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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設備
住宅法定設備介紹
一、住宅定義：

所謂住宅乃指供居住使用，並具備門牌

之合法建築物。（住宅法第3條一項一款）。

而居住使用可參酌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

第1條一項十九款前段對於居室之定義，居室

為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用

之房間，均稱居室。

二、住宅設備：

住宅乃建築物之一種型態，故住宅設備

自然也是建築物設備。建築物設備依據建築

法第10條乃為敷設於建築物之電力、電信、

煤氣、給水、污水、排水、空氣調節、昇降、

消防、消雷、防空避難、污物處理及保護民

眾隱私權等設備。另參酌建築技術規則設備

編，建築物設備具體有區分為電氣、給排水、

消防、燃燒、空調、昇降、受信及電話等八

項設備。然工商社會進步迅速，實務上可能

已經有許多建築設備之延伸。

三、住宅設備機能：

住宅設備乃具體踐行建築物保障安全舒

適與便利之手段之一，絕大多數之租賃住宅

都已經具備基本之建築設備，無論在租賃關

係或者包租代管中，設備如質點交給使用者，

除可確認功能無誤外，同時也可保障雙方之

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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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定設備以外，在租賃住宅常見設備如下：

一、門鈴：

可區分為傳統門鈴、無線門鈴、對講機、影像對講機、

網路對講機等。另外在臥室或廁所也有可能有緊急求救按

鈕。

二、廚具：

可區分為櫃體、門扇、檯面、洗滌槽、吊櫃

三、廚具引申設備：

基本三機(烘碗機、排油煙機、瓦斯爐)、洗碗機、廚下生

飲設備、廚下冰溫熱機。

四、裝修及家具：

天花板、窗簾、系統家具或移動式家具。

五、門窗：

大門、房間門、固定窗、外推窗與橫拉窗。

其他設備介紹

網路對講機

資料來源：Elfin操作手冊

廚具

資料來源：台北市社會住宅招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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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一覽表 
住宅內常見之各項法定與非法定設備，以名稱、設備列舉及常見位置等，彙整

如下表所示： 

NO 名稱 設備列舉 常見位置 其他附屬物 

1.1 電氣 台電電表 B1F或當樓層 電費單 

1.2   電燈分電箱 大門入口 單線圖 

1.3   燈光插座 各居室   

1.4   緊急插座 廚房   

2.1 給排水 水表 屋頂層   

2.2   減壓閥 
水壓超過3.5kg，當層

管道或往上三個樓層 
  

2.3   水栓 水槽、陽臺   

2.4   排水 地板   

2.5 衛生器具 馬桶 廁所 免治馬桶座 

3.1 消防 火警探測器 天花板   

3.2   撒水閥件 
大門入口處或當樓層

頭梯間 
  

3.3   撒水頭 天花板   

4.1 燃燒 電能熱水器 浴室內   

4.2   瓦斯熱水器 陽臺或外牆   

5.1 空調 冷暖氣 各居室 排水器 

5.2   通排風扇 廁所   

5.3   全熱交換機 天花板內   

6.1 電話通訊 宅內配線箱 大門入口   

    
電話、電視、網路等出

線口 
各居室   

    電鈴 大門入口   

6.2 信箱   建築物入口 鎖匙或刷卡 

6.3 廚具 流理臺 廚房   

    烘碗或洗碗機 廚房   

    瓦斯爐 廚房   

    抽油煙機 廚房   

    生飲水器具 廚下   

  家具       

  家電     遙控器 

  門窗     鎖匙或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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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預備
在設備點交之前，建議閱讀基本資料。包含了使用執照，建物測量

成果圖，如果有竣工平面圖或相關設備圖說更能清楚了解各設備。

使用執照

■查詢使用執照

實務上大多數住宅房屋並沒有留下竣工圖說以及各設備圖說，此時租
賃住宅管理人員極容易先行以網路免費調閱使用執照，大部分縣市的使用
執照都已經在各縣市政府網路建置；目前目前開放線上查詢縣市有基隆市、
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臺中市 、南投縣 、
彰化縣、雲林縣 、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金門縣 、澎湖縣等。目前有些縣市之查詢需要預備自然
人憑證。查詢網址為https://cpabm.cpami.gov.tw/twmap.jsp。從使用執照中
可以得知基本資料，以台北市某社會住宅為例（https://www.public‐rental‐
housing.gov.taipei/house/dongming/b/甲‐A/f/3/d/541）以門牌號碼查詢使用
執照，使用執照存根如圖3，即可得知取得使用執照年度、構造樣態、樓高、
以總樓地板面積以及建物之段、小段、地建號等基本概要資訊。

使用執照存根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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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執照附表
使用執照還有附表，附表中可以得知建築物更層之用途，住宅為H2

（意即根據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3‐3條所標定之建築物使用型態；
原則上應依據使用執照登載用途使用，否則應依循建築法第73條申請使用
執照變更或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許可。

使用執照附表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網站

從使用執照中使用類組代號即可得知使用類組，根據內政部所定建築物
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如下表）可進一步了解各類組之定義以及定義。

