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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屑為註 fftf 計鸝增重
現時的事輛綸慘注冊計劃包括「事輛綸靼技工自願注冊計劃」及「事輛編絛工場約章計
劃」，對象分別是錀僙技工及綸儐工場負貴人（一般而言是工場的老闆） ，兩儲計劃的

目的都是為提升業界的服務水平及專業地位。提升業界的服務水平是終可令行走在道路

J::的車輛更可靠、更安全三更環保及在燃油消耗上更有效率。而提升菜界的專棠地位除

可鼓勵現時業界的從棠員外．更可吸引新一代的年青人入行·有助解決業界人手短缺和

老化的問題·

「車輛維修技工自願柱冊計劃」其實已有增值的要求·所有註冊技工必須在過往三年有

最少二十小時的持續專業進絛，目的是希望註冊技工能終身不斷學習，知識和技術與時

並進·要參加「車輛維像工場約章計劃」·錐絛工場必須蜃有已註冊的草輛錐儔技工，因

此約章計劙已為技工自願註冊計劃培值。禛電工程署早前派發印章予所有註冊技工，鼓

勵工場負責人在車輛錐儔過程所用到的文件（包括報價單、工作單等）上贗泛使用印

章·目的也是為技工自願註冊計畫壇值·

事輛綸倬技箭諮詢委只會已準備將技工註冊的要求逐步收緊。現時從業員只要能證明在

過往十年從事事輛綸儐工作，並有一定的持續專業進修時歙，便可達到注冊要求，這個

寬素的註冊渠道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被取消。日後的注冊要求會更為嚴格，從業貝必

須完成認可的學徒訓練計劃或在業界指定的考試及技能測試取得及格．方骸成為注冊技

工。在適當時候收緊技工註冊要求·相信也可為技工自願註冊計鼴增值。

適當有效的宣傳及推廣活動可加強社會大眾對註冊計劃的認識，但不要忘記·一侗好的

宣傳及推廣計劃可以令贗質產品或服務很快讓願客接受．也可把劣質產品或服務推向終

結。可見宣傳及推廣活動不一定能夠為性冊計劃增值．須視乎柱冊計劃是否可以為社會

大眾帶來實質裨益及有正面發展．

為兩個註冊計劃培值的最有效方法·當然是註冊技工和已參加約章的工場負責人能同心

協力｀相輔相成」放業樂業，專業地震理所有車輛緯絛工作·達到巔客的要求·令車輛

緝僙服務質素不斷提升．從而鞏固註冊技工的專業地位和提高已參加約章的工場的社會

認受性·

當技工註冊計劃和工場約章計劃熊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正正是註冊計劃由自願性轉為

強制性的最好時檯，屆時將會是注冊計劃的最大瑨值。

。
鑪編轎王毚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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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輾緝脩工場約章獸勳鸝式屬釀
二零一三年－月十日下午·車輛綸侈工場

約章計劃在機電工捏壇九龍灣鏮部舉行了 ｀ ..!,till鱸玉屮丑
簡單而隆重的啟動儀式。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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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大部分簽署了車輛綸絛工場約章的菜

界好友都撥冗出席，還有不少車輛錐慘技

工也出席了是次儀式·這場面令我感到．草

輛錀儐工場約章計劃和車輛技工自願註冊

計劌除了各墓」業界勞資雙方的認同外·兩

個計劃將能共同發撣相輔相成的作用·

~ 

此外·令人鼓舞的是，還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天（還輸）黎以德太平紳士以主禮嘉賓的身

