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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建築物的類別：合法建物/違建物/違規使用 

        （鐵窗外推） 

三、違建物與違規使用的判定及應配合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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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建物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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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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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  V.S  建築管理 

有甚麼瓜葛? 

一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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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建：係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 

                  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共設施， 

                  並得變更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 

都市更新條例第4條、第14條 

前言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以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但都市新事業係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者，不在此限。  

 
二、整建：係指改建、修建更新地區內建築物 
                  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內公共設施。 ~~ 
 

三、維護：係指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 
                    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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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得視都市更新事業需要，依下列
原則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 

一、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築容積高於 

       法定容積者，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二、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該公益設施之樓地板面積不 

       予計算容積。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其產權無償登 

       記為公有者，除不計入容積外，並得適度增加其建築容積。 

三、主管機關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優先或迅行劃定之更新地區， 

       在一定時程內申請實施更新者，給予適度之容積獎勵。 

四、其他為促進都市更新事業之辦理，經地方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者。 

五、前四款容積獎勵後，多數原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分配之建築 

       物樓地板面積仍低於當地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者，得適度  

       增加其建築容積。 

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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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 
                       除而重行建築者。 ~~ 

建築法第9條 

前言 

四、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 

                  板、屋架及屋頂，其中 任何一種有過半 

                  之修理或變更者。   
  

三、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原建築基地 
                       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 或擴大面積者。  

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 

                    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 ，應視為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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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第86條 

違反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 

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勒令 

       停工補辦 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二、擅自使用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勒令 

       停止使用 補辦手續；其有第五十八條情事之一者，並得封閉 

       其建築物，限期修 改或強制拆除之。 

三、擅自拆除者，處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停止拆除補辦手續。  

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
可並發給 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為處理擅自建造或使用或
拆除之建 築物，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
內勘查。~~ 

建築法第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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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都市計畫地區。  
二、實施區域計畫地區。  
三、經內政部指定地區。  
   
前項地區外供公眾使用及公有建築物，本法亦適用之。  
 
第一項第二款之適用範圍、申請建築之審查許可、施工管
理及使用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建築法第3條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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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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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
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
（建築法第4條） 

本法所稱雜項工作物，為營業爐、水塔、瞭望臺、招牌廣
告、樹立廣告、散裝倉、廣播塔、煙囪、圍牆、機械遊
樂設施、游泳池、地下儲藏庫、建築所需駁崁、挖填土
石方等工程及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氣調
節設備、昇降設備、機械停車設備、防空避難設備、污
物處理設施等。 （建築法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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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建築物的類別： 

合法建物/違建物/ 

違規使用（鐵窗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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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管理業務架構 

變更使用 公安檢查 室內裝修 公寓大廈管理 

無 障 礙 設 施 

違章建築 

建築物使用管理 

廣告招牌管理 

使用類組 

建造行為
以外之變
更 

 

公安申報
聯合稽查 

昇降設備
機械遊樂
設施 

室內裝修
申請 

程
序 

實
質 

認定
排拆 

公
寓 

拆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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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 

    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 

    或拆除。但合於第七十八條及第九十八條規定者， 

    不在此限。 ~~ 

建築法第25條  

違章處理 

※本法施行前，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而未領有使用執 

    照者，其所有權人應申請核發使用執照。 

    但都市計畫範圍內非供公眾使用者，其所有權人得 

    申請核發使用執照。 

建築法第96條  
•15 



一、實施都市計畫地區:應依當地都市計畫公布日期予以 
        認。 ~~ 

前言 

 

二、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內政部於66年1月19日訂頒「實施 
        區域計畫建築管理辦法」發布前已有之舊有房屋 ~~ 
 

三、內政部指定地區:依內政部於62年12月24日訂頒「實 
        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發布前已有之 
        舊有房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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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違章建築 
   係指都市計畫區域內或建築法實施地區內，未經申請核准，領得建  
   造執照、使用執照擅自興工或使用者，通稱「違章建築」。 

a.實質違建：擅自建造，未領得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擅自興工/使用者， 
                       經查有＃58情事者。 

b.程序違建：擅自建造，未領得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擅自興工/使用者， 
                       經查無＃58情事，僅程序疏失。 