● 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

類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Ａ類 公共集會類

供集會、觀賞、社交、

等候運輸工具，且無法

防火區劃之場所。

A-1
供集會、表演、社交，

且具觀眾席之場所。

A-2 供旅客等候運輸工具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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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Ｂ類 商業類

供商業交易、陳列

展售、娛樂、餐飲

消費之場所。

B-1
供娛樂消費，且處封

閉或半封閉之場所。

B-2 供商品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B-3 供不特定人餐飲，且直接使用燃具之場所。

B-4 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

Ｃ類 工業、倉儲類

供儲存、包裝、製

造、檢驗、研發、

組裝及修理物品之

場所。

C-1

供儲存、包裝、製造

檢驗、研發、組裝及

修理工業物品，且具

公害之場所。

C-2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一般物品之場所。

Ｄ類 休閒、文教類

供運動、休閒、參

觀、閱覽、教學之

場所。

D-1
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

動休閒之場所。

D-2 供參觀、閱覽、會議之場所。

D-3 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D-4 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D-5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

Ｅ類 宗教、殯葬類
供宗教信徒聚會、

殯葬之場所。
E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

葬之場所。

Ｆ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供身體行動能力受

到健康、年紀或其

他因素影響，需特

別照顧之使用場所

F-1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F-2 供身心障礙者教養、醫療、復健、重健、訓練、輔導、服務之場所。

F-3 供兒童及少年照護之場所。

F-4 供限制個人活動之戒護場所。

● 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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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Ｇ類 辦公、服務類

供商談、接洽、處

理一般事務或一般

門診、零售、日常

服務之場所。

G-1

供商談、接洽、處理

一般事務，且使用人

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G-2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G-3 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Ｈ類 住宿類
供特定人住宿之場

所。
H-1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

場所。

Ｈ-２ 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Ｉ類 危險物品類

供製造、分裝、販

賣、儲存公共危險

物品及可燃性高壓

氣體之場所。

I

供製造、分裝、販賣

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

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

所。

● 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

資料來源：營建署法規公告網站(https://www.cpami.gov.tw/ 新消息/法規公告

/10453‐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html)

建物登記

■建物登記與查詢

1.建物登記

絕大多數合法建築物都有辦理建物

登記，建物登記乃依照土地登記規則

第2條、第3條等相關規定，由建物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辦

理之。目前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建物測

量成果圖以及建物第二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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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謄本種類

謄本分為三類：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24-1條規定，申請提供土

地登記及地價資料，其資料分類及內容如下：

（1）第一類：顯示登記名義人全部登記資料。

（2）第二類：隱匿登記名義人之出生日期、部分姓名、部分統一

編號、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設定義務人及其他依法令規定

需隱匿之資料。但限制登記、非自然人之姓名及統一編號，

不在此限。

（3）第三類：隱匿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出生日期之資料。

前項第二款資料，得依登記名義人之請求，隱匿部分住址資

料。但為權利人之管理人及非自然人，不適用之。

登記名義人或其他依法令得申請者，得申請第一項第一款資

料；任何人得申請第一項第二款資料；登記名義人、具有法

律上通知義務或權利義務得喪變更關係之利害關係人得申請

第一項第三款資料。

3.查詢方式

只要有欲申請之建物之段、小段、地建號(亦可從使用執照中

得知)，申請人持國民身分證等證件向任一地政事務所臨櫃申請，

或逕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帳號

(https://www.ttt.nat.gov.tw/)，自行上網下載列印登記謄本。另外

各縣市地政主管機關亦有開辦許多便民措施，如超商申領謄本、

傳真申請、網路申請等，詳情請洽詢各地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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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謄本閱讀

如下圖為某建物第二類謄本範例

所示，該謄本中記載了該建築物之

門牌、使用執照、構造、總樓層、

所在樓層，以及層次面積(即為主建

物面積)、附屬建築物面積(常見為陽

台及雨遮)，以及如果是公寓大廈，

亦有共用部分之登記。而內政部亦

以台內地字第8580947號函示，…(略)

停車空間產權登記如下：在區分所

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標示部備考欄

加註『停車位共計0位』，並另於現

行區分所有建物並同使用部分附表

增列『車位編號』欄，並於該欄位

車位編號，其權利範圍則於上開附

表備考欄記載『含停車位權利範圍

×××分之××』，及於建築改良物所有

權狀主任署名欄上方空白處分別登

載『車位編號0號』。

建物登記都是以平方公尺登記，

民眾一般所稱坪數，為面積乘以

0.3025後即為坪數。

某建物第二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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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測量成果圖閱讀

除了建物謄本的基本資料外，建物測量成果圖更能清楚
表達建物測量登記的樣態，可以看出主建物與附屬建物的區
別，容易得知陽台是否外推違章建築，以及雨遮是否已經違

章成為陽台使用。

某建物測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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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交與故障排除