份出席車輛錐侈工場約章計劃的啟動儀式·意味薈與汽車業界相關的政府部門，也諤同和

支持推動車輛維儔菜不斷提升殷務水平的意向·

政府在二零零七年首先推出車輛錐儔技工自願註冊計畫，至今已有超過八成綸絛技工參加

了自願註冊計劃。但是．妻提高整個車輛維絛粱界的雇務水平和專業形象·除有頽車輛錀

修技工的糟湛技策和專業知識外」量要事輛錐侈工場東主的配合才能夠達到目標．事輻綸

慘工場約章正是l頂慮這個方向而推出·

根據＜享輛錀修工場實務指引），享輻綸修工場不單要兵備與業務相關的適當維僂設備和

工具·還要配合職安撻、消防」環保等方面的要求·同時妥善保存車輛錐傕記緑·聘用註

冊維僂技工和給予賚蹶及時問支持技工f]持續造修才是升其專業能力·這不但令技工的錐

修技術己客戶屆務質妻寸安全認知以及東主的企業責任等得以提升，工場的日常營逼還會

更暢順，從而擬高營業額和消費者的信心蔞為車輛錐脩工場 4 技工和消費者締造三贏的局面·

提升服務質紊或專菜技循對每一個行業來説都是成功的基礎。車輛維儐工場約章計畫境時

雖然尚在起步階段·還有一段漫長的路去磨合和取各業界的持續支持才能達到最終目標．

但希望車輾綸修工場東主和技工能夠互勉互勵·共同努力提升競爭能力和專業形象，使

車輛維儐行粱可以再生蓬勃，贏得業外人士對車輛綸絛菜界專粱地位的尊敬和方定·

文婉玲

鸝，温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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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泅
楓電工程署至今已收到約300多間享輛綸修工場申請參加約章計畫．成功申請的工場有

220間。另外，本謩已向參加約章的綸修工場派發「軍輛籬絛工場約章證書」及「軍輛綸

儐工場約章欖誌」，以在工場內展示·方便顧客識別·

。転戶竺．；主
^ 

。
l1 芒

證·及範）章縹誌n 公眾可於楓電工程署網頁査閲「車輛綸僙工場的章」簽署者表列名翠及其提供的服務顗別
等資料· （約章資料： http:l/www.emsd.gav.hk/emsd/chi/sgi/vlntry_vm~_chrtr.shtml)
（約章簽謩者表列名單： http:I/www.emsd.gav.hk/emsd/c;_download/sgi/CharterWorlcshop.pdf)

n 由2013年1 月 1 日開給．凡申請續覇的注罹技工．必須隨申讚表一併提交持續專業進絛記綠

證明文件（例如出席證書或公司內部培訓證明文件等）的副本。為方便註冊技工記綠有關

培訓潰料．檐電工捏罩網頁備有「持續專菜進絛記錄表」可供下載。已填妥及簽蓄的記錄

表可獲接鈉為證明文件·

（持續專業雉慘記錄表； http」'/www.emsd.gav.hk/emsd/~downloa西i/CPD_record_form.pdf )

U (RVM通罰）每年一次的測鹼匿目已隨今年四月的特刊付上，測驗範圜請參考已出版的各
期逸訊．答對4至6題可獲確認1小時的持續専業進儐時歐；答對7題或以上可獲確認2小時

的持續專業造慘時歙·持續專業造侈測驗是目已臃特刊付上·註冊技工可於機電工程署網

頁下載； httpJ/www.e兩d.gav.hk/emsd/chi/sgiAlmrsJJub_n的'shtml

（溫馨提示：裁止日翔2013年12月 31 日） • 

日 縵電工程續將於7月24日晚上7時至9時30分於荃灣大會堂舉辦「持續專菜進儐」講廑·對
象是尚未續蝴的註冊車輛錐儐技工·目的是幫助他們為其註冊續期·讀座內容包括持續専

業進修約要求」糙圍和內容．以及如何使用「持續専菜進絛記綠表」。是次講座亦會介紹

本地及內地汽車綸修技術及壼風概要·

2012年鸕.....観工人鸝

鱸n 實料來自汽皐葉図11鏮委員會勾12年的人力調查囑告·

鼬.....鑪工人．（．畫2012•12J1)

9,420A 。

7,373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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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工蠣約章顾匿

