該種氣體或會

藉氣體喉管由該儲存器供應予用戶；或

iii.	 盛載或曾盛載石油氣而總標稱容水量逾130升

的一個或多個儲存器。



2013年12月2

藍圖／圖則（申請批准建造才需要）

兩份以及規定的申請費用，以專人送遞或

掛號郵件方式，送交機電工程署氣體標準

事務處氣體安全監督。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可與氣體標準事務處聯絡(電

話：28083683，傳真：25765945)或瀏覽機電工

程署網頁www.emsd.gov.hk。

建造及使用批准

任何人如欲建造或其後使用應具報氣體裝置，

均須在建造(包括修改工程)及使用該裝置前，徵得氣

體安全監督（即機電工程署署長）批准。有關規定

可參閱《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3至６條。

申請辦法

申請批准建造(包括修改工程)或使用應具報氣

體裝置的申請書，必須連同有關的資料、該裝置的

根據《氣體安全條例》第

11至13條，氣體安全督

察獲賦予的職能及權力，包

括：(1)	進入、視察和查看任何生產、儲存、供應

或使用氣體的地方；(2)	扣押、移走及扣留任何與

違反條例的犯法行為有關的東西、或一些相當可

能成為或包含犯法行為的證據；及(3)	向違反《氣

體安全條例》的人士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

等。究竟故意妨礙、抗拒或延滯氣體安全督察執

行這些職能會有甚麽後果呢？

根據「檔案室」的記錄，本署曾在某次巡查

時，發現一批無人看管的石油氣瓶。由於過量儲

存，氣體安全督察按《氣體安全條例》第12(1)

(e)條所賦予的權力扣押該批石油氣瓶。在處理期

間，有一名人士前來干涉氣體安全督察的執法行

動，並故意搶走石油氣瓶。

本署及後向該名人士作出檢控，當中包括干

犯《氣體安全條例》第27(5)(a)條，即故意妨礙及

抗拒氣體安全督察執行條例的職能。經審訊後，

法庭裁定該名人士罪名成立。

就此案件，本署促請大家依法協助氣體安全

督察執行職務。

氣體安全督察的職能及權力

體安全條例》第13條賦予氣體安全監督

權力，可向違例人士發出「敦促改善通

知書」，要求該人士於指定的期限內為有關違反規

定事件採取補救措施。任何人違反「敦促改善通知

書」內列明的指令即屬犯法，一經裁定有罪，可處

最高罰款$25,000及監禁6個月，如屬持續的犯法

行為，可加處按每天$2,000計的罰款。

另外，氣體安全監督可按第13A條賦予的權

力，向不遵從「敦促改善通知書」的指令的人士採

取以下措施：

1.	 可在有通知或沒有通知該人的情況下，親

自採取他覺得為安全所需而合理地需要的

措施。

2.	 可進入與「敦促改善通

知書」有關的工程工地；及強行驅趕任何

妨礙監督採取該等措施的人。

3.	 向不遵從「敦促改善通知書」的人士追討

採取措施所招致的費用。

接獲「敦促改善通知書」的一方若對有關的指

令感受委屈，可按第13(4)條列明的方法向上訴委

員會提出上訴。

其實，只要大家遵守《氣體安全條例》及工作

守則的要求，並時常注意氣體安全，便無需擔心會

收到「敦促改善通知書」或被檢控。

敦促改善通知書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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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火鍋氣體裝置

