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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49 年來，SoCalGas® 一直致力為客戶提供潔淨、安全
和可靠的天然瓦斯。經由地下管道，我們將瓦斯安全地

輸送給住宅客戶以供烹飪和取暖，並且輸送給工業客戶

以供製造產品和發電。設計這份指南的目的，是回答您

對於瓦斯安全要訣和服務所可能提出的問題。



緊急情況資訊

若發生任何疑似有關天然瓦斯的緊急情況，或者對天

然瓦斯臭味或一氧化碳有任何疑問，請立即撥打我們

的電話：1-800-427-2200。 

緊急情況發生之前

•	 瞭解您的瓦斯表位置，準備一支 12 英吋（或更
大號）可調式扳手，連同緊急應變用品一起存

放，或放在瓦斯表切斷閥旁。切勿將扳手放在瓦

斯表或瓦斯管上。

•	 每件瓦斯器具都應有一個切斷閥安裝在牆壁和瓦

斯器具連接器之間。如果特定器具上發生洩漏，

您可以透過該閥門切斷輸送至該器具的瓦斯，而

不是從瓦斯表處切斷所有瓦斯服務。某些閥門需

要使用扳手才能轉動。 

•	 為防止您的熱水器在地震中移位或倒塌，請用重

型螺栓及金屬條將水箱上部及下部三分之一這兩

處緊固至壁柱上。下部金屬條必須繫在恆溫控制

器上方至少 4 英吋的位置。建議您找一位合格
的專業技術人員為您安裝。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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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電 SoCalGas 或找一名合格的專業技術人員，
將連接鋁管或銅管之瓦斯器具的任何半剛性連接

器，更換成經核可的撓性瓦斯管連接器。

•	 檢查安全裝置，例如煙霧測知器及一氧化碳偵測

器，確保其功能正常。

•	 確保可撓性瓦斯管連接器無受損之虞，也未穿過

地板、牆壁或天花板。

緊急情況發生後

• 切勿從瓦斯表處切斷您的瓦斯—除非您聞到瓦斯

臭味、聽到瓦斯外洩的聲音，或看到其他瓦斯外

洩跡象，而且只有當您確定安全無虞時，才能這

麼做。切勿自行重開瓦斯。請致電 SoCalGas 要
求重開瓦斯、重新點火並維修瓦斯器具，使其正

常運作。

• 檢查您的熱水器及暖氣爐排氣口。如果排氣系統

在地震或其他事故中被震斷，可能會洩漏有害煙

霧到您家中。除非您的瓦斯器具排氣正常，切勿

使用該器具。器具排氣不良的徵兆包括：室內的

窗玻璃上有水氣，或者在使用該器具時聞到異常

氣味。

• 切勿吸煙、點火或使用電器、電燈開關或其他任

何可能引發火花的設備，直到您確定沒有瓦斯外

洩情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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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瓦斯外洩 
您的視覺、聽覺或嗅覺可為您發出瓦斯外洩警訊。

看

•	 瓦斯器具的連接器受損。 
•	 灰塵、水或雜物被噴向空中。 
•	 管道埋設區域的上方或附近平時潮濕，	

但現在有植物枯死或快要枯死。

•	 管道附近發生火災或爆炸。 
•	 地震、火災、洪災或其他災害過後，	

管道裸露在外。

聽

•	 一種異常的聲音，例如在瓦斯器具或	

瓦斯管道附近有嘶聲、噓聲或吼聲。

聞

•	 天然瓦斯的獨特臭味*。

* 有些人可能因為嗅覺不靈敏或嗅覺疲勞（因為長時間
暴露而暫時無法辨別某種氣味的正常狀態），或因為瓦
斯臭味被其他氣味所掩蓋（如烹飪、濕氣、發霉或化學
氣味等），而無法聞到瓦斯臭味。另外，管道及土壤中
的某些狀況也會導致臭味變淡（臭味劑流失），以致
於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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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管或瓦斯表受損

從任何受損管道、連接器或瓦斯表外洩的瓦斯可能引起

火災、爆炸、物業受損及嚴重的人身傷害。

如果您發現管道、連接器或瓦斯表漏氣，聞到瓦斯味，

或懷疑瓦斯外洩，請遵照以下原則處理：

• 立即撤離該區，並且從一個安全地點撥打 
SoCalGas 電話 1-800-427-2200。該專線	
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提供服務。

