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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八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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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類別 組別 
供該用途之專用
樓地板面積合計 

內部裝修材料 

居室或該 

使用部分 

通達地面之 

走廊及樓梯 

（一） A類 公共集會類 全部 
全部 耐燃三級以上 耐燃二級以

上 
（二） B類 商業類 全部 

（三） C 類 工業、倉儲類 
C-1 全部 耐燃二級以上 

C-2 

全部 耐燃三級以上 
耐燃二級以
上 

（四） D類 休閒、文教類 全部 

（五） E類 宗教、殯葬類 E 

（六） F類 
衛生、福利、更生
類 

全部 

（七） G類 辦公、服務類 全部 

（八） H類 住宿類 
H-1 

H-2 － － － 

（九） I類 危險物品類 I 全部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十） 

地下層、地下工作物供 A

類、G類、B-1組、B-2

組或 B-3組使用者 

全部 
耐燃二級以上 耐燃一級 

（十一） 無窗戶之居室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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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使用燃燒設備之房間 
H-2 

二層以上部分（但
頂層除外） 

其他 全部 

（十三） 十一層以上部分 

每二百平方公尺以內有
防火區劃之部分 

每五百平方公尺以內有
防火區劃之部分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十四） 地下建築物 

防火區劃面積按一百平
方公尺以上二百平方公
尺以下區劃者 

耐燃二級以上 

防火區劃面積按二百零
一平方公尺以上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區劃者 

耐燃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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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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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容積設計  

第一百六十條  實施容積管制地區之建築設計，除都市計畫法

令或都市計畫書圖另有規定外，依本章規定。 

第一百六十一條  本規則所稱容積率，指基地內建築物之容積

總樓地板面積與基地面積之比。基地面積之計

算包括法定騎樓面積。 

前項所稱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指建築物除

依本編第五十五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百

八十一條、第三百條及其他法令規定，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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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板面積部分外，其餘各層樓地板面積之總

和。 

第一百六十二條  前條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依本編第一條第五

款、第七款及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每層陽臺、屋簷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

線或柱中心線超過二公尺或雨遮、花

臺突出超過一公尺者，應自其外緣分

別扣除二公尺或一公尺作為中心線，

計算該層樓地板面積。每層陽臺面積

未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之百分之十部

分，得不計入該層樓地板面積。每層

共同使用之樓梯間、昇降機間之梯

廳，其淨深度不得小於二公尺；其梯

廳面積未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

十部分，得不計入該層樓地板面積。

但每層陽臺面積與梯廳面積之和超過

該層樓地板面積之百分之十五部分

者，應計入該層樓地板面積；無共同

使用梯廳之住宅用途使用者，每層陽

臺面積之和，在該層樓地板面積百分

之十二點五或未超過八平方公尺部

分，得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二、二分之一以上透空之遮陽板，其深度

在二公尺以下者，或露臺或法定騎樓

或本編第一條第九款第一目屋頂突出

物或依法設置之防空避難設備、裝

卸、機電設備、安全梯之梯間、緊急

昇降機之機道、特別安全梯與緊急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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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機之排煙室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規定之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得不計

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但機電設備空

間、安全梯之梯間、緊急昇降機之機

道、特別安全梯與緊急昇降機之排煙

室及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面積之和，

除依規定僅須設置一座直通樓梯之建

築物，不得超過都市計畫法規及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該基地容積

之百分之十外，其餘不得超過該基地

容積之百分之十五。 

三、建築物依都市計畫法令或本編第五十

九條規定設置之停車空間、獎勵增設

停車空間及未設置獎勵增設停車空間

之自行增設停車空間，得不計入容積

總樓地板面積。但面臨超過十二公尺

道路之一棟一戶連棟建築物，除汽車

車道外，其設置於地面層之停車空

間，應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前項第二款之機電設備空間係指電氣、電

信、燃氣、給水、排水、空氣調節、消防及污

物處理等設備之空間。但設於公寓大廈專有部

分或約定專用部分之機電設備空間，應計入容

積總樓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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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一條  建築物之電氣設備，應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辦理；未規定者，依本章之規定

辦理。 

第一條之一  配電場所應設置於地面或地面以上樓層。如有困

難必須設置於地下樓層時，僅能設於地下一層。 

配電場所設置於地下一層者，應裝設必要之防水

或擋水設施。但地面層之開口均位於當地洪水位以上

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使用於建築物內之電氣材料及器具，均應為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檢驗合格之產品。 

第二條之一  電氣設備之管道間應有足夠之空間容納各電氣

系統管線。其與電信、給水排水、消防、燃燒、空氣

調節及通風等設備之管道間採合併設置時，電氣管道

與給水排水管、消防水管、燃氣設備之供氣管路、空

氣調節用水管等管道應予以分隔。 

第二節  照明設備及緊急供電設備 

第三條  建築物之各處所除應裝置一般照明設備外，應依本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一十六條之二規定設置安全維

