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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氣容器汰換補助計畫 

一、 內政部消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提升液化石油氣容器（以下簡稱容器）

使用安全，並配合法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面禁止使用瓶

齡達三十年以上之容器，對於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以下簡稱零售業者）

購置新容器予以補助，特訂定本計畫。 

二、 本計畫以本署為執行機關；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為配合執行機

關；相關補助申請之受理、撥款等相關事項，委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液化

石油氣容器安全協會（以下簡稱容器協會）辦理。 

三、 本計畫補助款總金額以政府實際預算編列額度為準。各年度補助款如提早

用罄，本署得暫停該年度之補助。 

四、 本計畫所補助之容器為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合格並附加認可合格標示之容

器。 

五、 補助期間自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 各年度申請期間由本署另函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於機關網站

中公告並轉知所屬及所轄各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知照。 

七、 補助對象為於補助期間購置第四點補助容器並汰換七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以前出廠之老舊容器，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零售業者： 

（一） 合法登記並列管有案。 

（二） 於合法液化石油氣分裝場灌裝液化石油氣，並有灌氣證明。 

（三） 依規定申報新購置及汰換容器基本資料。 

（四） 於營業場所備置氣源流向供銷資料，並揭示零售價格資訊。 

（五） 依規定申報「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但公司或行號設立登記

未滿二個月者，不在此限。 

（六） 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以下簡稱供氣

定型化契約），且用戶達五十戶以上。 

八、 補助之容器規格及額度如下： 

（一） 規格五十公斤容器：每只新臺幣七百元。 

（二） 規格二十公斤容器：每只新臺幣二百元。 

（三） 規格十六公斤容器：每只新臺幣一百七十五元。 

（四） 規格十公斤容器：每只新臺幣一百四十二元。 

（五） 規格四公斤容器：每只新臺幣一百二十二元。 

九、 補助對象每月液化石油氣灌裝量每達一公噸者，得申請補助購置新容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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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五只，灌裝量達二公噸者，得申請補助購置新容器三只，以此類推（換

算後不足一者無條件捨去）。 

十、 補助對象推動供氣定型化契約簽約數量達一百戶以上，經查屬實者，每月

可另增加申請補助購置新容器一只；達二百戶以上者，每月可另增加申請

補助購置新容器二只，以此類推。 

十一、 申請補助之容器數量不得超過汰換容器數量。但依第十點規定推動供氣

定型化契約達一定戶數之增額補助數量，不在此限。 

十二、 補助對象於購置受補助容器後，應於次月月底前將符合汰換規定之容器

自行載運至汰換據點（汰換據點詳如附表一），並備齊下列文件提出申請： 

（一） 容器汰換補助款申請單（如附表二）。 

（二） 公司（商業）登記證明影本。（僅第一次申請需檢附） 

（三） 最近一期申報完成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影本。但公司

或行號設立登記未滿二個月者，不在此限。 

（四） 上月公共意外責任險保費收據影本。 

（五） 容器儲存場所證明文件影本。（僅第一次申請需檢附） 

（六） 上月液化石油氣灌氣發票正本（影印確認後歸還）。 

（七） 上月新購容器發票正本（影印確認後歸還）。 

（八） 上月新購容器基本資料清冊（須由本署「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營運

資料申報暨容器管理系統」列印產出），清冊須加蓋分銷商公司（行

號）章。 

（九） 上月汰換容器基本資料清冊（須由本署「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營運

資料申報暨容器管理系統」列印產出），清冊須加蓋分銷商公司（行

號）章。 

（十） 該年度最近六個月內之供氣定型化契約簽約證明（須由本署「液化

石油氣零售業者營運資料申報暨容器管理系統」查詢簽約數量，並

由轄區消防分隊核發，並蓋有轄區消防分隊主管、承辦人章、分隊

圓戳章，影印確認後歸還）。 

（十一） 匯款銀行存摺正面影本，應與補助對象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記載之公司（行號）全銜相同。 