✔點交
點交表單：法定表單

有關租賃住宅法定點交表單，可參酌內政部於不動產資訊平台

公告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契約書範本(出租人為企

業經營者適用)、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契約書範本(出租人為非企業經

營 者 適 用 ) 、 住 宅 包 租 契 約 書 範 本 等 四 種 版 本

(https://pip.moi.gov.tw/V3/G/SCRG0302.aspx)；於契約書附件中，委

託管理標的現況確認書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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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確認書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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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測試

電氣設備：電錶位置

各種建築物型態電錶可能位置如下表

●各建物型態電表可能位置

型態 電錶可能位置 備註

透天 大門口

無電梯公寓 入口樓梯處

電梯華廈 入口樓梯處 地下室為防空避難

單棟大樓 1F或B1F 有地下停車場

多棟大樓 當棟1F或B1F 有地下停車場

大規模大樓 當樓層 當層六戶以上

雅房分租 電燈分電箱旁

資料來源：本教材彙整

電錶標示
資料來源：本教材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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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費查詢

因為住宅大多為表燈用電，而表燈用電為兩個月計算並收費一次，
租賃期間可能遇到電費破月計算，所以電表目前度數以及電費查詢可
能是租賃住宅管理需要留意的。台灣電力公司電表都會標示該電表之
地址以及電號，使用台灣電力公司電子帳單服務系統，依照電號及戶
名 就 可 以 查 詢 當 年 度 用 電 資 訊 以 及 帳 單 狀 態 ， 網 址 為
https://ebpps2.taipower.com.tw/simplebill/simple‐query‐bill。

電費查詢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



18

電燈分電箱

用電用途標示

住宅的電燈分電箱就是從電錶後至住宅內的第一站，也是俗

稱的開關箱。住宅內的用電負載都是從此箱接續，箱體開啟後會

有單線圖以及各斷路器之標示，可以清楚了解各分路用途。同時

也可以從分路開關關閉來確認末端用電是否無誤。

分路如果用電過載、短路或者漏電，斷路器就可能呈現跳脫

狀態(為非關非開乃位於中段)，就應委請合格電氣技術人員檢修；

另外斷路器有黃色按鈕的，就是該分路設計為漏電保護，亦可從

黃色按鈕按下作為測試，按下後該分路斷路器就會跳脫，需要手

動復歸。如果按下測試鈕並未動作，亦應委請合格電氣技術人員

檢修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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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路用途標示

分離式冷氣主機斷路器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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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排水設備：給水

■水錶

目前台灣絕大多數住宅都已經使用自來水給水，住宅自來水水錶

位置如下表：
●水錶位置

型態 水錶可能位置 備註

透天 大門口

無電梯公寓 1F 三樓以下

電梯華廈 屋頂層 五樓以上

大樓 屋頂層

大樓 當樓層樓梯間 極少數

大樓集中水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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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費計算

住宅水費計算與電費雷同，皆為依照使用度數計價；除了透天獨棟房

屋外，也同時可能需要分攤公共電(水)費用；與電費不同之處為公用用電

大多沒有不合理暴增現象，唯分攤公共用水可能因自來水公司該建築物

總水錶至各戶水錶之間因漏水導致不正常高額分攤公用用水。詳細年度

水 費 可 依 照 水 號 從 自 來 水 全 球 資 訊 網 查 詢

(https://www.water.gov.tw/ch/EQuery/WaterFeeQuery?nodeId=753)。

如果需要進一步詳細資料，必須輸入用戶名稱。

基本水費查詢

詳細水費查詢

資料來源：自來水全球資訊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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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排水

排水簡易測試方式即為打開

水龍頭，使其對應自然排水；地

點為衛浴、陽台、廚房等。如有

些微阻塞可使用簡易通管工具

DIY處理，大多為毛髮阻塞所致。

如果DIY仍無法解決，可能需要

委請專業包通業者處理。

專業包通

■ 空調排水

空調排水有兩種方式，新大

樓大多有預埋冷氣排水管路，可

以使用給水軟管徐徐灌入測試是

否暢通。如果當初沒有預留冷氣

排水，分離式冷氣大多直接連接

明管排出，或者使用外接排水器

動力排出。排水器常因水垢導致

浮球故障，可以打開簡易清潔排

除故障。

冷氣排水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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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設備

住宅內所見大多數的消防設備有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與

自動撒水滅火設備兩種。

■ 大樓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六層以上大樓大多為管理員室配置了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受信總機)、

住宅內配置火警探測器。當探測器動作或者斷線異常時，管理人員即

從受信總機得知異常並且處置。

住宅內常見之火警探測器分為差動、偵煙以及定溫三種樣態。其

中差動與偵煙都是居室使用，定溫則為廚房使用。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定溫探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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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樓以下住宅用火警警報器

