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
製造儲存處理場所

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修正說明

公共危險物品部分

基隆市消防局

110年12月14日



為強化六類公共危險物品場所之安全管理修正「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
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條次 修正重點

條次 修正重點(公共危險物品部分)
第8.28.29條 第5類公共危險物品放寬為具爆炸特性者，始要求強化場所安全。

第12條
無法依附表1判定類別或分級者，應由管理權人將判定結果或相關證明資料，
提送當地消防機關進行判定。

第21.33條 修正室內儲存(槽)場所應設置排出設備之要件。
第23.34.35條修正法規適用規定用語，俾更臻明確。

第24~27條
修正未管制量50倍及高閃火點物品室內儲存場所規定；放寬高度6公尺以下高
閃火點物品室內儲存場所安全距離及窗戶、出入口等規定及增訂高度超過6公
尺在20公尺以下室內儲存場所規範。

第33.35條
增訂於供作製造或一般處理場所使用之1層建築物內設置儲槽場所或儲槽幫浦
室時，區劃防火時效2小時以上。

第39條 修正高閃火點物品室外儲槽幫浦設備設置規定。
第46-1條 增訂製造及一般處理場所作業注意事項及販賣場所安全管理規定。

第46-2條
增訂室內(外)儲存場所安全管理，不得儲存非公共危險物品或不同分類之公
共危險物品；但得分類、分區、保持距離儲存之規定。

第15-1條
附表1-1

放寬與建築物其他部分區劃分隔之一般處理場所開口設置規定。

























































第15條附表1之1



第15條附表1之1



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儲存處理場所
-安全管理規定

基隆市消防局

110年12月14日



增訂六類公共危險物品場所使用安全及應注意事項（第46-1及46-2條）

(一) 政策背景







法令架構

消防法規定

製造、儲存及處理場所應符合規定管理辧法

火災或爆炸風險較一般場所為高

場所處理或儲存數量大時

公共危險物品特性

易燃 易爆 助燃



管理規定

製造場所 從事公共危險物品製造之作業區

儲存場所
室內（外）儲存場所

室內（外）、地下儲槽場所

處理場所
販賣場所

一般處理場所

危辦法第5、6、7條



管理規定

硬體

軟體

位置

設備

構造

安全距離

保留空地

屋頂、牆、樑、

柱、地板

通風、排出、

避雷、安全裝置

安全管理

保安監督

場所內部作為

自主安全檢查

防災計畫

保安監督人



檢查措施及辦理方式

廠商 內部管理
保安監督人制度

製定消防防災計畫

每月自主檢查

作業及場所安全管理

消防機關

實施消防檢查

(設立後)

要求於合格廠
房製造、儲存、
處理(設立前)

位置

構造

設備

地方消防機關定期檢查

中央不定期督導地方消防
機關辦理情形



消防法第15條
公共危險物品達管制量時，應在製造、儲存或
處理場所以安全方法進行儲存或處理。

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其位置、構
造及設備未符合設置標準，或儲存、處理及搬運未
符合安全管理規定者，處其管理權人或行為人 2萬
~10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連
續處罰，並得予以30日以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之處
分。

消防法第6條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
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場所管理權人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
備

規範廠房或倉庫等位置、構造、設備與應注意
事項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規範廠房或倉庫等消防安全設備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維護未符合設置標
準規定者，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
複查不合規定者，處其管理權人 6千~3萬元
以下罰鍰；經處罰鍰仍不改善者，得連續處
罰，並得予以30日以下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
之處分。

（罰則） （罰則）

法源依據



消防法第21-1條 (資訊權)1081113新增

 消防指揮人員搶救工廠火災時，工廠之管理權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位置平面配置圖及搶救必要資訊。

2、指派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

（罰則）
 工廠火災時，工廠之管理權人：

1、未提供化學品種類、數量、位置平面配置圖等搶救必要資訊，

或提供資訊內容虛偽不實者，處 3萬~60萬元罰鍰。---(物)

2、未指派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處 50萬~150萬元罰鍰。---(人)



消防法第21-1條(資訊權) 每半年更新並傳送
消防局承辦信箱

相關表格請逕自

基隆市消防局網站

便民服務\檔案下載\
公共危險物品及爆竹
煙火類\項下下載



雇主使勞工製造、處置、使用之化學品，符合國家
標準 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

 急毒性物質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呼吸道/皮膚過敏物質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致癌物質

 生殖毒性物質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重複暴露

 吸入性危害物質



危辦法第8條(名詞定義)

 本辦法所稱高閃火點物品，指閃火點FP>100℃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

 本辦法所定擋牆，應符合下列規定：

1、設置位置距離場所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2ｍ以上。但：室內儲存場所

儲存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分級屬A型或B型，其位置、構造及設備符合第28條規定
者，不得超過該場所應保留空地寬度之1/5，其未達2ｍ者，以2ｍ計。