用戶必須遵守火鍋氣體用具的說明書所載指示。

易燃物品要遠離氣體火焰，不可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

任由氣體用具燃燒。用戶應安排註冊氣體裝置技工每

年最少進行一次例行檢查	/	維修。如發現氣體用具有

通風不足、氣體洩漏或設備損壞的跡象，便不要使用

及立即安排修理。

用戶亦應選用有熄火保險裝置的煮食爐具。該裝

置如探測到爐具再無火焰，例如突然風吹或液體溢流

導致熄火時，便會截斷氣體供應，避免氣體洩漏及氣

體意外的發生。

所有安裝和更換工程，都必須由註冊氣體工程承

辦商僱用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註冊氣體工程承

辦商必須在其營業地點展示證明書及告示。他們所僱

用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安裝工程時，亦會攜帶註

冊卡。進行氣體裝置工程後，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須

向用戶提供工作記錄單，該文件載有工程的詳情、日

期、時間及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姓名及註冊號碼，以

供查閱之用。

火鍋氣體裝置使用只用一次石油氣瓶
的安全措施

在本港使用的只用一次石油氣瓶，必須經氣體安

全監督根據《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的規定給

予批准。在商業樓宇內，例如一般食肆，經營者應嚴

格遵守石油氣瓶上的警告指示，確保只用一次石油氣

瓶（卡式）儲存於乾爽、陰涼及通風良好的地點及須

盡量遠離火源。切勿替只用一次石油氣瓶重新注氣。

使用卡式石油氣爐的安全措施
●	遵守卡式石油氣瓶上所印的指示；

●	放置卡式石油氣瓶時，氣瓶接駁凹位須垂直向上；

●	切勿平排使用兩個卡式石油氣爐；

●	安裝	/	拆除卡式石油氣瓶時需要遠離火源或火焰；

●	使用卡式石油氣爐時要有足夠通風及遠離易燃物

品。

火鍋氣體裝置的氣體安全知識

石油氣瓶的安全儲存和
使用

除非有根據《氣體安全條例》給予

的特定許可，否則在任何時間儲存標稱總容水量超過

130升（約50公斤）的石油氣（包括空瓶），均屬違

例。

最高的石油氣瓶儲存數量如下表所示︰

石油氣重量

（公斤）

最高的石油

氣瓶數量

只用一次石油氣瓶（卡

式）
0.25 236

蜆殼	/	中石化	/	埃索	/	

美孚
2 27

蜆殼	/	埃索 8 7

蜆殼	/	中石化	/	協和 10.5 5

蜆殼 13.5 4

蜆殼	/	美孚 15 3

埃索	/	美孚	/	中石化	/	

協和
16 3

美孚 21 2

埃索 22 2

* 只用一次石油氣瓶（卡式）的最高儲存數目是236瓶，但為消防

安全起見，卡式石油氣瓶的儲存量不應超過50瓶。

石油氣瓶應小心處理，以免損壞，並要將氣瓶垂

直放置在通風良好的地方，要遠離熱源及火源，不可

在地庫或排水溝附近存放。經常檢查膠喉和調壓器是

否有損壞。用後須將調壓器開關關閉。應每三年僱用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更換膠喉。所有氣體接駁軟喉，必

須採用已獲氣體安全監督批准的類型。軟喉須盡量裁

短及長度不應超過2米。石油氣瓶使用完畢後，應盡快

交回氣體分銷商，不應擺放在公眾地方。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向你的氣體供應公司查詢，

亦可致電1823與機電工程署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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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啟成街3號

電話：1823 (電話中心) 傳真：2576 5945

網頁：www.emsd.gov.hk

電郵：info@emsd.gov.hk

氣體事故及檢控統計

本署曾於2012年7月9日及2013年6月14日以記

錄派遞信件致函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並於

2013年6月14日以記錄派遞信件致函各註冊氣體工

程承辦商，提醒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必須根據《氣體

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第

11條的規定，在註冊為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後如更改

其姓名，或更改其根據該規例第5條提出的申請書中

所指明供郵遞用的地址，須於作出更改後21天內，

以書面將更改事項通知氣體安全監督。任何註冊氣體

裝置技工無合理解釋而違反第11條，即屬犯法，一

經裁定罪成，可處罰款$1000。

由於有部分記錄派遞信件被郵局退回，因此本署

有理由相信部分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可能已違反上述法

例要求。針對此情況，本署將考慮按《氣體安全(氣

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向這些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作出紀律處分，當中包括暫時吊銷

註冊。為免觸犯上述規例及被本署紀律處分，請盡快

以書面聯絡本署及更新郵遞地址。

未
來所有新批出用作加油站的土地，只要符合石

油氣加氣站的安全要求，政府都會要求土地使

用人必須提供石油氣加氣設施，以逐步擴大石油氣

加氣站的網絡。

根據《氣體安全條例》（第51章）的規定，石

油氣加氣站／設施被列為應具報氣體裝置，須提交

定量風險評估報告，以確定依據《香港規劃標準與

準則》第12章第4.4段所載「政府風險指引」的規

定，這類加氣站／設施的風險水平是可以接受的。

一般而言，相對於沒有石油氣加氣設施的加油

站，這類加氣站的規定更加嚴格。雖然是否適宜在

加油站提供石油氣加氣設施，須量度與其他土地用

途的距離及視乎定量風險評估的結果而定，但作為

一般原則，有關距離的規定如下：

多層住宅／教育／醫院用途： 55米

商業／康樂／工業用途： 15米

低密度住宅／零散住宅（零星散佈
在一大片土地上的住宅）：

15米

至於加氣站的選址研究，機電工程署不斷提

供技術意見予環境局、規劃署、地政總署及運輸署

參考作前期可行性探討。選址後經過招標，才正式

批出合約予氣體供應商。根據《氣體安全（氣體供

應）規例》第5條，氣體供應商須要申請建造應具報

氣體裝置，遞交有關圖則連同所須文件，給予機電

工程署就應具報氣體裝置的建造作出審批，氣體供

應商須按照機電工程署的批准通知書所規定的圖則

及資料進行建造工程。工程完成後，根據《氣體安

全（氣體供應）規例》第6條，氣體供應商須向機電

工程署申請使用應具報氣體裝置許可，取得機電工

程署的使用批准後，石油氣加氣站便可正式投入服

務。

政府鼓勵興建更多石油氣加氣設施

2013年（1至10月）
氣體個案檢控分類數字

2013年（1至10月）
氣體事故分類數字

氣體喉管事故（144宗）

卡式石油氣瓶
及噴霧罐事故（4宗）

不正確 / 不小心使用引致事故（0宗）
石油氣瓶事故（0宗）

過量儲存石油氣
（6宗）

違反氣體車輛許可證
所載條件（1宗）

氣體部件事故（8宗）

氣體用具事故（6宗）

氣體接駁軟喉事故
（4宗）

地下氣體喉管損毀
（10宗）

其他（2宗）

過量供應石油氣
（3宗）

以石油氣瓶車運載其他物品（0宗）
非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氣體裝置工程（0宗）
未獲批准供應/儲存/運載石油氣（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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