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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八十四年十二

月十三日訂定發布，施行迄今已逾十五年，歷經五次修正。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基於時空環境變遷及事實需要，有配合加強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檢查與

管理之必要，俾更臻周延，爰擬具本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 規範雇主對於實施升降機、營建用提升機及吊籠檢查，應事前準備之

器具（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五條）。 

二、 界定鍋爐、第一種壓力容器、高壓氣體特定設備之構造檢查項目（修

正條文第七十八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二十六條）。 

三、 鑑於危險性設備如擬提升最高使用壓力、變更傳熱面積或變更內容物

種類等，均涉及整體結構或使用安全，爰列入重新檢查管理（修正條

文第八十九條、第一百十四條、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百六十條）。 

四、 鍋爐、第一種壓力容器、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在廠內遷移者，於檢查合

格後，得在原檢查合格證簽署，免除重新發證，以資簡政便民（修正

條文第九十一條、第一百十六條、第一百四十條）。 

五、 高壓氣體容器於國際間運送時，如具有他國簽發之檢查合格相當證明

文件者，得審酌其相當性，免除全部或部分之檢查，以符事實需要（修

正條文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六、 槽車之罐槽體於每年實施定期檢查合格後，其檢查合格證應換發新

證，以配合事實現況（修正條文第一百五十八條）。 

七、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因不堪使用而申請報廢時，雇主應填具廢用申請

書，以書面向檢查機構申請為之；辦妥廢用申請者，不得再以任何理

由申請恢復使用，以落實安全管理（修正條文第一百六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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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十五條  檢查機構對雇

主申請升降機之竣工檢

查，應於受理檢查後，將檢

查日期通知雇主，使其準備

荷重試驗用荷物及必要之

運搬器具。 

第四十五條  檢查機構對雇

主申請升降機之竣工檢

查，應於受理檢查後，將檢

查日期通知雇主，使其準備

荷重試驗用荷物及必要之

吊掛器具。 

一、文字修正，將「吊掛器具」

修正為「運搬器具」。 

二、升降機之荷重試驗用荷

物，係以運搬器具承載、

運搬至搬器，無須使用吊

掛器具，爰予修正，以符

實際。 

第五十條  雇主變更升降機

之搬器、配重或設置室外升

降機之升降路塔、導軌支持

塔或拉索時，應填具升降機

變更檢查申請書(附表十

二)及變更部分之圖件，向

檢查機構申請變更檢查。 

檢查機構對於變更檢

查合格之升降機，應於原

檢查合格證上記載檢查日

期、變更部分及檢查結果。 

第一項變更檢查準用

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五條

規定。 

第五十條  雇主變更升降機

之搬器、平衡錘或設置室外

升降機之升降路塔、導軌支

持塔或拉索時，應填具升降

機變更檢查申請書(附表十

二)及變更部分之圖件，向

檢查機構申請變更檢查。 

檢查機構對於變更檢

查合格之升降機，應於原

檢查合格證上記載檢查日

期、變更部分及檢查結果。 

第一項變更檢查準用

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五條

規定。 

一、文字修正，平衡錘修正為

配重（counterweight），

以統一各法規之用語。 
二、查「升降機安全檢查構造

標準」等法規亦採用「配

重」為用語。 

第五十五條  檢查機構對雇

主申請營建用提升機之竣

工檢查，應於受理檢查後，

將檢查日期通知雇主，使其

準備荷重試驗用荷物及必

要之運搬器具。 

第五十五條  檢查機構對雇

主申請營建用提升機之竣

工檢查，應於受理檢查後，

將檢查日期通知雇主，使其

準備荷重試驗用荷物及必

要之吊掛器具。 

一、文字修正，將「吊掛器具」

修正為「運搬器具」。 

二、營建用提升機之荷重試

驗用荷物，係以運搬器具

承載、運搬至搬器，無須

使用吊掛器具，爰予修

正，以符實際。 

 

第六十五條  檢查機構對雇

主申請吊籠之使用檢查，應

於受理檢查後，將檢查日期

通知雇主，使其將該吊籠移

於易檢查之位置，並準備荷

重試驗用荷物及必要之運

搬器具。 

 

第六十五條  檢查機構對雇

主申請吊籠之使用檢查，應

於受理檢查後，將檢查日期

通知雇主，使其將該吊籠移

於易檢查之位置，並準備荷

重試驗用荷物及必要之吊

掛器具。 

一、文字修正，將「吊掛器具」

修正為「運搬器具」。 

二、吊籠之荷重試驗用荷

物，係以運搬器具承載、

運搬至搬器或工作台，無

須使用吊掛器具，爰予修

正，以符實際。 

 

