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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及範圍  

 

1.1   本應用指南概述太空囊式燃氣烤肉爐在供氣、安裝及維修方面的最低安
全標準，以供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食物工場及食肆的烤肉爐擁有人／
操作者遵守。  

1.2  本應用指南並非巨細無遺，亦無意免除任何人士根據安全法例所須負上
的法定責任。  

1.3  本應用指南無意回應一切與應用指南所載安全規定有關的安全問題（如
有的話）。氣體業人士及飲食業場所的擁有人／操作者有責任評估安全及
健康風險，在使用本應用指南前判斷規管規定是否適用，並制定合適的
安全及健康措施。  

1.4  所有氣體裝置必須符合《氣體安全條例》（第 51 章）的規定。本應用指
南必須與製造商發出的指引一併閱讀，除非有關製造商指引與法定條文
互相牴觸，否則本應用指南的內容不得取代有關製造商指引。此外，亦
應參閱以下香港法例內有關規例的最新版本：  

  a. 《電力條例》（第 406 章）；  

  b. 《消防條例》（第 95 章）；  

  c.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59 章）  

1.5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須參閱以下與氣體裝置有關的標準、工作守則或指
引：  

a. 《實務守則：氣體應用指南之六 ‧商業樓宇內作供應飲食用途之石
油氣裝置規定》；  

b. 《實務守則：氣體應用指南之九‧用以從容水量少於 40 升的石油氣
瓶供氣的低壓調壓器》，第四部份；  

c.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發出的客戶服務工作指引；  

d. 《香港石油氣業工作守則》；  

e.  《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檢查守則》；  

f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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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空囊式燃氣烤肉爐的供氣及安裝規定  

 

2.1  必 須 按 照 香 港 中 華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發 出 的 客 戶 服 務 工 作 指 引
HKCG/SER/OP8 最新版本所載的規定供氣給所有煤氣烤肉爐。  

2.2  必須按照《實務守則：氣體應用指南之六‧商業樓宇內作供應飲食用途之
石油氣裝置規定》供氣給所有石油氣烤肉爐。  

2.3  附錄圖 1 展示太空囊式燃氣烤肉爐系統圖表基本供氣組件。  

2.4  必須嚴格遵照烤肉爐製造商提供的技術手冊（如有的話）所載的規定安
裝及校驗烤肉爐。  

2.5   安裝及校驗非住宅氣體裝置工程（包括烤肉爐）必須由第 6 或第 7 類資
格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該名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必須獲註冊氣體工
程承辦商聘用，或他已是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維修上述氣體裝置工程
必須由第 7 類資格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  

 

3.  太空囊式燃氣烤肉爐的維修及檢查規定  

 

3.1  烤肉爐的擁有人必須聘用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定期維修烤肉爐，包括最
少每年檢修、清潔及測試下列裝置一次。  

3.2   擁有人／操作者必須保存每年維修記錄至少連續兩年，維修記錄樣本載於
附錄 2。  

3.3   必須按烤肉爐製造商的建議保養及維修所有烤肉爐。如烤肉爐製造商沒有
作出特別規定，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及烤肉爐擁有人／操作者必須符合
本部訂明的最低維修要求。圖 1 顯示典型的太空囊式燃氣烤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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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收集盤  

主要火焰控制閥
的把手  

空隙最少 25 毫米闊  

頂部活動排氣口

圖 1─典型的太空囊式燃氣烤肉爐  

 

3.3.1 火種裝置  

a. 必須定期清潔及維修火種裝置（尤其是棒式火種裝置），確保所有
供氣孔都沒有給肉類油脂、食物醬汁、污垢等阻塞。  

b. 最好採用高度與熄火保險裝置相若的火種裝置。不宜採用較熄
火保險裝置長 20 毫米以上的棒式火種裝置。  

c. 此外，亦不宜使用硬金屬洗刷清潔火種裝置，因可能會令火種
裝置表面受損。若火種受損，需顧用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
更換  /  維修，才可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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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熄火保險裝置  

a. 所有烤肉爐都必須安裝性能有效的熄火保險裝置。  

b. 熄火保險裝置的安裝位置必須使該裝置能在火種熄滅後 75 秒內截
斷主燃燒器的氣體供應。  

c.  不可在熄火保險裝置附近放置火石或類似物料，以免影響或阻延該
裝置發揮正常功能。必須把所有火石或類似物料放置於安裝在主燃
燒器之上的器皿內。  

d. 在進行每年一次的維修工作，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必須清潔及測
試熄火保險裝置，以確保該裝置能正常操作。  

e. 不宜使用硬金屬洗刷清潔熄火保險裝置，因可能會令該裝置受損。

若熄火保險裝置受損，需顧用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更換  / 維
修，才可繼續使用。  