 

違章建築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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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鐵皮房屋」: 
         74年7月29日台內營字第00322253號~~ 

前言 

 
二、「貨櫃」: 
         79年10月26日台內營字第00842559號~~ 

 

三、「採光罩」: 
         85年12月18日85營署建字第50781號~~ 

•19 



既存違章建築影響公共安全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訂定
拆除計畫限期拆除；不影響公共安全者，由當地主管建築
機關分類分期予以列管拆除。~~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1-1條 
（101.4.2台內營字第1010801934號令修正）  

違章處理 

既存違章建築 

前項影響公共安全之範圍如下： 
一、供營業使用之整幢違章建築。營業使用之對象由當地 
        主管建築機關於查報及拆除計畫中定之。 
二、合法建築物垂直增建違章建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占用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九條規定 
        之屋頂避難平臺。 
    (二) 違章建築樓層達二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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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法建築物水平增建違章建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占用防火間隔。 
  (二)占用防火巷。 
  (三)占用騎樓。 
  (四)占用法定空地供營業使用。營業使用之對象由當 
        地主管建築機關於查報及拆除計畫中定之。 
  (五)占用開放空間。 
四、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1-1條 
（101.4.2台內營字第1010801934號令修正）  

違章處理 

既存違章建築 

既存違章建築之劃分日期由當地主管機關視轄區實際情形
分區公告之，並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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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優先拆除之違建」: 
~~ 

前言 

 

二、「依序拆除之違建」:   
~~ 

 

三、「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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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違建物與違規使用的判定 

及應配合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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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除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用項目規定外，並應 
    依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如附表二辦理。 

公共安全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
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
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
照。 

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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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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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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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申請竣工 
        勘驗前，由申請人或協調該所有權人自行拆除或恢復原狀， 
        並檢附施工前後相片、圖說憑辦： 
（一）地面層出入口有阻礙或封閉，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九十條出入口寬度規定之違建者。 
        但遮雨棚架等無礙逃生之設施得暫緩拆除。 
（二）屋頂平臺有違反本編第九十九條避難面積之違建者，應拆 
        除部分違建使其避難面積達建築面積二分之一。如以走道連 
        接避難平臺者，走道有效寬度須大於樓梯寬度。但申請範圍 
        位於地面層、地下層、或三樓以下與地面層同一戶可經由該 
        戶室內梯自地面層直接避難逃生者免檢討此項。 
（三）直通樓梯範圍內有阻礙，違反本編法定樓梯寬度之違建者。 
        但得不經由直通樓梯而直接避難逃生者，免檢討此項。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之違章建築（1/6） 

違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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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基隆市、臺中市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之違章建築（2/6） 

違章建築 

（四）應歸責於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之防火間隔（防火巷）增 
            建物。  
（五）阻塞緊急進口之違建者。  

•29 

（六）騎樓之違建者。 

新北市、基隆市、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  



新北市、基隆市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之違章建築（3/6） 

違章建築 

（六）騎樓之違建者。 
（七）陽台違建屬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使用項目舉 
           例表）之Ｂ類、Ｉ類各組及醫院、療養院、長期照護機構、 
           養謢機構、安養機構、老人服務機構、護理之家機構、產 
           後護理機構、育嬰中心、幼稚園、托兒所，將陽台內牆拆 
           除及陽台外緣加蓋遮雨棚等及妨礙緩降機、救助帶等操作 
           之一切障礙物。另陽台外緣加裝鐵窗等（各類用途），須 
           留設開口寬度七十五公分以上及高度一點二公尺以上。 
           前項圖說應將違建之判定及位置、尺寸標示、面積計算等 

           於圖上明確標示並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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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之違章建築（4/6） 

違章建築 

（八）廣告物未申請者。 

  

•31 

（九）違規廣告物、內外牆裝飾物封閉開口，嚴重影響民眾避難 

            逃生及消防救災者 

  