第七十八條  製造人申請鍋

爐之構造檢查時，應填具鍋

爐構造檢查申請書(附表三

第七十八條  製造人申請鍋

爐之構造檢查時，應填具鍋

爐構造檢查申請書(附表三

一、文字修正，左列修正為下

列；「實施熔接檢查」修

正為「實施同一座鍋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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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一份，並檢附下列書

件： 

一、鍋爐明細表(附表三十

六)二份。 

二、構造詳圖及強度計算書

各二份。 

三、以熔接製造者，附加蓋

熔接檢查合格戳記之熔

接明細表。 

四、以鉚接製造者，附製造

設施型式檢查合格證

明。 

由同一檢查機構實施

同一座鍋爐之熔接檢查及

構造檢查者，得免檢附前項

第二款、第三款之書件。 

第一項構造檢查項目

為施工方法、材料厚度、構

造、尺寸、傳熱面積、最高

使用壓力、強度計算審查、

人孔、清掃孔、安全裝置之

規劃、耐壓試驗、胴體、端

板、管板、煙管、火室、爐

筒等使用之材料及其他必

要之檢查。 

 

十五)一份，並檢附左列書

件： 

一、鍋爐明細表(附表三十

六)二份。 

二、構造詳圖及強度計算書

各二份。 

三、以熔接製造者，附加蓋

熔接檢查合格戳記之熔

接明細表。 

四、以鉚接製造者，附製造

設施型式檢查合格證

明。 

由同一檢查機構實施

熔接檢查及構造檢查者，得

免檢附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之書件。 

第一項構造檢查項目

為施工方法、材料厚度、構

造、尺寸、傳熱面積、最高

使用壓力、強度計算審查、

人孔、清掃孔、安全裝置、

耐壓試驗、胴體、端板、管

板、煙管、火室、爐筒等使

用之材料及其他必要之檢

查。 

 

熔接檢查」。 

二、第三項之「安全裝置」修

正為「安全裝置之規

劃」，因鍋爐構造檢查

時，安全閥、易熔塞等安

全裝置尚未裝設，無從檢

查，且竣工檢查亦有安全

裝置之檢查項目，易生重

複檢查之慮。實務上，構

造檢查時，係針對安全閥

之閥座開孔位置、孔徑大

小及數量、爆發門之設

置、低水位警報裝置及其

他安全裝置之配置與特

殊安全裝置等項目，實施

確認其規劃設計之機能

有效性，爰修正為「安全

裝置之規劃」，以資概括

規範，俾臻妥適。 

第八十九條  鍋爐有下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應由所有人

或雇主向檢查機構申請重

新檢查： 

一、從外國進口。 

二、構造檢查、重新檢查、

竣工檢查或定期檢查

合格後，經閒置一年以

上，擬裝設或恢復使

用。 

三、經禁止使用，擬恢復

使用。 

四、固定式鍋爐遷移裝置

地點而重新裝設。 

第八十九條  鍋爐有左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應由所有人

或雇主向當地檢查機構申

請重新檢查： 

一、從外國進口者。 

二、構造檢查、重新檢查、

竣工檢查或定期檢查合

格後，經閒置一年以

上，擬裝設或恢復使用

者。 

三、經禁止使用，擬恢復

使用者。 

四、固定式鍋爐遷移裝置

地點而重新裝設者。 

一、文字修正，左列修正為下

列；當地檢查機構修正為

檢查機構；刪除「者」。 
二、增列第一項第五款，最高

使用壓力係於設計製造

階段依構造及材質等所

計算之客觀數值，非可任

意變更或任由主觀認

定，惟使用者在原始設計

安全限度範圍內，因故擬

提升最高使用壓力時，尚

有重新核算強度計算

書、安全裝置容量等之必

要，爰列入重新檢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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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擬提升最高使用壓力。 

六、擬變更傳熱面積。 

對外國進口具有相當

檢查證明文件者，檢查機

構得免除本條所定全部或

一部之檢查。 

對外國進口具有相當

檢查證明文件者，檢查機

構得免除本條所定全部或

一部之檢查。 

 