（十二） 補助款發票（二聯式，抬頭為「內政部消防署」）。 

十三、 汰換容器應由補助對象送往內政部認可之液化石油氣容器檢驗場經殘

氣回收、卸除容器閥及洗淨等安全處理程序後，由汰換據點會同轄管之

消防單位共同執行壓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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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汰換容器之運送、安全處理及壓毀費用由補助對象自行負擔。 

十五、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予退件： 

（一） 申請文件應蓋章而未蓋章者。 

（二） 申請文件不齊或模糊不清無法審核。 

（三） 購置補助容器之發票日期不在補助期間內。 

（四） 申請文件不實或偽造、變造。 

（五） 申請文件記載之公司（行號）名稱與公司（商業）登記證明影本不

符者。 

（六） 「新購容器基本資料」、「汰換容器基本資料」及「家用液化石油氣

供氣定型化契約戶數」未依規定於本署「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營運

資料申報暨容器管理系統」登錄者。 

（七） 於補助期間違反消防法規定使用逾期容器或違反石油管理法、消費

者保護法之規定，每年經裁罰次數總計達三次以上者，取消該年度

補助資格。 

（八） 於轄區消防分隊核發供氣定型化契約簽約證明後，其簽訂戶數於申

請時未能維持五十戶以上者。 

（九） 補助對象未依第十三點或第十七點規定配合辦理者。 

（十） 預算用罄並經本署公告終止補助。 

十六、 申請案經本署審核符合本計畫規定者，由容器協會將補助款匯入補助對

象提供之匯款銀行帳戶核發補助款（統一以匯款方式支付）。 

十七、 為審核申請案件，本署得抽樣電話查詢或於申請數量異常時進行現場稽

查，補助對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十八、 本計畫申請表格及檢附文件，均為補助要件之ㄧ部分，補助對象應切實

遵守；如經查得有違反本計畫規定事項或有虛偽買賣、偽造不實資料者，

補助對象應無條件退還補助款。 

十九、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應將補助之相關資訊公開於消防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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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液化石油氣容器汰換補助申請據點清冊 
序號 公司名稱 地址 電話 連絡人 

1 
聯宏液化煤氣灌裝有

限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蓮庵里三谿橋

2-2 號 
08-2335582 楊振添先生 

2 農會液化煤氣灌裝廠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號 082-327325 楊忠凱先生 

3 金龍發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烏崁里 301 號 06-9228818 許朝鑒先生 

4 
安佳瓦斯分裝場附設

驗瓶場 
澎湖縣馬公市安宅里 180 號 06-9211790 孫鴻發先生 

5 
花蓮鋼瓶股份有限公

司  
花蓮縣吉安鄉仁安村海濱 96 號 03-8423967 江淑君小姐 

6 
鳳聯液化氣分裝有限

公司  

花蓮縣鳳林鎮南平里平等路 70

號 
03-8771721 江智誠先生 

7 台東鋼瓶有限公司 
臺東縣台東市康樂路215巷440

號 
08-9350594 簡維國先生 

8 逢欣實業有限公司 
臺東縣池上鄉新興村堤防路 51

號 
08-9862497 曾月明先生 

9 
金龍液化石油氣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冬山鄉大興村龍祥十路

25 號 
03-9907598 林朝金先生 

10 國聯瓦斯有限公司 宜蘭縣三星鄉貴林路 54-7 號 03-9895555 鍾煌舜先生 

11 
利民液化石油氣分裝

有限公司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一路 14-6 號 039-282708 林韋君小姐 

12 
台安鋼瓶製造檢驗股

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

636 巷 167 號 
02-27390941 黃龍義先生 

13 
高興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三段 628

號 
02-22152516 王海文先生 

14 
銘欣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新北市林口區嘉寶里嘉溪雅坑

5號之 4 
02-26051290 許宏華先生 

15 
嘉浩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新北市林口區嘉寶里嘉溪雅坑

3-6 號 
02-26051261 胡祥瑞先生 

16 
聯億液化石油氣股份

有限公司  
桃園縣蘆竹鄉泉州路 100 號 

03-3248899 

 
陳盈福先生 

17 新隆鋼瓶有限公司 
桃園縣龍潭鄉三和村番子窩

10-5 號  

03-4796621 

 
陳永隆先生 

18 新証實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500 巷 21 號 03-5378000 林寶英小姐 