3.3.3 主燃燒器之上用以盛載火石或類似物料的器皿  

a. 正如第 3.1.2 段所述，不可在熄火保險裝置四周放置火石或類
似物料，以免影響或阻延該裝置發揮正常功能。每台烤肉爐
都必須在主燃燒器之上設置用以盛載火石或類似物料的器皿
（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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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石器皿  

圖 2─燃氣烤肉爐內的火石器皿  

 

油脂收集盤  

 

b. 這器皿也可用作護罩，以防止在烤肉過程中肉類油脂滴落到火
種裝置、熄火保險裝置及主燃燒器上。  

c. 在進行每年一次的維修工作，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必須清潔及安
置好該器皿及有關火石或類似物料，以確保熄火保險裝置及
爐頭燃燒器操作正常及受到適當保護。  

3.3.4 主燃燒器  

主燃燒器必須定期清潔，以確保所有供氣孔都沒有給肉類油脂、食
物醬料、污垢等阻塞。  烤肉爐擁有人需顧用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進行最小每年一次的維修工作。  

3.3.5 點火裝置  

a. 最好能採用電子點火方式燃點氣體，不過，亦可使用點火棒燃
點火種。  

b. 不得採用其他不適當方式點火（例如使用打火機、火柴、燃燒
中的紙張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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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必須定期清潔及維修點火棒及接駁軟喉，確保其操作正常。  

d. 接駁軟喉的長度不得超過 1 米。  

3.3.6 主要火焰控制閥的把手  

a. 烤肉爐的主要火焰控制閥必須裝有把手，以控制主燃燒器的火
焰大小。不得以其他裝置取代把手。  

b. 在進行每年一次的維修工作期間，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必須檢查
及更換所有遺失、裂開及受損的把手。  

3.3.7   烤肉炉緊急開關主閥  

每個烤爐必須安裝一個緊急開關主閥 (圖 3)貼上指引靠近主氣控
制閥，用以在安全允許的緊急情況下盡快關閉氣體供應。  

            

 

緊 急 開 關
主閥  

主控制氣閥  

 
圖  3 – 緊急開關主閥裝置  

 

3.3.8 烤肉爐頂部的活動排氣口  

a. 烤肉爐頂部的活動排氣口必須經常保持「開啟」，以便有效排
放廢氣或燃氣（如出現氣體洩漏情況）。  

b. 進行維修時必須檢查頂部活動排氣口的蓋能否容易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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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該排氣口必須有固定空隙，供在烤肉過程中產生的廢氣排放出
來。無論何時，該空隙必須保持最少 25 毫米闊（見圖 4）。  

  

用以確保在任
何時候空隙都
最 少 保 持 25
毫米闊  

25 毫米闊的孔口  

圖 4 ─頂部活動排氣口的空隙須保持的最少闊度  

 

3.3.9 油脂收集盤  

a. 烤肉爐的擁有人／操作者須定期清潔油脂收集盤。  

b. 在進行每年一次的維修工作，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須檢查油脂收
集盤有否滲漏以及排放管及溢流管有否阻塞。  

c. 油脂收集盤須經常盛水，水位應不得超越溢流管出口。  

3.3.10 烤肉爐內壁  

a. 烤肉爐的擁有人／操作者須定期清潔烤肉爐內壁。  

b. 在進行每年一次的維修工作，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須檢查烤肉爐
有否損壞，並建議烤肉爐的擁有人／操作者作出所須的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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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供烤肉爐使用的排氣系統  