護照明裝置，並應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

定裝置緊急照明燈、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等設

備。 

第四條  （刪除） 

第五條  （刪除） 

第六條  （刪除） 

第七條  建築物內之下列各項設備應接至緊急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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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二、緊急廣播設備。 

三、地下室排水、污水抽水幫浦。 

四、消防幫浦。 

五、消防用排煙設備。 

六、緊急昇降機。 

七、緊急照明燈。 

八、出口標示燈。 

九、避難方向指示燈。 

十、緊急電源插座。 

十一、防災中心用電設備。 

第七條之一  緊急電源之供應，採用發電機設備者，發電機室

應有適當之進氣及排氣開孔，並應留設維修進出通

道；採用蓄電池設備者，蓄電池室應有適當之排氣裝

置。 

第八條  （刪除） 

第九條  緊急昇降機及消防用緊急供電設備之配線，均應連接

至電動機，並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設

置。 

第十條  （刪除） 

第十一條  凡裝設於舞臺之電氣設備，應依下列規定： 

一、對地電壓應為三百伏特以下。 

二、配電盤前面須為無活電露出型，後面如有活電

露出，應用牆、鐵板或鐵網隔開。 

三、舞臺燈之分路，每路最大負荷不得超過二十安

培。 

四、凡簾幕馬達使用電刷型式者，其外殼須為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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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型者。 

五、更衣室內之燈具不得使用吊管或鏈吊型，燈具

離樓地板面高度低於二點五公尺者，並應加裝

燈具護罩。 

第十二條  電影製片廠影片儲藏室內之燈具為氣密型玻璃外

殼者，燈之控制開關應裝置於室外之牆壁上，開關旁

並應附裝標示燈，以示室內燈光之點滅。 

第十三條  電影院之放映室，應依下列規定： 

一、放映室燈應有燈具護罩，室內並須裝設機械通

風設備。 

二、放映室應專作放置放映機之用。整流器、變阻

器、變壓器等應放置其他房間。但有適當之護

罩使整流器、變壓器等所發生之熱或火花不致

碰觸軟版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招牌廣告燈及樹立廣告燈之裝設，應依下列規定： 

一、於每一組個別獨立安裝之廣告燈可視及該廣告

燈之範圍內，均應裝設一可將所有非接地電源

線切斷之專用開關，且其電路上應有漏電斷路

器。 

二、設置於屋外者，其電源回路之配線應採用電纜。 

三、廣告燈之金屬外殼及固定支撐鐵架等，均應接

地。 

四、應在明顯處所附有永久之標示，註明廣告燈製

造廠名稱、電源電壓及輸入電流，以備日後檢

查之用。 

五、電路之接地、漏電斷路器、開關箱、配管及配

線等裝置，應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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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Ｘ光機或放射線之電氣裝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每一組機器應裝設保護開關於該室之門上，並

應將開關連接至機器控制器上，當室門未緊閉

時，機器即自動斷電。 

二、室外門上應裝設紅色及綠色標示燈，當機器開

始操作時，紅燈須點亮，機器完全停止時，綠

燈點亮。 

第十六條  游泳池之電氣設備，應依下列規定： 

一、為供應游泳池內電氣器具之電源，應使用絕緣

變壓器，其一次側電壓，應為三百伏特以下，

二次側電壓，應為一百五十伏特以下，且絕緣

變壓器之二次側不得接地，並附接地隔屏於一

次線圈與二次線圈間，絕緣變壓器二次側配線

應按金屬管工程施工。 

二、供應游泳池部分之電源應裝設漏電斷路器。 

三、所有器具均應按第三種地線工程妥為接地。 

第四節  緊急廣播設備 

第十七條  （刪除） 

第十八條  （刪除） 

第十九條  為保護建築物或危險物品倉庫遭受雷擊，應裝設避

雷設備。 

前項避雷設備，應包括受雷部、避雷導線(含引下

導體)及接地電極。 

第二十條  下列建築物應有符合本節所規定之避雷設備： 

一、建築物高度在二十公尺以上者。 

二、建築物高度在三公尺以上並作危險物品倉庫使

用者（火藥庫、可燃性液體倉庫、可燃性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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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庫等）。 