鷗住崛 tt1 章
整専有驍樟

!!!...~1823 
www.emsd.gov.hk 

背景：（黃師父與蛇仔略在緯絛工場的對話）

黃師傅：囑·蛇仔明·停手 1 你啊良纖鸝乜囑？

厝麿閾瓚，薫羣鬟羣磁還匱閾凳蠹＇損個「火牛」．

^ 
薫頲屢：节亂囑呀·好彩諷巋蟲啫．
如果唔佩你＾鬮咗大損囑！ 丿

蛇仔唄；（好委風）袞好心幫坏手啫·乜野事咁暈．呀·

蠢譬霑己棗＇毒圉蠢瞬，雷瞬霍得墨蠢:霜息'
蛇仔明；噝到 0 不遏你虞日邨詣汽事·池得12伏之囑，瑨鼬薑喎·

黃師鱧：蠹可以一本鼉．扉頸老呢？呢菜氥電鸝享·囉緝

，雯庄踩開笠．全 T`，m·"死人．好危險嘅．
蛇仔明；咁點先知但碸高薑定低厲呀，

憙星圍 ·(,~E~E,僙｀｀＇冧；嗌墨:'櫺隘:畫龘三你i 
护UH,',` '因乩乩扭i\，a

蛇仔明：噻·黃師爐·你真孫叻呀，所以涵鼠你學囈
氣環嗜 1 而家點釁僙呀？

黃師傳；唔鸝亶口乖． l 等纖葦檐敎你慮 I

薑埤各位同棄投讀和抒蠻量具·妄薑心晝及量出問■· 黎志華

蠣，温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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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瀘事輛鼱尾氟污染控鬮灣談（一）
鸝．
保護環境是世界各地近二十多年來的熱門話題·除了電廠等固定排放蹶外·車輛尾氣等

流動排放源對路邊空氣質素的影書亦起羞重栗作用·

汽事製造商不斷同發不同的技憤使廢氣中的污染物濃度降低．以滿足日趨嚴篷的排放標

準。從柴油車輛的廢氣排放法規演進過程中發現，掀粒 (PM) 和氮氬化物 (NOX) 是

主要的監管對象（表一）。

．禪年份 薑顰囑瀛 瘋粒［g磾h] [g/kWh] 氧化|蠅［粒kWh] 備注

0.612 8.0 >85KW 1992 I 
0.36 8.0 >85KW 

1996 0.25 7.0 
II 

1998 0.15 7籌。

2000 Ill 0.10 5.0 
2005 IV 0.02 3.5 
2008 v 0.02 2.0 
2013 VI 0.01 0.4 8 X 1011 

表－．重型柴油車廢氣的歐盟標準

PMIll頁OZ鸝■■IIIJIII黷..
PM的危害儼重程度與其體積大小相關。膿積愈小·愈能深入肺部組織·引起的鐽糜問題

更嚴重。禮檟較大的PM可較快地沉穰在地面·加上鼻毛的過瀘作用·影·健縻的風險降

低．但會較廠重影書視野。當PM小於10歙米(PM10)時·被吸入後可停留在支氣管和肺

部而影響鐽縻。若小於2.5欲米(PM2.5) •便能滲透到氣禮交換區域·而夏被細的PM ( 
<100nm) 更可通遏細胞膜。 PM的濃度亦是大氣環境中出琨陰量現象的其中重要因素·

