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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主席致詞：略 

七、會議結論： 

(一) 提案一：有關地下室防火區劃問題及執行方式。 

說明： 

1. 如圖(一)-1 地下一層做防空避難室使用並兼做停車空

間，其面積大於 240 ㎡者，並以汽車坡道替代一處出入口，

其坡道入口設置鐵捲門，是否依技術規則144條圖144-(2)

規定僅做非花格式鐵捲門即可，免做防爆式鐵捲門。若地

下二層為停車空間，其坡道入口之鐵捲門是否需做防火區

劃之防火時效鐵捲門並附小門，此二者是否為 f(60B)或

f(60A)。 

 

 

 

 

 

 

 

 

 

 

 

 

 

 

 

 

 

圖(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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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圖(一)-2 技術規則 144 條第三款規定：防空避難開口部

份直接面向戶外者（包括面向地下天井部分），其門窗構

造應符合甲種防火門及防火窗規定。其中何謂甲種防火

門，執行上是否仍營署建字第 097290046 號函結論(一)「鋼

鐵板製，其厚度在 1.5 公厘以上之防火捲門為具一小時防

火時效及阻熱性 f(60A)」？ 

 

 

 

 

 

 

 

 

 

圖(一)-2 

3. 若防空避難室其面積大於 1500 平方公尺（或備有自動滅

火設備者大於 3000 平方公尺）者，是否需依技術規則第

79 條規定設置防火區劃，若兼作停車空間是否需設區劃？ 

4. 若地下二～四層做為停車空間使用，其單層面積若大於

1500 平方公尺（或備有自動滅火設備者大於 3000 平方公

尺）者，依技術規則第 79 條之 1 規定，平面上免設置防

火區劃，但地下二～四層是否仍需在車道出入口上、下層

做一垂直區劃(即如圖(一)-1)，設置防火鐵捲門？此防火

鐵捲門為 60A 或其它，而進出緊急昇降機是否依第 79 條

之 2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f(60B)之防火門窗，或需依

第 79 條設置 f(60A)之區劃防火門窗？其安全梯法定為

f(60/30A)或 f(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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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下室防空避難室或停車空間，若設置直通地面之採光通

風用天井，其開向天井之門窗是否得依技術規則第 110 條

之規定，其上下樓層開口垂直間距 90 公分以上，左右開

口水平間距 90 公分以上，或外牆、樓板突出外牆面 50 公

分以上，即符合防火規定，或須設防火門窗其天井大小是

否有寬度長度之限制？ 

結論： 

1. 防空避難室並兼作停車空間使用，以汽車坡道替代一處出

入口，其坡道出入口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下稱設施編）第 14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開口部份

直接面向戶外者(包括面向地下天井部分)，其門窗構造應

符合甲種防火門及防火窗規定。…」，設置甲種防火門。

次依內政部營建署 93.12.23 營署建管字第 0932921207 號

函所示：「有關防空避難設備其中一處出入口以汽車坡道

代替時，其防火捲門是否應留設防火門乙節，…就平時之

使用而言，因該防火捲門非供防火避難使用，尚無附設防

火門必要…。」，上開防火捲門無附設防火門之必要。另

地下一層防空避難室與地下二層停車空間是否需作防火

區劃之防火時效鐵捲門並附設防火門乙節，亦請依上開函

示，如供防火避難使用者，需附設防火門；如非供防火避

難使用者，則免附設。 

2. 依內政部 88.5.24 台內營字第 8873296 號函示，甲種防火

門之防火性能為 60A、60B、120A 及 120B。 

3. 防空避難室仍應依設施編第 79 條規定設置防火區劃，兼

作停車空間時亦同。 

4. 地下二至四層作為停車空間使用，其單層面積若大於 1500

平方公尺（或備有自動滅火設備者大於 3000 平方公尺）

之標準者，或合計超過該標準者，其全部停車空間應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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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編第 79 條之 1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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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防火構造之樓地板自成一

個區劃者，且防火設備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則不

受第 79 條第一項之面積限制。至緊急昇降機之排煙室出

入口則應依同法第 107 條規定，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之防火門；安全梯則依同法第 97 條規定設置 f(60/30A)

防火門。 

5. 地下防空避難室應依設施編第 144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開口部份直接面向戶外者(包括面向地下天井部分)，其