高雄市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  



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於申請竣工勘驗前，由申請人或協調該所有 
        權人自行拆除或恢復原狀或Ｒ．Ｃ牆或磚牆封 
        閉切結不使用，並檢附施工前後相片、圖說憑 
        辦及列入竣工抽查項目： 
（一）天井違建。 
（二）夾層違建。 
        前項圖說應將違建之判定及位置、尺寸標示、面積
計算等於圖上明確標示並敘明，並由建築師提出建築物
結構安全證明。 

台北市、新北市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之違章建築（5/6） 

外牆變更/修繕(老屋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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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前二點範圍之違章建築，應由建築師提出建 
        築物結構安全證明，並於申請案核准變更時， 
        將違建位置圖說及相片，隨同執照副本檢送新 
        北市違章建築拆除隊逕依本市違建程序辦理。 
 
五、有關第二點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認定，以申請案 
        所在單棟為其認定範圍；第四款至第七款之認 
        定，以申請案該戶為之。 
 
六、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章建築部分，如經公寓 
        大廈管理組織檢舉者，列為優先強制拆除。  

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之違章建築（6/6） 

違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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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8條： 
一、建築物之(主要構造)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等之變更。 

二、防火區劃範圍、構造或設備之調整或變更。 

三、防火避難設施： 

（一）直通樓梯、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構造、數量、步行距離、總 

           寬度、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寬度及高度、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 

           口之寬度、樓梯及平臺淨寬等之變更。 

（二）走廊構造及寬度之變更。 

（三）緊急進口構造、排煙設備、緊急照明設備、緊急用昇降機、屋 

           頂避難平臺、防火間隔之變更。 

四、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之消防設備之變更。 

五、停車空間之汽車或機車車位之變更。 

六、建築物之分戶牆、外牆、開放空間或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定項目之變更。 •34 



公共安全 

例如：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如果想作為「辦公 
           室」、「住家」使用時，因為「使用類組」變更。 
例如：將1、2樓兩戶打通變為1戶涉及主要構造、防火區劃等 
           變更時，即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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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條（變更使用執照之申請）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應備具申請 

    書並檢附左列各件：  

    一、建築物之原使用執照或謄本。  

    二、變更用途之說明。  

    三、變更供公眾使用者，其結構計算書與建築物室內裝修及設  

            備圖說。 

 

第75條（檢查及發照期限）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 

    關對於申請變更使用之檢查及發照期限，依第七十條之規定辦 

    理。 

建築法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5%BB%BA%E7%AF%89%E6%B3%95.htm#a70


 

 

四 

、 

整建維護實施工程 

應注意之建管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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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第14條第5項  

整建維護 

•一、老舊建築物立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工程。 

•二、老舊招牌、鐵窗及違建拆除。 

•三、空調、外部管線整理美化。 

•四、建築基地景觀綠美化。 

•五、屋頂防水及綠美化。 

•六、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七、提高建物耐震能力。 

•八、增設昇降機設備。 

•九、其他因配合整體整建或維護工程之完整性，經審查同意之必 

         要或特殊工程項目。 

•前項補助項目，採用綠建材、綠色能源或綠建築工法進行整建或 

  維護工程者，得優先列為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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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
有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
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
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
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  

建築法第73條  

外牆修繕(老屋拉皮)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左列文件： 

一、建築物之原使用執照或謄本。 
二、變更用途之說明書。 
三、變更供公眾使用者，其結構計算書與建築物室 
       內裝修及設備圖說。  

建築法第7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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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
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
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
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
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
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  

外牆修繕(老屋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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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序所稱修繕之適用範圍僅限於建築物外牆修理，建
築物屋架或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未有過半之修理。~~ 

新北市合法建築物修繕處理程序第2點  

外牆修繕(老屋拉皮) 

建築物依本程序辦理修繕申請者，如涉及建築使用類組
及變更使用辦法與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行為，應另向本
府工務局提出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與室內裝修許可。   

新北市合法建築物修繕處理程序第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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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修繕前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書件向本府工務局（使用
管理科）申請備查。 
（一）申請書。 
（二）修繕建築物位置、平面、立面（其比例尺不得 
            小於一百分之一、並註明尺寸高度、構造及面 
            積）。 
（三）房屋權利證明文件。 
（四）施工計畫說明書（含施工方式與修繕期程）。 
（五）前項申請人如有委任情事，應檢具委託書。 

