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實施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五條之三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液化石油氣容器：指供家庭或營業場

所使用之鋼製液化石油氣容器、複合

材料液化石油氣容器及其他符合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基準（以下簡稱基準）

之液化石油氣容器(以下簡稱容器)。 

二、型式認可：指容器之形狀、構造、材

質及性能，符合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

標準及基準者。 

三、個別認可：指已取得型式認可之容器，

於國內製造出廠前或國外進口銷售

前，其產品之形狀、構造、材質及性

能與型式認可相符。 

一、本辦法用詞定義。 

二、第二款所稱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標準係

指消防法第十五條之三第四項授權訂定

之標準。 

三、第一款所稱之鋼製液化石油氣容器、複

合材料液化石油氣容器及其他符合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基準，係指中央主管機關

依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標準授權訂定之

鋼製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基準、複合材

料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基準或其他符合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基準。 

第三條 申請容器型式認可者，應符合下列

資格之一： 

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或商業

登記之容器製造者或委託他人製造

者。 

二、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於

國內有營業所之液化石油氣容器輸入

者或代理商。 

定明型式認可申請人之資格。 

第四條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型式認可： 

一、申請書。 

二、工廠登記、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及最近一次完稅證明影本。 

三、工廠試驗設備、器具及試驗場所概要

說明書。 

四、主要生產設備說明書。 

五、品質管理說明書：包括產品之設計管

理、品質管理系統，零組件及庫存品

之管理，製造、組裝作業流程，試驗

設備之維護管理等有關文件。 

一、第一項定明申請型式認可應檢具之文

件。至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工廠試

驗設備、器具、試驗場所概要說明書及

主要生產設備說明書，將另於基準中定

之。 

二、第二項定明申請人為國外進口品申請型

式認可應檢具之文件，以證明申請人確

已取得進口品國外原廠之授權代理，並

明辨國外第三公證機構試驗報告真偽，

保障國內消費者權益。 



 

 

 

 

六、產品之設計圖，圖面應明確標示各部

構造及零組件之名稱、尺度及材質，

並附實體正面、側面、背面圖片、照

片及有關說明資料。 

七、廠內試驗紀錄表：載明引用規定，試

驗結果及規定之對照表。 

八、維修保養手冊及相關試驗設備、器具

之校正資料：試驗設備用壓力表或連

成表應一年校正一次；試驗器具應三

年校正一次。 

九、製造容器技術訓練程序及教材。 

十、容器製造人員學經歷、專長清冊及訓

練證明文件。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申請自國外進口之容器（以下稱進口

品）型式認可，已檢具下列文件者，免附

前項第二款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及第三款、

第四款、第七款至第九款文件： 

一、授權代理證明文件。 

二、第三公證機構核發之符合相關國際規

範之試驗報告，為國外第三公證機構

發給者，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或

經當地法院或公證公司認證。 

三、第三公證機構認證之生產製程及品管

系統之工廠證明文件。 

前二項文件為外文者，應附中文譯本

或適當之摘譯本。 

第五條 委託他人製造容器者申請型式認可

時，應檢具前條第一項及下列文件： 

一、委託契約證明文件：契約內容應載明

產品於製造、加工、組裝及試驗時，

契約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必要

事項。 

二、前條第一項所列文件，應有契約雙方

負責人及工廠、公司或行號之簽章。 

三、申請書應加註產品型號及相關事項。 

四、使用受託者之試驗設備者，其試驗紀

定明委託他人製造容器者申請型式認可時應

檢具之文件。 

 



 

 

 

 

錄表上，應有受託者操作人員及委託

者會同人員之簽章。   

第六條  前二條申請，於中央主管機關完成

認可前，申請人得撤回之。 

申請人依前二條規定應檢具之文件不

完全或不符規定者，應自中央主管機關書

面通知其補正之日次日起二個月內補正，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一、第一項定明申請人得撤回型式認可申請

