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燃性高壓氣體部分

基隆市消防局

11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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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強化液化石油氣場所之安全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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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高壓氣體部分)

第61條之1 
新增液化石油氣供應設備定義，指容器或容器至氣量計出口為止
之間所有設備。

第69條之1
新增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經營者負供應設備設置維護責任，每6個
月向所在地消防機申報串接場所使用量及維護情形。

第73條之1 
串接場所燃氣導管應由領有氣體燃料導管配管技術士證照之人員，
依國家標準等規定進行安裝，並完成竣工檢查15日內，將資料報
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

第73條之2 增訂新建建築物之液化石油氣供應設備應設置於室外或屋外。

第74條、75條、
第75條之1、
第75條之2

刪除，消防法於108年11月13日修正將原規定納入第15條之3、第
15條之4，業依授權另訂管理規管，故予以刪除。

第79條附表5
配合本次修正，修正第79條附表5有關既設合法場所應予改善項目
及其援引規定。

壹、修正條次



貳、可燃性高壓氣體部分之修正重點
一、明定供應設備之定義、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經營者之管理責任及供應設
備相關安全規定。（修正條文第６１條之１、第６９條之１及第７３條之１）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79條 燃氣設備之燃氣供給管路，應依下列規定：

一、燃氣管材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
二、管徑大小應能足量供應其所連接之燃氣設備之最大用量，其壓力下降以不影響供給壓力為準。
三、不得埋設於建築物基礎、樑柱、牆壁、樓地板及屋頂構造體內。
四、埋設於基地內之室外引進管，應依下列規定：
（一）埋設深度不得小於三十公分，深度不足時應加設抵禦外來損傷之保護層。
（二）可能與腐蝕性物質接觸者，應有防腐蝕措施。
（三）貫穿外牆（含地下層）時，應裝套管，管壁間孔隙應用填料填塞，並應有吸收相對變位之措施。
五、敷設於建築物內之供氣管路，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燃氣供給管路貫穿主要結構時，不得對建築物構造應力產生不良影響。
（二）燃氣供給管路不得設置於昇降機道、電氣設備室及煙囪等高溫排氣風道。
（三）分歧管或不定期使用管路應有分歧閥等開閉裝置。
（四）燃氣供給管路穿越伸縮縫時，應有吸收變位之措施。
（五）燃氣供給管路穿越隔震構造建築物之隔震層時，應有吸收相對變位之措施。
（六）燃氣器具連接供氣管路之連接管，得為金屬管或橡皮管。橡皮管長度不得超過一點八公尺…
（七）燃氣供給管路之固定、支承應使地震時仍能安全固定支撐。
六、管路內有積留水份之虞處，應裝置適當之洩水裝置。
七、管路出口、應依下列規定：
（一）應裝置牢固。
（二）不得裝置於門後，並應伸出樓地板面、牆面及天花板適當長度，以便扳手工作。
（三）未車牙管子伸出樓地板面之長度，不得小於五公分，伸出牆面或天花板面，不得小於二點五公分。
（四）所有出口，不論有無關閉閥，未連接器具前，均應裝有管塞或管帽。
八、建築物之供氣管路立管應考慮層間變位，容許層間變位為百分之一。































三、配合消防法修正已將相關條文內容提升位階另定規範，爰
刪除相關條文。（刪除第七十四條、第七十五條、第七十
五條之一及第七十五條之二）







































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
-安全管理規定

基隆市消防局

110年12月14日



(一) 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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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詻備與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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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條(新瓶認可)

液化石油氣-

 容器認可案件之申請及管理等相關事項、

 容器認可之相關標準、

 容器認可專業機構之登錄及管理等相關事項。

零售業者、專業機構、容器製造、輸入業者或容器檢驗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2萬~10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1、容器製造或輸入業者違反第15條之3第2項規定，容器未經個別認可合格或未附加
合格標示即銷售。

2、容器製造或輸入業者違反第15條之3第3項規定所定辦法中有關銷售對象資料之建
置、保存與申報等事項。

3、專業機構違反第15條之3第7項規定所定辦法中有關儀器設備與人員、資料之建置、
保存與申報等事項。

有前項第一款違規情形者，其容器並*得沒入銷毀。

消防法第15-4條(舊瓶檢驗)

液化石油氣-

 容器定期檢驗之相關檢驗標準、

 容器定期檢驗專業機構之登錄及管理
等相關事項。

（罰則）

法源依據



危辦法第7條(串接使用場所定義)

危辦法第61-1條(供氣設備定義)1101110新增

可燃性高壓氣體處理場所，指下列場所：
1、販賣場所：販賣裝於容器之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2、容器檢驗場所：檢驗供家庭用或營業用之液化石油氣容器之場所。
3、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燃氣來源，其串接使用量達80公斤

以上之場所。

本章所稱供應設備，指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之經營者供氣予家庭用或營業用用
戶時，所提供之容器或容器至氣量計出口為止之間所有設備。

說明：

供應設備(指液化石油容器及氣量計出等相關設備)：係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之經營者（即瓦
斯業者）提供給用戶使用；其所有權歸屬於瓦斯業者，故其設置、維護及檢修等責任，亦應
歸屬於瓦斯業者。

