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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氣體快訊》會專題講述有關「香港天然氣的發展」及「瓶裝石油氣裝置的定期安全檢查」；

同時，我們將為氣體業界講解商業用廚房氣體爐具的安全使用及保

養、和有關住宅式氣體爐具玻璃爆裂的成因。此外，我們將繼續提供有關氣

體安全法律知識、和2008年氣體事故及檢控分類統計資料給大家參閱。

本署最新出版的《共證承諾．氣體安全三十載》紀念特刋刊已經上載於機電工程署網頁

www.emsd.gov.hk，歡迎氣體業界人士下載或於網上閱讀。我們希望透過這份特刊，與

大家分享本署與氣體業界攜手努力三十載的經過，使香港成為全球氣體安全表現最佳城

市之一的豐碩成果。

香港天然氣的發展

《氣體快訊》的中英文版本可於以下網頁瀏覽。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Gas Safety Bulletin may be viewed on the below website. 
http://www.emsd.gov.hk

現有天然氣輸港管道

天 然氣是一種清潔、環保及低排放物的燃料，並與我

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電和

煤氣，部分是由天然氣生產出來的。本港現時有三間公用

事業機構使用天然氣，分別是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

電）、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及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中華煤氣）。

中電早於1996年便開始引進天然氣發電，從海南島的崖城

氣田，經一條780公里長的海底喉管將天然氣輸送至龍鼓灘

發電廠。而港燈則於2006年年中開始採用天然氣發電，從

廣東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經一條93公里長的海底喉管將天

然氣輸送至南丫發電廠。相比起以煤作發電燃料，使用天然

氣發電可以大幅減少氮氧化物、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及微塵

粒子的排放量。天然氣對空氣質素的改善，無疑是起了莫大

的作用。

中華煤氣亦於2 006年年中

從上述廣東液化天然氣接

收站經一對34公里長的海

底喉管輸入天然氣至大埔

煤氣廠，代替部份石腦油

生產煤氣，不單減少了二

氧化碳、二氧化硫及氮氧

化物的排放，也令煤氣的

供應更加穩定。 

行政長官在2008-09年度施政報告表示，政府會「積極研究

如何逐步增加使用清潔能源，例如將本地發電廠使用天然

氣發電比例增至百分之五十」，以改善空氣質素。香港特區

政府於2008年8月與國家能源局就能源合作簽訂了諒解備忘

錄，同意就使用西氣東輸二線向香港供應天然氣，開展可行

性研究。如今，西氣東輸二線東段工程已正式開工，香港的

相關企業也正在籌劃興建輸港接駁管道，期望在2013年或

以前建成。

作為本港的氣體安全規管機構，機電工程署一直監察有關的

天然氣設施及輸氣管道。除了審批新天然氣設施的設計及建

造外，機電工程署亦會監察現有天然氣設施的運作及維修管

理，確保符合氣體安全規定。

香港南丫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

深圳
廣東液化
天然氣接收站

大埔
煤氣廠

香港

南丫發電廠

龍鼓灘
發電廠

海底喉管 （往大埔煤氣廠）

海底喉管 （往南丫發電廠）

海底喉管 （往龍鼓灘發電廠）



 

 

 

 

            

2 0 0 9 年 6 月  2

圖二

引言

一般住宅使用的瓶裝石油氣裝置包括有石油氣瓶、調壓

器、氣體接駁軟喉及爐具，通常是經由註冊氣體供應公司

透過分銷商供應到住戶家中。分銷商必須提供最少每1 8個

月為其住宅用戶進行一次定期安全檢查，住宅用戶是指任

何人在過去 12個月內曾向他購買石油氣供其住宅使用。而

分銷商必須遵從有關註冊氣體供應公司指示檢查住宅內的

氣體裝置。瓶裝氣體裝置安全檢查記錄的範例已載於《氣

體應用指南之九：用以從容水量少於4 0升的石油氣瓶供氣

的低壓調壓器》。大家可透過以下網頁查閱: 

http://www.emsd.gov.hk/emsd/c_download/pps/gas/gu09.pdf

由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的定期安全檢查

請注意，根據氣體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商

註冊)規例(第51章)第3條，定期安全檢查必須由註冊氣體

工程承辦商所僱用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而註冊氣體

工程承辦商必須保存有關檢查的紀錄，為期至少兩年。

石油氣瓶的儲存

在進行安全檢查時，註冊氣體裝置技工應留意石油氣瓶的

總儲存量。根據《氣體安全條例》，除非有給予的特定許

可，否則在任何時間都不可儲存標稱總容水量超過 130升 

(約是標稱重量50公斤)的石油氣(包括空瓶)。下表列出一

些普通型號石油氣瓶的最高許可儲存數目，以供參考。

標稱石油氣重量 (公斤) 
Nominal LPG Weight (kg)

