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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將至，本會在此向各會員拜個早年，恭祝大家新春大吉、萬事如意。 

徵收 2012 年度會費通知 
 

爭取和維護會員的合理權益，為會員提供福利服務，是我會成立以來的一貫宗旨。由於

得到閣下的支持，本會的會務得到不斷發展，在此謹向您表示衷心謝意！ 

  本會開始徵收 2012 年度會費，全年會費是 60 元正；退休會員為 35 元正。 

會員可按照以下辦法繳交會費： 

1.  可到本會油麻地廟街會所繳交； 

2.  可交給本會理事或各部別代表轉交； 

3.  可憑“入數紙”到任何一間中國銀行或南洋商業銀行繳交； 

4.  可到工聯會屬下各「進修中心」及「地區服務處」繳交； 

5.  可郵寄支票，抬頭請寫『政府機電工程署僱員工會』，支票背面寫上會員編號、姓名、           

聯絡電話。     

繳交了會費的會員，本會將發給會員証連工聯咭(兩用証)，並可繼續享受本會提供的各

項福利服務和活動；如代報讀工聯會業餘進修中心課程可獲折扣優惠、購物優惠、蛇宴聯歡、

國內或港內旅遊等外及入油優惠等。     
感謝您對工會的支持！歡迎您隨時提出寶貴的意見，改進本會會務工作。 

 
   並祝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工作順利！ 



新政府總部大樓及立法會大樓發現退伍軍人桿菌 
新政府總部大樓及立法會大樓 43 個水樣本中， 23 個樣本驗出退伍軍人桿菌超標，目前進行

了清潔消毒工作，當局會再在 400 出水位抽取樣本，結果在化驗完成後公佈。 

政務司司長稱，新政府總部及立法會大樓多處發現有退伍軍人桿菌，可能的原因包括部份出水

口使用率偏低，以及有暖水積存令桿菌滋生。  

新政府總部多處發現退伍軍人桿菌，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的調查小組極速「破案」，原因

與水管用水量低形成靜止水，以及熱水溫度不足令喉管及水龍頭成為桿菌溫床。但當局否認與

總部趕工及喉管設計出錯有關，拒絕承認責任。工程師及議員批評當局淡化事件，公務員工會

更指政府不敢認錯。 

當局昨公布調查小組的最新調查結果，教授解釋，在安裝水喉時若積聚沙泥，便可滋生阿米巴

變形蟲，退伍軍人桿菌會匿藏在變形蟲內，並在細菌生物膜保護下，抵抗食水中氯氣的殺菌功

效，繼續在水中生存，故供水系統也可能找到退伍軍人桿菌。  

教授指出，新政府總部落成後，因一段時間才入伙，導致用水量低，部分樓層水流出現「流動

停滯」狀態，令桿菌可大量繁殖。另外，雖然熱水器排放熱水高達攝氏 60 度，足以殺菌，但

為免灼傷使用者，熱水流到出水位時已降至 40 度以下，足以讓細菌快速繁殖，解釋為何大樓

爆發桿菌。就新總部入伙前是否無徹底清洗水喉，成為桿菌溫床，昨日記者會並無交代。新總

部大清洗後所取得的 227 個樣本，仍有 1 個含菌，每 1 毫升水有 0.128 粒桿菌，袁認為含菌

量非常低故，故新總部的食水安全。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否認事件與趕工或廁所設計有關，直指屬廁所使用率低所致，如每天只使用

三至五次有可能會滋生桿菌。周透露，搬入總部後曾在私人廁所洗澡，事前會放水 10 至 15

分鐘，減低中招風險。惟他無將此方法介紹給其他局長，因「唔會一見面就講沖涼」。建築署

署長梁冠基稱，無證據指大樓設計及施工出錯，故不存追究問題。 

昨日再多 5 個抽取樣本含退伍軍人桿菌，包括政務司司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私人廁

所、位於東翼十樓的男、女及殘疾人士公眾洗手間。連同特首至今已有 11 名港府高層的洗手

間有菌，孫明揚的洗手間含菌最高，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辦公室含菌量也超標 12 倍。  