五樓以下建築物早期未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於家中安裝住宅用火災警

報器，可在火災發生初期，立即偵測到濃煙或高溫，會發出高分貝聲響

提醒住戶應變處置。根據新北市政府統計顯示，107年新北市即有成功15

件示警成功案件。如果租賃住宅屬於早期未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五樓下

建築物，建議可於每個居室安裝。目前各大賣場通路皆有販售，單價數

百元並不昂貴。住宅用火警警報器每個探測器都有獨立的測試按鈕方便

測試，另外因為是內置電池型態，也需要定期更換電池；如果電池於達

電壓下限發出提示或聲響時，即應該更換電池。

許多縣市政府消防局亦有補助安裝之預算，詳情請洽詢各地消防局。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位置應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第４條

規定，依照下列方式安裝：

1.裝置於天花板或樓板者：

1.警報器下端距離天花板或樓板六十公分以內。

2.裝設於距離牆面或樑六十公分以上之位置。

1.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十五公分以上五十公分以下。

2.距離出風口一點五公尺以上。

以裝置於居室中心為原則。

住宅用火警警報器安裝位置

資料來源：新北市消防局網站下載專區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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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撒水滅火設備

十一層以上住宅，只要當樓層超過100平方公尺；或者依據現行法令，

高層建築物無論樓層面積，居室即有消防自動撒水設備。

根據研究，自動撒水設備具有控火效能，對於火災初期的抑制有著顯著

的效果。自動撒水裝置應有效露出，不得隱藏於天花板當中，同時室內裝

修行為中，亦不得將撒水閥件任意關閉。

消防自動撒水除了常見的向下噴頭形式外，亦有側向撒水噴頭的樣式。

自動撒水的數量以及位置可以參考撒水設備平面圖說來核對，客廳、臥

室等居室中隨處可見。

撒水設備平面圖

撒水頭不得拆除 各戶消防撒水閘閥開關

側向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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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火器：

在大樓公設中也是非常常見

的消防設備，兼具了低廉成本、

方便有效的特性。雖然大部分的

租賃住宅內部當初設計上並未設

置滅火器，但因為其特性，高度

建議租賃住宅中的各居室、走廊

可以自行設置滅火器。

滅火器的設置，參考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如果

採用落地型，固定放置於取用方

便之明顯處所，並設有長邊二十

四公分以上，短邊八公分以上，

以紅底白字標明滅火器字樣之標

識。如果採用懸掛於牆上或放置

滅火器箱中之滅火器，其上端與

樓地板面之

距離，十八公斤以上者在一公尺以

下，未滿十八公斤者在一點五公尺以下。

滅火器也應該注意標示之有效期限，

定期檢查壓力表以及有效日期。製造日

期超過十年以上者，非經水壓測試合格，

不得再更換及充填藥劑，應予報廢。

滅火器的選購上，建議可購買ABC

乾粉滅火器，因為乾粉滅火起可撲滅A

類火災(木材紙張)、B類火災(油料火災)、

C類火災(電氣火災)。又其重量可分為常

見之5型、10型及20型。目前市面上以

10型ABC乾粉滅火器 常見，一般零售

單價約數百元，如果能夠廣泛的在住宅

內部、廚房等處所設置，效益非常高。

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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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管理維護目的
各種建築設備乃是提供建築物使用者安全、舒適與便利的目的。管理

乃是使其設備於資源投入 適化中達到 大的產生。而設備維護乃為了

達成設備預期的機能或者預期的使用年限。

設備使用中，如果因為錯誤的裝置或者使用，不僅無法達到使用者安

全、舒適與便利的目的，恐怕還對使用者有著危害，甚至造成傷亡的不

幸事件。

消防安全

■消防設備

1.大樓型態住宅

絕大多數六層以上

之建築物，住宅具備有

系統式之火警自動警報

系統，以及可能具備了

消防自動撒水系統；所

以如果具備了系統式的

消防設備，該大樓自應

依照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及申報辦法，定期辦理

消防設備之檢修與申報。

而申報期間如該辦法附

表二之規定，如下表。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期限及申報備查期限表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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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絕大多數的租賃住宅應屬於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條所示之乙類場所之第七目(集合

住宅、寄宿舍)，所以每年消防安全

檢修申報期限為每年一次、九月底

前。

而消防檢修申報之權責，應依

照消防法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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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之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辦理。

而管理權人乃依照消防法第２

條所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

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法

人者，為其負責人。

所以如果是單一所有權人者，

應為該所有權人或負責人。如為集

合住宅，應有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第一

項第十二款，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

責人應負責執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申報與改善。

租賃住宅之標的絕大多數乃公寓大

廈之專有部分，而公寓大廈中專有

部分之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申報並

未摒除於法令之外，故亦整棟建築

物共同申報或採取區分所有權人個

別申報為宜。如未成立管理委員會

之集合住宅，共有及共用部分如未

依規定辦理檢修申報時，消防主管

機關亦可依據「消防機關受理集合

住宅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作業處

理原則」針對該部分之各區分所有

權人一併依法裁處；專有部分及約

定專用部分則須針對該部分之區分

所有權人分別依法裁處。

大樓專有原有消防設備

資料來源：本教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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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層以下華廈或獨立住宅

大部分五層以下華廈或者獨立住宅並未依照消防法第6條規定設置消

防安全設備，但為維護安全，仍應依據消防法第6條第五項規定，應設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
而設置位置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相關規定，分述如下：