     （六）切結書。  

外牆修繕(老屋拉皮) 

新北市合法建築物修繕處理程序第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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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牆修繕(老屋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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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之使用與原核定使用不合，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但應經本府工務局審查同意後，
始得為之：（一）……。（四）總樓層數在五層以下建
築物之外牆變更。 
 
前項變更涉及改變原核准開放空間、水土保持設施、結
構外審、都市設計審議等審查內容者，應重新通過審核
後始可辦理。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第10點  

外牆修繕(老屋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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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規模以下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得免申請雜項執
照。其管理並得簡化，不適用本法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之設置，應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
建築機關申請審查許可，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
得委託相關專業團體審查，其審查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建築法第97條之3  

外牆修繕(老屋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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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用辭定義如下： 
一、招牌廣告：指固著於建築物牆面上之電視牆、電腦顯示 
        板、廣告看板、以支架固定之帆布等廣告。 
二、樹立廣告：指樹立或設置於地面或屋頂之廣告牌(塔)、 
        綵坊、牌樓 等廣告。~~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第2條、第3條  

外牆修繕(老屋拉皮) 

下列規模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免申請雜項執照： 
一、正面式招牌廣告縱長未超過二公尺者。 
二、側懸式招牌廣告縱長未超過六公尺者。 
三、設置於地面之樹立廣告高度未超過六公尺者。 
四、設置於屋頂之樹立廣告高度未超過三公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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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懸式招牌廣告突出建築物牆面不得超過一點五公尺，並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位於車道上方者，自下端計量至地面淨距離應在四 
        點六公尺以上。 
二、前款以外者，自下端計量至地面淨距離應在三公尺 
        以上；位於退縮騎樓上方者，並應符合當地騎樓淨 
        高之規定。 
 
正面式招牌廣告突出建築物牆面不得超過五十公分。 
 
前二項規定於都市計畫及其相關法令已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第4條 

外牆修繕(老屋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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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者，應備具申請書，檢同設計圖說，設置
處所之所有權或使用權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 機關或其委託之專業團體申請審查許可。 
設置應申請雜項執照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其申請審查許可，應
併同申請雜項執照辦理。  
 
取得許可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應將許可證核准日期及字號標示
於廣告物之左下角、右下角或明顯處。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許可之有效期限為五年，期限屆滿後，原雜項
使用執照及許可失其效力，應重新申請審查許可或恢復原狀。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第5條、第10條、第12條  

外牆修繕(老屋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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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無障礙環境 /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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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5.2.4.4操作空間）及（圖403.2昇降機引導、圖406.1機廂尺寸） 

增設電梯(昇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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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內政部97.04.10台內營字第0970802190號令訂定 

101.11.16台內營字第1010810415號令修正，自102年1月1日生效 

103.12.01台內營字第1030813014號令修正附錄2，自104年1月1日施行 

>>搜尋【內政部營建署】→【政府資訊公開】→【主動公開資訊】 
     →【建築管理編】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
w/lawdata/1030813014.pdf 

 

 

 

無障礙環境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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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降機之設置依下列規定： 
一、六層以上之建築物，至少應設置一座以上之昇降機通達避難層。建 
        築物高度超過十層樓，依本編第一百零六條規定，設置可供緊急用 
        之昇降機。 
二、機廂之面積超過一平方公尺或其淨高超過一點二公尺之昇降機，均 
        依本規則之規定。但臨時用昇降機經主管建築機關認為其構造與安 
        全無礙時，不在此限。 
三、昇降機道之構造應依下列規定： 
（一）昇降機道之出入口，周圍牆壁或其圍護物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並 
           應使機道外之人、物無法與機廂或平衡錘相接觸。 
（二）機廂在每一樓層之出入口，不得超過二處。 
（三）出入口之樓地板面邊緣與機廂地板邊緣應齊平，其水平距離在四 
           公分以內。 
四、其他設備及構造，應依建築設備編之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第1項  