納入管制，俾資周延。  

三、增列第一項第六款，傳熱

面積為鍋爐發生蒸汽能

力之指標，係於設計製造

階段卽列入考量者，非可

任意變更或任由主觀認

定，且「勞動檢查法」第

二十六條規定，鍋爐以

「傳熱面積在五百平方

公尺以上」列為丙類工作

場所審查檢查之適用對

象。曾有事業單位以耐火

磚阻隔煙管以降低傳熱

面積，期規避上開規定之

適用，惟涉及整體結構及

使用安全，必須杜絕類似

個案衍生之爭議，爰列入

重新檢查管制，俾資周

延。 

第九十一條 鍋爐經重新檢

查合格者，檢查機構應在鍋

爐明細表上加蓋重新檢查

合格戳記，檢查員簽章後，

交付申請人一份，做為重新

檢查合格證明，以辦理竣工

檢查。但符合第八十九條第

二款之竣工檢查或定期檢

查後停用或第三款，其未遷

移裝設或遷移至廠內其他

位置重新裝設，經檢查合格

者，得在原檢查合格證上記

載檢查日期、檢查結果及註

明使用有效期限，最長為一

年。 

 外國進口者，應在被檢

查物體上明顯部位打印，以

資識別。 

第九十一條  鍋爐經重新檢

查合格者，檢查機構應在鍋

爐明細表上加蓋重新檢查

合格戳記，檢查員簽章後，

交付申請人一份，做為重新

檢查合格證明，以辦理竣工

檢查。但符合第八十九條第

二款竣工檢查或定期檢查

後停用或第三款，如其未遷

移裝設，經檢查合格者，得

在原檢查合格證上記載檢

查日期、檢查結果及註明使

用有效期限，最長為一年。 

外國進口者，應在被檢查

物體上明顯部位打印，以資

識別。 

一、鍋爐遷移至廠內其他位

置重新裝設，因設置地址

未變更，且鍋爐之設備編

號亦未更動，原核發之檢

查合格證顯無換發之必

要，故參考本條但書對閒

置一年以上及禁止使用

擬恢復使用而未遷移者

之方式，另增列廠內遷移

者於辦理檢查合格後，得

在原合格證簽署之規

定，免除重新發證，以資

簡政便民。 

二、刪除贅字「如」。 

第一百零二條  製造人申請

第一種壓力容器之構造檢

查時，應填具第一種壓力容

器構造檢查申請書 (附表

三十五) 一份，並檢附下列

書件： 

第一百零二條  製造人申請

第一種壓力容器之構造檢

查時，應填具第一種壓力容

器構造檢查申請書 (附表

三十五) 一份，並檢附左列

書件： 

一、文字修正，左列修正為下

列；「實施熔接檢查」修

正為「實施同一座第一種

壓力容器之熔接檢查」。 

二、第三項之「安全裝置」修

正為「安全裝置之規

劃」，因第一種壓力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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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種壓力容器明細表 

(附表四十四) 二份。 

二、構造詳圖及強度計算書

各二份。 

三、以熔接製造者，附加蓋

熔接檢查合格戳記之熔

接明細表。 

四、以鉚接製造者，附製造

設施型式檢查合格證

明。 

由同一檢查機構實施

同一座第一種壓力容器之

熔接檢查及構造檢查者，得

免檢附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之書件。 

第一項構造檢查項目

為施工方法、材料厚度、構

造、尺寸、最高使用壓力、

強度計算審查、人孔、清掃

孔、安全裝置之規劃、耐壓

試驗、胴體、端板、管板等

使用之材料及其他必要之

檢查。 

 

一、第一種壓力容器明細表 

(附表四十四) 二份。 

二、構造詳圖及強度計算書

各二份。 

三、以熔接製造者，附加蓋

熔接檢查合格戳記之熔

接明細表。 

四、以鉚接製造者，附製造

設施型式檢查合格證

明。 

由同一檢查機構實施熔

接檢查及構造檢查者，得免

檢附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

書件。 

第一項構造檢查項目為

施工方法、材料厚度、構

造、尺寸、最高使用壓力、

強度計算審查、人孔、清掃

孔、安全裝置、耐壓試驗、

胴體、端板、管板等使用之

材料及其他必要之檢查。 

 