供應設備管理維護：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之經營者應設置、維護及定期檢修供應設備。

申報：瓦斯業者應每半年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串接場所（如餐廳、小吃店及自助洗衣店等）
資料。



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供應設備暨竣工檢查申報備查制度

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供應設備暨竣工檢查申報
備查注意事項：
1、為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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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條之1第2
項及第73條之1第2項規定，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2、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以下簡稱販賣場所）之經
營者針對其供氣之容器串接使用場所，應辦理下
列事項：

（1）於每年4月及10月，向販賣場所及供應設備所在
地之消防機關，申報容器串接使用場所名稱、
地址、供應設備維護及檢修情形等相關資料（
如附表一）。

（2）於燃氣導管竣工檢查完成後15日內，將相關資
料（如附表二）向供應設備所在地之消防機關
報請備查。



一、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供應設備設置維護檢修情形申報制度

法源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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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條之1第2項

第69條之1  

供應設備應由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之經營者負責設置、維護及檢修。

前項場所之經營者應每6個月（4月及10月）向販賣場所及供應設備所

在地之消防機關申報下列資料：

1、供氣之容器串接使用場所名稱及地址。

2、前款場所之串接使用量。

3、第一款場所之供應設備維護及檢修情形。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第73條之1第1項 (修正)
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串接使用量不得超過1000ｋg；其供應設備之安全設施及
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串接場所（80至1000公斤）安全設施及管理

超
過
300
至
1000
公
斤
以
下

1.設置自動緊急遮斷裝置。
2.容器放置於屋外者，應設有栅欄、容器櫃或圍牆等措施，其上方應以輕質金屬板或其

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並距離地面2.5ｍ以上。
3.標示板標示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超
過
120
至
300
公
斤
以
下

1.用火設備安全距離(2m) 。

80
至
120
公
斤
以
下

1.容器應設置於屋外。但設置於屋外確有困難，且設置防止氣體滯留之
有效通風裝置者，不在此限。

2.有嚴禁煙火標示。
3.場所之溫度應經常保持攝氏40度以下，並有防止日光直射措施。
4.容器應直立放置且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
5.燃氣導管應由領有氣體燃料導管配管技術士證照之人員，依國家標準
或相關法規規定進行安裝並完成竣工檢查。

6.燃氣用軟管長度不得超過1.8ｍ，且最小彎曲半徑為110ｍｍ以上，不
得扭曲及纏繞；超過1.8ｍ，應設置串接容器之燃氣導管。燃氣用軟
管及燃氣導管應符合國家標準，銜接處應有防止脫落裝置。

7.設置氣體漏氣警報器。

一、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供應設備設置維護檢修情形申報制度



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供應設備設置維護檢修情形申報表（附表一）

填表說明：

1、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之經營者應於每年4月及10月申報完成；至
如申報後因供氣之販賣場所變動時，致申報資料與實際不合，
得檢具兩造簽訂『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等相關佐
證資料，以資證明。

2、販賣場所應分別向販賣場所及供應設備所在地之消防機關進行
申報：

(1)容器串接使用場所與販賣場所同縣市者：應向所在地消防機
關申報所有供氣之容器串接使用場所資料。

(2)容器串接使用場所與販賣場所不同縣市者：應向容器串接使
用場所所在地消防機關申報該轄內供氣之容器串接使用場所
資料。



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供應設備設置維護檢修情形申報表（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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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3條之1第2項 (新增)

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之經營者應於第1項第1款第5目竣工檢查完
成後15日內，將竣工檢查資料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

第73條之1第3項

第1項場所以無開口且具1小時防火時效之牆壁、樓地板區劃分隔
者，串接使用量得分別計算。

法源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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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條之1第2項

二、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供應設備竣工檢查申報備查制度



第73條之1第4項 (修正)

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之經營者發現供氣之容器串接使用場所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供氣：

1、容器置於地下室。
2、無嚴禁煙火標示或滅火器。
3、使用或備用之容器未直立放置或未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
4、未設置氣體漏氣警報器。
5、違反第73條之2規定。

第73條之2 (新增)  
新建建築物之容器應設置於室外或屋外，且不適用第73條之1第1
項第1款第1目但書規定。
液化石油氣之使用量在10公斤以下者，容器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二、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供應設備竣工檢查申報備查制度



填表說明：

1、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之經營者應於容器串接使用場所竣工檢
查完成後15日內，填寫本表並報請供應設備所在地之消防機關
備查。

2、燃氣導管應依CNS12856或相關法規規定進行安裝並完成竣工
檢查。

3、檢查結果欄位填寫說明：應逐項填寫檢查結果，經檢查合格
即填寫「合格」；

如屬依法免設項目即填寫「依法免設」；如有其他情形請檢
查人員填寫實際情況及處理說明。

○○○（直轄市、縣【市】）容器串接使用場所竣工檢查表（附表二）



（基隆市）容器串接使用場所竣工檢查表（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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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容器串接使用場所竣工檢查表（附表二）



（基隆市）容器串接使用場所竣工檢查表（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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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物法令
溯及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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