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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	建議的做法

水 務署供應的食水，完全符合「香港食水標準」。

然而，用戶亦必須持續妥善地維修樓宇食水系

統，以保持食水的良好質素，同時避免或減少供水故障。

按照水務設施條例，食水系統須由註冊用戶(即客戶)或	

註冊代理人	(即業主立案法團或樓宇管理公司)	負責維修。

由於部分註冊用戶和註冊代理人不知悉這項規定，故造成

樓宇食水系統失修，導致食水變黃或不潔。此外，水管

堵塞或破裂會導致水龍頭供水微弱或中斷。在水管漏水	

情況嚴重時，更會導致天花板或牆壁滲水，對他人造成	

滋擾。附錄1載有部分供水問題的解決方法。其實，為防患

未然，註冊用戶和註冊代理人必須定期檢查食水系統、	

定期清洗地下和天台貯水箱，並在發現問題時，從速作

出糾正。附錄2載有一些妥善和不妥善處理食水系統的	

例子，以供參考。

此「食水系統維修指引」望能提供一些如何妥善檢查和維

修食水系統的意見給註冊用戶和註冊代理人作參考之用。

2.1	 清洗貯水箱
樓宇食水系統通常包括地下和天台貯水箱各一。	

註冊用戶或註冊代理人應定期按正確程序清洗所有

貯水箱，以免積聚污垢或鐵銹等，導致食水變黃。

(i)	 清洗次數
一般而言，地下和天台貯水箱應至少每三個月清洗

一次，必要時需要更頻密清洗。

(ii)	 清洗貯水箱的準備工作
清洗貯水箱前，註冊用戶或註冊代理人應：

(1)	 把清洗工作編排於較少住戶用水的時間進行，

盡量減少對大廈住戶造成不便；

(2)	 在樓宇當眼處張貼告示，通知住戶有關清洗	

水箱的日期和暫停供水時段，提醒住戶在清洗

水箱前後要注意事項(例如緊關所有水龍頭)，並

提供緊急聯絡電話號碼；

(3)	 查核清洗水箱程序是否符合有關法例規定，	

例如香港法例第59AE章《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

空間)	規例》的規定；以及

(4)	 聘請能勝任清洗水箱工作並熟悉有關程序的	

人士或代理人清洗水箱。

(iii)	 清洗貯水箱
	 就清洗程序的詳情，請參閱附錄3。

(iv)	 事後檢討
就有關清洗水箱的過程和工作程序，註冊用戶或	

註冊代理人應於清洗工作完畢後作出檢討，並就	

清洗工作所遇到的問題及接獲的投訴對住戶作出	

適當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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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的做法

2.2	 檢查食水系統

(i)	 檢查
	 定期維修食水系統有助確保食水系統能夠運作順

暢。及早發現和糾正食水系統問題，亦可避免供水

突然中斷，更可延長食水系統的使用年限。

	 註冊用戶或註冊代理人應備存最近期的食水系統設

計圖則記錄，以便檢查食水系統及於緊急時使用。

此外，註冊用戶或註冊代理人應至少每三個月聘用

合資格人士(例如持牌水喉匠、屋宇裝備工程師或屋

宇測量師)檢查食水系統，有需要時可增加次數。有

關食水系統部件的典型檢查核對表已載於附錄4，以

供參考。合資格人士應遵從生產商的建議或指示對

水管、配件、水泵、減壓閥、水龍頭和其他閥掣等

進行預防性維修。如在檢查期間發現任何問題，應

立即予以糾正。

(ii)	 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是指根據《水務設施條例》持牌以	

建造、安裝、保養、更改、修理或移動供水系統的

人士。有關持牌水喉匠的名冊，可瀏覽水務署網址

	

