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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用天然氣申裝管理自治條例制定草案總說明 

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鑑於天然氣事業法及公用天然氣事業用戶管線設

備裝置計費準則相關規定，對於公用天然氣事業就其申裝供氣屬於細節性或技

術性事項未明文授權地方主管機關訂定並加以執行，參照天然氣事業法及公用

天然氣事業用戶管線設備裝置計費準則相關規定，並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

條及第二十八條賦予地方自治事項權責，為確保市民及企業向本市轄內公用天

然氣事業申裝天然氣流程順利、工程費用合理、公平，並增加乾淨能源天然氣

普及率，爰擬具本自治條例制定草案，其訂定要點如下： 

一、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第一條） 

二、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公用天然氣事業應檢具之資料及未檢具報核之處罰。（第三條） 

四、明細表內容區分及本支管費用明細條列呈現。（第四條） 

五、營業章程報請核定，情勢變遷致所訂內容顯有不當、妨礙公共利益、損害

用戶權益、顯失公平等情事發生，通知限期修正，及未依限修正處罰。（第

五條） 

六、訂定或修正與營業規程相關內部規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情勢變遷致所訂

內容顯有不當、妨礙公共利益、損害用戶權益、顯失公平等情事發生，通

知限期修正，及未依限修正處罰。（第六條） 

七、為用戶規劃各種管線之報價應合乎耐用年限、路線最短、最經濟材料施工

方式。（第七條） 

八、受理供氣安裝申請依據及流程，以及經申訴反映違反規定之處罰。（第八

條） 

九、爭議調處種類、受理依據，調解成立履行及違反相關規定裁罰。（第九條） 

十、公用天然氣事業每半年提報管線埋設圖資資料更新及違反之處罰。（第十

條） 

十一、主管機關於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後三個月內整合完成圖資建制系統予以

揭露，圖資包含內容及至少每半年更新一次。（第十一條） 

十二、不影響穩定供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用戶外，得供應其他業者，受理方

式及無法供氣函復，非有正當理由拒絕之處罰。（第十二條） 

十三、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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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用天然氣申裝管理自治條例制定草案逐條說明 

訂  定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確

保市民及企業向本市轄內公用天

然氣事業申裝天然氣流程順利、

工程費用合理、公平，並增加乾

淨能源天然氣普及率，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明定本自治條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臺南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經

發局）。 

明定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市轄內之公用天然氣事

業，依天然氣事業法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及公用天然氣事業用戶管

線設備裝置計費準則第五條之規

定，函報經發局有關「裝置業務

計費項目主要材料、工資及其他

費用金額明細表」（以下簡稱明

細表）時，應檢具下列資料： 

一、主要材料設計項目中各項材

料編號名稱、規格、單位、

進價、單價、合理利潤說

明。 

二、主要工資設計項目中各項工

資編號名稱、規格、單位、

實際給付工資、單價、工法

詳述、適用地點。 

三、其他設計單價中之各項單價

編號、名稱、規格、單位、

實際給付工資、單價、工法

詳述、適用地點。 

四、行政規費項目編號、名稱、

單位、單價。 

一、第一項明定本市轄內之公用天然

氣事業，依天然氣事業法第三十

五條第一項及公用天然氣事業用

戶管線設備裝置計費準則第五條

之規定，函報經發局應檢具送核

明細資料。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

所稱「單位」書寫方式。 

三、第三項明定公用天然氣事業未依

第一項檢具各項資料報核之相關

處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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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工程類業務中之各項業務