2、高度能有效阻隔延燒。

3、厚度在15ｃｍ以上之鋼筋或鋼骨混凝土牆；或厚度在20ｃｍ以上之鋼筋或鋼骨補
強空心磚牆；或堆高斜度不超過60度之土堤。

 本辦法所稱室內，指具有頂蓋且三面以上有牆，或無頂蓋且四周有牆者。

 本辦法所定保留空地，以具有土地所有權或土地使用權者為限。

 依本辦法應設置超過3ｍ保留空地寬度之場所，其保留空地 面臨 海洋、湖泊、水堰或

河川者，*得縮減為3ｍ。



危辦法第9條(消防安全設備依據)

 公共危險物品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其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依各類場所消防安
全設備設置標準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危辦法第10條(審查、勘查、儲槽檢查)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 圖說，
應由直轄市、縣 (市) 消防機關於 主管建築機關 許可開工前，審查完成。

 前項場所完工後，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消防機關檢查其 位置、構造
及設備 合格後，始得發給 使用執照。

 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之儲槽應於申請完工檢查前，委託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專業機
構完成下列檢查，並出具合格證明文件。

1、滿水或水壓 檢查。

2、儲槽容量在1000公秉以上者，應實施 地盤、熔接及基礎檢查。前項滿水、水壓、
地盤、基礎及熔接檢查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危辦法第12條(明確規範管理權人應提供物質安全資料證明之責任義務)
 無法依第三條第二項附表一判定類別或分級者，應由管理權人送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

基金會認證通過之測試實驗室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機構進行判定。但：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國外實驗室判定報告、原廠物質安全資料表或相關證明資料，足資判定者
，不在此限。管理權人應將前項判定報告或相關證明資料，提報當地消防機關，以供
判定。

危辦法第44條(容器檢驗)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容器，非經檢驗合格不得使用；其檢驗工作*得委託專業機關(構)
辦理。前項檢驗項目及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危辦法第11條(行政機關橫向連繫)

 經營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公司商號，商業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應副知當
地消防機關。



危辦法第45條(相容性)

 六類物品之儲存及處理，應遵守下列規定：
1、第一類公共危險物品應避免與可燃物接觸或混合，或與具有促成其分解之物品接近，

並避免過熱、衝擊、摩擦。無機過氧化物應避免與水接觸。
2、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應避免與氧化劑接觸混合及火焰、火花、高溫物體接近及過熱。

金屬粉應避免與水或酸類接觸。
3、第三類公共危險物品之禁水性物質不可與水接觸。
4、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不可與火焰、火花或高溫物體接近，並應防止其發生蒸氣。
5、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不可與火焰、火花或高溫物體接近，並避免過熱、衝擊、摩擦。
6、第六類公共危險物品應避免與可燃物接觸或混合，或具有促成其分解之物品接近，並

避免過熱。

分類 種類

第1類 氧化性固體
第2類 易燃固體
第3類 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禁水性物質
第4類 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
第5類 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第6類 氧化性液體

公共危險物品之分類名稱



危辦法第46條(安全管理)

六類物品製造、儲存及處理場所，其安全管理應遵守下列規定：

1、儲存或處理公共危險物品，不得超過規定之數量。

2、嚴禁火源。

3、經常整理及清掃，不得放置空紙箱、內襯紙、塑膠袋、紙盒等包裝用餘材料，或其他易燃易爆
物品。

4、儲存或處理公共危險物品，應依其特性使用不會破損、腐蝕或產生裂縫之容器，並應有防止傾
倒之固定措施，避免倒置、掉落、衝擊、擠壓或拉扯。

5、維修可能殘留公共危險物品之設備、機械器具或容器時，應於安全處所將公共危險物品完全清
除後為之。

6、嚴禁無關人員進入。

7、集液設施或油水分離裝置內如有積存公共危險物品時，應隨時清理。

8、廢棄之公共危險物品應適時清理。

9、應使公共危險物品處於合適之溫度、溼度及壓力。

10、有積存可燃性蒸氣或粉塵之虞場所，不得使用易產生火花之設備。

11、指派專人每月對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自主檢查，檢查紀錄至少留存1年。



指派專人每月自主檢查留存1年

附表6之1至6之9 公共危險物品自主檢查表

指派專人每月對場所之位置、構
造及設備自主檢查，檢查紀錄至
少留存1年。

(範例)

相關表格請逕自基隆市消防局網站

便民服務\檔案下載\公共危險物品及爆竹煙火類
\項下下載



危辦法第46-1條(製造、一般處理、販賣場所注意事項)(1101110新增)

 六類物品製造及一般處理場所，其安全管理除應符合前二條規定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1、蒸餾作業時，應防止因處理設備內部壓力變化，致液體、蒸氣或氣體外洩。

