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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經濟部
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23 日 

台內消字第 1070821050 號 

經能字第 10704601110 號 

 

訂定「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自即日生效。 

附「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部  長 葉俊榮 

部  長 沈榮津 

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壹、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 

一、 本契約已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經消費者攜回審閱○日（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三日）。瓦

斯業者應於簽約前將契約內容交付消費者審閱，並為詳細說明。 

  消費者簽章： 

  瓦斯業者簽章： 

   因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事宜，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以資共同遵守。 

二、 瓦斯業者販售之液化石油氣，其品質應符合國家標準，瓦斯業者並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 

   消費者與瓦斯業者就下列計價方式，約定擇一辦理： 

  □ 採重量計價者，瓦斯業者提供之液化石油氣重量應符合桶裝液化石油氣容器合格標示記

載之內容物重量。 

  □ 採氣量計價者，用氣量以度為單位，每立方公尺用氣量為一度。 

   採氣量計價者，其氣量計應經度量衡專責機關檢定合格，且在檢定合格有效期間內。

供氣種類應為丙烷，且應於容器上明確標示；瓦斯業者抄錄使用度數，應抄錄至小數點後

第二位。瓦斯業者向消費者收取液化石油氣之價格（以下簡稱氣價）採四捨五入以元為單

位。 

三、本契約所稱供應設備及消費設備之定義及所有權歸屬如下： 

  □ 採重量計價者，供應設備係指容器，所有權歸屬瓦斯業者；消費設備係指容器出口至燃

氣器具（如熱水器及瓦斯爐等）為止之間所有設備（含管線及相關附屬設備等），所有

權歸屬消費者。 

  □ 採氣量計價者，供應設備係指容器至氣量計出口為止之間所有的設備（含容器、氣量

計、管線及相關附屬設備等），所有權歸屬瓦斯業者；消費設備係指氣量計出口至燃氣

器具（如熱水器及瓦斯爐等）為止之間所有設備（含管線及相關附屬設備等），所有權

歸屬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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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瓦斯業者應將使用供應設備及消費設備正確操作方法及應行注意安全事項，於供氣前以書

面資料（如附件）告知消費者，消費者應遵照瓦斯業者所提供之操作方式及注意事項使

用。 

   瓦斯業者提供消費者使用之容器，應經定期檢驗合格，不得提供逾期容器予消費者。

瓦斯業者應於每次更換容器後檢查其管線是否有安裝完善，無洩漏情形；另瓦斯業者應由

安全技術人員對消費者處所之供氣設備，每二年提供一次安全檢測服務，並代為檢測消費

設備。 

   瓦斯業者提供之容器，其下次檢驗日期與當次交易日期至少應有○天以上（不得少於

十天）之安全使用期限，以確保供氣期間中，容器係屬於有效期限內。 

   氣量計檢定合格有效期間屆滿時，消費者應配合瓦斯業者更換之。 

五、 瓦斯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明顯處揭示氣價，消費者對交易氣價有疑義時，瓦斯業者應妥為說

明。 

   採重量計價者，瓦斯業者應以公斤為單位揭示氣價；採氣量計價者，瓦斯業者應以度

為單位揭示當月及過去二個月之氣價。 

   瓦斯業者得因消費者之個別狀況有額外收費，惟應於提供液化石油氣前明確告知，收

費項目如下： 

  □ 需人力搬運至○樓：新臺幣（下同）○元 

  □ 消費者處所距瓦斯業者營業場所○公里以上：○元 

  □ 其他原因○：○元。 

   消費者得於瓦斯業者提供液化石油氣前，對價格表示反對並終止本契約。但消費者未

表示反對者，視為接受價格。 

六、 瓦斯業者收取保證金者，應同時提供消費者收據並依下列規定處理： 

  □ 採重量計價者，簽訂本契約前，消費者已持有容器者，推定消費者已付訖○公斤裝容器

○支，○千○百○拾○元整之保證金（容器每支不得低於三百元。但如有其他證明文件

者應從其依據）。 

  □ 採重量計價者，簽定本契約時，茲瓦斯業者收訖消費者支付○公斤裝容器○支，共計○

千○百○拾○元整之保證金。其金額不得超過簽約時新容器之實價。 

  □ 採氣量計價者，簽定本契約時，茲瓦斯業者收訖消費者支付供應設備（○型號氣量計○

式，○公斤裝容器○支及相關附屬設備），共計○千○百○拾○元整之保證金。其金額

不得超過簽約時氣量計及新容器實價。 

  消費者簽章： 

  瓦斯業者簽章： 

七、供應設備之購置、檢驗、檢定及相關維修等費用由瓦斯業者負擔。 

   消費設備如由瓦斯業者提供時，除另有約定外，消費者應支付該費用，其所有權歸屬

消費者，瓦斯業者應負消費設備維修及保養之責，其費用由消費者支付。 

   瓦斯業者提供之供應設備及消費設備應符合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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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氣期間消費者應善盡供應設備保管責任，並應確保容器合格標示卡及氣量計檢定合