許可瓶數 (個) 
Permitted No. of Cylinders 

2 27 

8 6 

10.5 5 

12 – 13.5 4 

15 – 16 3 

21 – 22 2 

45 – 50 1

為確保氣體安全，儲存石油氣瓶時，應將石油氣瓶垂直放

置在空氣流通、遠離火源和容易到達的地方。石油氣瓶不

應靠近或與其他易燃物品一起儲存，亦不可在地平面以下

地方、排水溝附近或地庫內使用或存放石油氣瓶，最理想

是遠離林木和植物。

對調壓器作安全檢查

為住宅式氣瓶裝置進行定期安全檢查時，必須檢查有關調

壓器如下：

(一) 檢查是否有任何可見的撞擊損壞痕跡或損蝕痕跡；

(二) 以肥皂水檢查是否漏氣；

(三 ) 檢查出口壓力（例如觀察

火焰是否正常或使用壓力

錶）；及

(四 ) 檢查更換日期是否有效。

調壓器更換日期則展示在

調壓器上。 [圖一 ] 

對氣體接駁軟喉及氣體爐具作安全檢查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應檢查氣體接駁軟喉是否仍然性能良

好，使用期是否逾屆滿日期。氣體接駁軟喉日期如已屆

滿、或看不清屆滿日期，應立即更換。 [圖二 ] 

特別要注意的是，過期的氣體接駁軟喉有潛在危險。如客

戶拒絕更換過期氣體接駁軟喉，分銷商應馬上停止繼續供

應石油氣給該客戶。

此外，檢查時應留意氣體爐具是否操作良好及軟喉會否過

長。根據氣體安全(裝置及使用)規例(第51章)第4條的規

定，軟喉的總長度不應

超過2米。

瓶裝石油氣裝置 的
定期安全檢查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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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章）第25（2）條

