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期重點：   

雙月刊 2016年3月

 1) 2016 年新春團拜                2) 會務動態

3) 施耐德賀歲盃高球賽事     4) 資訊傳遞

6/F, Cheong Ip Bldg, 350-354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el: 2573 7007 • Fax: 2573 7005
Website:http://www.hketa.hk • E-mail:hketa@netvigator.com

2016 年新春團拜2016 年新春團拜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我們又迎來靈活機巧的猴

年，藉此辭舊迎新之際，港九電業總會恭祝各位生意
興隆！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本會於 2 月 22 日（正月十五）在會所舉行新春團
拜，出席者有本會會董、會員及業界朋友，濟濟一堂，
場面熱鬧非常。席間曾廣智會長致新春賀詞外，
張洪鈞及吳旅佳副會長、各位前會長、資深會員
及新進精英等均向大家致以新春的祝賀。

團拜完結前會長及財務部向出席者派發會長
及本會利是各一封，祝大家今年龍馬精神！財源
廣進！



施耐德賀歲盃

亞軍 季軍冠軍

贊助 : 施耐德電氣 ( 香港 ) 有限公司

日期：2016 年 3 月 4 日

地點 : 銀利高爾夫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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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動態會務動態

3) 新商號會員
 盛龍照明（香港）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世豪

2)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駐

香港辦事處於3月15日到訪

本會，並歡迎各位會員出席

春季交易會，詳情請瀏覽

hk.cantonfair.org.cn

1)  『港九電業總會成立七十一周年會慶聯歡暨第

四十屆會董就職典禮』謹訂於本年5月5日（星

期四）在九龍旺角倫敦大酒樓隆重舉行，敬請各

位會員踴躍購票、刊登場刊廣告及支持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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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器

資訊傳遞資訊傳遞

根據《電氣產品（安全）規例》，在香港銷售的家用電氣產品，包括充電器，

必須備有「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以證明產品符合相關的國際安全標準或其

他同等安全標準。市民在購買及使用充電器時，應注意以下要點：

1.  到有商譽的店鋪選購，及切勿購買無牌子或來歷不明的充電器。

2.  應選購及使用裝有符合安全規格的三腳插頭的充電器。

3. 應使用與所接駁電氣產品的額定功率（或電流匹配的充電器，避免負載過大
產生危險。）

4. 充電時間不應太長，必須遵照說明書所載的規限。在離家前或無人看管時，
應把充電器的電源關掉，避免充電器在不使用時仍然接駁電源。

5. 切勿讓充電器輸出插頭的電極與金屬物件（例如電氣產品的金屬外殼）接
觸，以免產生短路，造成火警危險。

6. 不應在潮濕或近水的地方（例如浴室及廚房等）使用充電器。

7. 充電器如在使用過程中出現不尋常現象，例如發出異常聲響，異味或過熱
等，應立即停止使用。

若對電氣產品安全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1823政府熱線或電郵至info@emsd.
gov.hk查詢，亦可來函九龍啟成街3號機電工程署。

（文章來源：機電工程署網頁）



為加深年青人對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益的認識，環

境局聯同機電工程署舉辦兩個「全民節能」青年

比賽：「慳電熄一熄」青年獎和「新能源、新世代」太

陽能車比賽，並已於2015年7月6日假機電工程署大樓舉

行啟動禮。

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先生於啟動禮上呼籲年青人

參與比賽，成為節能新世代的領跑者，同心協力實踐節

能，使香港成為低碳宜居的城市。

「慳電熄一熄」青年獎比賽分小學組、中學組和公

開組，公開組適合專上學生和25歲或以下年青人參加。

參賽者須以10人為一隊，為其家居或機構策劃節能措

施，並須構思具創意和有效的方式，向公眾推廣可再生

能源和節能措施。比賽除了具環保意義外，亦宣揚社會

關愛文化，方式是大會將向勝出隊伍頒發獎金，由勝出

隊伍將獎金贈與由他們提名的非牟利機構，用作推行及

提供青少年服務。

此外，「新能源、新世代」太陽能車比賽的11隊參

賽隊伍，亦在啟動禮上舉行誓師儀式。各隊將運用環保

科技和各種創新元素，設計和製造太陽能車。比賽將於

明年一月舉行，屆時參賽隊伍將競逐「最佳可再生能源

轉換獎」、「最具能源效益設計獎」、「創新設計獎」、

「團隊合作精神獎」和「總冠軍獎」五個獎項。

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先生（前排
右）和環境局副秘書長劉明光先生
（前排左），主持「全民節能」青
年比賽啟動禮。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研
發的第五代太陽能電
動車SOPHIE V。