•	 如果設施損壞所引起的瓦斯外洩可能危及生命、

導致人身傷害或造成物業受損，撤離該區後應	

儘速撥打 911。
• 切勿吸煙或點燃火柴、蠟燭或其他火焰。

• 切勿打開或關閉電器或電燈開關，或使用任何	

可能引發火花的設備，例如電話。

• 切勿試圖控制外洩情形或修理損壞的管道或瓦斯

表。從塑膠管外洩的瓦斯可能產生靜電，進而引

燃瓦斯。安全地放棄任何電動或以電力驅動的設

備或車輛，絕不要使用或觸碰開關。 

緊急切斷天然瓦斯 
從地面連接至瓦斯表的管道上有一個切斷閥，閥門與管

道呈一直線，通常離地面六至八英吋的高度。

請用一支 12 英吋或更大的可調式扳手將閥門往任一方
向轉動 1/4 圈，直到閥門與管道呈垂直為止。

如果您從瓦斯表切斷瓦斯，請保持切斷狀態。切勿自行

重開瓦斯。請致電 SoCalGas 要求重開瓦斯、重新點火
並維修您的瓦斯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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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您的瓦斯管道

SoCalGas 負責維護將天然瓦斯輸送到您的瓦斯表的瓦
斯管。然而，物業業主、物業管理人、租戶和/或住戶

需自行負責維護瓦斯表另一側的所有瓦斯管和器具。	

這些客戶自有的瓦斯管包括以下所有配管：

•	 從您的瓦斯表連接至物業範圍內的瓦斯器具。

•	 從街邊瓦斯表連接至您家（如果瓦斯表未安裝在

房屋旁）。

•	 從地下瓦斯表連接至建築物、泳池/水療池加熱

器、烤肉爐或其他瓦斯器具。

未經維護的瓦斯管可能因腐蝕和洩漏而發生危險。為正

確維護瓦斯管，您應定期檢查以發現不安全狀況，包括

腐蝕（如果管道為鋼管或其他金屬管）和洩漏，並立即

排除任何不安全狀況。合格的專業技術人員（如水電或

供暖承包商）可協助您找出、檢查並修理地下瓦斯管。

注意：如果您擁有總表式瓦斯管系統，美國運輸部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要求您將上述資
訊通知所有租戶。

CUBIC
FEET

開啟關閉

SoCalGas 擁有的管道 客戶擁有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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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瓦斯表  
SoCalGas 已將瓦斯表升級為 Advanced Meter 通
訊裝置。這些裝置可讀取您的使用資訊，然後傳回 
SoCalGas 以進行計費。您可透過「My Account」利用
每小時和每天的用量資訊及線上分析工具，更好地管理

您的能源使用。請登入並點選「Ways to Save」標籤，
查看最新的互動式工具。您只要回答幾個問題，即可得

到家庭能源分析數據以及：

- 客製化建議
- 鄰里用量比較
- 符合您生活型態的自選能源行動計劃

欲知詳情，請造訪 socalgas.com/advancedmeter。

如果沒有 Advanced Meter，則會在預先安排的讀表日
期（印在您的帳單上）前後每月人工讀取一次瓦斯表。

如果您物業範圍內的瓦斯表因任何原因不能讀取，您將

會收到以估計值計算的瓦斯帳單。若庭院內有危險或不

友善的狗，抄表員禁止進入，同時我們的服務人員也不

許進入有狗的庭院。因此，為了安全起見，請在讀表日

期及服務人員拜訪期間，將您的狗一直關在屋子、車庫

或其他安全的圍封設施內。用皮帶、牽繩或鎖鏈繫住的

狗並不能為本公司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如何讀取您的瓦斯表 
您的瓦斯表以天然瓦斯的立方英呎數為單位記錄用量。

讀取瓦斯表就像看鐘錶一樣容易。

從左到右讀取，只讀標示每圈 1,000 和更高的大刻度盤
（小刻度盤僅供測試用）。如果指針在兩個數字之間，

則記錄較小數字。上圖的範例讀數顯示為 6084。如要
查看您的瓦斯用量，請在計費週期開始時讀一次瓦斯

表，然後在週期結束時再讀一次（這兩次讀數會印在您

的帳單上）。兩個數字之差就是您的瓦斯用量，單位為

百立方英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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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挖之前須先致電 811 
- 這是免費服務！ 