格封印完整，不得毀損或使氣量計失效或失準。 

   採氣量計價者，供氣期間瓦斯業者應配合度量衡機關辦理氣量計檢查作業及免費換裝

檢定合格之氣量計。 

八、 採氣量計價者，消費者或瓦斯業者如認為氣量計有失準確時，在不拆除度量衡專責機關封

印之情況下，由消費者與瓦斯業者共同於現場勘查。 

   如勘查結果發現氣量計有異常情況，即由瓦斯業者免費更換氣量計，並由消費者及瓦

斯業者雙方協調氣費補償方式。 

   如經瓦斯業者勘查氣量計無異常，惟消費者仍有疑慮時，應由瓦斯業者出具符合度量

衡專責機關要求之勘查紀錄，向度量衡專責機關申請鑑定，其鑑定費用由消費者負擔，並

於申請鑑定時繳付之，鑑定會同拆換表時，氣量計由瓦斯業者負責免費拆換。如經度量衡

專責機關鑑定結果其準確度超出法定公差時，瓦斯業者應償付鑑定費，並由消費者及瓦斯

業者雙方協調氣費補償方式。 

九、 消費者購買液化石油氣使用同一容器逾一年返還者，瓦斯業者得向消費者收取容器使用費

○元（不得逾二百元）；逾二年返還者，得向消費者收取容器使用費○元（不得逾四百

元）。 

   容器檢驗費由瓦斯業者負擔，瓦斯業者不得向消費者加收檢驗費。 

十、 採重量計價者，瓦斯業者回收容器時，應量秤容器內殘餘液化石油氣量，並以回收容器當

日之交易價格，按比例退還消費者未使用之氣價。 

十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瓦斯業者得終止契約： 

(一) 消費者使用之消費設備或消費設備安裝場所不符安全規定，或供應設備擺放位置不符

安全規定，前述情形可歸責於消費者時，經瓦斯業者定相當期限通知改善，期限屆滿

消費者仍未改善。 

(二) 消費者經瓦斯業者通知限期繳納氣價或相關費用，逾期未繳納。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 

(一) 瓦斯業者提供逾期容器或違反第四點第三項約定。 

(二) 瓦斯業者無正當理由延誤供氣達二小時以上。 

(三) 瓦斯業者辦理停業、歇業而由其他公司行號頂讓或與其他公司行號合併，消費者不願

由其存續或新設公司行號繼續供氣。 

   為維護消費者安全，瓦斯業者於第一項第一款改善期間得暫停供氣。 

   契約終止後，瓦斯業者應將保證金全額退還消費者，消費者應將供應設備歸還瓦斯

業者。 

十二、 瓦斯業者未正確安裝、維修、保養供應設備或未告知消費者供應設備正確使用方法與危

險事項，致消費者、同居人、共同生活人或使用人受損害者，瓦斯業者應負賠償責任。 

   瓦斯業者之受僱人有前項情形者，瓦斯業者與該受僱人應連帶負賠償責任。 

   消費設備由瓦斯業者提供者，準用前二項規定。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054 期  20180323  內政篇 

 

   消費者或其他使用人因故意或過失而未依一般之使用方法使用供應設備，或未善盡

供應設備保管責任，致供應設備毀損、變更或滅失者，消費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三、 消費者不再繼續使用液化石油氣時，應將供應設備歸還瓦斯業者，瓦斯業者應將保證金

全數無息退還予消費者。但供應設備遺失，或供應設備非屬瓦斯業者所有者，不在此

限。 

十四、 契約簽訂後，瓦斯業者如因停業或歇業而由其他公司行號頂讓者，瓦斯業者或頂讓者應

通知消費者。消費者同意時，雙方權利義務則由存續公司行號概括承受。 

   前項規定，於瓦斯業者契約簽訂後有與其他公司行號合併之情事時，亦適用之。 

十五、 瓦斯業者對消費者留存之個人資料負有保密義務，非經其同意或依法律規定，瓦斯業者

不得對外揭露或為契約目的範圍外之利用，並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保護之。 

   前項資料於終止液化石油氣供氣契約後，瓦斯業者應返還或銷毀之。 

十六、 契約書應明確記載瓦斯業者公司（行號）名稱、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地址及電話；

消費者姓名、地址及電話。 

 

貳、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一、契約條款不得違反法令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平。 

二、不得約定瓦斯業者得片面更改契約內容，而消費者不得異議。 

三、不得約定不交付契約書予消費者。 

四、 不得約定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之小額訴訟

管轄法院之適用。 

五、不得約定瓦斯業者得拒絕回收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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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液化石油氣使用安全須知 

一、使用與存放應注意事項： 

(一) 容器使用中請保持直立，並請勿使用其他熱源加熱桶身（如泡熱水）。 

(二) 容器內液化石油氣用完後，仍應緊閉開關，切勿自行移動或傾倒。 

(三) 熱水器應安裝於通風良好處所，以避免發生一氧化碳中毒。 

(四) 容器應放置於通風處所，並避免日光直接照射，且應有固定措施防止容器傾倒。 

(五) 爐具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如汽油、酒精、紙屑、塑膠品等。 

二、漏氣及有關安全處理： 

(一) 關閉容器上開關，熄滅附近一切火源。 

(二) 速將門窗打開，使室內空氣流通，勿觸動電器開關。 

(三) 請即電話通知供氣之瓦斯行派員檢修或撥一一九請求協助處理。 

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 用戶購用液化石油氣時，應詢明瓦斯行是否具有符合資格之安全技術人員，及是否加入當

地同業公會。 

(二) 檢查送來之容器是否經過檢驗合格且未逾下次檢驗期限。 

(三) 已用完液化石油氣之空瓶，應注意將瓶上開關關閉，以免瓶內殘氣外洩，引起危險。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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