之時點。 

二、第二項定明通知補正及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仍不符規定之效果。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型式認可程序如

下： 

一、書面審查：審查申請人檢具之文件。 

二、實施試驗： 

（一）就申請人依基準提供測試所需之

樣品數，於試驗室進行試驗。 

（二）排定試驗期程，並於試驗日期十

日前通知申請人。 

（三）辦理試驗時，應依試驗項目具體

載明試驗結果，其有建議事項

者，應詳述理由。 

申請人檢具國外第三公證機構試驗報

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所提文件進行

審查，免予實施試驗。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前項型式認可作

業，得派員至容器製造場現場查核，其內

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委託生產者設有試驗設備、

生產設備及技術人員。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實地審查具生產及試

驗能力。 

申請人不得拒絕前項現場查核；另容

器自國外進口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申

請人出具國外第三公證機構開具經我國駐

外館處驗證之場內試驗報告，免予現場查

核。 

一、第一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型式認可

之書面審查及實施試驗之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檢具國外第三公證機構試驗

報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該文件進

行審查，免實施試驗。 

三、第三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型式認可

作業，得派員至容器製造場執行現場查

核，以確認廠商申請資料是否與現場實

際情形符合。 

四、第四項定明申請人不得拒絕現場查核；

另容器自國外進口者，中央主管機關得

要求申請人出具國外第三公證機構開具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場內試驗報告，

代替現場查核。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受理型式認可申

請之日次日起三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審查結果。審查合格者，予以認可並核

定明型式認可之審查准駁時限及不同審查結

果之處理方式。 

 



 

 

 

 

發型式認可證書；審查不合格者，應敘明

理由，不予認可。 

第九條 型式認可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其

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公司或商號名稱、統一編號、地址及

負責人姓名。 

二、工廠地址。 

三、認可之依據。 

四、有效期間。 

五、認可內容。 

六、委託專業機構辦理認可者，其名稱及

地址。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事項有變更時，

取得型式認可者應自事實發生次日起三十

日內檢具原型式認可證書及相關證明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變更並換發型式

認可證書。 

    型式認可證書遺失或毀損者，應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 

    前二項之型式認可證書有效期間至原

證書有效期間屆滿之日止。 

一、第一項定明型式認可證書有效期間及應

記載事項。 

二、第二項定明型式認可證書記載事項變更

時，應於三十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變更及換發型式認可證書。 

三、第三項定明型式認可證書遺失、毀損時，

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 

四、第四項定明申請換發或補發型式認可證

書，其有效期間至原證書有效期間屆滿

之日止。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撤銷或廢止其型式認可、註銷型式認可

證書，並登載資訊網站： 

一、申請文件虛偽不實或以詐欺、脅迫、

賄賂或其他不正方法取得型式認可。 

二、自行申請廢止型式認可或停止使用合

格標示。 

三、型式認可申請人之公司、商業或工廠

登記經撤銷、廢止，或其公司、商業

或工廠解散或歇業。 

四、販賣未經認可之容器。 

五、偽造、仿冒、變造或讓售合格標示。 

六、合格標示交付他人使用或附加於未經

認可之容器。 

七、取得認可之容器，因瑕疵造成人員重

一、第一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

型式認可之事由。第一款為應撤銷型式

認可之事由，其餘各款為應廢止型式認

可之事由。 

二、第二項定明容器經撤銷型式認可後，中

央主管機關及申請人之處理方式。 



 

 

 

 

大傷害或危害公共安全。 

八、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之查

核。 

九、未依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六條規定

執行不合格容器銷毀或報運出口。 

十、合格標示內容故意登載不實。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違反法

令，情節重大。 

    經依前項規定撤銷或廢止型式認可之

容器，中央主管機關應即停止辦理該型式

容器之個別認可及發給合格標示；申請人

應回收該型式容器，並依第十六條規定辦

理銷毀或報運出口。 

第十一條 取得型式認可者於型式認可證書

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內，得檢具原型式

認可證書影本及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之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展，每次延展