811 是一項免費服務，有助您預防人員受傷、物業嚴重
受損及公用事業服務中斷。 

管道可能埋設在任何位置，包括街道、人行道及私人土

地下方，有時僅位於地表下數英吋。	如果您計劃蓋圍

籬、種樹，或為了其他任何理由開挖，請遵循以下安全

步驟以保護管道：

1.	以白漆標出您計劃挖掘的區域，或用其他適當方式

標示。 
2.	在開挖前至少兩個工作日，於週一至週五（除節
日外）上午 6 點至下午 7 點撥打「地下服務警報」

(Underground Service Alert) 電話 811，或上網到 
california811.org 提交位置申請。「地下服務警報」
將與 SoCalGas 以及該區其他公用事業單位協調，
標出公用事業管線的埋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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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住，我們只用黃漆、標旗或標樁標出本公司瓦
斯管的位置。其他公用事業單位會使用其他顏色標

出電話線、通訊線、水管或其他地下管線的位置。

3.	等候我們標出瓦斯管位置並指明管道材質和直徑，

或告知您該區域沒有管道，才能開挖。

4.	在每個公用事業管線標示的 24 英吋範圍內，僅使

用手用工具判定所有管線的確切位置，然後才能在

該區使用任何電動挖掘設備。

5.	如果發生任何管道受損情形，立即撥打 1-800-
427-2200 向 SoCalGas 通報。無論受損程度大小，

均需通報。即使瓦斯管只有細微鑿痕、刮傷或凹

陷，其表層或任何與管道連接或並行的元件（例如

電線）將來都可能導致故障或洩漏，造成危險。

即使您雇用承包商施工，也要確保該承包商事先撥打 
811，以便將管線標出。

SoCalGas 並不會標出屬於客戶所有的瓦斯管；這
類瓦斯管通常從瓦斯表連接至客戶的瓦斯設備及器

具。如需在施工前確定和標出客戶所有之瓦斯管的位

置，SoCalGas 建議客戶聯絡一位合格的管道定位專業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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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進入以檢查和維護瓦斯表

為了您安全著想，SoCalGas 必須能進入所有天然瓦斯
管道設施，以實施定期檢查和維護，其中也包括瓦斯表

在內。SoCalGas 擁有並負責維護瓦斯表、調節器以及
瓦斯表上游管道。根據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 (CPUC) 通
過的 Tariff Rule 25，SoCalGas 有權進入本公司位於您
物業範圍內的設施。我們的服務人員必須經由安全路徑

進入瓦斯表裝設處，途中不能有灌木、結構物、垃圾及

其他有絆倒危險的物品。請務必檢查進入您瓦斯表裝設

處的路徑，確保沒有這些不安全的狀況。如果您鎖上大

門，SoCalGas 可能會留下一張註明聯絡方式的通知，	
好讓我們能安排時間進行瓦斯設施的檢查和維護。在緊

急情況下，消防部門或 SoCalGas 可能會出於安全理由
從您的瓦斯表切斷瓦斯供應。請確保瓦斯表裝設處始終

能安全進入。 

標記僅顯示最主要的管道

標記僅刻意顯示埋設管道的大約位置，並未指出區域內

管道的深度或數目。如需查看地圖並找出您所在地區主

要瓦斯管道的大約位置，請連線至 socalgas.com 
（搜尋「MAPS」），找到「瓦斯輸送與高壓配送管
道互動地圖」(Gas Transmission and High Pressure 
Distribution Pipeline Interactive Map)，或造訪「全
國管道定位地圖系統」(National Pipeline Mapping 
System) 網站：www.npms.phmsa.dot.gov。這這些地
圖僅顯示管道的大約位置，不得取代在開挖前至少提前

兩個工作日撥打 811 的步驟。

紅色：電力

黃色：瓦斯、油、蒸汽

橙色：通訊

藍色：水

紫色：再生水

綠色：下水道

粉色：臨時標記

白色：建議開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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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ALGAS 以安全為第一優先 
我們定時執行管道安全作業，包括巡邏、檢測、維修及

更換管道。我們也對員工持續進行技術培訓和測驗。我

們的「完善管理」(Integrity Management) 計劃描述了
我們持續進行的安全和維護活動，其內容可供民眾檢

閱。我們與政府的緊急應變官員保持緊密關係，以便對

任何管道緊急事故做好應變準備。為了執行管道維護、

檢查和緊急事故應變，SoCalGas 必須能進入本公司具有
管道通行權之處。SoCalGas 促請物業業主不要在我們具
有管道通行權之處設置任何障礙物，例如樹木、灌木、