a. 須裝置供烤肉爐使用的排氣系統，以供抽取在烤肉過程中產生
的廢氣。  

b. 最好在烤肉爐裝置供氣予烤肉爐時會自動啟動的聯鎖系統。如
沒有裝置聯鎖系統，擁有人／操作者須確保排氣系統在烤肉
過程中時刻開啟。  

c. 在進行每年一次的維修工作，擁有人／操作者須確保排氣系統
清潔及能正常操作。  

3.3.12  燃氣烤肉爐的通風要求  

a. 根據《氣體安全 (裝置及使用 )規例》（第 51 章）第 23 條的規
定，每一台燃氣烤肉爐應安裝於有足夠永久通風孔的地點，讓
氣體完全燃燒並把廢氣適當地排出，且能在正常的操作情況將
附近的環境温度維持在安全範圍內。  

b. 空氣供應不應受燃燒廢氣汚染，亦不應含可以影響燃燒的化學
品及易燃化物。  

c. 燃氣烤肉爐空氣供應須符合製造商建議，在沒有製造商建議
下，這指引可視為最低要求。  

d. 在室內通風環境下 (指通風與室外空氣直接相通 )，每一台燃氣
烤肉爐輸入熱值為 50 千瓦以下之最低自然空氣通風面積 (永
久空氣通風和沒有阻塞 )為 5 平方公分 /千瓦。  

e. 在分隔空間環境下 (指通風並非與室外空氣直接相通 )，每一台
燃氣烤肉爐输入熱值為 50 千瓦以下之最低自然空氣通風面積
(永久空氣通風和沒有阻塞 )為 10 平方厘米 /千瓦。  

f. 對於附設機械通風的工場，建議機械通風系統最低供氣量應設
定為保持在每小時 15 次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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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 烤肉爐的警告標籤  

由於烤肉爐的表面在烤肉過程中會變得非常灼熱，最好採用隔熱的
雙層鋼板建造烤肉爐。如採用單層鋼板建造烤肉爐，則須以機械方
式在烤肉爐的當眼位置永久貼上以鋼片製造的警告標籤，該標籤須
標明下述建議字樣並按下列建議尺寸製造。標籤上的所有字樣均須
以紅色刻上，而非在表面髹上。  

 

最少  150 毫米闊  

最少 100
毫米高  

  

3.4    處理氣體洩漏緊急步驟  

3.4.1  假如你嗅到或懷疑有氣體洩漏，以下步驟必須依從  

a. 關閉中央緊急開關總閥或損壞 (如知道 )爐具的緊急開關總閥。  

b. 打開所有門窗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c. 熄滅所有明火和不要操作電器開關，例如電燈電源、通風系統
開關掣、電話與及流動電話。  

d. 在現場之外，打 999 (如有需要，例如持續氣漏 )和 /或聯絡註
冊氣體裝置承辦商盡快作出維修，註冊氣體裝置承辦商名稱和
電話號碼應展示於緊急步驟如在條款 3.4.2 所示。  

3.4.2  一張緊急步驟通告樣本已依附在附錄 3，緊急步驟須圍上框架和標
貼在工場的當眼處。  

 

 

CAUTION:HOT SURFACE 

小心：爐面燙手  

紅色的中英
文字樣須最
少 25 毫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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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擁有人／操作者的日常保養責任  

4.1  擁有人／操作者須定期清潔烤肉爐，即以軟布及性質温和的清潔劑揩擦

烤肉爐的不銹鋼組件。  

4.2  擁有人／操作者須定期清洗及清潔烤肉爐內的火石器皿及火石或類似物

料一次。此外，擁有人及操作者須負責將火石或類似的物料平均分布在
火石器皿上，以免烤肉時滴下的油脂滴在燃燒器及熄火保險裝置上。  

4.3  擁有人／操作者須定期將油脂收集盤內盛有油脂的水倒去。在清潔完油

脂收集盤後，須將潔淨的水倒進盤內，水位應加致溢流管出口的相同高
度。擁有人及操作者須確保溢流管及排放管並無被油脂、污垢等阻塞。  

4.4  擁有人／操作者應定期清潔排氣系統及定期更換運水煙罩式排氣系統的

化學劑／清潔劑，從而確保燃氣烤肉爐的排氣系統及聯鎖系統（如適用）
能正常操作。  

 