增設電梯(昇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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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正生效前領得使
用執照之五層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者，得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其增設之昇降 
       機間及昇降機道於各層面積不得超過十二平方公尺， 
       且昇降機道面積不得超過六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 
        限制 
三、增設昇降機所需增加之屋頂突出物，其高度應依第 
        一條第九款第一目規定設置。但投影面積不計入同 
       目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55條第2項  

增設電梯(昇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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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築物依本原則規定改善增設之坡道或昇降機者，
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各層樓地板面積。但單獨增設之 

           昇降機間及乘場面積合計不得超過二十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 

           之限制。 

（三）不受建築物高度限制。但坡道設有頂蓋其高度不 

           得超過原有建築物高度加三公尺，昇降機間高度 

           不得超過原有建築物加六公尺。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第8點 
(內政部101.11.16台內營字第1010810493號令修正，自102.1.1生效) 

增設電梯(昇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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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技規第55條第2項規定申請增設昇降設備，不計入建築面積
及各層樓地板面積者，非屬技規第167條所稱增建建築物。 

 

既有公共建築物的無障礙昇降設備如屬申請人視實際需要自由
設置之項目， 

而申請人因實際需要增設無障礙昇降設備時，依「既有公共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第8點規
定設置者，仍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 

若申請人依技規第55條第2項規定增設昇降機者，不在此限。 

至於非屬技規第170條規定之既有公共建築物增設昇降設備者，
則無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適用。 

內政部103.5.8內授營建管字第1030804545號函 

增設電梯(昇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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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雜項工作物，為營業爐竈、水塔、瞭望臺、招牌廣告、
樹立廣告、散裝倉、廣播塔、煙囪、圍牆、機械遊樂設施、游
泳池、地下儲藏庫、建築所需駁崁、挖填土石方等工程及建築
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昇降設備、機械
停車設備、防空避難設備、污物處理設施等。~~ 

建築法第7條  

增設電梯(昇降設備) 

本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
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 
 
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
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 

建築法第4條、第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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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 
一、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 
                           應請領建造執照。 
二、雜項執照：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執     
                           照。 
三、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使     
                           用，應請領使用執照。 
四、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  

建築法第28條  

增設電梯(昇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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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建築物之起造人，為建造該建築物之申請人。 
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依法登記
開業之建築師為限。 
本法所稱建築物之承造人為營造業，以依法登記開業之
營造廠商為限。  
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應備具申請書、土
地權利證明文件、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建築法第12條、第13條、第14條、第30條  

增設電梯(昇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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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其他建物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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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條 

公共安全 

本辦法所稱室內裝修，指除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
動隔屏、地氈等之黏貼及擺設外之下列行為： 
一、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裝修。 
二、內部牆面裝修。 
三、高度超過地板面以上一點二公尺固定之隔屏或兼作櫥 
        櫃使用之隔屏裝修。 
四、分間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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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

建築物，其室內裝修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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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第77條之2 

依據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指定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之集合住宅及辦公廳，除建築物之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權利
主體所有者以外，其任一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申請建築物室
內裝修審查許可：一、 增設廁所或浴室。二、 增設2間以上之居
室造成分間牆之變更。  

內政部96.2.26台內營字第0960800834號令發布 

公共安全 

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 

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但中央主 

       管機關得授權建築師公會或其他相關專業技術團體審查 

二、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三、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 

       主要構造。 

四、不得妨害或破壞保護民眾隱私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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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8條 

公共安全 

建築物之內部裝修材料應依下表規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一、除下表（十）至（十四）所列建築物，及建築使 
        用類組為B-1、B-2、B-3組及I類者外，按其樓地 
        板面積每一百平方公尺範圍內以具有一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層防 
        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者，或其設於地面層且 
        樓地板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 
二、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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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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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8條 

公共安全 

一、應受限制之建築物其用途、層數、樓地板面積等 

       依本表之規定。 

二、本表所稱內部裝修材料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 

       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 

       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均含固著 

       其表面並暴露於室內之隔音或吸音材料）。 

三、除本表（三）（九）（十）（十一）所列各種建 

      築物外，在其自樓地板面起高度在1.2公尺以下部 

      分之牆面、窗臺及天花板周圍押條等裝修材料得 

      不受限制。  

四、本表（十三）（十四）所列建築物，如裝設自動 

      滅火設備者，所列面積得加倍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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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具有一定等級以上防火性能的施工或裝潢材料，依建築技術規則
規定，可分為下列幾種： 