建築物、圍籬、結構物或其他任何佔用物。 

擅改瓦斯表

擅改瓦斯表和/或瓦斯管道可能會引起火災或爆炸。《加

州刑法典》(California Penal Code) 將故意拆除、阻礙或
干擾任何安裝在瓦斯總管或管道上的閥門、瓦斯表、瓦

斯管或其他裝置的行為列為犯罪。

瓦斯表的任何位置、從瓦斯表連接至 T 形管接頭的瓦斯
管，以及 T 形管接頭上均嚴禁安裝和/或連接任何硬管、
軟管、裝置或器具。已安裝和/或連接的任何硬管、軟

管、裝置或器具將被拆除，且可能會有額外收費。

切勿將瓦斯表、瓦斯豎管、瓦斯管或相關設備用作接

地，因為這是不安全且不允許的。接觸瓦斯表、豎管、

閥門及相連的元件時，請小心操作。家用電器故障或電

線配接不良可能使瓦斯設施意外帶電，並可能導致觸

電。

在 CPUC General Order 112-E 的規範下，僅 SoCalGas 
有權操作瓦斯服務切斷閥，但發生需要切斷瓦斯的緊急

事故時除外。 

所有客戶必須承擔盜竊瓦斯的費用。如果您得知任何人

擅改瓦斯表或管道，應向 SoCalGas 通報。您的來電將
會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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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安全 
瓦斯器具維護始終是客戶的責任。正確保養瓦斯器具，

有助於確保其運作安全及效率。

以下提供一些重要建議：

•	 每年請一名合格的專業技術人員或 SoCalGas 為
您全面檢修瓦斯器具。

•	 切勿在任何瓦斯器具附近存放碎布、拖把、紙張

或其他可燃物。

•	 切勿在瓦斯器具附近存放任何可能影響正常氣流

的物品。

•	 切勿在放置任何瓦斯器具或供暖器具的房間內或

該器具附近存放或使用易燃產品。易燃產品包

括：汽油、噴漆、溶劑、殺蟲劑、黏著劑、噴霧

劑、亮光漆、清潔產品及其他加壓容器。

•	 切勿使用烤肉爐、爐灶或烤箱為房屋供暖，因為

這些器具並非為此目的而設計。

•	 在住宅車庫中安裝瓦斯器具時，燃燒器和點火裝

置的高度應至少離地板 18 英吋（450 毫米），	
除非該器具被列為具有「防易燃蒸氣點火」

(flammable vapor ignition resistant)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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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器具安全召回

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 (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 會定期公佈某些瓦斯器具
及設備的安全召回計劃。若想查詢這些產品召回資訊

是否可能影響您的瓦斯器具，請瀏覽 CPSC 網站 (cpsc.
gov) 或撥打 CPSC 電話 1-800-638-2772。聽語障人士 
TDD/TTY 專線：1-800-638-8270。

瓦斯爐安全要訣

•	 保持爐台、烤箱和烤架四周區域清潔無油垢。	

油垢易燃，過度堆積可能會釀成火災。

•	 切勿使用爐台或烤箱為房屋供暖。

•	 切勿在烤箱或爐台中鋪設鋁箔，以免阻礙排氣

口，進而導致一氧化碳中毒。

瓦斯暖氣爐安全要訣

地板式暖氣爐

•	 經常用吸塵器清潔地板式暖氣爐和四周區域，	

避免棉絮堆積。

•	 防止兒童接近烤爐，因其表面溫度非常高。

壁爐

•	 在供暖季節裡，每月應清理一次內嵌式排氣型	

壁爐的燃燒室內部，以防棉絮堆積。

注意事項：無排氣管的熱水器並不安全，	

在加州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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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熱水器安全要訣