	 就食水系統而言，註冊用戶或註冊代理人應聘請	

指定人士1(例如持牌水喉匠)進行下列工程：

	 (1)	 安裝有關水錶的水管工程；

	 (2)	 安裝須具備防回流設備的用水器具；以及

	 (3)	 安裝或移除會影響食水系統供水效率的水管及	

	 裝置。

除指定人士外，任何人士在樓宇內進行食水系統安裝或	

改裝工程，均屬犯罪。然而，經水務署認為是性質輕微的

食水系統更改或修理工作，無須指定人士進行。性質輕微

的食水系統更改或修理工作包括修理漏水的水管或裝置和

更換水龍頭的墊圈等。至於所有使用軟焊方法連接銅喉管

的水管工程，必須先取得水務監督的書面許可，並須由	

指定人士施工。

2.3	 水管更換工程

食水水質會受食水系統狀況影響，而後者又往往與樓宇的

樓齡息息相關。自1995年12月起，新建樓宇的食水系統

或現有樓宇的水管更換工程，均禁止使用無內搪層鍍鋅

鐵管及配件。因此，於1995年後落成或更換水管工程的	

樓宇均已採用耐腐蝕的水管。這類樓宇因水管生銹產生的

食水變黃問題並不常見。

註冊用戶或註冊代理人如果遇到因水管或有關	

裝置出現銹蝕而引起的水質問題，應考慮拆除	

銹蝕的水管，換上新的水管。如要進行水管更換	

工程，註冊用戶或註冊代理人應先取得水務署的

批准，方可進行水管更換。

屋宇署提供「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的貸款，其目的是資

助各類私人樓宇(包括住用、綜合用途、商業及工業樓宇)

的個別業主，以便進行改善其樓宇的維修工程，其中包括	

供水系統及水管更換工程。註冊用戶或註冊代理人如進行

有關工程而需要貸款，可循「樓宇安全貸款計劃」向屋宇

署申請。

水管物料的選擇
食水水管系統使用的喉管及裝置均須符合最新版本的	

《樓宇水管工程技術要求》所列載的有關標準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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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sd.wsd.gov.hk/esd/aws/

licensedPlumberDirectory/init.do?pageFlag=

1&USER_LANG=LANG_TC

https://www.wsd.gov.hk/tc/plumbing-engineering/

requirements-for-plumbing-installation/technical-

requirements-for-plumbing-works-in-bldgs/index.html1	 就指定人士的定義，請參閱第102章《水務設施條例》第15(6)條

https://www.esd.wsd.gov.hk/esd/aws/licensedPlumberDirectory/init.do?pageFlag=1&USER_LANG=LANG_TC
https://www.esd.wsd.gov.hk/esd/aws/licensedPlumberDirectory/init.do?pageFlag=1&USER_LANG=LANG_TC
https://www.esd.wsd.gov.hk/esd/aws/licensedPlumberDirectory/init.do?pageFlag=1&USER_LANG=LANG_TC
https://www.wsd.gov.hk/tc/plumbing-engineering/requirements-for-plumbing-installation/technical-requirements-for-plumbing-works-in-bldgs/index.html
https://www.wsd.gov.hk/tc/plumbing-engineering/requirements-for-plumbing-installation/technical-requirements-for-plumbing-works-in-bldgs/index.html
https://www.wsd.gov.hk/tc/plumbing-engineering/requirements-for-plumbing-installation/technical-requirements-for-plumbing-works-in-bldgs/index.html


2.	建議的做法

2.4	 濾水器或淨水器的使用
在樓宇地界接駁點前，水務署供應給客戶的食水水質完全

符合「香港食水標準」。只要食水流經樓宇食水系統時	

不受污染，實無須使用濾水器或淨水器。

註冊用戶或註冊代理人如欲於食水系統使用濾水器或淨水

器，應加以妥善保養，並根據生產商指引定期清洗濾水器

或淨水器或更換濾芯。濾水器或淨水器一旦保養不當，	

很容易會成為細菌溫床，危害健康。

2.5	 食水漏失檢查
註冊用戶或註冊代理人可按照以下簡單的自行檢查方法，

檢查食水系統有否漏失及浪費食水：

(i)	 把處所內所有水龍頭緊關。

(ii)	比較開始時及30分鐘後的水錶度數(如有需要，可用更

長的時間)，以察看水錶有否記錄流量。

(iii)	如果水錶在所有水龍頭緊關下仍錄得流量，這顯示	

食水系統可能漏水，註冊用戶或註冊代理人應聘請	

持牌水喉匠進行調查並立即糾正有關問題。

請注意，以上方法不能查出非常微量的漏水，例如滲漏。

如果出現滲漏，註冊用戶或註冊代理人應聘請持牌水喉匠

進行詳細調查並糾正所發現的問題。

為鼓勵業主盡其責任妥善保養其供水系統，	

水務署在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即水務諮詢委員

會的前身)的支持和贊同下，於2002年7月推行

了「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計劃名稱於2008年	

1月、2015年3月及同年12月分別更改為「大廈優質食水

認可計劃」、「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食水」及「大廈

優質供水認可計劃－食水(2.0版)」，標誌著本署推出新猷

以優化計劃。

儘管水務署供應的食水可安全飲用，水質還是會受到內部

供水系統的不同因素影響，例如食水水箱未有妥善清理，

或內部水管系統因水流停滯或使用不合適的喉管物料等	

原因受污染。就此，水務署按照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的	

建議制定以風險管理為本的建築物水安全計劃的指引和	

範本，供業主及物業管理人於其樓宇實施建築物水安全	

計劃，以保障食水質素。

為鼓勵業主及物業管理人採用建築物水安全計劃及對已	

實施建築物水安全計劃以進一步保障大廈食水質素的業主

及物業管理人給予認可，水務署在水務諮詢委員會的支持

下於2017年11月6日推出「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食水	
(管理系統)」的新計劃，將建築物水安全計劃的元素融合

