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矚鱸直···懵任董．是（矚·)
靈以簣太平轉士責鸝

妥善綸靼保養車輛能有效防止意外發生，有助提高道路安全，減少空氣污染。困此，
政府－宜都注重車輛綸絛的發屋·並以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方式·積極推動車輛維

僙業不斷提高服務水平·

政府在2000年露業界瑄議成立了汽車維修服務工作小組，探討如何規管車輛綸絛及

提高服務水準·得到菜界昔遍簣成以按部就班方式推行自願註冊計鼬·及訂立實務守

則。政府考盧過業界意見後·認為以自願怯及約章來鼓勵業界自律 4 持續進侈森改荅

服務·是推動車輛維修菜發展的良方。委員會在2011 年初提出了新的發展方向·包

括為技工註冊計劃增值以保持高註冊寧·和推出工場約章計畠繽僱主共同參與。至

今，已有100多家車輛維僂工場簽署約章·承諾道守（車輛錐修工場實務指引＞。

委貝會達讓·如工場約章計劃反慮理想·下一步將推出「車輛維絛工場自願柱冊計

劃」。政府十分支持這個發展方向·並會向續電工程罩瑨撥資羱·支援計劃的執行

和宣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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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幗..工·的章鸝鸝臭矚
..:c. 畫....帆太平轉士．鸝

「車輛維修工場約章」計罽自去年六月推出至今已有100多家工場參與。約
章標誌是車輾綸絛行業的品質標記·簽署約章的工場可獲發證書·及將約章標誌放

在當眼虞·方便顧客讖別。市民大眾可以登入鶘電工程署網頁，査閲已簽署約章的

工場名罩蔞作出精明的消費還攘。

事實上·政府早於2000年已開始與菜界探討本地車輛錀修菜的規管事宜。經過多番

調査硏究和磋商·決定以自願方式先為卓輛綸倬技工進行註冊。卓輻綸僙技循諮詢

委員合於2006年成立·就車輾綸儔技工自願註冊計劃向政府提供意見·「車糰維絛

技工自願註冊計劃」自 2007年推出以來反應理想·至今已經有超過七千多名汽車綸

修技工註冊．高達技工總人歙八成。

要提升草輛錐儐菜的整饅水平｀不能夠單靠技工註冊·維絛工場的技術瘺營運和服

務也必須互相配合。因此委員會決定推出「事輛錐侈工場約章」計劃·以達致全面

提高業界水平的理念。機電署合繼續透過商合、車輛錐修註冊技工｀網頁和傳媒發

放的章的信息·安排親荅大使走訪阜輛綸修工場｀向負貴人講解約章內容，期望有

更多車輛編傣工場簽壇約章·加入優質服務行列。

蠣霏和國



車輛籬絛工場約章計劃．是政府近年為提升本港車輛綸絛棨服務水平而推出的措籠之一·政府

希望以循序漸進 4安部就藍，並容許多穫還揖的方式·讓車輛綸恤業提高服務水平·

為了提升車輛綸修服務質素·機電工程署在二零一三年一月十日於擴電工穏署總部舉行一個簡

翠而楂重的工場約章啟動典禮。出席壼賓包括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畫長（運輸）｀機電工程署署

長 Jm計獻參技術譜詢委員會委員及軍輛籬儐工場代表。軍輛綸慘工場的章正式啟動後．希望

大家囘心合力提升香港軍輛錀絛工場的脈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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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三 一三
承諾這守（皐輛綸侈工場實務指引）的栗求營運工場羕務的工場