•	 安裝於車庫內的熱水器必須架高，使母火或其他

點火源至少離地板 18 英吋，或依照當地建築法
規或製造商的安裝說明進行安裝。

•	 地震可能會使未正確固定的熱水器移動或傾倒。

為防患於未然，請用重型螺栓及金屬條將水箱上

部及下部三分之一這兩處緊固至壁柱上。下部金

屬條必須繫在恆溫控制器上方至少 4 英吋的位
置。這些安裝套件通常可在您當地的五金行購

得，建議您找一名有執照的合格專業技術人員為

您安裝。

•	 調低溫度設定值，可預防燙傷事故並降低能源費

用。溫度超過 125° F 的水可能導致嚴重燒傷甚
至死亡。家中若有兒童、殘障人士或老人，可能

需將恆溫器設定在 120° F 或以下，以防他們接
觸到「滾燙」的水。請參照熱水器製造商的建議

設定安全的熱水器溫度。

瓦斯烘衣機安全要訣

•	 瓦斯烘衣機永遠都要朝室外排氣。

•	 切勿讓瓦斯烘衣機朝閣樓、煙囪、牆壁、天花板

或建築物的密閉空間排氣。 
•	 只能使用經核准的金屬排氣管材。塑膠或乙烯材

料未獲核准用於瓦斯烘衣機。

•	 定期檢查排氣管，確保未壓扁、扭絞或出現其他

阻滯情形。

•	 保持排氣口周圍及毗鄰區域無棉絮堆積。

瓦斯壁爐安全要訣

•	 為避免嚴重事故發生，壁爐的風門必須永久保

持開啟狀態。請使用瓦斯壁爐組件內隨附的風

門鎖。

閣樓隔熱安全要訣

•	 使隔熱設施遠離所有熱源、暖氣爐、熱水器、嵌

入式燈具、風扇馬達、門鈴變壓器、煙囪、煙道

及排氣口等。

•	 在上述這些熱源周圍安裝一道由不可燃材料製成

的屏障。

•	 使隔熱設施遠離所有裸露的電線或採用「瓷柱瓷

管」(knob and tube) 佈線法的電線。
•	 使強制排氣型暖氣爐的供氣口遠離任何隔熱設

施。

•	 保持閣樓及屋簷排氣口打開，未被遮蓋。

•	 定期檢查屋頂，以免隔熱設施移位。

•	 如果對正確安裝隔熱設施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持

有州政府執照的隔熱工程承包商。

15



一氧化碳

您應請 SoCalGas 或一名合格的專業技術人員每年為您
做一次瓦斯器具體檢。未進行年度維護可能會導致器具

運作效率不彰，並且在某些情形下會有一氧化碳中毒的

危險。

一氧化碳是一種無色、無臭、無味的氣體，是煤油、汽

油、丙烷、天然瓦斯、石油、煤炭或木材等碳基燃料在

氧氣不足下燃燒時的產物，即所謂「不完全燃燒」。以

家用瓦斯器具而言，安裝不當、維護不良、器具誤用或

故障都可能造成不完全燃燒。由於一氧化碳會取代血液

中的氧氣，若暴露於一氧化碳下，可能引發多種會造成

重傷或死亡的症狀，具體視暴露的濃度和時間長短而

定。

請對以下徵兆保持警覺：

•	 燃燒器火焰呈黃色、擴散和不穩定現象。 
•	 使用器具時聞到一種異常的刺激性臭味—這可能

是乙醛（不完全燃燒的副產物）產生的徵兆。

•	 無來由的噁心、嗜睡、頭痛、頭暈、嘔吐、呼吸

短淺和/或類流感症狀。

如果懷疑室內有一氧化碳：

•	 在安全的前提下，立即關閉可疑的瓦斯器具。

•	 撤離現場並撥打 911。
•	 如果家中有人出現疑似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狀，	

應立即就醫。

•	 立即請 SoCalGas 或一名合格的專業技術人員	
檢查該器具。

•	 在疑似有問題的瓦斯器具完成檢修並確定能正常

運作之前，切勿使用該器具。

一氧化碳警報器

《加州一氧化碳中毒防治法》(California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Prevention Act) 要求所有擁有化
石燃料燃燒器具、壁爐或附設車庫的住宅物業配備經核

准的一氧化碳警報器。只有經過加州消防處 (California 
State Fire Marshal) 核准並通過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UL) 認證的一氧化碳警報器才可使用。	
警報器可在您當地的五金行及居家修繕店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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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蒸除蟲

對住宅或公司進行熏蒸除蟲之前，SoCalGas 會關閉瓦
斯服務，並且在完成後恢復服務。僅 SoCalGas 有權操
作瓦斯服務切斷閥。熏蒸承包商無此授權。SoCalGas 
將免費為您提供所有閥門關閉和恢復服務。作為恢復服

務的一部分，SoCalGas 將檢查並調整所有器具，以確
保其正常運作。

如需關閉瓦斯服務以便熏蒸，您至少要在關閉服務前兩

個工作日提出申請。若要恢復瓦斯服務，您至少需提前

一個工作日告知。請致電 1-800-427-2200 預約服務。
恢復服務訂單最早可安排在帳篷裝好且建築物熏蒸完畢

兩天後。如果您向 SoCalGas 提供熏蒸承包商出具的「
重新進入證明」(Certification for Re-Entry)，則可在帳
篷拆卸當天安排恢復服務。請保持瓦斯表裝設處和前門