1. 應裝置區域

1. 寢室、旅館客房或其他供就寢用之居室（以下簡稱寢室）。

2. 廚房。

3. 樓梯

□有寢室之樓層。但該樓層為避難層者，不在此限。

□僅避難層有寢室者，通往上層樓梯之 頂層。

4. 非屬前三款規定且任一樓層有超過七平方公尺之居室達五間以上者，

設於走廊；無走廊者，設於樓梯。

2.裝置位置

1. 裝置於天花板或樓板者：

□警報器下端距離天花板或樓板六十公分以內。

□裝設於距離牆面或樑六十公分以上之位置。

裝設於天花板且動作樣態
資料來源：台北市消防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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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十五公分以上五十公分以下。

3. 距離出風口一點五公尺以上。

4. 以裝置於居室中心為原則。

應距離出風口1.5公尺以上

裝設於牆面

資料來源：台北市消防局網站

3. 住宅用火警警報器種類：

寢室、樓梯及走廊應使用離子式或光電式。廚房應使用定溫式

住宅用
火警

警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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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池更換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電池為電源者，於達電壓下限發出提示或聲響

時，管理權人即更換電池。租賃住宅不妨也可於每年19日(取其119消防

隊電話諧音)提醒用戶自我檢測，按下按鈕得知是否警報正常。

測試圖示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使用電池以外之外部電源者，有確保電源正常供

給之措施。

前項電源和分電盤間之配線，不得設置插座或開關，並符合用戶用

電設備屋內配線裝置規則規定。

此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原則，依據消署預字第1021106137號函示，除

已經增設系統式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者；免辦理消防檢修申報作業。

資料來源：台北市消防局網站

火災災例
火災可說是建築物災害中的頭號殺手，根據消防署108年消防統計年

報中顯示，建築物火災次數，104年為1,704次、105年為1,856次、106年

為9,094次、107年為8,765次、108年為8,003次。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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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火災成因
建築物火災成因，大多可分為電氣設備、用火不慎、人為玩(縱)

火等三種。

1. 電線受到重物擠壓導致受損，以致造成短路著火。

2. 室內配線因包藏於室內裝潢中，易因老舊未更換或破損，而發生意外。

3. 使用瑕疵零件之電器產品。

4. 不當使用延長線，延長線接續大功率電器，電線負載太大發生高溫，引起短路

著火。絕大多數的延長線因為使用花線，花線可能因外力影響內部斷絲，造成

局部高溫導致電線走火。所以延長線不宜折疊、重物重壓、放置地毯下方或使

用高負載。延長用電源線組建議由知名商譽良好通路商取得較有保障。

5. 吹風機、電棒捲、電熨斗、電暖器或電爐等電氣使用不慎，距離可燃物太近，

或者當人員不在時，放置在桌上的電氣設備掉落以致意外啟動設備，造成危害。

6. 不使用的電氣設備盡量拔除插頭，除可節省用電外，亦能防止可能發生之災害。

1. 抽菸未確實熄滅或在床上抽菸，因睡著

菸蒂掉落床上而引起火災

2. 使用蚊香不慎

3. 燒金紙或香灰餘燼未能妥適處理

1. 小孩玩火

2. 個人情感或身體因素，以縱火發洩情緒。

電氣設備火災

用火不慎

人為玩(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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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例分析
以下摘錄內政部消防署公

開之火災案例並解析之。

誤觸電陶爐開關

情境：

民眾傍晚6時許離開住處，離開前暫時放置紙箱在流理台

桌及電陶爐爐面上，紙箱內有髮霧噴劑及雜物，該電陶爐

平常皆插電使用，可能擺放紙箱時有碰觸到電陶爐開關而

未注意，電陶爐表面持續加熱， 終引燃其上之紙箱及內

容物造成火災。

電陶爐發熱原理與市面上電磁爐不同，電磁爐是藉由金

屬鍋子接觸到變動磁場，由感應電流而生熱，所以面板不

會發燙；然而電陶爐是利用鎳鉻絲或加熱鰭片通電加熱，

透過表面的陶瓷玻璃板將熱量傳出，因此表面會發熱發燙。

電陶爐火力控制開關大多為旋鈕式開關，使用時將開關旋

轉至ON位置後，爐心即會開始加熱，通常可在ON與MAX之

間調整火力大小，電陶爐與電磁爐發熱方式不同，民眾易

以使用電磁爐的經驗，誤以為要擺放鍋具後才會加熱，其

實電陶爐只要啟動開關便會開始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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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建議：

□ 保持電陶爐爐面淨空，勿放置其他物品，避免誤觸開

關導致電陶爐啟動加熱。

□ 使用產品前詳閱使用說明書所列載之注意事項，並使

用符合規定之鍋具進行加熱。

□ 長時間未使用電陶爐時，應將電源線插頭拔下。

□ 製造廠商應針對產品誤動作情形設計安全對策，如設

置保險裝置等，讓產品開關誤動作機會降至 低。

(內政部消防署網站

https://www.nfa.gov.tw/pro/index.php?code=list&flag=d

etail&ids=790&article_id=4151)