收費項目編號、名稱、規

格、單位、實際工作成本、

單價、工法詳述、適用地

點。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單位

以「式」表示者，僅能為單一工

作或單價品項。 

公用天然氣事業未檢具第一

項各款資料函報經發局，視同未

依天然氣事業法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及公用天然氣事業用戶管線設

備裝置計費準則第五條辦理函報

核定，依天然氣事業法第六十條

第七款規定處罰。 

第四條    前條明細表內容應區分為表

內管、表外管以及本支管之各項

收費明細表，以符合公開透明原

則。 

公用天然氣事業依法得要求

用户分攤本支管敷設成本時，本

支管費用明細應比照表外管報價

單方式條列清楚呈現。 

一、第一項明定前條之明細表所包含

內容，俾符合公開透明原則。 

二、第二項明定本支管費用明細應比

照表外管報價單方式條列清楚呈

現，讓用戶得以一目瞭然。 

第五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就其服務有

關事項，訂定營業章程，應報請

經發局核定後實施。 

前項營業章程因社會、經濟

情勢變遷，公用天然氣事業營業

章程所訂事項，顯有不當、妨礙

公共利益、損害用户權益或顯失

公平情事時，經經發局主動發掘

或接獲民眾反映，經發局應通知

該事業於一定期間內修正之。 

前項該事業未於一定期間內

一、第一項明定公用天然氣事業所訂

定營業章程，應報請主管機關核

定後方能實施。 

二、第二項明定營業章程因情勢變遷

內容顯有不當、妨礙公共利益、

損害用户權益或顯失公平情事

時，經主管機關主動發掘或經民

眾反映，要求主管機關應通知該

事業於一定期間內加以修正。 

三、第三項明定，該事業未依前項規

定期間修正營業章程之相關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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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者，依天然氣事業法第六十

二條第五款規定處罰。 

規定。 

第六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訂定其內部

與營業章程相關之作業流程、施

行辦法或其他規定，視為營業章

程之延伸，同受經發局監督管

理，應報請經發局備查。修正時

亦同。 

前項公用天然氣事業訂定之

作業流程、施行辦法或其他規

定，因社會、經濟情勢變遷，其

內容顯有不當、妨礙公共利益、

損害用户權益或顯失公平情事

時，經經發局主動發掘或接獲民

眾反映，經發局應通知該事業於

一定期間內修正之。 

該事業未依第一項報請備查

或未依前項於一定期間內修正

者，處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款，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一、第一項明定公用天然氣事業訂定

其內部與營業章程相關之作業流

程、施行辦法或其他規定，視為

營業章程之延伸，應受主管機關

監督並報請備查。於有修正時，

仍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報請備查之作業

流程、施行辦法或其他規定，因

社會、經濟情勢變遷，其內容顯

有不當、妨礙公共利益、損害用

户權益或顯失公平情事時，主管

機關應通知該事業於一定期間內

修正之。 

三、第三項明定該事業未依第一項報

請備查或未依前項規定於一定期

間內修正者，依地方制度法第二

十六條規定處以罰鍰，並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至改善為止。 

第七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為用户規劃

本支管、表外管、表內管等管線

時，應以合乎管線耐用年限且線

路最短、最經濟的材料及施工方

式進行報價。公用天然氣事業因

本身營業策略考量，規劃較長距

離管線或採用高規材料、高規施

工方式時，非有正當理由，其價

差應由公用天然氣事業自行吸

收。 

一、公用天然氣事業為用户規劃各種

管線時，應以合乎管線耐用年限

且線路最短、最經濟的材料及施

工方式進行報價。 

二、公用天然氣事業如因本身營業策

略考量，規劃較長距離管線或採

用高規材料、高規施工方式時，

非有正當理由，其價差應由該事

業自行吸收。 

第八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受理用戶、

建築業者或合格導管承裝業者

（以下簡稱申請使用者）之供氣

一、第一項明定公用天然氣事業受理

用戶、建築業者或合格導管承裝

業者之供氣安裝申請，均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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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申請，均須依據營業章程及

其內部相關規定辦理有關審圖、

設計、報價、簽約、施工、收費

並提供相關資料。 

申請使用者向經發局申訴反

映違反前項規定屬實者，處三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並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