暢通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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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您的每月帳單 

1.	 聯絡資訊。
2.	帳戶摘要清楚顯示您上一次的應付金額及付款，
加上本次新增收費。

3.	更容易找到的付款期限及帳單金額。
4.	條形圖提供一目了然的用量比較。
5.	簡易的瓦斯用量資訊。
6.	重要訊息及瓦斯帳單管理方式的新位置。
7.	對於參與 CARE 計劃的客戶，折扣會以一個單獨
項目顯示在您的帳單上。

8.	我們透過「My Account」提供電子帳單及付款	
服務。

帳單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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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ACCOUNT
我們為能上網的住宅和企業客戶提供「My 
Account」服務。一旦您註冊「My Account」，即
可：

• 透過我們的安全網站查看和支付您的瓦斯帳單
• 安排一次或循環付款
• 安排更多電郵帳單提醒通知
• 申請付款展延
• 安排、查看或取消服務預約

直接扣款 (DIRECT DEBIT)
「直接扣款」功能讓您能在月結單寄給您 10 天後，
自動從您的支票帳戶中扣除每月付款金額。您也可以

申辦電子帳單。只要到 socalgas.com/myaccount 
註冊即可。 

其他付款選項 
您可以透過獨立服務供應商 BillMatrix 使用電子支
票、記帳卡/自動提款機或 VISA/MasterCard 信用卡
支付（有額外費用）。儘管 SoGalGas 不對該服務收
費，但 BillMatrix 會對每筆交易收取 $1.50 手續費。
如需透過 BillMatrix 進行電話支付，請致電 1-800-
232-6629。 

您也可以加入 SoCalGas 的「Pay by Phone」計劃，
透過電話來支付您的帳單。如需計劃申請表，請連線

至 socalgas.com（搜尋「BILL MATRIX」） 下載。
一旦您加入計劃，即可直接撥打 1-800-427-2700 支
付帳單。

平均付費計劃 (LEVEL PAY PLAN)
該計劃將全年瓦斯用量及費用平均分攤到 12 個月
中。您每月支付一筆平均帳單金額，而非實際費用。

如果瓦斯用量或費用明顯增加或減少，可每六個月重

新評估並調整一次平均支付金額。若想註冊「平均付

費計劃」，請造訪 socalgas.com/levelpay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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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通知 (THIRD-PARTY NOTIFICATION) 
如果您本人或您認識的人容易忘記支付每月瓦斯帳

單，「第三方通知」或許會有幫助。該計劃為免費服

務，有助於防止瓦斯服務被切斷。其運作方式如下：

您選擇一個可信賴的朋友、親戚或社會機構，讓他

們能收到逾期付款通知副本。該第三方並不負責支

付帳單，但能提醒您付款期限已過，讓您可採取必

要行動來避免瓦斯被切斷。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socalgas.com/thirdparty 或致電 1-800-427-2200。
聽語障人士 TDD/TTY 專線：1-800-252-0259。

需要展延付款期限嗎？

帳單收到時即應付款，如果未能在帳單上所示郵寄

日期 19 天之內付款，則視為逾期。付款支票抬頭
為 SoCalGas。以下將說明目前可用的付款選項。如
需更多關於帳單支付選項的資訊，請造訪我們的網

站：socalgas.com/pay-bill。

這些工具可幫助您節能省錢。

節能省錢之道 (WAYS TO SAVE)
•	 從 socalgas.com 進入「My Account」中的
「Ways to Save」頁面，查看您每天和每小時
的瓦斯用量和費用。 

•	 設定節能目標，並獲得達成目標的訣竅。 
•	 分析氣候及其他因素如何影響您每月的瓦斯	

用量。 

帳單追蹤警報 (BILL TRACKER ALERTS)
• 持續監督您整個帳單周期的瓦斯費用。 
• 採取行動來降低您的用量，避免收到驚人帳單。 
• 每週收到免費的電郵或簡訊警示通知。 

若想登入或註冊，請造訪：	

MyAccount.SoCalG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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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及帳單協助

加州能源替代費率計劃 (CALIFORNIA ALTERNATE 
RATES FOR ENERGY, CARE) 
符合資格和收入條件的客戶可透過我們的加州能源替

代費率計劃 (CARE) 獲得 20% 的帳單折扣。如需更
多資訊或索取申請表，請造訪 
socalgas.com/care 或致電 1-800-427-2200。  
聽語障人士 TDD/TTY 專線：1-800-252-0259。

