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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 

消防法第 15條之 2規定，業於 99年 12月 8日以總統華總字第

09900331451號令增訂公布，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置下列資料，

並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 

一、 容器儲存場所管理資料。 

二、 容器管理資料。 

三、 用戶資料 

四、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業者灌裝證明資料 

五、 安全技術人員管理資料 

六、 用戶安全檢查資料。 

七、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證明文件。 

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資料。 

上述 8項資料，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至少保存 2年，以備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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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電腦系統基本需求說明 

一、 個人電腦硬體需求： 

（一） 個人電腦 (建議 CPU: P4以上，記憶體 256 MB以上)。 

（二） 螢幕(解析度 800×600以上)。 

（三） 印表機(如有列印報表需求)。 

二、 作業系統需求： 

（一） 作業系統 (建議 Windows 2000 / XP / Vista / Win 7)。 

（二） 網頁瀏覽器(建議 Microsoft IE 6.0 以上)。 

（三） 文書作業軟體 Microsoft Office 2000以上 (如有列印報

表需求)。 

三、 網路連線需求： 

可連上網際網路（internet） 並開放放行人 HTTPS通訊協定。 

四、 系統功能概述： 

（一） 申報作業： 

1、 零售業基本資料。 

2、 儲存場所資料。 

3、 灌裝資料。 

4、 容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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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險資料。 

6、 用戶資料。 

7、 用戶安全檢測資料。 

8、 安全技術人員資料。 

9、 新購容器基本資料。（本功能為辦理容器汰換補助） 

10、 汰換容器基本資料。（本功能為辦理容器汰換補助） 

（二） 查詢及統計作業：  

1、 容器資料查詢。 

2、 容器規格瓶齡分析資料。 

3、 次月應檢驗容器查詢。 

4、 逾期未檢驗容器查詢。 

5、 容器購置查詢。 

6、 安全技術人員資料查詢。 

7、 用戶及檢測資料查詢。 

8、 次月應檢測用戶查詢。 

9、 保險資料查詢。 

10、 灌裝資料查詢。 

11、 儲存場所資料查詢。 

（三） 變更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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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系統登入及帳號申請說明 

一、 系統登入說明 

（一） 開啟網際網路瀏覽器  

（二） 連線方式： 

1、 直接連線： 

於 網 際 網 路 瀏 覽 器 直 接 輸 入 網 址 ：

http://210.69.173.51/，連線內政部消防署液化石油

氣零售業營運資料申報暨容器安全管理系統。 

2、 透過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連線： 

於網際網路瀏覽器輸入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網

址：http://www.n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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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內正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點選業務專區點選

液化石油氣 

 

再點選零售業申報管理系統 

 

（三） 進入系統後，登入的畫面如下圖所示 

 

 

 

 

 



 8 

 

二、 帳號申請： 

首次進入本系統，無登入帳號，請點選【帳號申請】。 

 

進入使用人員帳號申請填寫畫面，*為必填欄位，輸入完

畢後。 

 

點選【確認送出】，帳號經核准後，即可以此新帳號進行

登入。 

備註：申請如有問題可電洽 02-81959119＃9313葉小姐 

三、 變更密碼： 

申請核准帳號後如需變更密碼，使用者可在左側點選變更密碼

進行登入密碼變更，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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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下方點選變更密碼 

（一） 右側輸入： 

目前密碼、新密碼、確認新密碼 

以上輸入之新密碼與確認新密碼必須相同 

（二） 輸入完畢，點選【儲存】按鈕 

四、 忘記密碼： 

電洽 02-81959119＃9313 葉小姐，恢復成預設密碼 A12345678

（英文字母需大寫），重新登入後，請立即依前述變更密碼步

驟，重新設定密碼，以避免申報帳號為外人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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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系統操作說明 

一、 主畫面 

如果已經有了帳號，輸入：統編、帳號、登錄密碼，進入系統

後，主畫面如下圖所示： 

 

二、 主畫面左側是功能列，使用者可點選左側功能列的項目。以下

依序就左側功能列項目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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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報作業－零售業基本資料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修改自己公司的基本資料，修改

步驟： 

1、 點選下方公司名稱 

2、 按下【選取】按鈕 

3、 修改資料 

4、 按下【儲存】按鈕 

 

（二） 申報作業－儲存場所資料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修改/新增/查詢自己公司的儲存

場所資料，步驟如下： 

左側點選儲存場所資料 

1、 如果是要查詢： 

(1) 右側上方點選【查詢】按鈕 

(2) 中間點選查詢 

(3) 下方即帶出所有儲存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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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照要修改儲存場所前方點選【選取】 

(5) 上方即帶出該儲存場所資料 

(6) 修改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修改完畢的資料儲存 

2、 如果是要新增： 

(1) 右側上方點選【新增】按鈕 

(2) 開始輸入要新增的儲存場所資料 

(3) 輸入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新增的儲存場所資料儲

存 

 