產品
舊級別標籤

參考編號

新級別標籤

參考編號

空調機 C080123 U1-C080123

冷凍器具 R080123 U1-R080123

洗衣機 W080123 U1-W080123

市民在購買上述3類產品時，須留意產品應附有

新評級標準的能源標籤，而標籤上的參考編號應有

「U1」字頭。

如欲查閱個別產品型號的能

源效益資料或有關提升能源效益

級別的詳情，請瀏覽機電工程署的 

「能源標籤網」（http://www.

energylabel.emsd.gov.hk）。

機電工程署於2014年10月31日發布了《產品能源

標籤實務守則2014》（下稱「守則」），以提升空調

機（冷氣機）、冷凍器具（雪櫃）及洗衣機的能源效

益評級標準。新評級標準於2015年11月25日起全面實

施，旨在鼓勵進口商引進更節能的電氣產品，不但幫助

市民慳電慳錢，更可提升能源效益。

由2015年11月25日起，在本港市場供應的上述3

類電氣產品，必須附有標示新能源效益評級標準的能

源標籤。新級別的標籤會在參考編號前加上「U1」字

頭，其他樣式保持不變，例如：

「全民節能」青年比賽
啟動禮順利舉行

啟動禮同場也展出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團隊研發的

第五代太陽能電動車（SOPHIE V），並進行操作示範，

大受歡迎。

有關「慳電熄一熄」青年獎比賽

和「新能源、新世代」太陽能車比賽

詳情，可瀏覽「全民節能運動」網頁

（www.energysaving.gov.hk）。

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先生（後排左五）和環境局副秘書長劉
明光先生（後排右四），與參加「新能源、新世代」太陽能
車比賽的11隊代表合照。

下圖為新級別能源標籤的樣式：

按新標準評級的能

源標籤

（已於2015年11月

25日起全面實施）

能源效益評級標準新 已全面實施

U1-R08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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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能源、新世代」太陽能車比賽的11隊參

賽隊伍，亦在啟動禮上舉行誓師儀式。各隊將運用環保

科技和各種創新元素，設計和製造太陽能車。比賽將於

明年一月舉行，屆時參賽隊伍將競逐「最佳可再生能源

轉換獎」、「最具能源效益設計獎」、「創新設計獎」、

「團隊合作精神獎」和「總冠軍獎」五個獎項。

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先生（前排
右）和環境局副秘書長劉明光先生
（前排左），主持「全民節能」青
年比賽啟動禮。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研
發的第五代太陽能電
動車SOPHIE V。

產品
舊級別標籤

參考編號

新級別標籤

參考編號

空調機 C080123 U1-C080123

冷凍器具 R080123 U1-R080123

洗衣機 W080123 U1-W080123

市民在購買上述3類產品時，須留意產品應附有

新評級標準的能源標籤，而標籤上的參考編號應有

「U1」字頭。

如欲查閱個別產品型號的能

源效益資料或有關提升能源效益

級別的詳情，請瀏覽機電工程署的 

「能源標籤網」（http://www.

energylabel.emsd.gov.hk）。

機電工程署於2014年10月31日發布了《產品能源

標籤實務守則2014》（下稱「守則」），以提升空調

機（冷氣機）、冷凍器具（雪櫃）及洗衣機的能源效

益評級標準。新評級標準於2015年11月25日起全面實

施，旨在鼓勵進口商引進更節能的電氣產品，不但幫助

市民慳電慳錢，更可提升能源效益。

由2015年11月25日起，在本港市場供應的上述3

類電氣產品，必須附有標示新能源效益評級標準的能

源標籤。新級別的標籤會在參考編號前加上「U1」字

頭，其他樣式保持不變，例如：

「全民節能」青年比賽
啟動禮順利舉行

啟動禮同場也展出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團隊研發的

第五代太陽能電動車（SOPHIE V），並進行操作示範，

大受歡迎。

有關「慳電熄一熄」青年獎比賽

和「新能源、新世代」太陽能車比賽

詳情，可瀏覽「全民節能運動」網頁

（www.energysaving.gov.hk）。

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先生（後排左五）和環境局副秘書長劉
明光先生（後排右四），與參加「新能源、新世代」太陽能
車比賽的11隊代表合照。