節能援助計劃 (ENERGY SAVINGS ASSISTANCE 
PROGRAM)*  
節能援助計劃可為符合資格和收入條件的屋主和租

戶免費提供節能居家修繕服務，例如閣樓隔熱、門

密封條和低流量蓮蓬頭等。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socalgas.com/improvements  或致電 1-800-331-
7593。
*節能援助計劃由加州公用事業客戶資助，並在加州公用事業管理委員會指導下
由 Southern California Gas Company 管理。本計劃可能修改或終止，恕不事先
通知。Southern California Gas Company 對客戶選擇的任何商品和服務概不負
責。客戶無義務向承包商購買其他任何商品或服務。

客戶援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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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基線

如果您有一名固定家庭成員具有符合條件的病況，

因而需要使用更多瓦斯為空間供暖，則能夠以最低

費率獲得更多瓦斯額度。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socalgas.com/medical 或致電 1-800-427-2200。

瓦斯補助金 (GAS ASSISTANCE FUND, GAF) 
符合收入條件的客戶或許可透過瓦斯補助金 (GAF) 
計劃在冬季月份獲得一次性帳單補助。如需更多資

訊，請造訪 socalgas.com/gaf 或致電 1-800-427-
2200。

低收入家庭能源協助計劃 (LOW-INCOME H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LIHEAP) 
符合收入條件的客戶可透過聯邦政府撥款的低

收入家庭能源協助計劃 (LIHEAP) 獲得能源帳單
支付援助。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社區服務與開

發部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Services and 
Development) 網站 csd.ca.gov 或致電 1-866-675-
6623；聽障人士請撥打 
TDD/TTY 專線 1-916-263-1402 或加州轉接服務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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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供暖

•	 將您的供暖系統調整到最佳狀況，使其以最大

效率運作。

•	 依照製造商建議清潔或更換暖氣爐濾網。

•	 將您的暖氣爐恆溫器調低 3 到 5 度（如果健康
情況許可），可節省高達 30% 的供暖費用。

•	 安裝一個可編程的恆溫器，幫助您自動調節家

裡溫度，以維持舒適並節約能源。

•	 為有風灌入的門窗進行填縫及安裝密封條。

•	 檢測您的風管是否漏氣。風管應使用膠泥型密

封劑修補，而不用帆布膠帶。您可省下高達 
20% 的供暖費用。

•	 白天打開窗簾，使陽光能夠溫暖您的房屋。夜

間放下窗簾，以減緩熱氣流失。

•	 安裝或升級閣樓及牆壁的隔熱設施，可為您省

下高達 25% 的供暖費用。E

節能要訣及折扣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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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水