力成汽車綸修有隕公司 挑戰者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邏新汽車服務公司

三星汽事有限公司 科程汽事工程有隕公司 邏明汽皐慘理

大目實暠行汽草慣利洧艮公司（九釐灣）美聯汽車緝恤 達友汽車服務

大且實易行汽皐t置利洧艮公司（簣鹽洲）飛帆汽皐臟務公司 達利汽皐有展公司

中田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汽車會 贏御汽車服務

中雲·力有限公司 香港飛蠣工捏有隕公司 嘉蹋事扆

友曝汽車風務 香港電燈有展公司 榮英鴻記汽車儘理公司

永仕貿易鶘祿工埕有限公司 恒信汽事公司 豪薴皐房

永強汽車風務公司 高進汽車風務 糠生（廣素）汽車侈理公司

田灣汽玄臟癌 高雜汽皐臟憙有限公司 鏢利汽皐服務中心

合信車房 偉明草房 糠諴行汽草有隕公司

合造汽車右限公司（九霏灣） 偉鏵．單阜行 毅勁有限公司

合造汽草有展公司（磷搪洲） 培記汽車儔理電池電器冷氣 鶘草文化

合養汽車有限公司 專業焗油綸慘中心有隕公司 鶲璽工穏暑4」丶濠灣車輛鑰絛站

合眾汽事服務公司 景誠汽皐儔理冷氣電器 繼電工程蕢－屯門事輛綸侈站

利埜汽車公司 強記車房 續電工程暑專輛工極分瓠（九籠灣）

志恆皐身飆務 震成事行 蠣電工捏續45Ill事輛鑰慘站

快達汽車服務司 提咸車房 機電工逞署乓矜巷車輛鑰釐站

汽皐城 毚高汽皐臟蕎有隕公司 盧強汽皐修理

車專業服務有隕公司 遙力汽車公司 鑲運汽車公司

亨薴汽亨飆務有隕公司 適利．單皐服務中心 嘮合的士服務公司

京華汽車情理服務 富華汽草有限公司 曝孚汽車服務中心

其土汽玄臟憙中心有限公司 森記汽皐儔理服務中心 噸鋮汽皐修理有跟公司

其昌汽草風務 藻堡汽草有限公司 鰮山的士（鑰惰）有展公司

協成汽車臟務有隕公司 皓喬汽車有限公司 蒙堊汽車服務公司

忠成汽享服務公司 華利汽事服務 鴻業汽皐鑰侈中心

嘛鼱畸賾 酞范賾 闞庫慘理畫

烹榮汽事鳳務有隕公司（九龍灣）超卓汽皐臟癌公司 糰興汽皐侈理中心

柬榮汽車服務有隕公司(.I:.環） 推利民科技有跟公司 歴迅汽車有跟公司

泅海汽事飆務 新力汽事儔理 這犧工作室

長江汽車儐理公司 新力勁車行 K. T.MOTORSUMITED 
南區汽事臟謗中心有限公司－火炭節驛筧42士嚴翥栩良公取剧富道叩訇 Nn快速汽事纜理圍環）

瑊巴有限公司（小濠灣車廠） 節世界氦~ N田夬速汽車護理儔瓖9

城巴有限公司（柴灣玄廠） 新生汽事工程 UEELlD缸鷗）

威木工作室 新成汽車公司 UEELlD(粉裏）

羣戀汽玄貿湯 新新全記汽亨儐理公司 U.E.E(HONGKON卻M而以紅鴯）

恆昇行汽車錀侈 瑞目系統有限公司 U.E.E.(HONGKONG;tlM四以粉嶺

。 tt: 卒上已符合 <Mil•工叩宣翥擯引）的童求m..抜擯31書遲的工場 缸訌至2013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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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輛編儐工場約章」與較早前推行的「事輛技工自願注冊計劃」是相

輔相成的·約章計劃推行以來有很好的成績，逐漸得到菜界的藹同，我

希望更多香港的中小型汽車綸絛工場簽署約章，屆時便可發展至成熟的

立法階段·提高業界股務水平。..................................................... 
`l,i``ZL'it.L：lJ"」J,｀旦出正LLU工．， ／，｀，丑上，
「車輛錐絛工場約章」是推動汽車錐修發展的其中一步，我們由2006年