有效期間為三年；逾期申請延展者，應重

新申請型式認可。 

前項申請延展未核准前，不得申請個

別認可。 

一、第一項定明型式認可證書申請延展之程

序及應檢具文件。 

二、第二項定明申請延展未核准前，不得申

請個別認可。 

第十二條 取得型式認可者應檢具下列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個別認可： 

一、申請書，應載明個別認可之批次及數

量。 

二、型式認可證書影本。 

三、進口品應檢附進口報單及國外原廠之

出廠證明文件影本。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文件為外文者，應附中文譯本或

適當之摘譯本。 

第一項申請個別認可之型式達二種以

上者，應分別申請之。 

第一項個別認可申請，於中央主管機

關完成認可前，申請人得撤回之。 

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應檢具之文件不

符規定者，應自中央主管機關書面通知其

一、第一項定明申請個別認可應檢具文件。 

二、第三項定明申請個別認可之型式達二種

以上者，應分別申請。 

三、第四項定明申請人得撤回個別認可申請

之時點。 

四、第五項定明通知補正及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仍不符規定之效果。 



 

 

 

 

補正之日次日起二個月內補正，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個別認可程序

如下： 

一、書面審查：審查申請人檢具之文件。 

二、實施試驗： 

（一）就申請人依基準提供測試所需之

樣品數，於試驗室進行試驗。 

（二）應排定試驗期程，並於試驗日期

十日前通知申請人。 

（三）申請人變更試驗日期、數量或型

式時，應於試驗日期五日前，提

出申請。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前項個別認可作

業，得派員至容器製造場現場查核，其內

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委託生產者設有試驗設備、

生產設備及技術人員。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實地審查具生產及試

驗能力。 

申請人不得拒絕前項現場查核；另容

器自國外進口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申

請人出具國外第三公證機構開具經我國駐

外館處驗證之場內試驗報告，免予現場查

核。 

一、第一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個別認可

之書面審查與實施試驗二階段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個別認可

認可作業，得派員至容器製造場執行現

場查核，以確認廠商申請資料是否與現

場實際情形符合。 

三、第三項定明申請人不得拒絕現場查核；

另容器自國外進口者，中央主管機關得

要求申請人出具國外第三公證機構開具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場內試驗報告，

代替現場查核。 

第十四條 個別認可試驗結果不合格項目屬

基準所定得予補正試驗者，申請人得申請

補正試驗，以一次為限；補正試驗為外觀

檢查者，以二次為限。 

前項申請補正試驗之程序如下： 

一、自收受試驗結果通知之日起十日內檢

具補正試驗改善計畫書（如附表一）；

逾期視同放棄改善。 

二、中央主管機關自收受補正試驗改善計

畫書之日起十日內，應通知申請人審

查結果；其結果未符規定者，得通知

申請人修正之，並以一次為限。 

一、第一項定明申請人得向原辦理個別認可

之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正試驗。 

二、第二項定明申請補正試驗之程序。 

三、第三項定明申請人自行淘汰容器、銷毀

或報運出口之規定。 



 

 

 

 

三、申請人得自收受補正試驗改善計畫書

審查合格之日起二個月內，檢具補正

試驗改善報告書（如附表二）及相關

文件，申請補正試驗。 

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補正試驗

前，應自行篩選淘汰容器，並自收受補正

試驗結果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依第十六

條規定，將容器予以銷毀或報運出口。 

第十五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個別認

可者，應發給合格標示，由取得個別認可

者附加於該批次容器之護圈內側，中央主

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抽查標示附加情形。 

取得個別認可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

發給之合格標示領用紀錄確認簽章，且應

詳實建置紀錄容器資料、數量及銷售對

象，於出售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並至

少保存十五年。 

一、第一項定明個別認可合格標示之發放及

附加方式。 

二、第二項定明申請人應詳實建置記錄出售

之容器資料、數量及銷售對象；並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報上開資料。 

第十六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不合格個別

認可者，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自收受不合格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