大氣中的NOX基本上是無色無味｀濃度強而時有刺鼻感，可使哮喘惡化·溶於水時可形
成硝酸。當它溶入大氣中的水分便成為酸雨·損壞祠木和森林的生態系統。

言學霾霞．，葦黷量·
PM的董生·主要是燃燒條件不理想和燃料質量低劣所致。氮氧化物是因燃焼温度高和時

間長而形成。將燃料高壓噴注，配以楞確計量，於適営時誾嘖注是提高燃燒效率的基本

因素。 PM的髖禛和歙量會因較高的燃燒溫度而顯著降低。然而．在提升發動饑輸出功率

的同時，會產生更多NOX· 由於這兩臚污染物的形成條件恰好相反·卓輛必須配備不同

的裝置以分別羹理這鬲糧污染物·

囑敏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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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 皐囑鈤蕻mmm已拿懵鶿植工註儒的賓求量步收鸝·在不久的藹來，蠣緘風翥 (M) 、
.::r.臟礱（E) 和事裊厰壽 (B) 的類註冊申．，下引囑項註岡稟董徂可覦．葷蹴涓？n 最少10年近期有礴工作誣臟
m 相層技工證書或更高資格十最少5年近翔有囍工作鏈籤

。 逞過沌E菓勣l鍊委員會舉蠻的技能測鹹
Ii] (A)及(B)

Q2 「直囑鸕幘工壇幻章」的氥鼴是；

囚 齟主琨個章·整亨冇慌張

m 懿住琨個章·整事有保障
口 鞨住工場呢個章·汽皐錐侈有保障

曰 儼守約章保質景．皐主挑選有門蹭

Q3~:r.禋．纂檐 嶋上7時至9時3O分在芸責大·童皐蠻「持·專菓薫情」籌扈·

囚 8月 14a m 8月24a 囯 7月14 日 囯 7月24日

Q4根鑪．璽5鑽蟀放．拿，．畫．囑纂啟的豔浮匿子(PM)J::.II為：

EJ 0.25g/kWh [] 0.1頤磾h 囯 0.02g/磾h I] 0.01gl關h

Q5 楫鑪·! {UNECE) 及臭IISAE所訂的．拿·電圖軍內蔚富薑電正霎用薑亶篔色？

n 紅 口 橙 因 責 囯 紘

譬缸鷈滋 ••••••••••••••••••••••••••••••••••••••••••••••••••• 
黷填匽下列裹檯及·111正鼉笞棄·以．真蓽．璽方式送交·幗鸕暈庄儼鎰(·真； 3521 1`｀蓽
．蔘： vmruOemsd.gov.hk) ｀止m珂： 2013年6月 101:1 • • ·:·一，＇－ 妞名A. B. C. D. 

A B. c. D. 車輛維修技工註冊號碼； VM

3 A B. c. D. 電郵頲：
4 A B. c. D. 
5 A. B. c. D. 聯絡電話：

轉昊黃可蔞纘芙紀念品Z份·名黷共十價·著全鄒詧章正韁妁．鴆黃醯遏十名·颺以抽．方式決

定轉·滘·
－只隕有玟的註11B享輛鑰倩技工壘加．每人每期可曇加一次·

一筆素以事幗讎倩註IIBIII的決定為準·
一正磗答案及得獎名夏·在下羆＜即M邋翦）公布•:$輛鑰幗注冊緝亦．價別噩知得獎者·

RVM矚氥璽4.1,．圜畫鑪臬公亨

笞寅全鄯膚量及以抽．方式量出的十位靄臭耆；
李值鱷 (VM0023268) ｀孛志彅 (\JM0014753),
責蠣贏 (\JMOO認391) •貫炳當 (\JMOOB缸59) • 
岑圜超 NMOO07111)4R季佳 (VM0093742) • 
J1!11志彊 (VM0033459) ·貴志偉 (\JM0099633)'

B I D I 冥鑕震 (\JM01031歸）·漕毚芬 (\JM0037182) • 
蠣，温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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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另糧血疊 「J\J 叩名」訂」四）