開拾部壇相關計劃·首先推出事輛編修技工自願注冊計劃，至今有接近

8,000名技工註冊·我們相信·要提高粱界嚴務水平·不能軍靠技工．也

必須有車輛錀儔工場東主的配合，因此再推出「車輛綸絛工場約章」 , 
鼓勵工場承諾按＜宣務指引）來營還．不罩據升鑰修技術·收費也要

合理瘺具透明度·讓消費者更加稱心滿意。..................................................... 
`I',n.` `:rJ'Il1L'I t,1'11,n;,．:'＂!，謩
由於業界尚未有發牌制度·現時部分汽珥綸絛工場的規模較為薙亂，故

簽署「車輛綸儐工場約章」對粱界是好事，能優化及改善葉界的維慘水
平，並添量各穩合乎規格的設備·我也會經常呼顳其他同業，盡早簽

著「車輛緯傳工場約章」 I......................................................... 
令-

籬

`'2上月， IlU ,``··lI,1Jd平，，
較早前·楓電署推廣「車輛技工自願註冊計劃」時·我已鏈立即註冊．在

業界取各專業地位。在鑰絛汽享工作上·新的電子零件孓技術不斷出

親，而技工續牌陳件是盡持續進傕｀對提升技工能力有很大幫助·因

此·我十分贊同「草輛綸絛工場約章」 ，透逞承諾遵從＜實務指引）．

必定能提高業界服務水平。..................................................... 
,｀J,UJll,` T̀■l-l;r,r.l;.l;r.L.t.1,LH油． ll. ＇:ru」平'2
參加比賓前，我贊參加一些與「車輛維絛工場約章」有關的講座·加

深了這方面的了解。我很憂幸自己的僱主很支持技工持續進儔·撥

出資源及時間·讓我們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 ,L,l1'"':`̀rA· t,,̀ 'l,i''E,l.f,`,r.u, 
各知這次比謇鼉目與綸慘汽事有闞，所以我特意瀏覺犧電罩的網頁，找

到一些錀僙汽車零件的素材，將他們砌成一個心形，代表以一順熱誠的

心，為市民帶來更加優質的維修汽車服務·

鸝，温 國

、、、＇.., 

`` 



I 培訓檐構名稱 綱址 査詢電話

交通事業從業員協會

http:l/www.facebook.corn/tseahk 
2013年3月及4月課程現已招生·內容包括環保電動汽車電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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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四型及歐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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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

譜瀏覺以上網址或致電查詢。

25755544 霆

卓越培訓發展中心 http:l/www.vtc.edu. hk/vtc/web/template/yc_course.jsp?fldr_id=45 24491310 
（汽車業） 8&1ang=tw 

香港汽享工業學會

香港汽車絛理

同業商會

香港汽車維修業

偏員總會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

（交通及支摸服務）

警運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會）

温．蠅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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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汽車培訓課程，將於本年1 月至6月期間，每月開班。其間會 2625 5903 昱嘉函囘
有網上導師指導並評核。學員完成有關課程後，可獲頒發持續專 回蓋8i
業進絛證書，詳惜諳瀏覽以上網址或致電查詢。

http:l/www.hkvrma.com. hkltrai ning/index. html 2399 7977'謩

回：回
http:l/www.VrUnion.hk 2393 9955 嚀

http://lvdc.vtc.edu. hk/pu blidSusCourselist.aspx 
課程現已招生，內容包括引擎測試儀的應用、石油氣引擎燃料噴

霄龘蝨雪霏翌亡翌上;:［二:: 3907 6789 璽
以上網址或致電查詢。

http:I/www.soe.org.hk/events.asp 3188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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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wwemsd.gov.hk/emsd/chVsgVvmrs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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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議．
王德燊先生（總編輯）｀馮明港先生、黎志華先生、廖達明先生、王瘟光先生、文婉玲小姐、戴德中先生及羅高明先生

一般法例部 國 楓扈工程署
香港九龍啟成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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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VM 通訊》每年為註冊技工按排一次測驗，測驗範圍請參考已出版的各期通訊。註