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營業章程及其訂定之內部相關規

定辦理有關審圖、設計、報價、

簽約、施工、收費並提供相關資

料。 

二、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遇用戶、建

築業者或合格導管承裝業者申訴

反映公用天然氣事業違反前項規

定屬實者，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

六條規定處以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止。 

第九條    申請使用者與公用天然氣事

業發生下列爭議時，除得依其他

法律申訴及調解外，經發局一經

接獲申請使用者申訴應主動進行

調處，以確保申請使用者權益： 

一、審圖、報價時程爭議。 

二、檢驗、供氣時程爭議。 

三、收費品項、單價爭議。 

前項爭議經調處成立者，該

事業應依調處成立方案履行。 

經調處之爭議事項如有違反

相關規定，經經發局通知未於限

定期間內改善更正者，依天然氣

事業法及本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處

罰。 

一、第一項明定申請使用者與公用天

然氣事業發生下列爭議時，除得

依其他法律（如：消費者保護

法、鄉鎮市調解條例）申訴及調

解外，主管機關一經接獲申訴，

應主動進行調處，以確保申請使

用者權益。 

二、第二項明定調處成立，公用天然

氣事業應依調處成立方案履行。 

三、第三項明定經調處之爭議事項如

有違反相關規定，經經發局通知

未於限定期間內改善更正者，依

天然氣事業法第七章罰則及本自

治條例第六條、第八條相關規定

處罰。 

第十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應每半年

向經發局提出天然氣管線埋設圖

資更新資料，以提供市民最新天

然氣管線埋設資訊。 

前項該事業未於規定時限內

提出者，依天然氣事業法第六十

二條第八款規定處罰。 

一、第一項明定要求公用天然氣事業

應每半年向主管機關提出天然氣

管線埋設圖資更新資料，以提供

市民最新天然氣管線埋設資訊。 

二、第二項明定該事業未於規定時限

內提出者之處罰規定。 

第十一條     經發局應於本自治條例 一、第一項明定要求主管機關應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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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後三個月內整合完成公用天

然氣事業圖資，建制本市公用天

然氣管線圖資系統供市民上網查

詢。圖資應包含整壓站、本支

管、表外管，並可得知管線尺寸

及壓力等資訊。 

前項圖資至少每半年更新一

次。 

自治條例施行後三個月內整合完

成公用天然氣事業圖資，建制本

市公用天然氣管線圖資系統供市

民上網查詢。以及圖資應包含資

訊內容。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圖資，主管機關

至少每半年更新一次。 

第十二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於不影響

穩定供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

業用户之情形下，得供應其他

業者。 

對於其他業者申請使用之

受理方式應比照天然氣事業法

之相關規定辦理。但影響穩定

供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

户時，須提出正式函復無法供

氣之原因。 

前項公用天然氣事業非有

正當理由拒絕受理請求供氣

者，依天然氣事業法第五十八

之一條規定處罰。 

一、第一項明定重申天然氣事業法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其他業者申請使用之

受理方式應比照天然氣事業法之

相關規定辦理。但影響穩定供氣

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户時，

須提出正式函復無法供氣之原

因，以顧及其他業者申裝權益。 

三、第三項明定公用天然氣事業非有

正當理由拒絕前項受理請求供氣

者，依天然氣事業法第五十八之

一條規定處罰。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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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用天然氣申裝管理自治條例制定草案條文 

第一條    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確保市民及企業向本市轄內公用天然氣事

業申裝天然氣流程順利、工程費用合理、公平，並增加乾淨能源天然氣

普及率，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經發局）。 

第三條    本市轄內之公用天然氣事業，依天然氣事業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及

公用天然氣事業用戶管線設備裝置計費準則第五條之規定，函報經發局

有關「裝置業務計費項目主要材料、工資及其他費用金額明細表」（以下

簡稱明細表）時，應檢具下列資料： 

一、主要材料設計項目中各項材料編號名稱、規格、單位、進價、單

價、合理利潤說明。 

二、主要工資設計項目中各項工資編號名稱、規格、單位、實際給付工

資、單價、工法詳述、適用地點。 

三、其他設計單價中之各項單價編號、名稱、規格、單位、實際給付工

資、單價、工法詳述、適用地點。 

四、行政規費項目編號、名稱、單位、單價。 

五、非工程類業務中之各項業務收費項目編號、名稱、規格、單位、實

際工作成本、單價、工法詳述、適用地點。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單位以「式」表示者，僅能為單一工作或單