I 培訓蠣構名稱 綢址 査詢電話
http:I/www.f acebook.com巫eahk

2013年8月及9月課程現已招生·內容包括環保電動汽車電力系統

交遍事業從業員協會
運作｀全氣動制動系統運作、變速箱的演變及新維修技術的應
用 、 歐盟四型及歐黒五型動力系統運作的基本原理、怎樣透過上

網搜尋車輛維修技術新資訊及智能制動系統運作的基本原理，詳

憤譜瀏覺以上網址或致電查詢。

卓越培訓發展中心

（汽車業）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

香港汽車修理

同業商會

香港汽車維修業

偏員總會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

（交通及支援服務）

警運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會）

http:I/www.vtc.edu.hk/vtdweb/template/yc_course.jsp ?fldr _id=45 
8&1ang=tw 

http:I/www.hkimi.org.hk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與荷蘭Electude公旬合作的一系列e-Learning
綢上汽車培訓餜程，每月開班。其間會有網上導師指導並評核。

學貝完成有關諜程後，可獲頒發持續專業進絛證畫 ，詳情請瀏覽

以上網址或致電查詢。

http:l/wwwhkvrma.com.hk/training/index.html 

http:l/wwwVrUnion.hk 
25/8 :混能及電動車電力安全措施

13-14/10 :汽車電子零部件量度測試

http://lvdc.vtc.edu.hk/publidSusCourseList.aspx 
課程現已招生，內容包括引擎測試儀的應用、石油氣弓I擎燃料噴
射系統維修、汽車和組件的構造及基本應用、汽車電子應用、車
身局部修補（板金｀噴漆）技巧及基本汽車電學知識，詳情請瀏覧

以上網址或致電查詢。

25755544 靄

2449 1310 

酈
薑
鼴
疇

3759 0758 9997 5796 5937 299O 6339 2223 

http:I/wwwsoe.org.hk/events.asp 3188 0062 鼴

瀛．蠅示
請密切留意每期通訊內容·它有助你了解註冊計劃的進展．取得持續專業進修時數及提升服務水平。

每期通訊內容可於機電工程署網頁下載： http:/./wwwemsd.gov.hk/emsd/chi/sgi/vmrs_pub_news.shtml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機電工程署車輛維絛註冊組聯絡

（傳真號碼： 3521 1565 、電郵地址： vmru@emsd.gov.hk 、電話： 2808 3867 或致電政府熱線1823)

·嶋晝..盧員
王德燊先生（總編輯）、馮明港先生、黎志華先生、廖達明先生、王耀光先生、文婉玲小姐、戴德中先生及羅高明先生

一般法例部 國 蠣電工程署
香港九龍啟成崔3號
General Legislation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3 Kai Shing Street,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808 3867 傳真 Fax: (852) 3521 1565 
網址 Website: www.emsd.gov.hk 
電郵 Email: vmru@em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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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維恪技術諮詢委員會議決舉辦註冊車輛維絛技工襟章／袖章設計比壹

目的
設計具代表性的操章／袖章·議市民能更易識別車輛綸修蛀冊技工，提高其專業形象，為

註冊計畫增值。

參賨方法
參晝者必須提交A4大小的彩色設計圖．並填上註冊技工姓名｀編號及聨絡電話·於

2013年8 月 30日或之前以電募或甄寄方式送交事輛雄絛注冊組。

（電蒭； vmru@emsd.gov.hk 地址：香港九籠啟成街 3 號譏電工程署總部大檁）

參賨資格
參責者必須是註冊車輛雄絛技工．

評審及結果
車輛緯侮技術諮詢委員會組成的評審委貝會負責評選參賓作品．結果預計於在下一期

(RVM) 通訊內公布。評審委員會將擁有所有得獎作品的版禱·並有癢就任何得獎的設

計作出儐改·而事前無盡諮詢作者或取15作者的同意·評審委員會保留楯利使月及不使

用任何得獎作品·用作宣傳之用·

獎項
頑奬 蛐 1 名 ($3,000禮券）

二獎 蛐 1 名 ($2,000禮券）

三奬 蛐 1 名 ($1,000禮券）

優異獎蛐 10名 ($300禮券）

查詢
電話； 2808 3867 / 3155 4527 

（所有參責者完成比賨後可蔞轆譎3小時的搭．專業進櫞時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