電陶爐災例
資料來源：消防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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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衣機災例
資料來源：消防署網站

烘衣機內毛巾自然發火

情境：

報案到自助洗衣店準備洗衣服，在店內有聞到疑似燒焦味，

隨即打電話通知自助洗衣店負責人，大約過半小時再回去拿衣

服時，就發現自助洗衣店的4號烘衣機內竄出大量白色濃煙，

當時該烘衣機已停止運轉。烘衣機使用人表示，烘機內之毛巾

為SPA館使用沾有按摩油，於家中清洗後再拿至自助洗衣店烘

乾；烘乾時間設定25分鐘，溫度設定中溫72 ，內部溫度達

81 以上時會自行斷電。自助洗衣店僅4號烘衣機內部鐵質滾

筒部分受燒變色且殘留毛巾燒損碳化物，地板面殘留毛巾受燒

碳化嚴重，其餘擺放物品均完好未受燒，故4號烘衣機內部毛

巾為起火處。依據日本東京消防廳火災模擬實驗文獻資料，發

現美容用大毛巾上所沾附的按摩油，會因烘衣機的熱風而行氧

化作用，伴隨氧化所發生的熱若沒有釋放，溫度將上升至

400 以上而起火燃燒。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燒損程度事實

及關係人訪談筆錄分析，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毛巾殘留按摩油，

因烘衣機烘乾時高溫產生氧化作用，氧化熱長時間蓄積引燃火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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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建議：

□ 可能附著按摩油之毛巾要確實清潔乾淨方可進行烘

乾，且烘乾後勿長時置放於烘衣機內或大量疊放於

塑膠籃內，以免長時間蓄熱引起火災。

□ 勿1次投入過多待烘乾之衣物，易引起烘乾時間過長

及烘衣機內部散熱不易情形。

□ 為避免絨毛灰塵進入乾衣機內，進氣口濾網應定期

清理；出氣口濾網為收集烘乾衣物的棉絮，應定期

清理濾網棉絮，以達到排氣散熱的 大效果。(內政

部 消 防 署 網 站

https://www.nfa.gov.tw/pro/index.php?code=list&flag

=detail&ids=790&article_id=3713)

□ 此案例雖然為自助洗衣店災例，但目前洗脫烘全自

動洗衣機也是住宅內常見之家電設備，亦可當作很

好的案例，不妨可以在洗脫烘洗衣機前貼上警語，

「殘留油脂衣物不可烘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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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警報器發揮功能保平安

109年8月○日11時○分，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
指中心接獲民眾報案指稱大同區一處住宅有警報聲響且
聞到焦味，立即派遣救災車輛前往。經消防分隊確認現
場為屋主烹飪食物後爐火未關閉即外出，導致鍋具乾燒
產生白煙啟動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鄰居聽到警報聲響立
即撥打119報案及通知屋主返家關閉瓦斯及爐火，成功避
免火災發生。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網站，網址：
https://www.rfd119.tfd.gov.tw/cp.php?n=1539167796#a2)

不當使用延長線

109年2月8日，台中市北區住宅延長線過載電氣火災，

消防局表示該戶臥室內東北側置物箱附近燒損，兩層置

物箱僅殘存下層，上層已碳化、燒穿塌落；清理檢視該

處發現，3孔延長線插座及充手機變壓器和4孔USB延長線

插座均已嚴重燒熔、燒失，殘存金屬刃片，檢視延長線

電源線，於靠近插座端處發現電源線(花線)有疑似短路熔

痕跡象。

延長線電氣火災災例

資料來源：台中市消防局

由此可知，尤其在冬天，可能房客以電暖器取暖，或者
烹煮電火鍋，甚至以電湯匙煮麵，即有可能造成電氣火

災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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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水器

▷ 電能熱水器

獨立小套房或者沒有天然瓦斯供應的住
宅，可能使用電能熱水器。電能熱水器又分
為儲熱型與瞬間加熱型兩種。而為了求熱損
失 少，大多裝置位置位於浴室內部或盡量
鄰近浴室。

浴室內插座以及電能熱水器使用之電源

應有良好接地以及漏電斷路器設備，以維護

用電安全。有關用電設備檢查維護可定期委

請合格電氣技術人員檢修為宜。合格電氣技

術人員包含了電匠、室內配線、工業配線、

配電線路裝修、用電設備檢驗或變壓器裝修

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者。

可包含斷路器、漏電斷路器、箱體、開

關螺絲上緊、電壓測量、接地檢查等項目為

之。

住宅浴室插座經漏電保護

資料來源：本教材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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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斯熱水器