之構造檢查時，安全閥、

破裂盤等安全裝置尚未

裝設，無從檢查，且竣工

檢查亦有安全裝置之檢

查項目，易生重複檢查之

慮。實務上，構造檢查

時，係針對安全閥之閥座

開孔位置、孔徑大小及數

量、破裂盤之設置及其他

安全附屬品、安全保護裝

置之配置與特殊安全裝

置等項目，實施確認其規

劃設計之機能有效性，爰

修正為「安全裝置之規

劃」，以資概括規範，俾

臻妥適。 

第一百十四條  第一種壓力

容器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應由所有人或雇主向檢

查機構申請重新檢查： 

一、從外國進口。 

二、構造檢查、重新檢查、

竣工檢查或定期檢查

合格後，經閒置一年

以上，擬裝設或恢復

使用。但由檢查機構

認可者，不在此限。 

三、經禁止使用，擬恢復

使用。 

四、固定式第一種壓力容

器遷移裝置地點而重

新裝設。 

五、擬提升最高使用壓力。 

第一百十四條  第一種壓力

容器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應由所有人或雇主向當

地檢查機構申請重新檢查： 

一、從外國進口者。 

二、構造檢查、重新檢查、

竣工檢查或定期檢查

合格後，經閒置一年

以上，擬裝設或恢復

使用者。但由檢查機

構認可者，不在此限。 

三、經禁止使用，擬恢復

使用者。 

四、固定式第一種壓力容

器遷移裝置地點而重

新裝設者。 

對外國進口具有相當

一、文字修正，左列修正為下

列；當地檢查機構修正為

檢查機構；刪除贅字

「者」。 
二、增列第一項第五款，最高

使用壓力係於設計製造

階段依構造及材質等所

計算之客觀數值，非可任

意變更或任由主觀認

定，惟使用者因故需提升

最高使用壓力時，應予重

新核算強度計算書、安全

裝置容量等，爰列入重新

檢查管制。 
三、增列第一項第六款，壓力

容器之內容物如有變

更，涉及內容物之化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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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擬變更內容物種類。 