•	 將熱水器恆溫器設為生產商建議的華氏 120 度
或略低，有助於避免燙傷和降低您的能源費

用。

•	 修理漏水的水龍頭。每秒鐘流失一滴熱水，每

年就會浪費 500 加侖的水。
•	 洗碗機裝滿再洗。

•	 為室外無覆蓋的熱水管進行隔熱。

•	 當您外出度假時，將瓦斯熱水器轉到「母火」

(Pilot) 設定。 
•	 安裝低流量、節水型蓮蓬頭可減少用水，並省

下高達 10% 的水加熱費用。
•	 用較短時間、較低水溫淋浴，不要洗盆浴。盆

浴所用的熱水可能多達五分鐘淋浴的 2.5 倍。

洗衣

•	 裝滿整槽再洗，或將水位調整至適合衣物量的

水位。用冷水洗滌，並使用冷水配方的洗劑。

•	 只要情況允許，務必裝滿槽再烘乾。切勿過度

烘乾。連續烘乾兩到三槽衣物，以充分利用烘

衣機中的餘溫。

•	 每次開始烘乾衣物之前，先清理棉絮濾網。

•	 定期清除烘衣機排氣口、烘衣機背面，以及棉

絮濾網後方堆積的棉絮。

烹飪

•	 除非必要，不要預熱烤箱，也不要在烘烤食物

時打開烤箱門。

•	 使用適合瓦斯爐的鍋子，並且在烹飪時蓋好鍋

蓋。同時烹飪幾樣菜餚，並按照時間和溫度指

示烹飪。

•	 保持烤箱及爐台清潔。

節能套件

免費索取一份節能套件，幫助您節省瓦斯和用水。這

個套件內含一支低流量蓮蓬頭及三個水龍頭起泡器。  
請造訪 socalgas.com（搜尋「KIT」）。

折扣退款

SoCalGas 為屋主、多戶家庭的物業管理人/業主，
以及企業客戶提供節能折扣退款。折扣退款的提供

對象包括符合條件且通過 ENERGY STAR® 認證的暖
氣爐、洗衣機、洗碗機、儲水式熱水器、無水缸熱

水器、閣樓隔熱設施、牆面隔熱設施及更多設備。

如需瞭解詳細資訊及查詢現有的折扣退款，請造訪 
socalgas.com（搜尋「REB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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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UPGRADE CALIFORNIA® 住宅升級 
Energy Upgrade California® 住宅升級計劃針對在
現有房屋外層所做的特定節能修繕工程提供高達 
$6,500** 的獎勵。同時對多項能源相關系統（包括
隔熱、氣密、風管、供暖以及冷氣等）進行修繕，可

大幅改善家庭能源效率及室內舒適度。

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socalgas.com/upgrade 或 
EnergyUpgradeCA.org。請注意：該連結將帶您進
入不屬於 SoCalGas 所有的第三方網站。

住宅：1-800-427-4400
多戶家庭：1-800-427-4400
企業：1-800-427-2000

** 根據計算後得出的節能總額，客戶亦可能得到超過 $6,500 的獎勵金。請與參
與本計劃的承包商或估價者合作，計算您的升級獎勵金。

Energy Upgrade California® 住宅升級計劃為能夠節約能源並提高居家舒適度的
房屋修繕項目提供協助和獎勵金。這項全州範圍的計劃由各地公用事業及區域性
能源網絡負責管理，並且在 CPUC 指導下由 CPUC 公用事業客戶主辦。

獎勵金採先到先得的原則提供，直到資金用完或計劃停辦為止。有其他條款及
條件。詳情請參閱計劃規則。計劃可能修改或終止，恕不事先通知。任何商品
或服務的選擇、購買和所有權，均由客戶自行負責。SoCalGas 不為所選商品及
服務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證，包括針對任何特定目的、用途或應用之適銷性
或適用性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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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自助服務選項

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均可上網申請各項服務，方
便又快速。您可申請啟用、停用或遷移瓦斯服務，查

詢客戶服務訂單，進行付款安排，以及使用更多服

務。請造訪 socalgas.com/schedule-service。

住宅服務預約

我們訓練有素的服務人員能為您確認瓦斯器具是否安

全而有效率地運作。他們也能調整瓦斯爐具、母火，

以及進行有限的修理作業。 
 
請上網到	socalgas.com/schedule-service 預約	
服務。

標準預約 — 免費

可選擇抵達時間：早上（上午 7 點到中午），	
下午（中午到下午 5點），晚上（下午 5 點到  
8 點）。

特別預約 — $25 附加費*

如需預約特定的抵達時間，可選擇週一到週五上

午 8 點到下午 7 點的整點及半點時間。我們的服
務人員將在指定時間的半小時之內抵達。

*費用可能會變更。

器具連接/修理

我們的技術人員能連接爐台、烘衣機及烤肉爐，為暖

氣爐及熱水器做簡易修理，以及根據消費者產品安

全委員會 (CPSC) 的建議更換無鍍膜的銅製連接器。
如需預約服務，請造訪 socalgas.com/schedule-
service 或致電 1-800-427-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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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asistencia en 
español, llame al

付款郵寄至： 
SoCalGas, P.O.	Box C, Monterey Park, CA 91756

信件郵寄至：
SoCalGas, P.O.	Box 3150, San Dimas, CA 91773

TDD/TTY 

（聽語障人士專用）

其他語言 

  
 

1-800-342-4545 
（西班牙語）

1-800-427-1429 
（普通話）

1-800-427-1420 
（粵語） 

1-800-427-0471 
（韓語）

1-800-427-0478 
（越南語） 

1-888-427-1345

1-800-252-0259 

如何聯絡我們
 
24 小時應急電話
如果您有涉及天然瓦斯的緊急情況，請撥打我們的 24 
小時熱線 1-800-427-2200。  
聽語障人士 TDD/TTY 專線：1-800-252-0259。

客戶聯絡中心
如果您需要協助，請造訪 socalgas.com 或撥打以下電
話號碼聯絡我們：

• 24 小時緊急應變 1-800-427-2200
• 住宅客戶 1-800-427-2200
• 企業客戶 1-800-427-2000
• 住宅折扣退款 1-800-427-4400
• 多戶家庭折扣退款 1-800-427-4400
• 企業折扣退款 1-800-427-2000

多語言客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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