下圖為新級別能源標籤的樣式：

按新標準評級的能

源標籤

（已於2015年11月

25日起全面實施）

能源效益評級標準新 已全面實施

U1-R080123

為加深年青人對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益的認識，環

境局聯同機電工程署舉辦兩個「全民節能」青年

比賽：「慳電熄一熄」青年獎和「新能源、新世代」太

陽能車比賽，並已於2015年7月6日假機電工程署大樓舉

行啟動禮。

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先生於啟動禮上呼籲年青人

參與比賽，成為節能新世代的領跑者，同心協力實踐節

能，使香港成為低碳宜居的城市。

「慳電熄一熄」青年獎比賽分小學組、中學組和公

開組，公開組適合專上學生和25歲或以下年青人參加。

參賽者須以10人為一隊，為其家居或機構策劃節能措

施，並須構思具創意和有效的方式，向公眾推廣可再生

能源和節能措施。比賽除了具環保意義外，亦宣揚社會

關愛文化，方式是大會將向勝出隊伍頒發獎金，由勝出

隊伍將獎金贈與由他們提名的非牟利機構，用作推行及

提供青少年服務。

此外，「新能源、新世代」太陽能車比賽的11隊參

賽隊伍，亦在啟動禮上舉行誓師儀式。各隊將運用環保

科技和各種創新元素，設計和製造太陽能車。比賽將於

明年一月舉行，屆時參賽隊伍將競逐「最佳可再生能源

轉換獎」、「最具能源效益設計獎」、「創新設計獎」、

「團隊合作精神獎」和「總冠軍獎」五個獎項。

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先生（前排
右）和環境局副秘書長劉明光先生
（前排左），主持「全民節能」青
年比賽啟動禮。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研
發的第五代太陽能電
動車SOPHIE V。

產品
舊級別標籤

參考編號

新級別標籤

參考編號

空調機 C080123 U1-C080123

冷凍器具 R080123 U1-R080123

洗衣機 W080123 U1-W080123

市民在購買上述3類產品時，須留意產品應附有

新評級標準的能源標籤，而標籤上的參考編號應有

「U1」字頭。

如欲查閱個別產品型號的能

源效益資料或有關提升能源效益

級別的詳情，請瀏覽機電工程署的 

「能源標籤網」（http://www.

energylabel.emsd.gov.hk）。

機電工程署於2014年10月31日發布了《產品能源

標籤實務守則2014》（下稱「守則」），以提升空調

機（冷氣機）、冷凍器具（雪櫃）及洗衣機的能源效

益評級標準。新評級標準於2015年11月25日起全面實

施，旨在鼓勵進口商引進更節能的電氣產品，不但幫助

市民慳電慳錢，更可提升能源效益。

由2015年11月25日起，在本港市場供應的上述3

類電氣產品，必須附有標示新能源效益評級標準的能

源標籤。新級別的標籤會在參考編號前加上「U1」字

頭，其他樣式保持不變，例如：

「全民節能」青年比賽
啟動禮順利舉行

啟動禮同場也展出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團隊研發的

第五代太陽能電動車（SOPHIE V），並進行操作示範，

大受歡迎。

有關「慳電熄一熄」青年獎比賽

和「新能源、新世代」太陽能車比賽

詳情，可瀏覽「全民節能運動」網頁

（www.energysaving.gov.hk）。

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先生（後排左五）和環境局副秘書長劉
明光先生（後排右四），與參加「新能源、新世代」太陽能
車比賽的11隊代表合照。

下圖為新級別能源標籤的樣式：

按新標準評級的能

源標籤

（已於2015年11月

25日起全面實施）

能源效益評級標準新 已全面實施

U1-R080123

（文章來源：機電工程署網頁）資訊傳遞資訊傳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