（三） 申報作業－灌裝資料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修改/新增/查詢自己公司的灌裝

資料，步驟如下： 

左側點選灌裝資料 

1、 如果是要查詢： 

(1) 右側上方點選【查詢】按鈕 

(2) 中間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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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方即帶出所有灌裝場所資料 

(4) 依照要修改灌裝場所前方點選【選取】 

(5) 上方即帶出該灌裝場所資料 

(6) 修改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修改完畢的資料儲存 

2、 如果是要新增： 

(1) 右側上方點選【新增】按鈕 

(2) 開始輸入要新增的灌裝場所資料 

(3) 輸入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新增的灌裝場所資料儲

存 

 

（四） 申報作業－容器資料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修改/新增/查詢自己公司的容器

資料，步驟如下： 

左側點選容器資料 

1、 如果是要查詢： 

(1) 右側上方點選【查詢】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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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間點選查詢 

(3) 下方即帶出所有容器資料 

(4) 依照要修改容器資料前方點選【選取】 

(5) 上方即帶出該容器資料資料 

(6) 修改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修改完畢的資料儲存 

2、 如果是要新增： 

(1) 右側上方點選【新增】按鈕 

(2) 開始輸入要新增的容器資料 

(3) 輸入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新增的容器資料儲存 

 

（五） 申報作業－保險資料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修改/新增/查詢自己公司的保險

資料，步驟如下： 

左側點選保險資料 

1、 如果是要查詢： 

(1) 右側上方點選【查詢】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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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間點選查詢 

(3) 下方即帶出所有保險資料 

(4) 依照要修改保險資料前方點選【選取】 

(5) 上方即帶出該保險資料 

(6) 修改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修改完畢的資料儲存 

2、 如果是要新增： 

(1) 右側上方點選【新增】按鈕 

(2) 開始輸入要新增的保險資料 

(3) 輸入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新增的保險資料儲存 

 

（六） 申報作業－用戶資料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修改/新增/查詢自己公司的用戶

資料，步驟如下： 

左側點選用戶資料 

1、 如果是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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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右側上方點選【查詢】按鈕 

(2) 中間點選查詢 

(3) 下方即帶出所有用戶資料 

(4) 依照要修改用戶資料前方點選【選取】 

(5) 上方即帶出該用戶的資料 

(6) 修改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修改完畢的資料儲存 

2、 如果是要新增： 

(1) 右側上方點選【新增】按鈕 

(2) 開始輸入要新增的用戶資料 

(3) 輸入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新增的用戶資料儲存 

 

（七） 申報作業－用戶安全檢測資料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修改/新增/查詢自己公司的用戶

安全檢測資料，步驟如下： 

左側點選用戶安全檢測資料 

1、 如果是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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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右側上方點選【查詢】按鈕 

(2) 中間點選查詢 

(3) 下方即帶出所有用戶安全檢測資料 

(4) 依照要修改用戶安全檢測資料前方點選【選取】 

(5) 上方即帶出該用戶的安全檢測資料 

(6) 修改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修改完畢的資料儲存 

2、 如果是要新增： 

(1) 右側上方點選【新增】按鈕 

(2) 開始輸入要新增的用戶安全檢測資料 

(3) 輸入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新增的用戶安全檢測資

料儲存。 

 

（八） 申報作業－安全技術人員資料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修改/新增/查詢自己公司的安全

技術人員資料，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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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點選安全技術人員資料 

1、 如果是要查詢： 

(1) 右側上方點選【查詢】按鈕 

(2) 中間點選查詢 

(3) 下方即帶出所有安全技術人員資料 

(4) 依照要修改安全技術人員資料前方點選【選取】 

(5) 上方即帶出該安全技術人員資料 

(6) 修改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修改完畢的資料儲存 

2、 如果是要新增： 

(1) 右側上方點選【新增】按鈕 

(2) 開始輸入要新增的安全技術人員資料 

(3) 輸入完畢，按下儲存，即可將新增的安全技術人員資

料儲存 

 

（九） 申報作業－新購容器基本資料（此功能之操作方式於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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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補助說明會中說明） 

（十） 申報作業－汰換容器基本資料（此功能之操作方式於汰

換補助說明會中說明） 

（十一） 查詢及統計作業－容器資料查詢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查詢自己公司的容器資料，步驟

如下： 

左側在查詢及統計作業下點選容器資料查詢 

 

1、 右側上方可輸入篩選條件，全部空白表示全部列出 

2、 查詢篩選條件輸入完畢，點選【查詢】按鈕 

3、 下方即帶出符合篩選條件的容器資料 

如欲列印畫面上的資料，點選【友善列印】，系統隨即另

開一個新的視窗，使用者可自行利用瀏覽器左上角檔案/

列印的功能將畫面印出，友善列印的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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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查詢及統計作業－容器規格瓶齡分析資料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查詢自己公司的容器規格瓶齡分