不燃材料：混凝土、磚或空心磚、瓦、石料、鋼鐵、鋁、玻璃、玻
璃纖維、礦棉、陶瓷品、砂漿、石灰及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定符合耐燃一級之不因火熱引起燃燒、熔化、破裂變形及產生有害
氣體之材料。 

耐火板：木絲水泥板、耐燃石膏板及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
符合耐燃二級之材料。 

耐燃材料：耐燃合板、耐燃纖維板、耐燃塑膠板、石膏板及其他經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合耐燃三級之材料。 

防火時效：建築物主要結構構件、防火設備及防火區劃構造遭受火
災時可耐火之時間。 

阻熱性：在標準耐火試驗條件下，建築構造當其一面受火時，能在
一定時間內，其非加熱面溫度不超過規定值之能力。（技規第1條）  

什麼是「防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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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條  申請室內裝修審核時，應檢附下列圖說文件：  
  一、申請書。  
  二、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三、前次核准使用執照平面圖、室內裝修平面圖或申
請建築執照之平面圖。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
關查明檔案資料確無前次核准使用執照平面圖或室內裝修
平面圖屬實者，得以經開業建築師簽證符合規定之現況圖
替代之。  
  四、室內裝修圖說。  
  前項第三款所稱現況圖為載明裝修樓層現況之防火避
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防火區劃、主要構造位置之圖說，
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二百分之一。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3條 

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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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  室內裝修圖說包括下列各款：  
  一、位置圖：註明裝修地址、樓層及所在位置。  
  二、裝修平面圖：註明各部分之用途、尺寸及材料使
用，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三、裝修立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四、裝修剖面圖：註明裝修各部分高度、內部設施及
各部分之材料，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五、裝修詳細圖：各部分之尺寸構造及材料，其比例
尺不得小於三十分之一。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3條 

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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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用途為住宅或申請樓層之樓地板面積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 ，且在裝修範圍內以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牆、 

防火門窗區劃分隔，其未變更防火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
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者，得檢附經依法登記開業之建
築師或室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章負責之室內裝修
圖說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申報施工，經主管建
築機關核給期限後，准予進行施工  
一、十層以下樓層及地下室各層，室內裝修之樓地板 
        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者。 
二、十一層以上樓層，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一百 
        平方公尺以下者。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3條 

公共安全 

•75 



A戶 

B戶 

11層以上各樓層，室內裝修申
請面積未達100㎡者，得依簡
化程序申辦 

10層以下各樓層，室內裝修申
請面積未達300㎡者，得依簡
化程序申辦 

地下室各層，室內裝修申請面
積未達300㎡者，得依簡化程
序申辦 

樓板挑空或室內梯貫
通之樓層，室內裝修
面積應累加合計檢討 

本辦法第33條簡化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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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
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
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
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建築法第77條  

本辦法所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人（以下簡稱申報人），為建
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前項建築物為公寓大廈者，得由其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
人代為申報。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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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項次  檢查項目  備註  

(一)
防火
避難
設施
類  

1.防火區劃 一、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之各檢查項目，應按實際
現況用途檢查簽證及申報。  
二、供H-2組別集合住宅使用
之建築物，依本表規定之檢
查項目為直通樓梯、安全梯
、避難層出入口、昇降設備
、避雷設備及緊急供電系統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3.內部裝修材料  

4.避難層出入口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6.走廊（室內通路）  

7.直通樓梯  

8.安全梯  

9.屋頂避難平臺  

10.緊急進口  

(二)
設備
安全
類  

1.昇降設備  

2.避雷設備  

3.緊急供電系統  

4.特殊供電  

5.空調風管  

6.燃氣設備  

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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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照執照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 
1.委託書（表一）。  
2.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申請書 ( 表二 ) 。  
3.建照執照影本(加蓋建築師大小章)。  
4.建照申請書（需含本次工務局掛件流水號）。  
5.本次申請建築圖副本(加蓋建築師大小章)。  
6.消防安全設備 (各項設備) 概要表。  
7.消防圖說三份（可先準備乙份審查，待審查後提供三份圖 
  說）。  
8.消防用緊急發電機容量計算書。  
9.消防設備師證明文件(加蓋設備師大小章)。  
※圖說部分超過20張以上者需另用卷宗夾整份裝訂。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申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 