三房以上一般住宅大多使用瓦斯熱水器，又除了豪宅外，大多使用瓦斯即

熱型。因為瓦斯即熱熱水器能快速提供持續並且高溫度穩定的熱水，可說是

住宅 常使用的型態。

而瓦斯熱水器可能因為裝設位置錯誤、陽臺外推加設窗戶、熱水器形式錯

誤等導致因燃燒不完全引發一氧化碳中毒傷亡事件，可說層出不窮。於租賃

住宅安全管理上可說是重中之重，絕對不可輕忽。尤其每年冬季12月至翌年2

月為一氧化碳中毒高峰季節。

因應建築物的不同型態，依照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安裝標準，一般常見的

瓦斯熱水器包括屋外式(RF)、半密閉強制排氣式(FE)、密閉強制供排氣式(FF)等

型式。

屋外式(RF)指熱水器之供氣及排氣直接於屋外進行者

屋外式熱水器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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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密閉強制排氣式熱水器(FE)：

指熱水器燃燒使用之空氣取自屋內，並將 廢氣以排氣
風機等機械方式，經排氣管強制排放至屋外者。

密閉強制供排氣式熱水器(FF)：

指熱水器燃燒使用之空氣，以供氣風機等機械方式連
接供氣管自屋外取得，廢氣經排氣管以排氣風機等機
械方式強制排放至屋外，與屋內之空氣隔絕者。

半密閉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密閉強制供排氣式熱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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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消防法第15‐1條，燃氣熱水器應裝設於建築物外
牆，或裝設於有開口且與戶外空氣流通之位置；其無法
符合者，應裝設熱水器排氣管將廢氣排至戶外，且目前
燃氣熱水器之安裝，應有合格證照者為之。各縣市合格
承裝業者、技術士等名冊可至消防署網站查詢
https://www.n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286

未安裝排氣管之錯誤安裝方式
資料來源：行政院災防周報

並且燃氣熱水器安裝後熱水器及其配管於安裝完工後，承裝

業應依據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安裝標準第12條辦理下列事項：

1. 製作施工標籤，並以不易磨滅、剝離方式張貼於熱水器及其配管之適當、

明顯位置，其記載項目如下：

1.承裝業公司名稱、電話及住址。

2.技術士姓名。

3.技術士證照號碼。

4.施工內容。

5.施工日期。

6.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事項。

2. 製作施工紀錄一式二份，一份交予用戶，另一份自存五年以上。

3. 實施竣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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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例
漏電引發淋浴災害

2010年4月7日，民眾溫OO到健

身中心跑步運動後淋浴，卻離奇

觸電倒地，送醫不治；檢警相驗

後研判，浴室牆內埋設的節能設

備迴路漏電，使蓮蓬頭變成導電

體，導致溫俊翔拿蓮蓬頭淋浴時，

慘遭電死。警方調查，健身中心

的熱水系統與空調系統連結裝設

「節能設備」，作用是收集冷氣

產生的熱氣後，提供給熱水器使

用，初步研判是埋設在浴室牆內

的迴路漏電，加上水管與蓮蓬頭

都是會導電的金屬，溫俊翔左手

拿蓮蓬頭時，一百五十伏特的電

流從他左手腕進、自左胸出，因

而釀成悲劇。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

s/paper/386406)

由此案例可知，不僅是電能熱

水器要注意漏電保護之外，其餘

電氣設備也應定期檢修並合法設

置，以維護安全。

絕對需要經過漏電斷路器保護之
住宅設備有：飲水機分路、電熱水器
及浴室插座分路、陽臺之插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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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災例
一氧化碳中毒主要原因是燃料在密閉或通氣不良的室內燃燒，導

致碳氫化合物不完全燃燒，產生無色無味的有毒一氧化碳氣體，吸

入人體中造成中毒現象。

一氧化碳中毒件數/比例分析近5年（104年至108年）燃氣熱水器

一氧化碳中毒案件：

1. 冬季（占67.02%）較易發生中毒事故，研判係因天冷緊閉門窗

造成通風不良，且熱水器安裝不當等因素所致。

2. 屋外式熱水器（RF式）安裝在通風不良處所（如屋內、加蓋陽

臺等）約占80.38%；屋內式熱水器（CF式或FE式）未依規定正

確裝設排氣管約占16.49%。近5年一氧化碳中毒件數及傷亡人

數統計如下表：

● 近五年一氧化碳中毒傷亡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消防署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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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水器不當安裝於室內
台中一戶三層樓的民宅，驚傳出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熱水器裝在室內，

疑似使用時，瓦斯燃燒不完全，加上窗戶緊閉、沒有通風，造成屋內4人一

氧化碳中毒，其中一名男童還昏倒、沒有呼吸心跳，全都送醫治療。(詳細

報導請見： news.tvbs.com.tw/life/1249749?from=Copy_content)