冊技工須將填妥的回條送交車輛維修註冊組以便評核，而每名註册技工最高可獲確認

2 小時的持續專業進修 (CPD) 記錄。 

2012-2013 年度 

持續專業進修測驗問題 

1. 「車輛維修技工自願註冊計劃」下，註冊的有效期為： 

A) 2 年      

B) 3 年 

C) 5 年 

D) 10 年 

 

2. 當首個「註冊車輛維修技工專用印章」在使用一段時間損壞後，註冊車輛維修

技工應該______________。 

A. 致電機電工程署要求補發 

B. 往機電工程署購買一個新的印章 

C. 根據印章的規格，自費及自行訂做一個新的印章 

D. 從此放棄使用「註冊車輛維修技工專用印章」 

 

3. 下列哪項並非使用「註冊車輛維修技工專用印章」之目的？ 

A) 符合法例的強制要求 

B) 讓社會各界更易辨識車輛維修技工的註冊身份 

C) 進一步提升註冊車輛維修技工的地位和專業形象 

D) 作為註冊車輛維修技工所提供服務的專業認證 

 

4. 註冊車輛維修技工於續期前 3 年內，需要累積最少________小時的持續專業進

修記錄及提供有關的證明文件副本? 

A) 10 

B) 20 

C) 30 

D) 40 

 

5. 註冊車輛維修技工可向「RVM 通訊」編委會投稿，投稿一旦被採納，可獲確認

_________小時的持續專業進修時數? 

A) 1 

B) 2 

C) 3 

D) 4 

 



 

 

6. 下列哪項活動，並不被接納為「持續專業進修」？ 

A) 僱主提供的在職培訓 

B) 為汽車業而設的產品推介活動 

C)   專業學會、汽車業界聯會或工會所舉辨的課程 

D) 同業間的互相探訪 

 

7. 要成功申請成為「車輛維修工場約章」的簽署者，公司內每項服務類別最少應

該有______位註冊車輛維修技工提供服務? 

A) 1 

B) 2 

C) 3 

D) 4 

 

8. 申請成為「車輛維修工場約章」的簽署者，公司負責人須承諾: 

A) 最少僱用 3 名註冊車輛維修技工 

B) 工場有固定上蓋的地方，面積不少於 100 平方米 

C) 按照《車輛維修工場實務指引》的要求營運工場業務 

D) 購置《車輛維修工場實務指引》中，附錄 B 列出的所有裝備和設施 

 

9. 下列哪一項並非專項服務〔S〕的分類？ 

A) 車身噴漆 

B) 空調工作 

C) 電單車維修 

D) 車身裝嵌工作 

 

10. 下列哪項文件，並不需要於遞交「車輛維修工場約章簽署者」的申請表時，一

併提交? 

A) 商業登記證的副本 

B) 工場負責人身份證的副本 

C) 公司內註冊車輛維修技工的註冊證副本 

D) 顯示工場固定上蓋的 4R 彩色近照 

 

 

 

 

  



 

回條 

2012-2013 年度 

持續專業進修測驗問題 

 

送交：  車輛維修註冊組 

傳真號碼： 3521 1565 

電郵：  vmru@emsd.gov.hk 

 

評核要求： 

題目共有 10 題，答對 4 題至 6 題可獲確認 1 小時的持續專業進修時數，答

對 7 題或以上可獲確認 2 小時的持續專業進修時數。 

 

參加辦法:  

請填妥下列表格及圈出正確答案，以傳真或電郵方式送交車輛維修註冊組

收。註冊組將會於稍後回信確認各參加者所獲得的持續專業進修時數。 
 

 

題目 答案 
  

1 A. B. C. D. 姓名:  

2 A. B. C. D.   

3 A. B. C. D. 車輛維修技工 

 註冊號碼: 

 

4 A. B. C. D. VM 

5 A. B. C. D.   

6 A. B. C. D. 電郵地址:  

7 A. B. C. D.   

8 A. B. C. D. 聯絡電話:  

9 A. B. C. D.   

10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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