將不合格容器予以銷毀或報運出口。 

二、於執行銷毀作業一週前，應函請中央

主管機關派員監毀；自銷毀之日起一

週內，應將銷毀處置情形作成紀錄，

函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三、於辦理報運出口作業一週前，應函報

中央主管機關；自報運出口之日起三

週內，檢附出口報單等相關足資證明

文件，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為避免不合格容器流入市面，影響公共安

全，爰定明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不合格個別

認可者，該等不合格容器應辦理銷毀或報運

出口之程序規定。 

 

第十七條 取得型式認可及個別認可之容

器，中央主管機關應予編號登錄，登載於

網站並隨時更新。 

定明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取得型式認可及個別

認可之容器編號登錄，並將相關認可資訊登

載於網站，以公告周知。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五條之

三第五項規定，委託登錄之專業機構辦理

所定事項者，由該登錄之專業機構辦理本

辦法有關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事項。 

定明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五條之三委託

登錄之專業機構辦理時，由其辦理本辦法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權責事項。 



 

 

 

 

第十九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因本案需辦理事項繁雜，中央主管機關需有

充足之時間辦理相關工作，爰定明施行日期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附表一  ○○公司（或商號）液化石油氣容器補正試驗改善計畫書 

依據公文字號  填報日期  

補正試驗容器批號  容器數量  

容器編號 
 

規格型號 
 

補正試驗項目 
1.補正項目名稱 2.補正項目名稱 

  

整
批
容
器
篩
選
作
業 

試驗方法 
  

試驗單位 
  

試驗地點   

施作人員   

預定期程   

不
合
格
容
器
補
正 

補正方法 
  

補正地點 
  

施作人員   

預定期程   

補
正
後
容
器
試
驗 

試驗方法 
  

試驗單位 
  

試驗地點   

施作人員   

預定期程   

申請人：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備註：液化石油氣容器申請個別認可，得於接到內政部或其委託之專業機構通知試驗結果

不合格之日起十日內，檢附本改善計畫書向內政部或其委託之專業機構申請補正試

驗。 



 

 

 

 

說明： 

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個別認可試驗結果不合格項目屬得予補正

試驗者，申請人得於收受試驗結果通知日起十日內檢具補正試驗改善計

畫書，逾期視同放棄改善；爰定明補正試驗改善計畫書之格式。 
  



 

 

 

 

附表二  ○○公司（或商號）液化石油氣容器補正試驗改善報告書 

依據公文字號  填報日期  

補正試驗容器批號  容器數量  

容器編號 
 

規格型號 
 

補正項目 
1.補正項目名稱 2.補正項目名稱 

備註 
  

整
批
容
器
篩
選
作
業 

試驗方法及結果 
   

試驗單位   

試驗地點   

施作人員   

作業日程   

不
合
格
容
器
補
正 

補正方法    

補正地點   

施作人員   

補正日期   

補
正
後
容
器
試
驗
作
業 

試驗方法及結果    

試驗單位   

試驗地點   

施作人員   

預定期程   

不合格容器處理   

申請人：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備
註 

1. 申請液化石油氣容器個別認可，其試驗不合格容器應整批篩選後進行改善。 

2. 篩選出不合格之容器，應明列容器之編號及數量，並述明改善之方式，及再試驗之

結果，紀錄於改善報告書，於申請補正試驗時一併檢附。 

3. 補正試驗應檢附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文件。 

4. 進行放射線透過試驗者，應檢附人員姓名及合格證書影本。 



 

 

 

 

說明： 

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申請人得自收受補正試驗改善計畫書審查

合格之日起二個月內，檢具補正試驗改善報告書申請補正試驗，爰定明

補正試驗改善報告書之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