價品項。 

公用天然氣事業未檢具第一項各款資料函報經發局，視同未依天然

氣事業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及公用天然氣事業用戶管線設備裝置計費準

則第五條辦理函報核定，依天然氣事業法第六十條第七款規定處罰。 

第四條    前條明細表內容應區分為表內管、表外管以及本支管之各項收費明

細表，以符合公開透明原則。 

公用天然氣事業依法得要求用户分攤本支管敷設成本時，本支管費

用明細應比照表外管報價單方式條列清楚呈現。 

第五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就其服務有關事項，訂定營業章程，應報請經發局

核定後實施。 

前項營業章程因社會、經濟情勢變遷，公用天然氣事業營業章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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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事項，顯有不當、妨礙公共利益、損害用户權益或顯失公平情事時，

經經發局主動發掘或接獲民眾反映，經發局應通知該事業於一定期間內

修正之。 

前項該事業未於一定期間內修正者，依天然氣事業法第六十二條第

五款規定處罰。 

第六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訂定其內部與營業章程相關之作業流程、施行辦法

或其他規定，視為營業章程之延伸，同受經發局監督管理，應報請經發

局備查。修正時亦同。 

前項訂定之作業流程、施行辦法或其他規定，因社會、經濟情勢變

遷，其內容顯有不當、妨礙公共利益、損害用户權益或顯失公平情事

時，經經發局主動發掘或接獲民眾反映，經發局應通知該事業於一定期

間內修正之。 

該事業未依第一項報請備查或未依前項於一定期間內修正者，處三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止。 

第七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為用户規劃本支管、表外管、表內管等管線時，應

以合乎管線耐用年限且線路最短、最經濟的材料及施工方式進行報價。

公用天然氣事業因本身營業策略考量，規劃較長距離管線或採用高規材

料、高規施工方式時，非有正當理由，其價差應由公用天然氣事業自行

吸收。 

第八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受理用戶、建築業者或合格導管承裝業者（以下簡

稱申請使用者）之供氣安裝申請，均須依據營業章程及其內部相關規定

辦理有關審圖、設計、報價、簽約、施工、收費並提供相關資料。 

申請使用者向經發局申訴反映違反前項規定屬實者，處三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款，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改善

為止。 

第九條    申請使用者與公用天然氣事業發生下列爭議時，除得依其他法律申

訴及調解外，經發局一經接獲申請使用者申訴應主動進行調處，以確保

申請使用者權益： 

一、審圖、報價時程爭議。 

二、檢驗、供氣時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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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費品項、單價爭議。 

前項爭議經調處成立者，該事業應依調處成立方案履行。 

經調處之爭議事項如有違反相關規定，經經發局通知未於限定期間

內改善更正者，依天然氣事業法及本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處罰。 

第十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應每半年向經發局提出天然氣管線埋設圖資更新資

料，以提供市民最新天然氣管線埋設資訊。 

前項該事業未於規定時限內提出者，依天然氣事業法第六十二條第

八款規定處罰。 

第十一條     經發局應於本自治條例施行後三個月內整合完成公用天然氣事業

圖資，建制本市公用天然氣管線圖資系統供市民上網查詢。圖資應包

含整壓站、本支管、表外管，並可得知管線尺寸及壓力等資訊。 

前項圖資至少每半年更新一次。 

第十二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於不影響穩定供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户之

情形下，得供應其他業者。 

對於其他業者申請使用之受理方式應比照天然氣事業法之相關規

定辦理。但影響穩定供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户時，須提出正式函

復無法供氣之原因。 

前項公用天然氣事業非有正當理由拒絕受理請求供氣者，依天然氣

事業法第五十八之一條規定處罰。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