至「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內。

計劃屬自願參與性質，而參與對象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

及物業管理人。本署會向合資格的樓宇頒發證書，以表揚

其採納建築物水安全計劃妥善保養內部供水系統。樓宇、

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管理公司的名稱會印在證書上，以示

嘉許。證書的正本或副本可於獲認可的樓宇內及在文具、

宣傳物品上展示，但須遵守水務署的指引。證書分為3個

級別，按照樓宇參與計劃的持續時間而定：

3.	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
	 食水(管理系統)及水安全計劃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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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請人在證書到期3個月後才遞交續期申請，本署會把

該申請視作新申請。證書屬水務署擁有，申請人必須於	

證書有效期內根據建築物水安全計劃持續地妥善保養該	

樓宇的內部供水系統，證書才會有效。

另外，行政長官在《2019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推出	

「水安全計劃資助計劃」為合資格私人樓宇業主或物業	

管理人提供財政資助在其樓宇起步實施建築物水安全	

計劃。計劃獲撥款4億4千萬港元，於五年內資助合資格	

申請人制定及實施建築物水安全計劃。

查詢
如對上述計劃有任何疑問，可透過水務署電話諮詢熱線或

傳真或電郵，向本署查詢。計劃的詳情已上載本署網站。

3.	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
	 食水(管理系統)及水安全計劃資助計劃

附錄1

故障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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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遇到的供水問題包括水質問題、水壓微弱及無水供應。

(1)	水質問題
	 食水應是清澈的，帶有非常輕微的氯氣味道，只有	

味覺敏感的用戶才會察覺。

	 有時，自來水會呈奶白色。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	

食水系統內氣閥抽進空氣形成小氣泡。這現象與水質

無關。當小氣泡穿破，食水便會再次變得清澈。

	 如果食水長時間滯留在銹蝕水管內，令食水中含有

極細微懸浮鐵銹而看似混濁帶黃。雖然食水的外觀	

可能欠佳，但因含鐵量極少，在大部分情況下仍適合	

飲用。

	 如果註冊用戶懷疑水質有問題，我們建議註冊用戶先

讓食水流走，觀察食水是否於片刻後回復清澈。

	 如果問題持續，我們建議註冊用戶應向鄰居查詢水質

是否正常。如果鄰居單位水質正常，問題便很可能	

出於註冊用戶的食水系統，註冊用戶應立即聘請持牌

水喉匠檢查水管系統。

	 如果鄰居亦有水質問題，註冊用戶應向註冊代理人	

查詢，看看是否因大廈水箱不潔或公用水管銹蝕

所致。如果註冊代理人仍找不出原因，請致電	

2824	5000與水務署客戶電話諮詢中心聯絡。

證書種類 持續參與年期 有效期
藍證書－新參與 －

2年
藍證書－續期 4年以下

銀證書－續期 4年或以上但不足6年

金證書－續期 6年或以上

電話諮詢熱線	 ：	2824	5000

傳真	 ：	2824	0578

電子郵遞	 ：	wsdinfo@wsd.gov.hk

網址	 ：	www.wsd.gov.hk

mailto:wsdinfo@wsd.gov.hk
www.wsd.gov.hk


(2)	水壓微弱
	 註冊用戶如果發覺水龍頭的水流微弱，

應向註冊代理人查詢，看看問題是否由

樓宇的工程、水泵或供水系統(如主控

制閥、水掣等)	故障引起。

	 如果問題並非由上述故障引起，註冊用戶可聘請持牌

水喉匠進行檢查。如果持牌水喉匠仍不能找出問題

成因，請致電2824	 5000向水務署客戶電話諮詢中心	

求助。

(3)	無水供應
	 如果註冊用戶的單位無水供應，應向鄰居查詢他們的

供水是否正常。如果鄰居的供水正常，問題便很可能

出於註冊用戶的供水系統，用戶應立即聘請持牌水喉

匠檢查水管系統。

	 如果鄰居單位亦無水供應，註冊用戶應向註冊代理人

查詢，看看問題是否因大廈公用泵水系統有問題或	

緊急維修工程所致。如果註冊用戶仍不能找出原因，

請致電2824	5000與水務署客戶電話諮詢中心聯絡。

附錄1（續）

故障檢修

附錄2

維修方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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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是一些妥善和不妥善處理食水系統的常見例子：