門窗構造應符合甲種防火門及防火窗規定。…」辦理。至

停車空間開口部份直接面向戶外者(包括面向地下天井部

分)，其外牆應依同法第 79 條之 3及 110 條規定辦理。 

6. 有關設施編第 79條規定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達 1500 平方

公尺以上者（或備有自動滅火設備達 3000 平方公尺以上

者），如已依同法第 79 之 2 條規定設置區劃(垂直區劃)，

各層則分別依同法第 79條規定樓地板面積檢討防火區劃。 

(二) 提案二：有關防災中心防火時效問題。 

說明：依技術規則第 259 條規定：防災中心應以具二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

構造之樓地板予以區劃分隔。現室內進入防災中心的

出入口門依規定須設置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120B)之

防火門。而其對外窗、門若鄰接道路、永久性空地或

與基地其他境界線超過 3 公尺以上是否得依技術規則

第 110 條及 110 條之 1 之解釋，可免採防火門窗之設

置？如圖(二)： 

1.D1 應為 f(120B)？ 

2.W3 應為 f(120B)？ 

3.W1、W2、D2 是否可免設置防火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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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結論：請依內政部營建署 99 年 1 月 29 日召開研商防災中心

外牆防火性能疑義會議紀錄結論（一）：「『防災中心應

以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

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樓地板予以區劃分隔，…。』

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59 條第 3 款所明

定，該規定係因防災中心於災害中具有監視、控制災

害之特殊任務而需提高其構造防護性能，確保至少 2

小時內不被同一建築物其他部分或其他來自外牆之火

源延燒。考量建築物外牆於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10 條、第 79 條第 3項與 4項及第 79 條之 3規定下，

尚未能防範鄰近防災中心外牆之空地置放可燃物、或

來自與防災中心外牆相對之建築物開口等火源經由防

災中心外牆延燒之情形，為確保防災中心之功能，第

259 條第 3 款規定應具有 2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區劃

構件，應包括防災中心外牆及開設於外牆之門窗等開

口」辦理。 



 7

(三) 提案三：有關高層集合住宅大樓防火區劃及防火門設置問

題。 

說明：如圖(三)所示為一 24 層建物之標準層平面，若 A、B、

E、F四戶均為住宅使用，且樓地板面積均為 100 平方

公尺，而昇降道加上排煙室及上側的特別安全梯面積

為 45 平方公尺，右側特別安全梯及排煙室面積 15 平

方公尺，中間梯廳供通道使用部分為 30 平方公尺。合

計標準層面積共 490 平方公尺。且各層均備有自動滅

火設備。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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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技術規則第 97 條第三款規定，D6 為

f(60/30A)，D7、D8 為 f(30B)。 

2. 另依 107 條規定，D1 應為 f(60B)。 

3. 依據技術規則第 242 條(高層建築物)連接走廊(或

梯廳)應具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故 D2、D3、D4、

D5 至少應為 f(60B)，而 D1：f(60B)，D6：f(60/30A)，

亦符合一小時以上之防火規定。 

討論：依據技術規則第 83 條規定，建築物自第十一層以上部

分，除依第七十九條之二規定之垂直區劃外，另需依

規定另做水平區劃。若同本圖例情況： 

1. 本圖例各層樓地板面積共 490 平方公尺，是否得依

第 83 條第二及第四款規定 490 ㎡ ≦ 800 ㎡(400

㎡ * 2)，故當層免再區劃，所有防火門依圖例及

說明設置，即 D2、D3、D4、D5 為 f(60B)，D1 為

f(60B)，D6 為 f(60/30A)。或仍需依 83 條第一款

及第四款規定 490 ㎡ ≧ 400 ㎡(200 ㎡ * 2)，需

將其中一戶(如 A 戶)之防火門 D2 改為 f(60A)，使

得區劃開的樓地板面積為 490 ㎡-100 ㎡=390 ㎡ ≦ 

400 ㎡(200 ㎡ * 2)方可符合規定？ 

2. 另依 79 條之二規定，電梯、樓梯等垂直貫穿樓地

板部分仍應做垂直區劃。若上述之樓電梯間分別垂

直樓地板面積均小於 1500 平方公尺時，是否其 D1、

D6 門仍需改為 f(60A)防火門？ 

結論： 

1. 本案建物申請作為集合住宅，因申請建照時尚未有室內裝

修，應不適用設施編第 83 條第 2款規定：「建築物自第十

一層以上部分，除依第七十九條之二規定之垂直區劃外，

應依左列規定區劃：…二、自地板面起一‧二公尺以上之

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均使用耐燃一級材料裝修者，得按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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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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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樓層防火構造之樓地板區