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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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執照消防安全設備現場勘查：  
1.委託書（表一）。  
2.消防安全設備查驗申請書（表三）（含所需檢附資料：設備師（士） 
  或暫代設備師（士)證書、營造廠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營造 
  業登記證）-可為影本但須加蓋各證件大小章。 
3.使用執照申請書（需含本次工務局掛件流水號）。  
4.建照執照影本(加蓋建築師大小章)。  
5.建築物門牌號碼申請書（戶政事務所）。  
6.設備器材證明文件。  
7.勘驗合格證明書（表四）。  
8.光碟一份 (加蓋設備師大小章) 
 (1)消防竣工圖說2份（需為pdf電子檔格式，待查驗合格後提供4份圖說）  
 (2)設備測試報告書 (需為pdf電子檔格式，待查驗合格後提供4份圖說) 
 (3)設備監造及安裝之相關照片（電子檔，待查驗合格後提供4份圖說)。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申請消防安全設備現場會勘查驗核准 

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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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使用執照圖說審查：  
1.委託書（表一）。  
2.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申請書（表二）。  
3.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需含本次工務局掛件流水號）。 
4.最新使用執造影本(加蓋建築師大小章)。  
5.建築物變更用途概要。  
6.消防安全設備 (各項設備) 概要表。  
7.消防圖說三份（可先準備乙份審查，待審查後提供三份圖 
  說）。  
8.消防設備師證明文件(加蓋設備師大小章)。  
※圖說部分超過20張以上者需另用卷宗夾整份裝訂。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申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 

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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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
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六條第一項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第
八條所規定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
員複查。但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
其管理權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專業機構辦理。  

消防法第6條、第9條 

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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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場所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期限表 

場    所    類    別 檢修規定 申報期限 

乙類場所 

１ 車站、飛機埸大廈、候船室 每年一次 十二月底前 

２ 期貨經紀業、證券交易所、金融機構 每年一次 十二月底前 

３ 感化院、學校教室、補習班、訓練班 每年一次 十二月底前 

４ 
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陳列館、史蹟資料館、紀念館及其
他類似場所 

每年一次 十二月底前 

５ 寺廟、宗祠、教室、靈骨塔及其他類似場所 每年一次 十二月底前 

６ 辦公室 每年一次 十二月底前 

７ 集合住宅、寄宿舍 每年一次 十二月底前 

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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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滅 
火 
設 
備 

1.滅火器、消防沙。 

2.室內消防栓設備。 

3.室外消防栓設備。 

4.自動撒水設備。 

5.水霧滅火設備。 

6.泡沫滅火設備。 

7.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8.乾粉滅火設備。 

警 
報 
設 
備 

1.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2.手動報警設備。 

3.緊急廣播設備。 

4.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消防安全 

避 
難 
逃 
生 
設 
備 

1.標示設備 

1.出口標示燈。 

2.避難方向指示燈。 

3.避難指標。 

2.避難器具 

1.滑台。 

2.避難梯。 

3.避難橋。 

4.救助袋。 

5.緩降機。 

6.避難繩索。 

7.滑杆。 

8.其他。 

3.緊急照明設備。 

消 
防 
搶 
救 
設 
備 

1.連結送水管。 

2.消防專用蓄水池。 

3.排煙設備 

1.緊急昇降機間排煙設備。 

2.特別安全梯間排煙設備。 

3.室內排煙設備。 

4.緊急電源插座。 

5.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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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拆除規定  建＃28 

   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 

2.拆除管理之目的  建＃3   建築拆除為何需要管理? 