4 妥善做法 7 𣎴妥善做法

4 設有高井邊和
複式封蓋的水箱

4 設有自閉封蓋的溢流管

7 水箱箱蓋已損毀

7 無封蓋的溢流管

4 清潔的水箱 7 不潔的水箱



附錄2（續）

維修方法例子

附錄3

清洗水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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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妥善做法 7 𣎴妥善做法

4 妥善維修的水管 7 銹蝕的水管

4 適當的水錶箱 7 受阻礙的水錶

4 妥善維修及管理的水箱 7 不妥善維修及管理的水箱

清洗食水水箱指引

註冊代理人或物業管理處應每三個月清洗食水水箱一次。

1.	 在樓宇當眼處張貼告示，通知所有受影響住戶有關	

清洗水箱的日期和暫停供水時段，提醒住戶在清洗	

前後要注意的事項，包括關掉所有水龍頭，直至內部

供水系統清洗完畢。	

2.	 水箱屬於密閉空間，為保障工作人員的安全，應	

確保清洗工序符合有關安全法例要求，例如香港	

法例第59AE章《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的	

規定，注意貯水箱空間的照明、通風、氣體及個人	

防護裝備等方面的安全措施和要求。	

3.	 透過排水管及/或排水口排走水箱內所有食水。

4.	 用食水徹底清洗及擦淨水箱(包括底部、內壁、頂部及

水箱蓋底部)和進出水管。建議可用人工洗擦或高壓	

噴槍進行清洗。	

5.	 洗擦後把污水透過排水管及/或排水口排走，並清除	

水箱底部的沉澱物及其他雜質。	

6.	 使用每公升最少含50毫克氯的溶液*徹底擦洗水箱。	

調配溶液時應使用適當的個人保護裝備，例如膠手套。	

7.	 用食水再次徹底清洗及擦淨水箱，並將殘餘的氯溶液

和沉澱物沖擦妥當。

8.	 透過排水管及/或排水口排走水箱內所有沖洗用的水。	

9.	 重新灌注食水入水箱。	

10.	恢復供水後，通知受影響住戶打開水龍頭沖水2分鐘後

方可用水。

註:	 *若使用含有大約33%比重有效氯的漂白粉，只需在100公升的水中	
混入15克的漂白粉便可製成每公升含50毫克氯的溶液。除漂白粉
外，亦可使用市面上有售含5%(即每公升50,000毫克)至10%(即每	
公升100,000毫克)有效氯的漂白水調配，只需在100公升的水中混入	
100毫升5%漂白水或50毫升10%漂白水便可製成每公升含50毫克氯的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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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檢查者 核對項目 檢查結果 建議／跟進行動
供水系統
安排