的規定，任何人不得使用車輛運載總容水量不少於1 30

升的石油氣瓶，除非該車獲發有效的許可證。此外，使用者亦

必須遵守所有有關的氣體安全規例及許可證發證條件。

要成功申領許可證，申請者須呈交所需文件到機電工程署，以

作審核。而有關的石油氣瓶車輛亦必須通過檢驗。最後，申請

者須繳交申請許可證之費用，機電工程署才會根據氣體安全（

氣體供應）規例，把許可證及展示標籤一併發給申請者（即石

油氣瓶車車主），完成申請手續。

本署藉此機會再次提醒各申請者（即石油氣瓶車車主），在下

列情況下，申請將視作新申請處理。

(一 ) 車輛從未領取石油氣瓶車許可證。

(二 ) 擁有權轉換–獲發許可證的氣體

車輛車主如不再是該車車主，或

該車已廢棄不用或拆毀，車主須

於 7天內通知氣體安全監督。如其後再使用該車輛運載石

油氣瓶，便須重新申請。

(三) 車輛登記牌照號碼改變。

(四 ) 若石油氣瓶車於許可證有效期屆滿後，車主才遞交申請續

牌表格，安排瓶車檢驗。

最後，車主如未能持有有效許可證，則不應在沒有有效許可證

的情況下使用該車輛運載總容水量不少於130升的石油氣瓶，

否則便違反了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

根 據 《 氣 體 安 全 ( 氣 體 供 應 ) 規 例 》 第

41(3)條，當石油氣瓶車的載貨間載

有石油氣瓶時，任何人均不得將其他貨物放

置在該載貨間內。任何人違反該規例，即屬

犯法。

本署於今年首季已檢控了兩宗有關石油氣瓶車之舉報個案，

兩宗案件均涉及石油氣瓶車被發現其載貨間內載有多瓶石油

氣，而當時該載貨間內同時存放着數罐火水。另有一宗同類

個案正在排期審理。

上述兩宗個案之石油氣瓶車均被控違反上述規例，經定罪後

分別被處罰款。就以上案例，我們謹此提醒各位石油氣瓶車

車主、司機及操作人員，在石油氣瓶車放置石油氣的同時，

不可放置其他貨物，尤其是能導致火警或爆炸的物品，因為

這不單構成危險，更觸犯氣體安全條例。

石油氣瓶車載貨間的使用

氣體車輛運送石油氣瓶許可證之簽發

商 業用廚房的負責人須按其氣體爐具的使用情況或生

產商的指引，聘請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為其爐具進

行定期保養和安全檢查，務使其裝置狀況良好及操作安全。

由於過往有員工曾因不當使用或在使用缺乏保養的爐具時受

傷，故此，承辦商在進行安全檢查時須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 安全標貼

廚房內氣體裝置是否已貼上詳細及清晰的安全使用指引。

(二) 協助制定保養計劃

工程完成時，可考慮向用戶提供相關爐具檢查報告，讓

用戶可參考有關資料去制定一個有系統的保養計劃；承

辦商亦須保存不少於2年的工

作紀錄，以供日後查閱之用。

使用爐具方面，各承辦商在進

行定期安全檢查時，應提醒用

戶注意下列事項：

(一) 供氣總掣

(一)開工前，須確定爐具的控

制氣閥已經關閉，才可開啟燃氣供應

總掣。完工後，須將爐具的控制氣閥

關閉，然後關閉燃氣供應總掣。須

清楚「緊急控制閥」的位置，確保意

外發生時能即時截斷燃氣供應。

(二) 通風系統

使用氣體爐具前，須先啟動廚房內的

供氣和排氣系統，並須確保系統正常

及有效運作。

(三) 安全使用爐具

燃點爐具時，須使用正確工具；開啟爐具燃氣供應掣

後，須立即點火，以免積聚過多氣體在爐頭上；如發現

爐具出現自動熄火現象，須立刻停止使用有關爐具，並

通知有關承辦商跟進。

(四) 日常清潔

應定期清潔及保養爐具，避免爐具上積聚過多污漬及渣

滓，影響爐具的安全運作。

商業用廚房氣體爐具的安全使用及保養您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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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式氣體爐具
 玻璃爆裂的成因

近 年，嵌入式玻璃面氣體煮食爐穩佔了市場上一重要位

置，因其外形簡潔美觀，易於表面清理，故此深受市

正確地使用，便不會發生意外。

民大眾歡迎。最近發生多宗有關嵌入式玻璃面爐具於使用時

無故爆裂的事故，事因嵌入式玻璃面爐的日常清潔及護理較

就本署過往處理嵌入式玻璃面爐的玻璃爆裂個案，綜合玻璃

爆裂的原因大致上有以下表列四點。為避免爐面玻璃爆裂，

其它金屬面爐要求為高。根據本署記錄，本港大約有百分之 希望各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在進行定期安全檢查時，能提醒

四十獲得GU標誌的氣體煮食爐為嵌入式玻璃面爐。嵌入式玻 市民注意並採取相應的改善方法。

璃面氣體煮食爐的設計是安全的，市民依照生產商說明書去

過量供應石油氣 
(15%)

未獲批准供應/儲存/
運載石油氣 (8%)

氣體喉管事故
(256宗)

氣體用具事故(26宗)

氣體接駁軟喉事故(16宗)

氣體部件事故(56宗)

石油氣瓶事故(4宗)

卡式石油氣瓶及噴
霧罐事故(10宗)

不正確 / 不小心
使用引致事故(1宗)

改裝石油氣瓶車 
(5%)

過量儲存石油氣(28%)

以石油氣瓶車運載
其他物品(10%)

違例停泊石油氣瓶車 
(19%)

非法從事氣體
裝置工程(11%)

未獲批准氣體爐具 
(1%) 其他(3%)

氣體小統計
2008年
石油氣個案檢控分類數字 2008年

氣體事故分類數字

玻璃爆裂原因 相應改善方法

(一) 爐具缺乏保養：因用戶疏於清潔爐頭而引致爐頭氣

孔嚴重淤塞，燃氣不能正常輸出而引致火種在爐內

燃燒，玻璃被不正常加熱而引致爆裂。

(一) 經常清潔爐頭，根據說明書的指示清理爐頭污垢，以保持氣孔暢通，盡量

避免滾瀉湯汁；當滾瀉時，盡快把爐頭清理乾淨。

(二) 使用過大的器皿煮食：由於器皿過大，爐火熱力被

反射到玻璃爐面，玻璃過熱而引致爆裂。

(二) 切勿使用過大器皿煮食，一般煮食爐的說明書都有註明合適的器皿尺寸，

如有疑問，市民可向代理商查詢。切勿使用附加錫紙盆於爐頭上，因會阻

礙燃氣輸出。此外，爐底切勿擺放過多雜物以免影響爐具散熱。

(三) 不正確安裝：沒有根據說明書指引安裝，使爐具操

作不正常，玻璃受熱而引致爆裂。

(三) 所有氣體用具(包括燃氣煮食爐)，都必須經由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安裝，

並於安裝爐具前應仔細閱讀說明書指示，留意爐具與牆身或周邊物件的距

離。建議最少每18個月安排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上門作安全檢查。

(四) 被重物撞擊：玻璃面被重物猛烈撞擊而引致爆裂。 (四) 切勿將重物壓在玻璃面上或以硬物撞擊。

澄清啟示 將氣體爐具及相關裝置之說明書及使用者手冊等交付給有關食肆或其代表。此外，註冊

就第七期「氣體快訊」文章「商業樓宇內作供應飲食用途之氣體裝置規定」提及註冊氣 氣體工程承辦商須保留此工作記錄最少兩年，以供查閱。再者，為確保安全，有關氣體

體工程承辦商責任之內容，我們現作出如下補充說明： 裝置、爐具及氣體用具機動排氣系統應最少每年進行維修保養及安全檢查。這類工作須

「請各位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於完成氣體裝置工程或氣體用具機動排氣系統工程後， 由具備合適資格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維修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