因前項第六款致第一

種壓力容器變更設備種類

為高壓氣體特定設備者，

應依高壓氣體特定設備相

關規定辦理檢查。 

對外國進口具有相當

檢查證明文件者，檢查機

構得免除本條所定全部或

一部之檢查。 

檢查證明文件者，檢查機

構得免除本條所定全部或

一部之檢查。 

物性，影響其反應性、相

容性、毒性、可燃性、沸

點、蒸發量等，故非可任

意變更，爰列入重新檢查

管制。 
四、增列第二項，規範如因變

更內容物致第一種壓力

容器變更為高壓氣體特

定設備之處理方式。 
五、原第二項移列為第三

項。 
第一百十六條  第一種壓力

容器經重新檢查合格者，檢

查機構應在第一種壓力容

器明細表上加蓋重新檢查

合格戳記(附表三十四) ，

檢查員簽章後，交付申請人

一份，做為重新檢查合格證

明，以辦理竣工檢查。但符

合第一百十四條第二款之

竣工檢查或定期檢查合格

後停用或第三款，其未遷移

裝設或遷移至廠內其他位

置重新裝設，經檢查合格

者，得在原檢查合格證上記

載檢查日期、檢查結果及註

明使用有效期限，最長為一

年。 

第一百十六條  第一種壓力

容器經重新檢查合格者，檢

查機構應在第一種壓力容

器明細表上加蓋重新檢查

合格戳記(附表三十四) ，

檢查員簽章後，交付申請人

一份，做為重新檢查合格證

明，以辦理竣工檢查。但符

合第一百十四條第二款竣

工檢查或定期檢查合格後

停用或第三款，如其未遷移

裝設，經檢查合格者，得在

原檢查合格證上記載檢查

日期、檢查結果及註明使用

有效期限，最長為一年。 

一、配合第九十一條修正。 
二、第一種壓力容器遷移至

廠內其他位置重新裝

設，因設置地址未變更，

且第一種壓力容器之設

備編號亦未更動，原核發

之檢查合格證顯無換發

之必要，故參考本條但書

對閒置一年以上及禁止

使用擬恢復使用而未遷

移者之方式，另增列廠內

遷移者於辦理檢查合格

後，得在原合格證簽署之

規定，免除重新發證，以

資簡政便民。 

三、刪除贅字「如」。 

第一百二十六條  製造人申

請高壓氣體特定設備之構

造檢查時，應填具高壓氣體

特定設備構造檢查申請書

（附表三十五）一份，並檢

附下列書件： 

一、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明細

表（附表四十四）二份。 

二、構造詳圖及強度計算書

各二份。 

三、以熔接製造者，附加蓋

熔接檢查合格戳記之熔

接明細表。 

四、以鉚接製造者，附製造

第一百二十六條  製造人申

請高壓氣體特定設備之構

造檢查時，應填具高壓氣體

特定設備構造檢查申請書

（附表三十五）一份，並檢

附左列書件： 

一、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明細

表（附表四十四）二份。 

二、構造詳圖及強度計算書

各二份。 

三、以熔接製造者，附加蓋

熔接檢查合格戳記之熔

接明細表。 

四、以鉚接製造者，附製造

一、文字修正，左列修正為下

列；「實施熔接檢查」修

正為「實施同一座高壓氣

體特定設備之熔接檢

查」。 
二、第三項之「安全裝置」修

正為「安全裝置之規

劃」，因高壓氣體特定設

備之構造檢查時，安全

閥、破裂盤等安全裝置尚

未裝設，無從檢查，且竣

工檢查亦有安全裝置之

檢查項目，易生重複檢查

之慮。實務上，構造檢查

時，係針對安全閥之閥座

開孔位置、孔徑大小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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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型式檢查合格證

明。 

由同一檢查機構實施

同一座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之熔接檢查及構造檢查

者，得免檢附前項第二款、

第三款之書件。 

第一項構造檢查項目

為施工方法、材料厚度、構

造、尺寸、最高使用壓力、

強度計算審查、人孔、清掃

孔、安全裝置之規劃、耐壓

試驗、超低溫設備之絕熱性

能試驗、胴體、端板、管板

等使用之材料及其他必要

之檢查。 

前項超低溫設備之絕

熱性能試驗，得採絕熱性能

相關佐證文件資料認定之。 

 

設施型式檢查合格證

明。 

由同一檢查機構實施

熔接檢查及構造檢查者，得

免檢附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之書件。 

第一項構造檢查項目

為施工方法、材料厚度、構

造、尺寸、最高使用壓力、

強度計算審查、人孔、清掃

孔、安全裝置、耐壓試驗、

超低溫設備之絕熱性能試

驗、胴體、端板、管板等使

用之材料及其他必要之檢

查。 

前項超低溫設備之絕

熱性能試驗，得採絕熱性能

相關佐證文件資料認定之。 

 

量、破裂盤之設置及其他

安全附屬品、安全保護裝

置之配置與特殊安全裝

置等項目，實施確認其規

劃設計之機能有效性，爰

修正為「安全裝置之規

劃」，以資概括規範，俾

臻妥適。 

第一百三十條  雇主申請高

壓氣體特定設備之竣工檢

查時，應填具高壓氣體特定

設備竣工檢查申請書(附表

三十七)，並檢附下列書

件： 

一、加蓋構造檢查或重新檢

查合格戳記之高壓氣體

特定設備明細表。 

二、高壓氣體特定設備設置

場所及設備周圍狀況

圖。 

前項竣工檢查項目為

安全閥數量、容量、吹洩試

驗、安全裝置、壓力指示裝

置及其他必要之檢查。 

經竣工檢查合格者，

檢查機構應核發高壓氣體

第一百三十條  雇主申請高

壓氣體特定設備之竣工檢

查時，應填具高壓氣體特定

設備竣工檢查申請書(附表

三十七)，並檢附左列書

件： 

一、加蓋構造檢查或重新檢

查合格戳記之高壓氣體

特定設備明細表。 

二、高壓氣體特定設備設置

場所及設備周圍狀況

圖。 

前項竣工檢查項目為

安全閥數量、容量、吹洩試

驗、安全裝置、壓力指示裝

置、依規定應設之防液堤、

設備間距、水噴霧裝置、電

氣防爆性能構造、緊急電

一、文字修正，左列修正為下

列。 

二、刪除「防液堤、設備間

距、水噴霧裝置、電氣防

爆性能構造、緊急電源、

防護牆」，因上開檢查項

目已列入勞動檢查法第

二十六條及危險性工作

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規

定之丙類危險性工作場

所之審查及檢查範疇，且

非屬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之本體部分，為避免一事

兩辦，造成重複，爰予刪

除。 

三、勞動檢查機構除於實施

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

審查檢查及一般檢查

時，可針對前揭事項實施

監督檢查外，代行檢查機

構於辦理高壓氣體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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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設備竣工檢查結果報

告表(附表四十五)及檢查

合格證(附表三十九)，其有

效期限最長為一年。 

 