析資料，步驟如下： 

左側在查詢及統計作業下點選容器規格瓶齡分析資料 

1、 右側可點選檢驗結果條件：全部或合格或不合格 

2、 點選【查詢】按鈕 

3、 下方即帶出符合篩選條件的容器規格瓶齡分析表 

如欲列印畫面上的資料，點選【友善列印】，系統隨即另

開一個新的視窗，使用者可自行利用瀏覽器左上角檔案/

列印的功能將畫面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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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查詢及統計作業－次月應檢驗容器查詢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查詢自己公司次月應檢驗之容

器，步驟如下： 

左側在查詢及統計作業下點選次月應檢驗容器查詢 

1、 右側輸入欲查詢的下次檢驗日期  

2、 點選【查詢】按鈕 

3、 下方即帶出符合篩選條件的次月應檢驗容器明細表 

如欲列印畫面上的資料，點選【友善列印】，系統隨即另

開一個新的視窗，使用者可自行利用瀏覽器左上角檔案/

列印的功能將畫面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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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查詢及統計作業－逾期未檢驗容器查詢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查詢自己公司逾期未檢驗容器，

步驟如下： 

左側在查詢及統計作業下點選逾期未檢驗容器查詢 

1、 右側點選【查詢】按鈕 

2、 下方即帶出貴公司所屬逾期未檢驗之容器明細表 

如欲列印畫面上的資料，點選【友善列印】，系統隨即另

開一個新的視窗，使用者可自行利用瀏覽器左上角檔案/

列印的功能將畫面印出 

 

（十五） 查詢及統計作業－容器購置查詢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查詢自己公司容器購置之查詢，

步驟如下： 

左側在查詢及統計作業下點容器購置查詢 

1、 右側輸入起迄的購置日期 

2、 點選【查詢】按鈕 

3、 下方即帶出貴公司所屬容器購置明細表 

如欲列印畫面上的資料，點選【友善列印】，系統隨即另

開一個新的視窗，使用者可自行利用瀏覽器左上角檔案/

列印的功能將畫面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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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查詢及統計作業－安全技術人員資料查詢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查詢自己公司安全技術人員資料

之查詢，步驟如下： 

左側在查詢及統計作業下點選安全技術人員資料查詢 

1、 右側點選安全技術人員狀態：全部或在職人員或離職

人員 

2、 點選【查詢】按鈕 

3、 下方即帶出符合篩選條件的安全技術人員資料明細表 

如欲列印畫面上的資料，點選【友善列印】，系統隨即另

開一個新的視窗，使用者可自行利用瀏覽器左上角檔案/

列印的功能將畫面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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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查詢及統計作業－用戶及檢測資料查詢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查詢所屬用戶及檢測資料，步驟

如下： 

左側在查詢及統計作業下點選用戶及檢測資料查詢 

1、 右側輸入欲查詢的用戶；或全部保留空白，表示欲查

詢全部用戶及檢測資料 

2、 點選【查詢】按鈕 

3、 下方即帶出符合篩選條件的用戶及檢測資料明細表 

如欲列印畫面上的資料，點選【友善列印】，系統隨即另

開一個新的視窗，使用者可自行利用瀏覽器左上角檔案/

列印的功能將畫面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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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查詢及統計作業－次月應檢測用戶查詢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查詢次月應檢測的用戶，步驟如

下： 

左側在查詢及統計作業下點選次月應檢測用戶查詢 

1、 右側點選【查詢】按鈕 

2、 下方即帶出符合次月應檢測用戶明細表 

如欲列印畫面上的資料，點選【友善列印】，系統隨即另

開一個新的視窗，使用者可自行利用瀏覽器左上角檔案/

列印的功能將畫面印出 

 

（十九） 查詢及統計作業－保險資料查詢 



 26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查詢保險資料，步驟如下： 

左側在查詢及統計作業下點選保險資料查詢 

1、 右側點選【查詢】按鈕 

2、 下方即帶出保險資料明細表 

如欲列印畫面上的資料，點選【友善列印】，系統隨即另

開一個新的視窗，使用者可自行利用瀏覽器左上角檔案/

列印的功能將畫面印出 

 

（二十） 查詢及統計作業－灌裝資料查詢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查詢灌裝資料，步驟如下： 

左側在查詢及統計作業下點選灌裝資料查詢 

1、 右側點選【查詢】按鈕 

2、 下方即帶出灌裝資料明細表 

如欲列印畫面上的資料，點選【友善列印】，系統隨即另

開一個新的視窗，使用者可自行利用瀏覽器左上角檔案/

列印的功能將畫面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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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查詢及統計作業－儲存場所資料查詢 

使用者可在此功能項目查詢儲存場所資料，步驟如下： 

左側在查詢及統計作業下點選儲存場所資料查詢 

(1) 右側點選【查詢】按鈕 

(2) 下方即帶出儲存場所資料明細表 

如欲列印畫面上的資料，點選【友善列印】，系統隨即另

開一個新的視窗，使用者可自行利用瀏覽器左上角檔案/

列印的功能將畫面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