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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1.

主席感謝委員和各政府部門的代表出席第 5 次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會議。

議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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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2.

第二項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第 4 次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毋須修改。

續議事項

水管裝置的新驗收要求 及 同位更換水喉工程的加強供水申請流程 (第 4 次會議記錄第
5 段)
3.
署方表示水務署通函第 5/2017 號有關「同位更換水喉工程」及第 6/2017 號有關
「新建水喉工程的系統性沖洗」在加入委員的意見後，該通函已分別於 2017 年 5 月 26
日及 2017 年 6 月 14 日發出。

第三項

工程小組會議的續議事項

檢討水務署通函第 2/2016 號發出的自願提交檢查清單試驗計劃
4.
署方向委員介紹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 6/2017 (見附件 1)，該文件介紹
有關檢討自願提交檢查清單的試驗計劃。委員的意見及署方的答覆如下：
(1)

委員詢問就已完成的水管工程，如檢查清單及現場照片已獲合資格人士
核證，署方會否仍然對其進行最終檢查。
署方表示已完成的水管工程仍然須要進行最終檢查。另指出在試驗計劃
下，申請個案完成檢查程序的總時間已經縮短。署方會定期檢討該計劃。

總結，會議通過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第 6/2017 號。

涉及飲用水水龍頭而性質輕微工程的新查詢系統
5.
署方向委員介紹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 7/2017 (見附件 2)，該文件介紹
有關涉及飲用水水龍頭而性質輕微工程的新查詢系統。委員的意見及署方的答覆如下：
(1)

委員詢問如何識別用於飲用水的水龍頭。
署方表示飲用水水龍頭一般會安裝在廚房。署方亦補充，查詢制度旨在
提高飲用水的安全。

-3-

(2)

委員詢問如何落實有關的查詢系統。
署方回應新的網上查詢系統將會協助市民確認他們擬進行的小型水喉工
程中涉及的飲用水水龍頭是否已符合有關要求，從而確認有關工程是否
性質輕微。如水龍頭已獲一般認可，有關工程將會被視為性質輕微。此
外，市民亦可將相關的測試證書上傳到該系統，以證明水龍頭符合英國
標準。

(3)

委員詢問署方能否提供除網頁以外的其他方法，方便市民查詢已獲一般
認可的產品。
署方表示一些已獲得一般認可的產品已實施標籤計劃。此外，市民亦可
致電水務署熱線查詢有關已獲得一般認可產品的資料。

(4)

委員詢問查詢系統的目標用戶。
署方表示查詢制度將會公開讓市民使用，並會透過各種方式向市民介紹。

(5)

委員詢問有關性質輕微工程的定義。
署方表示該定義已在水務署的網頁及「樓宇水管裝置手冊」中訂明。

總結，會議通過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第 7/2017 號。

為工地臨時供水申請挖掘准許證的其他途徑
6.
署方向委員介紹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 8/2017 (見附件 3)，該文件介紹
為工地臨時供水申請挖掘許可證的其他途徑。委員的意見及署方的答覆如下：
(1)

委員詢問挖掘准許證是否可由申請人自行申請。
署方表示申請人可以自行申請挖掘准許證。署方會在批准信中邀請申請
人可自行申請挖掘准許證來進行所須的水管敷設工程。署方需要申請人
在現場展示有效的挖掘准許證。

(2)

委員詢問署方會何時開始申請挖掘許可證。
署方回應當確認申請人已遞交所須工程款項及挖掘准許證申請費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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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開始申請。
總結，會議通過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第 8/2017 號。

持牌水喉匠的人力預測 (第 2 階段)
7.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向委員介紹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 9/2017 (見附件
4)，該文件介紹持牌水喉匠的人力、培訓及發展研究事宜。委員的意見及署方的答覆如
下：
(1)

委員詢問署方有何計劃以提高持牌水喉匠的職業前景。
署方表示正與職業訓練局協調，研究發展新課程的可行性，讓持牌水喉
匠可成為水務專業人士。

總結，會議通過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第 9/2017 號。

第四項

物料小組會議的續議事項

《一般認可》水喉產品監察計劃
8.
署方向委員介紹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 10/2017 (見附件 5)，該文件介紹
水喉產品的監察計劃。委員的意見及署方的答覆如下：
(1)

委員詢問如水喉產品在署方移除其一般認可前已被採購，該產品是否仍
適合使用。
署方表示申請人須提供採購證據以證明該產品仍適合使用。

(2)

委員詢問如水喉產品未能通過檢測，署方會否將測試結果通知有關申請
人(即已提交 WWO 46 的申請，並在附件內包括該水喉產品的申請人)。
署方表示有關資料會在水務署網頁上公佈。並補充申請人在提交 WWO46
表格時有責任確保其提交的水喉材料應具有有效的一般認可。

(3)

委員表示關注監察計劃可能影響預售樓宇。並認為署方不應容許使用在
監察計劃中已被移除一般認可的水喉材料，不管該水喉材料是否在被移
除一般認可前已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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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方表示如水喉材料在採購時已具有一般認可，將會被視為適合使用。
署方補充，水喉材料的一般認可與水管裝置的驗收要求之間並沒有直接
關係。一般合約內應有規定，要求對工地的材料進行樣本測試。署方同
意考慮修訂監察計劃。
(4)

委員表示關注檢測結果可能會受產品差別的因素影響。委員曾討論署方
在移除水喉材料的一般認可前應否向公眾公佈檢測結果。
署方表示如水喉材料未能通過檢測，署方會進行調查，並會在移除水喉
材料的一般認可前，抽取更多樣本進行測試。署方會考慮檢討向公眾公
佈檢測結果的合適時間，及有關使用已採購的水喉材料，之後其一般認
可被移除的事宜。

總結，署方會修訂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 10/2017。

自願性參與《 GA* 》優質金屬喉管物料計劃
9.
署方向委員介紹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 11/2017 (見附件 6)，該文件介紹
有關優質金屬喉管物料計劃。 總結，會議通過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第 11/2017
號。

自願性參與《優質喉管系統》認可計劃
10.
署方向委員介紹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 12/2017 (見附件 7)，該文件介紹
有關優質喉管系統認可計劃。委員的意見及署方的答覆如下：
(1)

委員詢問誰可進行認證，並建議署方說明認證的細節。
署方表示在該計劃下，有關項目的認可人士可進行認證。

總結，會議通過水喉工程技術委員會文件編號第 12/2017 號。

第五項
1.

其他事項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6 時 30 分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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