5. 培訓  

 

5.1  擁有人須就燃氣烤肉爐的操作、清潔及安全預防措施向負責操作烤肉爐
的員工提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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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圖表展示太空囊式燃氣烤肉爐氣體供應系统 

 

 

 

 

 

 

 

 

 

 

 

 
主燃燒器  

氣體供應

火種  

太空囊式燃氣烤肉爐  

熄火保險裝置  

 
點火氣體
控制鈕  

 
點火棒氣
體控制閥  

 
緊急關氣  

主閥  

點火棒  

 
熄 火 保 險 裝
置控制閥  主氣體供應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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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 每年進行一次的烤肉爐維修記錄樣本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電話號碼：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編號及公司印章  

太空囊式燃氣烤肉爐安全檢查記錄  

（烤肉爐編號         ）  

用戶帳號：  用戶姓名／名稱：  用戶電話號碼：  

安裝地址：  
 

烤肉爐位置 :  

式
烤

肉
爐

）
 

1 .  石油氣瓶   

__________ 公斤  __________ 個  

__________ 公斤  __________ 個  

2.  調壓器  

製造日期  ____________ 型號  ____________ 

（
只

限
石

油
氣

瓶
 

供
氣

系
統

 

（建議按調壓器製造商的指引更換）  

3.   石油氣瓶儲存室  :   有       無   

  正常  須予改善

1.  火種裝置類別：棒式 *或其他。請註明                  

2.  火種裝置及供氣孔的清潔程度 --- ----- ------ -------- ------ -------- -  

3.  所設置的熄火保險裝置 --- ------ -------- ------ -------- ------ --------  

4.  熄火保險裝置在火種熄滅後 75 秒內截斷氣體供應 --- -------- --  

5.  熄火保險裝置的清潔程度 --- ------ ----- ------ -------- ------ -------- -  

6.  為火石或類似物料提供的器皿 --- ----- ------ -------- ------ -------- -  

7.  主燃燒器的清潔程度 ------ ------ -------- ------ -------- ------ -------- -  

8.  所設置的點火棒／自動電子點火器 *------- -------- ------ -------- -  

9.  點火棒／自動電子點火器 *的功能 ---- ------ -------- ------ -------- -  

10.  點火棒的氣體接駁軟喉的狀況  - - ----- ------ -------- ------ -------- -  

11.  氣體接駁軟喉的長度少於 1 米 - ------- ------ -------- ------ -------- -  

12.  控制主要火焰控制閥的把手功能及狀況 --- -------- ------ -------- --  

13.  烤肉爐頂部排氣口的固定孔口最少 25 毫米闊 --- ------ ----- -----  

14.  油脂收集盤內盛載的水位 --- ------ ----- ------ -------- ------ -------- -  

15.  油脂收集盤的溢流管狀況 --- ------ ----- ------ -------- ------ -------- -  

16.  油脂收集盤的排放管狀況 --- ------ ----- ------ -------- ------ -------- -  

17.  烤肉爐的整體狀況，即烤肉爐沒有損壞 --- -------- ------ --------  

18.  有提供足夠通風給烤肉爐運作 --- ----- ------ -------- ------ -------- -  

19.  金屬警告牌  (小心爐面燙手，最少 150mmx100mmx25mm 高 ) -  

20.  其他，請註明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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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簽署                 
本人清楚明白上述建議的內容，並謹此證明安
全檢查已經完成。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號碼                 
 

類別                               
用戶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日期                           



 

附錄  3 -燃氣烤肉爐緊急步驟樣本  

 

 

燃氣烤肉爐緊急步驟  

1. 關閉損壞爐具的緊急開關總閥。  

2. 打開所有門窗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3. 熄滅所有明火和不要操作電器開關，例如電燈電源、
通風系統開關掣、電話與及流動電話。  

4. 在現場之外，打 999 (如有需要，例如持續氣漏 ) 和 /

或聯絡以下負責保養的註冊氣體裝置承辦商盡快作
出維修。  

註冊氣體裝置承辦商名稱  :                     

電話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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