第二十一條  避雷設備受雷部之保護角及保護範圍，應依下列

規定： 

一、受雷部採用富蘭克林避雷針者，其針體尖

端與受保護地面周邊所形成之圓錐體即為

避雷針之保護範圍，此圓錐體之頂角之一半

即為保護角，除危險物品倉庫之保護角不得

超過四十五度外，其他建築物之保護角不得

超過六十度。 

二、受雷部採用前款型式以外者，應依本規則

總則編第四條規定，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

請認可後，始得運用於建築物。 

第二十二條  受雷部針體應用直徑十二公厘以上之銅棒製

成；設置環境有使銅棒腐蝕之虞者，其銅棒外部應施

以防蝕保護。 

第二十三條  受雷部之支持棒可使用銅管或鐵管。使用銅管

時，長度在一公尺以下者，應使用外徑二十五公厘以

上及管壁厚度一點五公厘以上；超過一公尺者，須用

外徑三十一公厘以上及管壁厚度二公厘以上。使用鐵

管時，應使用管徑二十五公厘以上及管壁厚度三公厘

以上，並不得將導線穿入管內。 

第二十四條  建築物高度在三十公尺以下時，應使用斷面積三

十平方公厘以上之銅導線；建築物高度超過三十公

尺，未達三十六公尺時，應用六十平方公厘以上之銅

導線；建築物高度在三十六公尺以上時，應用一百平

方公厘以上之銅導線。導線裝置之地點有被外物碰傷

之虞時，應使用硬質塑膠管或非磁性金屬管保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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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避雷設備之安裝應依下列規定： 

一、避雷導線須與電力線、電話線、燃氣設備

之供氣管路離開一公尺以上。但避雷導線與

電力線、電話線、燃氣設備之供氣管路間有

靜電隔離者，不在此限。 

二、距離避雷導線在一公尺以內之金屬落水

管、鐵樓梯、自來水管等應用十四平方公厘

以上之銅線予以接地。 

三、避雷導線除煙囪、鐵塔等面積甚小得僅設

置一條外，其餘均應至少設置二條以上，如

建築物外周長超過一百公尺，每超過五十公

尺應增裝一條，其超過部分不足五十公尺者

得不計，並應使各接地導線相互間之距離儘

量平均。 

四、避雷系統之總接地電阻應在十歐姆以下。 

五、接地電極須用厚度一點四公厘以上之銅

板，其大小不得小於零點三五平方公尺，或

使用二點四公尺長十九公厘直徑之鋼心包

銅接地棒或可使總接地電阻在十歐姆以下

之其他接地材料。接地電極之埋設深度，採

用銅板者，其頂部應與地表面有一點五公尺

以上之距離；採用接地棒者，應有一公尺以

上之距離。 

六、一個避雷導線引下至二個以上之接地電極

以並聯方式連接時，其接地電極相互之間隔

應為二公尺以上。 

七、導線之連接： 

(一)導線應儘量避免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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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線之連接須以銅焊或銀焊為之，不得

僅以螺絲連接。 

八、導線轉彎時其彎曲半徑應在二十公分以上。 

九、導線每隔二公尺須用適當之固定器固定於

建築物上。 

十、不適宜裝設受雷部針體之地點，得使用與

避雷導線相同斷面之裸銅線架空以代替針

體。其保護角應符合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十一、鋼構造建築，其直立鋼骨之斷面積三百

平方公厘以上，或鋼筋混凝土建築，其

直立主鋼筋均用焊接連接其總斷面積三

百平方公厘以上，且依第四款及第五款

規定在底部用三十平方公厘以上接地線

接地時，得以鋼骨或鋼筋代替避雷導線。 

十二、平屋頂之鋼架或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裝

設避雷設備符合本條第十款規定者，其

保護角應遮蔽屋頂突出物全部與建築物

屋角及邊緣。其平屋頂中間平坦部分之

避雷設備，除危險物品倉庫外，得省略

之。 

第一百三十三條  供作住宅、辦公、營業、教育或依其用途需

要申請編列門牌號碼接受郵局投遞郵件之建築

物，均應設置受信箱，其裝設方法及規格如下： 

一、裝設位置： 

（一）平房建築每編列一門牌號碼者，均

應在大門上或門旁牆壁上裝設。 

（二）二樓以上及地下層之建築，每戶應

於地面層主要出入口之牆壁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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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上裝設。 

（三）前目裝置處所之光線必須充足，且

鄰接投遞人員或車輛進出之通路。 

二、裝設高度：受信箱裝設之高度，應以投

信口離地高度在八十公分至一百八十

公分為準。 

三、裝設要領： 

（一）裝設於牆壁者，得採用懸掛或嵌入

方式，投信口均應向外。 

（二）裝設於大門者，投信口應向外。 

（三）裝置應力求牢固。 

四、製作材料、型式及規格應符合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受信箱之規定。 

第一百三十四條  裝置之受信箱應符合下列規定，並能辨識其

所屬門牌地址： 

一、同一建築物內設有二戶以上，其受信箱

上並應依下列方式標明： 

（一）公司行號機關團體之名稱。 

（二）外國人或外國團體得另附英文姓氏

或名稱。 

二、標註位置：投信口之下方。 

第一百三十五條  （刪除） 

第一百三十六條  建築物電信設備應依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

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及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

工程技術規範規定辦理。 

第一百三十八條  建築物為收容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電信設

備，供建築物用戶自用通信之需要，配合設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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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電信室時，其面積應依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

設置使用管理規則規定辦理。但建築物內設有設

備室與其他設備共用並設置獨立門鎖者，其供電

信設備所需面積由建築物起造人與提供相關電

信服務之當地第一類電信事業共同協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