   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 

3.得不請領拆照 例外規定  建＃78 

★一定金額、規模↓，免設計/監造/承造之建物/雜項工作物。建＃16 

★因實施都計/拓闢道路經主管機關通知拆除者。 

★傾頹/毀壞有危險之虞須立即拆除。 

★違反規定，經主管機關通知強制拆除者。 

 

其他建築管理事項--拆除許可管理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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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廣告：固著於建物牆面上之電視牆/電腦顯示板/廣告 

                       看板/以支架固定之帆布等廣告。 

■樹立廣告：指樹立或設置於地面/屋頂之「廣告牌 (塔)」、 

                       「綵坊」、「牌樓」等廣告。 

■免申請雜項執照規定：廣告＃3 

     a.招牌廣告：正面式縱長＜2m者； 

                           側懸式縱長＜6m者。 

     b.樹立廣告：設置於地面高度＜6m者； 

                           設置於屋頂高度＜3m者。 

 

其他建築管理事項--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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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建築物牆面規定：廣告＃4 

    正面式招牌廣告-突出建物牆面≦50cm。 

    側懸式招牌廣告-突出建物牆面≦1.5m， 

    並合下列規定，但都計法令有規定，從其規定 

     

    自下端計量至地面淨距離應在3m↑。 

    位於車道上方者，自下端計量至地面淨距應在4.6m↑。 

    位於退縮騎樓上方者，並應符合騎樓淨高之規定。 

 

其他建築管理事項--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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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 

六 

、 

後續住戶規約配合事項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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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補助整建或維護實施工程範圍內存在違章建築者， 
    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 
    不影響公共安全及公眾通行等情形， 
     
    其合法建築物部分之實施工程經費 
    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整建維護 

•90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第16條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以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但都市新事業係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者，不在此限。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第14條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150021


※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特制定 
    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 
    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 
    事項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 
    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 
    之會議。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3條  

整建維護 

•91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150021


※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者， 

    補助對象為更新團體、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依 

    法成立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者， 

    由更新團體、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依法成立之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後，依前項規定辦理。-15Ⅱ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費用之撥款： 

一、簽訂契約：申請撥付補助金額百分之二十。 

二、進度達百分之五十：申請撥付補助金額百分之三十。
三、完工驗收：申請撥付剩餘補助金額。 -15Ⅰ 

整建維護 

•92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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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辦法接受補助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之建築物，
其所有權人或管理人除因天然災害及其他不可抗力之因
素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外，不得於工程竣
工查驗後五年內任意變更整建、維護項目或拆除重建，
並應於住戶規約中載明及於所有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第17條 

整建維護 

申請者應於申請時檢具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出具之切結書，切結前述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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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有權人意見整合困難，經受補助單位評估計畫難以 

    執行者，得隨時向執行機關申請中止補助；以重建方式  

    實施，改變實施者為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時，執行機關應 

    予中止補助。-19 Ⅳ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 

前言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受託專業團隊於簽約 
    及撥付補助費用後，未確實依契約規定工作項目執行者 
    ，依查核實際作業情形，限期繳還未執行部分之補助費 
    用。-19 Ⅵ 

▲經本部核定中止補助者，不得要求撥付該階段補助經費。 

    -19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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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檢 
    查受補助單位執行情形，受補助單位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19 Ⅱ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 

前言 

▲經執行機關考評執行成效不佳或有違反前（17）條規定 
    情形者，將列入紀錄供往後年度審核補助之參考。-18 Ⅲ 

▲為掌握計畫執行進度及品質，執行機關於執行期間進 
    行訪視、輔導、訓練、查核或評鑑時，受補助單位應 
    配合辦理及提供所需資料。-18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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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 

七 

、 

結語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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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 

目的在於 

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 

 

復甦都市機能， 

改善居住環境， 

增進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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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 

第一類 

1.老舊建築物立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工程。 

7.提高建物耐震能力。 

8.增設昇降機設備。 

第二類 

4.建築基地景觀綠美化。 

5.屋頂防水及綠美化。 

6.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第三類 

2.老舊招牌、鐵窗及違建拆除。 

3.空調、外部管線整理美化。 

•98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150021


•99 



安全 

唯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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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教專線： 0933-72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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