劃分隔；供建築物使用類組Ｈ–２組使用者，區劃面積得

增為四○○平方公尺。」。仍應依同法第 83 條第 1款規定

辦理。 

2. 電梯、樓梯等垂直貫穿樓地板部分應依設施編第 79 之 2

條規定設置防火區劃(垂直區劃)，至垂直貫穿樓地板部分

毋須依同法第 79 條規定再檢討面積做區劃。 

(四) 提案四：有關非高層集合住宅大樓防火區劃及防火門設置問

題。 

說明：如圖(四)所示為一 15 層建物之標準層平面，若 A、B、

E、F 四戶均為住宅使用，且樓地板面積均為 80 平方

公尺，而昇降道加上排煙室面積為 20 平方公尺，樓梯

每座面積 10 平方公尺，中間梯廳部分為 25 平方公尺。

合計標準層面積共 385 平方公尺。 

依據技術規則第 107 條，僅即昇降機出入口 D1 應為

f(60B)。樓梯部分乃為特別安全梯改設之戶外安全

梯，故由室內進出之門 D6、D7 應依技術規則第 97 條

第二款設置為 f(60/30A)之防火門。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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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1. 各戶出入口依技術規則第 86 條規定，應以具有一

小時防火時效之牆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

處樓地板或屋頂形成區劃分隔。則 D2、D3、D4、D5

是否需設置 f(60B)之防火門？或可如圖例其各戶

出入口牆面凸出該戶外牆面 50 公分或水平距離 90

公分以上，得免設置防火門？ 

2. 依本圖例各層樓地板面積共 365 平方公尺，依技術

規則第 83 條第一款及第四款規定：365 ㎡ ≦ 400

㎡(200 ㎡ * 2)當層免再區劃，若當層樓地板面積

＞ 400 ㎡，可否依第二、三、四款規定辦理？ 

3. 另依 79 條之二規定，電梯、樓梯等垂直貫穿樓地

板部分仍應做垂直區劃。若上述之樓電梯間分別垂

直樓地板面積均小於 1500 平方公尺時，是否其 D1、

D6 門仍需改為 f(60A)防火門？ 

結論：。 

1. 集合住宅各戶應依設施編第 86 條規定設置 f(60B)之防火

門做區劃。 

2. 請依提案三結論 1辦理。 

3. 請依提案三結論 2辦理。 

(五) 提案五：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07 條第一款機間第(六)目規

定：每座昇降機間之樓地板面積不得小於 10 平方公尺。在此

面積規定下，若依法僅需設置一座緊急昇降機之建物，若同

一機間內(10 ㎡)自行再增設一座電梯，且自願提升品質為緊

急昇降機，是否可行？ 

結論：本提案本府消防局表示緊急昇降機數量增加，則可同

時參與救災人員數量增加，故排煙室面積應增加為

宜。惟本案涉及中央法令規定，請本市建築師公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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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內政部釋疑。 

(六) 提案六：有關建物外牆，若為增進建物之美觀性，加設裝飾

造型物或牆壁如圖(五)：(a)、(b)、(c)、(d)是否要計算建

築面積及樓地板面積，其路心退縮線或各層建物之落物曲線

應計至 A-LINE 之牆中心線或 B-LINE 之牆中心線，請釋疑？ 

 

 

 

 

 

 

 

 

 

 

 

 

圖(五) 

結論：有關路心退縮線或各層建物之落物曲線之檢討，應參

照內政部 86.02.12 台內營字第 8672247 號函所示（如

後附），檢討至建築物計算建築面積處。惟本案圖例所

示裝飾造型物或牆壁如有不合理處，日後可能違規作

櫥櫃等用途，得提請技術會報研議。 

 

(七) 提案七：依據內政部 85.09.14 台內營字第 8584874 號函示，

本編第 162 條所謂「梯廳」，係指各樓層昇降機口與樓梯梯級

終端相互間或昇降機口、樓梯梯級終端至專有部份或至避難

層共同出入口間，供共同使用之等侯、通行空間，且任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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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之淨尺寸大於二公尺部份。建物內部供共同使用之「梯廳」

是否可以各該出入口間通行必要之出入口間不定位置認定？ 

結論：請參酌內政部 99.09.21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90171853

號函所示辦理（如後附）。 

 

(八) 提案八：有關建造案件於申請掛號時，內附藍晒圖說（位置

現況地盤圖、一樓平面圖、庭園綠化植裁圖等）目前皆以人

工著色，為符合時代潮流，資訊化的時代，建議主管機關同

意該藍晒圖說部份可以使用電腦彩色出圖，以增加效率並減

化人力。 

結論：本案由本局洽詢其他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執行情形，並

詢問內政部營建署可行性。 

 

八、臨時動議： 

(一) 屋頂設置突出屋面之三分之一以上透空遮牆或三分之二以上

透空立體構架供景觀造型，與女兒牆相連時，其高度如何認

定？ 

結論：本案另行函請內政部營建署釋疑。 

 

(二) 屋頂透空立體構架與屋頂突出物相連時，其高度如何認定？ 

結論：本案另行函請內政部營建署釋疑。 

 

九、散會。（上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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