源、防護牆及其他必要之檢

查。 

經竣工檢查合格者，

檢查機構應核發高壓氣體

特定設備竣工檢查結果報

告表(附表四十五)及檢查

合格證(附表三十九)，其有

效期限最長為一年。 

 

設備之竣工檢查時，將透

過業務聯繫機制，將上開

檢查項目送請勞動檢查

機構續辦，實務上應無導

致檢查漏失情事，爰配合

檢查機構及代行檢查機

構反映意見辦理。 

第一百三十八條  高壓氣體

特定設備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應由所有人或雇主

向檢查機構申請重新檢查： 

一、從外國進口。 

二、構造檢查、重新檢查、

竣工檢查或定期檢查

合格後，經閒置一年

以上，擬裝設或恢復

使用。但由檢查機構

認可者，不在此限。 

三、經禁止使用，擬恢復

使用。 

四、遷移裝置地點而重新裝

設。 

五、擬提升最高使用壓力。 

六、擬變更內容物種類。 

對外國進口具有相當

檢查證明文件者，檢查機

構得免除本條所定全部或

一部之檢查。 

第一百三十八條  高壓氣體

特定設備有左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應由所有人或雇主

向當地檢查機構申請重新

檢查： 

一、從外國進口者。 

二、構造檢查、重新檢查、

竣工檢查或定期檢查

合格後，經閒置一年

以上，擬裝設或恢復

使用者。但由檢查機

構認可者，不在此限。 

三、經禁止使用，擬恢復

使用者。 

四、遷移裝置地點而重新

裝設者。 

對外國進口具有相當

檢查證明文件者，檢查機

構得免除本條所定全部或

一部之檢查。 

一、文字修正，左列修正為下

列；當地檢查機構修正為

檢查機構；刪除贅字「者」 

二、增列第一項第五款，最高

使用壓力係於設計製造

階段依構造及材質等所

計算之客觀數值，非可任

意變更或任由主觀認

定，惟使用者在原始設計

安全限度範圍內因故需

提升最高使用壓力時，應

予重新核算強度計算

書、安全裝置容量等，爰

列入重新檢查管制。 

三、增列第一項第六款，高壓

氣體特定設備之內容物

如有變更，涉及內容物之

化性及物性，影響其反應

性、相容性、毒性、可燃

性、沸點、蒸發量等，故

非可任意變更，爰列入重

新檢查管制。 

 
第一百四十條  高壓氣體特

定設備經重新檢查合格

者，檢查機構應在高壓氣體

特定設備明細表上加蓋重

新檢查合格戳記(附表三十

四)，檢查員簽章後，交付

申請人一份，做為重新檢查

合格證明，以辦理竣工檢

查。但符合第一百三十八條

第二款之竣工檢查或定期

檢查合格後停用或第三

第一百四十條  高壓氣體特

定設備經重新檢查合格

者，檢查機構應在高壓氣體

特定設備明細表上加蓋重

新檢查合格戳記(附表三十

四)，檢查員簽章後，交付

申請人一份，做為重新檢查

合格證明，以辦理竣工檢

查。但符合第一百三十八條

第二款竣工檢查或定期檢

查合格後停用或第三款，如

一、配合第九十一條修正。 
二、高壓氣體特定設備遷移

至廠內其他位置重新裝

設，因設置地址未變更，

且高壓氣體特定設備之

設備編號亦未更動，原核

發之檢查合格證顯無換

發之必要，故參考本條但

書對閒置一年以上及禁

止使用擬恢復使用而未

遷移者之方式，另增列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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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其未遷移裝設或遷移至

廠內其他位置重新裝設，經

檢查合格者，得在原檢查合

格證上記載檢查日期、檢查

結果及註明使用有效期

限，最長為一年。 

 

其未遷移裝設，經檢查合格

者，得在原檢查合格證上記

載檢查日期、檢查結果及註

明使用有效期限，最長為一

年。 

內遷移者於辦理檢查合

格後，得在原合格證簽署

之規定，免除重新發證，

以資簡政便民。 

三、刪除贅字「如」。 

第一百五十五條  高壓氣體

容器之定期檢查，應依下列

規定期限實施內部檢查及

外部檢查： 

一、 內部檢查： 

（一）自構造檢查合格日

起算，未滿十五年

者，每五年一次；

十五年以上未滿二

十年者，每二年一

次；二十年以上

者，每年一次。 

（二）無縫高壓氣體容

器，每五年一次。 

二、外部檢查： 

（一）固定於車輛之高

壓氣體容器，每

年一次。 

（二）非固定於車輛之

無縫高壓氣體容

器，每五年一次。 

（三）前二目以外之高

壓氣體容器，依

前款第一目規定

之期限。 

高壓氣體容器從國外

進口，致未實施構造檢查

者，前項起算日，以製造日

期為準。 

 