註冊代理人 食水箱是否接駁到消防水箱？ 是。 這或會構成污染食水系統的危險，	
註冊代理人應立即申請獨立消防供水。

原先批准泵水系統有否改為直接
供水系統？

有。 這或會構成水壓微弱，應立即聘請持牌
水喉匠回復原先批准的泵水系統。

用戶水錶 註冊代理人
及註冊用戶

水錶能否如常轉動？ 開動水龍頭時，水錶並
無記錄流量。
或
當水龍頭的水流穩定
時，水錶錄得的流量	
起伏不定。

水錶可能有問題，請要求水務署安排	
檢查。

當單位內所有水龍頭均已關閉後，
水錶是否仍錄得流量？

是。 這是水管漏水的跡象，應聘請持牌水喉
匠檢查。

水錶是否裝放在水錶房或水錶箱內？ 否。 為避免惡劣天氣、下墮物件和其他不當
的外來干擾，應聘請持牌水喉匠把水錶
裝放在水錶房或水錶箱內。

水管 註冊代理人
及註冊用戶

喉管或配件是否安裝妥當？ 喉管或配件安裝鬆散。 這或會導致喉管接口或配件漏水和發出
震動噪音，應聘請持牌水喉匠妥為安裝
支座或配件。

有否發出震動噪音？ 迅速開動或關閉水龍頭
或閥掣時，會發出震動	
噪音。

為免發出震動噪音，應緩緩開動
或關閉水龍頭或閥掣。如果噪音	
持續，應聘請持牌水喉匠檢查。

水管是否狀況良好？ 水管表面有裂痕。 水管可能會漏水或甚至爆裂，應	
聘請持牌水喉匠檢查及將之更換。

水管有沒有任何銹蝕或漏水的跡象？ 有。 應聘請持牌水喉匠檢查及將銹蝕或漏水
的水管更換。

廢棄的水管及配件是否已截斷供水？ 否。 應聘請持牌水喉匠截斷廢棄水管及配件
的供水，並於截口安裝塞蓋。

食水管是否接駁到沖廁水管？ 是。 這或會構成污染食水系統的危險，應聘
請持牌水喉匠立即拆除駁喉。

水龍頭 註冊代理人
及註冊用戶

水龍頭是否滴水？ 水龍頭正在漏水。 應聘請持牌水喉匠修理或將之更換。

水龍頭或出水口有否安裝任何附加
裝置(包括軟管)，令水回流？

水龍頭或出水口安裝了	
附加裝置(如軟管)。

為免水回流至食水系統，應拆除	
附加裝置。

水龍頭的封口情況是否良好？ 水龍頭正在漏水。 應聘請持牌水喉匠修理或將之更換。

大廈停車場有否設置足夠水龍頭，
以作洗車或洗地用途？

否。 請向水務署申請足夠水龍頭，以作洗車
或洗地用途。

閥掣 註冊代理人
及註冊用戶

閥掣的部件是否運作正常？ 閥掣的部件未能運作	
自如。
或
閥掣在運作時漏水。

閥掣未能妥善運作，應聘請持牌	
水喉匠修理或將之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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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檢查者 核對項目 檢查結果 建議／跟進行動
減壓閥 註冊代理人 下游的水壓是否校定於設計值？ 否。 減壓閥未能妥善運作，應聘請持牌水喉

匠檢查減壓閥，並在需要時將之更換。

水錶房或
閥室

註冊代理人 查水錶房門或閥蓋是否容易打開？ 否。 為方便抄錄及維修水錶，應保持	
水錶房門或閥蓋容易打開。

水錶房或閥室是否有足夠的面積、
高度、照明、通風和排水設備、
良好衞生環境及獨立入口？

否。 為方便抄錄及維修水錶，水錶房或	
閥室應提供足夠的面積、高度、	
照明、通風和排水設備、良好衞生	
環境及獨立入口。

水泵 註冊代理人 水泵運作時，是否發出異常聲音？ 水泵運作時發出異常	
聲音。

這是水泵運作欠佳的跡象，應聘請	
持牌水喉匠檢查水泵，並在需要時	
將之更換。

水泵各部件是否銹蝕？ 水泵若干部件有銹蝕的	
跡象。

應聘請持牌水喉匠拆除遭銹蝕的	
部件，並換上不易銹蝕的部件。

水箱 註冊代理人 食水水箱與沖廁水箱是否接駁？ 是。	 這會對食水水箱造成污染，應聘請	
持牌水喉匠立即拆除駁喉。

水箱是否漏水或溢流的跡象？ 水箱有漏水 /溢流的	
跡象。

這是水箱運作欠佳的跡象，應聘請	
持牌水喉匠檢查水箱，並糾正有關	
問題。

水箱各部件是否銹蝕？ 水箱若干部件有遭銹蝕
的跡象。

應聘請持牌水喉匠拆除遭銹蝕的	
部件，並換上不易銹蝕的部件。

水箱的支座是否堅固穩妥？ 否。 應妥善安裝水箱支座。

溢流管或警戒管是否妥善運作，
並無阻塞？

溢流管或警戒管有	
阻塞。

須立即清除溢流管或警戒管的阻塞物。

溢流管或警戒管是否裝有格柵和
自閉止回流舌瓣？

否。 應聘請持牌水喉匠為溢流管或警戒管安
裝格柵和自閉止回流舌瓣。

水箱入口是否設有井邊，防止
雨水等進入？

否。 應為水箱入口設置井邊。

入口蓋是否複式封閉及鎖上，
防止雨水及昆蟲進入？

否。 應更換可鎖上的複式封閉入口蓋。

食水箱內的所有地面、牆壁及
頂部，是否均鋪設無毒的白色
光滑飾面(如瓷磚等)？

食水箱內的地面、牆壁
及頂部並未全部鋪設	
無毒的白色光滑飾面。

為方便清洗水箱，應為所有食水箱內的
地面、牆壁及頂部，鋪設無毒的白色光
滑飾面(如瓷磚等)	。

有否設置告示牌或告示板，記錄
清洗水箱的日期？

否。 應設置告示牌或告示板記錄清洗	
水箱的日期。告示牌或告示板應	
穩固地設置在住戶及大廈管理處	
人員易於前往及可見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