2、萃取作業時，應防止處理設備內部壓力異常上升。

3、乾燥作業時，應採取不使物品溫度局部上升方法為之。

4、粉碎作業時，不得於產生大量可燃性粉塵情形下操作機械。

5、填充換裝時，應於防火安全處所為之。

6、噴漆及塗裝作業時，應於有效防火區劃內為之。

7、淬火作業時，應使六類物品於危險溫度以下。

8、清洗作業時，應於產生之可燃性蒸氣能良好通風情形下為之，且應將廢棄六類物品妥善處置。

9、消耗六類物品進行燃燒時，應避免處理設備逆火及六類物品溢出。

 六類物品販賣場所，其安全管理除應符合前條規定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1、六類物品應存放於容器，不得散裝販賣。

2、調配六類物品以塗料類為限，並應於調配室內為之。



危辦法第46-2條(儲存場所注意事項)((1101110新增)

 六類物品儲存場所，其安全管理除應符合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規定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1、室內儲存場所或室外儲存場所，不得儲存六類物品以外物品。

但其不與儲存物品反應，且分類分區儲存，各分區距離在1公尺以上者，不在此限。

2、室內儲存場所或室外儲存場所，不得儲存不同分類之六類物品。

但分類分區儲存下列物品，且各分區距離在1公尺以上者，不在此限：

（1）第一類（鹼金屬過氧化物或含有其成分之物品除外）與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

（2）第一類與第六類公共危險物品。

（3）第二類與第三類公共危險物品之發火性液體與發火性固體（黃磷或含有其成分之物品為限）。

（4）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之易燃性固體與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

（5）烷基鋁或烷基鋰，與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含有烷基鋁或烷基鋰成分者。

（6）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含有有機過氧化物或其成分者，與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之有機過氧化物或

含有其成分者。

（7）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與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之丙烯基縮水甘油醚或倍羰烯或含有其成分者。

3、第三類公共危險物品之黃磷，不得與禁水性物質儲存於同一場所。

4、室內儲存場所容器堆積高度，不得超過3公尺；儲存FP＞21℃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中之第二石油類、

第三石油類、第四石油類或動植物油類時，其容器堆積高度準用第三十條第八款規定。

5、室內儲存場所應保持六類物品在55℃以下之溫度。



危辦法第30條第8款(室外儲存場所儲分區儲存數量及堆積高度規定)

儲存FP＞21℃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中之第二石油類、第三石油類、第四石油
類或動植物油類時，內部應留有寬度1.5公尺以上之走道，且走道分區範圍內
儲存數量及容器堆積高度應符合下列規定︰

區分 分區內儲存數量上限 容器堆積高度上限

21℃＜FP＜37.8℃者 16800公升 3.6ｍ

37.8℃＜FP＜60℃者 33600公升 3.6ｍ

FP＞60℃以上者 83600公升 5.4ｍ



消防署調查
危辦法第46條之2規定推動執行情形

公共危險物品室內（外）儲存場所

原則不得儲存六類物品以外之物品，

以及不得儲存不同分類之六類物品

等相關事項，考量室內（外）儲存

場所儲存之物品可能涉及製程原料

供給或（半）成品之儲存，或有短

時間內法令立即適用之困難，為了

解各地方消防機關轄內相關場所之

推動與執行情形，請填具調查表，

俾利作為後續推動之參考。



危辦法第47條(保安監督)

 製造、儲存或處理六類物品達管制量30倍以上之場所，應由管理權人選任管理或監督
層次以上之幹部為保安監督人，擬訂消防防災計畫，報請當地消防機關核定，並依該
計畫執行六類物品保安監督相關業務。

 保安監督人選任後15日內，應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第一項保安監督人應經直轄市、縣 (市) 消防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
，施予24小時之訓練領有合格證書者，始得充任，任職期間並應每2年接受複訓1次。

 第一項消防防災計畫內容及前項講習訓練要點，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危辦法第79條(既設合法場所改善)
本辦法中華民國95年11月1日修正施行前，已設置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

氣體之場所，應自修正施行之日起6個月內，檢附場所之位置、構造、設備圖說及改善計畫陳報當
地消防機關，並依附表五所列改善項目，於修正施行之日起2年內改善完畢，屆期未辦理且無相關
文件足資證明係屬既設合法場所、逾期不改善，或改善仍未符附表五規定者，依本法第42條之規定
處分。

危辦法第79-1條(既設合法場所改善)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附表一修正增列為公共危險物品或附表五修正增列為改善項目者，於公告日

、附表一中華民國102年11月21日修正生效日、附表五108年6月11日或110年11月10日修正生效日前
已設置之製造、儲存或處理該物品達管制量以上之合法場所，應自公告日或本辦法該次修正生效日
起6個月內，檢附場所之位置、構造、設備圖說及改善計畫陳報當地消防機關，

並依附表五所列改善項目，於公告日或本辦法該次修正生效日起2年內改善完畢，屆期不改善或改善
仍未符附表五規定者，依本法第42條之規定處分。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本辦法中華民國110年11月10日修正發布條文，除第73條之2施行日期由中央

主管機關另定外，自發布日施行。

危辦法第80條(發布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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