第一百五十五條  高壓氣體

容器之定期檢查，應依左列

規定一併實施內外部檢查： 

一、自構造檢查合格日起

算未滿十五年者，每五

年檢查一次以上。 

二、自構造檢查合格日起

算十五年以上未滿二

十年者，每二年檢查一

次以上。 

三、自構造檢查合格日起

算二十年以上者，每年

檢查一次以上。 

固定於車輛之高壓氣

體容器應每年實施外部檢

查一次，內部檢查期限依前

項規定辦理。 

無縫高壓氣體容器應

每五年實施內外部檢查一

次，如為固定於車輛者，應

每年實施外部檢查一次。 

高壓氣體容器屬國外

進口，致未實施構造檢查

者，構造檢查合格日以製造

日期認定之。 

 

文字修正及款項調整，以資明

確。 
 

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高壓

氣體容器外部檢查項目為

外觀檢查、外部之腐蝕、裂

痕、變形、污穢、洩漏之檢

測、必要時實施之非破壞檢

查、易腐蝕處之定點超音波

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高壓

氣體容器外部檢查項目為

外觀檢查、外部之腐蝕、裂

痕、變形、污穢、洩漏之檢

測、必要時實施之非破壞檢

查、易腐蝕處之定點超音波

一、文字修正，刪除贅字

「如」；將一‧五修正為

一點五；一‧一修正為一

點一。 
二、第六項與第七項合併，以

精簡項次。 
三、增列第七項，鑑於高壓氣



 10 

測厚及其他必要之檢查；發

現有異狀者，應併實施內部

檢查。 

高壓氣體容器內部檢

查項目為容器內部之表面

檢查、厚度、腐蝕、裂痕、

變形、污穢等之檢測、必要

時實施之非破壞檢查、以檢

查結果判定需要實施之耐

壓試驗及其他必要之檢查。 

低溫或超低溫等高壓

氣體容器之內部檢查，得以

常用壓力一點五倍以上壓

力實施耐壓試驗或常用壓

力一點一倍以上壓力以內

容物實施耐壓試驗，並以常

用壓力以上壓力實施氣密

試驗及實施外觀檢查等代

替之。 

第二項高壓氣體容器

實施必要檢查時，熔接容器

應實施防銹塗飾檢查，超低

溫容器應實施氣密試驗。 

第一項超音波測厚，對

具一體成形之保溫材、夾套

型或因特別低溫等致測厚

確有困難者，得免實施。 

檢查機構受理實施高

壓氣體容器內外部檢查

時，應將檢查日期通知雇

主。實施檢查時，雇主或其

指派人員應在場。 

高壓氣體容器於國際

間運送時，對具有他國簽發

之檢查合格證明文件者，檢

查機構得視其檢驗項目之

相當性，審酌免除前六項所

定全部或一部之檢查。 

測厚及其他必要之檢查，如

發現有異狀者，應併實施內

部檢查。 

高壓氣體容器內部檢

查項目為容器內部之表面

檢查、厚度、腐蝕、裂痕、

變形、污穢等之檢測、必要

時實施之非破壞檢查、以檢

查結果判定需要實施之耐

壓試驗及其他必要之檢查。 

低溫或超低溫等高壓

氣體容器之內部檢查，得以

常用壓力一‧五倍以上壓力

實施耐壓試驗或常用壓力

一‧一倍以上壓力以內容物

實施耐壓試驗，並以常用壓

力以上壓力實施氣密試驗

及實施外觀檢查等代替之。 

第二項高壓氣體容器

實施必要檢查時，熔接容器

應實施防銹塗飾檢查，超低

溫容器應實施氣密試驗。 

第一項超音波測厚，對

具一體成形之保溫材、夾套

型或因特別低溫等致測厚

確有困難者，得免實施。 

檢查機構受理實施高

壓氣體容器內外部檢查

時，應將檢查日期通知雇

主。 

實施檢查時，雇主或

其指派人員應在場。 

 