19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通宵場） 
苗栗縣通宵鎮通南里通南 47 號 03-7751115 李志文先生 

20 
今元由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24-30 號 042-6633709 賴東樂先生 

21 
廣聯鋼瓶股份有限公

司 

臺中市烏日區溪尾里溪岸路

9-2 號  
04-92528390 簡美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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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公司名稱 地址 電話 連絡人 

22 遠平能源有限公司  
南投縣名間鄉大庄村新大巷

6-10、6-11 號 
04-92271800 張秀足小姐 

23 上海煤氣有限公司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 502

號  
04-92631166 陳素惠小姐 

24 
員林豐榮煤氣分裝場

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鎮東北里山腳路六

段 372 巷 216 號  
04-8362035 陳家欣先生 

25 
六堅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彰濱東九

路 9號  
04-7587009 巫志文先生 

26 
合興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彰濱場） 
彰化縣線西鄉線工南三街 1號 04-7583940 許貴華小姐 

27 
再興鋼瓶檢驗廠股份

有限公司  

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蒜頭

1-168 號 
05-3805316 林添進先生 

28 
嘉義液化石油氣分裝
場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水上鄉義興村 9鄰溪洲
仔 8-10 號 

05-2893439 吳宏恩先生 

29 
育盛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臺南市官田區二鎮里工業北路
2號  

06-6935251 劉旭全先生 

30 
合興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官田場）  

臺南市官田工業區工業西路 1
號  

06-6991668 梁智強先生 

31 億鴻興實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山區聖賢里田尾 40 之
1 號 

06-6356248 潘信宇先生 

32 萬發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工業區本工
環東路 9號 

07-6240169 邱瑞振先生 

33 榮順興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船頭路
27-55 號 

08-8350168 林淑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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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液化石油氣容器汰換補助款申請單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NO.01 

汰換據點名稱 公司 代號       

零售業名稱

(全銜) 

 統一

編號

       

零售業地址  

應備文件 

□1.「經濟部公司登記事項卡」及「核准函」     □7.淘汰容器監毀證明文件。 

     或縣(市)政府核發之「商業抄錄本」影本。 □8.上月新購容器發票及其基本資料清冊。 

□2.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9.消防分隊核發之「供氣契約」證明文件。

□3.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收據影本。             □10.匯款銀行存摺正面影本。 

□4.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場所證明文件影本。     □11.補助款發票。 

□5.液化石油氣上月灌氣發票。                 □12.內政部消防署退件公文影本。(退件重新

□6.申請汰換之容器基本資料清冊。                  申請者，須檢附)  

供氣合約證明 核發年月 年 月 合約戶數 計        戶。 

規格 50kg 20kg 16kg 10kg 4kg 合計 
淘汰容器數量 

數量(支)       

年 月 分 裝 場 統 一 編 號 灌裝量(公斤) 

                

                

                

                

合      計       

上月灌氣 

發票資料 

總灌裝量 公噸 汰換額度量 支

  容器規格(支) 
年 月 新瓶供應商統一編號 

50kg 20kg 16kg 10kg 4kg 

               

               

               

上月新購容器各規格數量小計      

上月新購 

容器發票 

資料 

上月新購容器總數量 支 

戶名：  銀行名稱 銀行零售業 
匯款銀行 
帳號 銀行代號    帳 號              

規格 50kg 20kg 16kg 10kg 4kg 合計 

補貼數量(支)       
可汰換容器補貼 

數量及金額表 

補貼金額             元 

資 料 核 對 結 果 汰 換 據 點 收 件 章 零 售 業 章 

 
 
  

註：一、紅框部分申請人勿填。 
  二、「零售業銀行帳戶之戶名」及「零售業章」須與零售業名稱完全相同。 

三、資料核對無誤後，由容器協會先行墊付補助款，並將補助案送請內政部消防署審核，
審核不通過者，申請人應返還補助款予容器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