專家質疑無徹底洗水喉 

工程師學會環境分部前主席認為當局無徹底調查爆發原因，企圖淡化事件。他以經常找到退伍

軍人桿菌的水塔為例，「水塔曝露係環境之下，有灰塵污染或陽光曝曬下形成藻類，成為桿菌

的食物，究竟今次總部爆發桿菌嘅食物來源係邊呢？當局無解釋到！」質疑當局根本無徹底清

洗水喉，致喉管積聚泥沙助長桿菌繁殖。立法會議員直指當局解釋未能令人接受，「局長辦公

室嘅水喉太耐無人用過，咁 canteen（餐廳）、宴會廳點釋呢？餐廳水喉日日都有人開、有人

用，點解都會有菌？」要求交代啟用大樓前，為何無做覆檢及清洗水喉。 

公務員工會聯合會主席也批評，政府連日來用不同原因證明事件與「趕入伙」無關，予人不敢

認錯的感覺，「好似好怕（今次事件）同趕入伙扯上關係」。質疑今次會重蹈 97 年搬新機場

的覆轍，太早撇除犯錯的可能性。  

自置居所資助計劃及非實報實銷現金津貼計劃(2012 至 2013 年度) 
庫務署通函第 15/2011 號 

本通函邀請總薪級表第 34 點以下或同等薪點的合資格公務員，按 2012 至 2013 年度的配額，

申請參加自置居所資助計劃及非實報實銷現金津貼計劃。 



配額數目 

總薪級表第 34 點以下或同等薪點的合資格及符合此計劃條件的公務員，會按同一個次序名冊

獲編配輪候名次。提出申請参加適用於該員的計劃，如獲得所需撥款，2012 至 2013 年度可提

供的資助名額為 1800 個。配額如下：  

i) 主要配額 – 1600 個名額分配給符合資格申請的人員，但符合申請資格的人員除外 

ii) 附設配額 – 200 個名額分配給屬高級技工類別、技工類別及第一標準薪級職系的人員 

優先次序 

根據 2010 年 10 月庫務署發出的輪候名次通知書，在下列名次內的合資格人員，現可申請自置

居所資助計劃及非實報實銷現金津貼計劃 –  

               輪候名次 

i)   主要配額 –           A1 至 A37 000 

ii)   附設配額 –            

     高級技工類別 / 技工類別人員    A1 至 A37 000 

     第一標準薪級職系人員     A1 至 A37 000 

在以上名次以外的人員所遞交的申請，概不受理。 

 

禁止汽車引擎空轉的法定 

背景 

車輛空轉引擎造成空氣污染、熱氣和噪音滋擾，並且浪費燃料，從而引致全球氣候轉變。為解

決這些環境問題，政府經諮詢公眾後，在 2010 年 4 月向立法會提交《汽車引擎空轉(定額罰款)

條例草案》。經立法會的法案委員會討論和審議後，《條例草案》於 2011 年 3 月獲通過。 

規定與罰則  

根據《汽車引擎空轉(定額罰款)條例》(《條例》)(第 611 章)規定，除非獲得豁免，任何汽車的

司機均不得在車輛停定時讓任何屬於車輛一部分的內燃引擎 1,2 於任何連續的 60 分鐘時段內

合計運作超過 3 分鐘("停車熄匙規定")。執法人員可向違反停車熄匙規定的司機 3 發出罰款通

知書，要求該司機繳交定額罰款$320。交通督導員和和環境保護督察均獲授權執法。 

如司機在收到罰款通知書後，再讓車輛引擎空轉，於其後任何連續 60 分鐘的時段內，引擎空

轉合計運作超過 3 分鐘，執法人員可就其再次違反停車熄匙規定向該司機發出另一張罰款通知

書。 

附註： 

1. 內燃引擎指燃料在內燃燒室內燃燒的引擎。 

2. 驅動車輛的內燃引擎和其他屬車輛一部分的、附於該車輛的、位於該車輛內的或在車輛上

的內燃引擎，無論用途為何，亦須受規定所限。 

3. 司機指任何掌管或協助操控車輛的人。 



規管範圍 

停車熄匙規定適用於： 

1. 香港所有道路，包括私家路和停車場； 

2. 全年任何時間；   
3. 所有裝置有以汽油、柴油或石油氣等為燃料驅動的內燃引擎的汽車，以及正在

燃燒這些燃料的混合動力車輛。由於電動車輛和只有電動馬達在運行的混合動

力車輛不會產生廢氣，因此停車熄匙規定對它們並不適用； 

4. 所有裝有內燃引擎的車輛，不論是在路面行走的私家車、電單車和各式商用車

輛，或用於非路面運作的車輛，例如鏟車和高爾夫球車等；以及 

5. 車輛上所有內燃引擎，即驅動車輛的內燃引擎和其他屬車輛一部分的、附於車

輛的、位於車輛內或車輛上的內燃引擎，無論用途為何，亦受規定所限。  

豁免 

指明醫療、緊急或執法車輛的司機，而該司機必須讓該車輛引擎空轉，以進行與醫療、緊急或

執法目的相關的運作活動(包括訓練活動) 。 當酷熱天氣警告或黃色、紅色或黑色暴雨警告訊

號生效時，直至這些警告終止生效當天的午夜期間的所有司機，你可透過天文台網站、流動應

用程式「我的天文台」和「打電話問天氣」服務查詢最新的天氣資料，包括正生效的天氣警告

或訊號。有關當天曾經生效的天氣警告或訊號資料，請瀏覽天文台網站內的「今日天氣警告及

信號記錄」。 

 

查詢更多資料  
如欲查詢更多資料，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稅務大樓 34 樓 
環境保護署 
流動污染源組  

電郵：idlingenq@epd.gov.hk 

電話：2838 3111 

 

 

 

東海堂西餅咭 

$40 元 (每張) 

原價$50 元 

 

美心西餅咭  

$38.2 元 (每張一打) 

原價$48 元 

 

海洋公園門票 

(成人)  $229 元/原價$280 元 

(小童 3-11 歲)  $116 元/ 
原價$14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