體容器在國外灌裝工業

氣體再運往國內，或在國

內灌裝運往國外，在定期

檢查有效使用期間，流通

於國際間運送工業氣

體，此種頻繁往返國際間

運送使用之高壓氣體容

器，常持有進口國及出口

國所簽發之檢查合格證

明文件，因各國檢查項目

內容多有類似情事，且實

施開放檢查或耐壓試驗

須排放內容物，又檢查時

間如過於接近，實務上亦

非必要，故為配合灌裝前

實施檢查之期程及避免

重複檢查造成擾民，爰增

列得以他國簽發之檢查

合格證明文件審酌認定

而免除本條第一項至第

六項所定全部或一部之

檢查，以符事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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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八條  檢查機構

對經定期檢查合格之高壓

氣體容器，應依第一百五十

五條規定之期限，於原檢查

合格證上簽署，註明使用有

效期限，最長為五年。但固

定於車輛之罐槽體者，應重

新換發新證。 

檢查員於實施前項定

期檢查後，應填報高壓氣體

容器定期檢查結果報告表

(附表四十六)，並將定期檢

查結果通知雇主。 

 

第一百五十八條  檢查機構

對經定期檢查合格之高壓

氣體容器，應依第一百五十

五條規定，於原檢查合格證

上簽署，註明使用有效期

限，最長為五年。 

檢查員於實施前項定

期檢查後，應填報高壓氣體

容器定期檢查結果報告表

(附表四十六)，並將定期檢

查結果通知雇主。 

 

增列第一項但書，查目前公路

槽車之罐槽體，其檢查合格證

格式較小，並無簽註使用有效

期限等文字之欄位，且於每年

定期檢查合格後，均換發新

證，爰配合實際情況修正之。 

第一百六十條  高壓氣體容

器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應由所有人或雇主向檢

查機構申請重新檢查： 

一、從外國進口。 

二、構造檢查、重新檢查、

定期檢查合格後，經閒

置一年以上，擬恢復使

用。但由檢查機構認可

者，不在此限。 

三、經禁止使用，擬恢復

使用。 

四、擬提升最高灌裝壓力。 

五、擬變更灌裝氣體種類。 

對外國進口具有相

當檢查證明文件者，檢查

機構得免除本條所定全

部或一部之檢查。 

 

 

 

第一百六十條  高壓氣體容

器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應由所有人或雇主向當

地檢查機構申請重新檢查： 

一、從外國進口者。 

二、構造檢查、重新檢查、

定期檢查合格後，經閒

置一年以上，擬恢復使

用者。但由檢查機構認

可者，不在此限。 

三、經禁止使用，擬恢復

使用者。 

四、擬變更灌裝氣體種類

或增加最高灌裝壓力

者。 

對外國進口具有相當

檢查證明文件者，檢查機

構得免除本條所定全部或

一部之檢查。 

一、文字修正，左列修正為下

列；當地檢查機構修正為

檢查機構；刪除「者」；「增

加」修正為「提升」。 
二、將第一項第四款分列為

第四款及第五款，以資明

確。 
 

第一百六十三條  雇主對於

不堪使用或因故擬不再使

用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

應填具廢用申請書向檢查

機構繳銷檢查合格證。 

前項危險性機械或設

第一百六十三條  雇主廢用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時，應將

檢查合格證繳回檢查機構。 

前項報廢之危險性機

械或設備，雇主不得恢復

使用。 

一、經報廢後之危險性機械

或設備，因少數雇主事後

反悔，辯稱不諳法令規

定、或謂委託代理人所為

之意思表示非本人意

願、或轉賣他人而受讓人

主張為善意第三者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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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經辦妥廢用申請者，雇

主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恢

復使用。 

第一項廢用申請書之

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情等由，向檢查機構申請

恢復使用，惟因檢查合格

證繳銷後，相關檢查文件

檔案資料已不再保存，無

法再辦理恢復使用，致衍

生爭議或民怨。為避免造

成不必要之困擾，故明定

廢用之申請，應以書面方

式為之，用以表明雇主申

請廢用之自主意願，且明

定檢查合格證將予繳

銷，以臻明確。 
二、增列第三項，廢用申請書

以文字註記表達雇主之

行為意思，並由申請人簽

章切結，確實使雇主知悉

相關法令規定及告知日

後不得恢復使用等事

項，故由申請之事業單位

以簽章表明其法律行為

之表示意思，避免日後衍

生爭議，其申請書格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日後

如須恢復使用者，應辦理

停用報備，於第一百六十

四條已有明定，可資遵

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