陽台掛滿衣物或堆積雜物，
導致一氧化碳中毒

110年1月，桃園即發生此不幸災

例。警、消初步調查，該大樓為老舊

建物，舊款無強制排氣的熱水器設置

在陽臺，室內朝陽臺的窗戶僅些微打

開，縫隙不足以讓空氣通暢，且陽臺

晾曬的衣物擋住窗戶，致瓦斯燃燒不

完全，大量一氧化碳飄洩屋內，4人皆

疑因吸入過多一氧化碳致昏迷死亡。

這樣的災例其實在105年3月台中以及

其他案例中多有所聞，由此可知，陽

臺如果已經加設鐵窗，因為鐵窗可能

堆積雜物或者因曬衣物通風不良，導

致瓦斯熱水器燃燒不完全；為提高安

全係數，陽臺有加裝鐵窗者，亦建議

裝設半密閉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半密閉強制排氣式熱水器在使用

上也較屋外式熱水器方便使用，因半

密閉強制排氣式熱水器需要使用電力，

所以瓦斯點火也不需要像傳統屋外式

熱水器安裝電池，電池沒電後導致無

法正常點火，影響使用品質。且半密

閉強制排氣式熱水器機種日新月異，

非常多機種已經具備了數位恆溫，

甚至遙控等功能，亦能提升租賃住宅

設備水準。

以上可知，瓦斯熱水器安裝使用

可說是近年來租賃住宅傷亡事件的一

大主因。

熱水器安裝示意圖

圖片來源：消防署宣導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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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濕機火災災例

除濕機火災：近年來許多因為除濕機本身商品故障問題，導致
使用除濕機引發火災，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再次呼籲，請消費者檢視
家中除濕機之廠牌及機型，如果是92至95年間產製之大同、三洋、
東元、聲寶、西屋、吉普生(雷諾)、富及第(雷諾)、歌林及惠而浦
等9種品牌計27種業經發布召回訊息之機型，應立即停止使用，並
儘速聯絡各品牌服務專線辦理檢修事宜，詳細召回機型及各品牌服
務專線請見表7。出租住宅中如果房東提供除濕機設備，應對照是
否屬於經濟部公告召回維修之產品。

除濕機火災災例
資料來源：宜蘭縣消防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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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濕機回收/召回訊息一覽表  

廠牌 型號 產製期間 聯絡方式 

大同 

TWD-510B 94年1月~95年10月 1.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52-666 

2.桃園冷氣場小冷中心，

電話：03-386-1111 Ext. 

705 

TWD-511B 94年1月~95年10月 

TWD-711B 94年1月~95年10月 

TWD-660B 94年1月~95年10月 

TWD-500B 92年1月~94年6月  

三洋 

SDH-501B 92年1月~94年6月  

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

081-567  

SDH-512B 94年1月~95年10月 

SDH-612B 94年1月~95年10月 

SDH-680B 94年1月~95年10月 

東元 

MD1088B 92年1月~94年6月  

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

281-200  

  

MD1095B 94年1月~95年10月 

MD1096B 94年1月~95年10月 

MD1097B 94年1月~95年10月 

MD1316B 94年1月~95年10月 

MD1401WA 94年1月~95年10月 

MD1801WA 94年1月~95年10月 

聲寶 

AD-K123 94年1月~95年10月 

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

005-438 

AD-K125 94年1月~95年10月 

AD-1861N 94年1月~95年10月 

AD-1220B 94年1月~94年12月 

AD-1221B 94年1月~94年12月 

AD-1261 94年1月~94年12月 

AD-Y12B 94年1月~94年12月 

FDB-621B 94年1月~94年12月 

西屋 

WED-112P 94年1月~95年10月 
代修電話：04-2491-

2151  

WED-2000LBC 94年1月~94年12月 
代修電話：0800-261-

233  

吉普生 
GD-102NB 92年1月~94年6月 免付費電話：0800-033-

678  GD-105NBI 92年1月~94年6月 

富及第 FDH-1020N 92年1月~94年6月  
免付費電話：0800-033-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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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牌 型號 產製期間 聯絡方式

歌林

KJ-K105B 92年1月~94年6月
免付費電話：0800-

066-628
KJ-K50B 92年1月~94年6月

KJ-J60B 94年1月~94年12月

惠而浦 ADS051M 92年1月~94年6月
免付費電話：0800-

888-105

威技
WDH-101P 94年1月~94年12月 免付費電話：0800-

261-233WDH-210HA 94年1月~94年12月

B & Q 

(Airforce) 
AD-210HC 94年1月~94年12月

代修電話：0800-261-

233

Fujimaru

FJ-5902 95年5月~96年11月
免付費電話：0800-

637-002

FJ-5902BD 98年7月~99年2月
免付費電話：0800-

637-002

● 除濕機回收/召回訊息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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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裝修法令沿革

因民國84年2月15日，台中市發生某餐廳餐廳大火，導致64人不幸

罹難。而造成此一不幸事件因子之一乃因為室內裝修材料在發生火災

時產生大量濃煙，以致人員因濃煙嗆傷，大大限縮了避難行為行動能

力。

同年立法院即增訂建築法第77‐2條有關建築物室內裝修相關規定。

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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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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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不得妨害或破壞保護民眾隱私權設施。

前項建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

理。

室內裝修從業者應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並依其業務範圍及責任執

行業務。

前三項室內裝修申請審查許可程序、室內裝修從業者資格、申請

登記許可程序、業務範圍及責任，由內政部定之。

隨即內政部即依照建築法，於民國85年5月29日發布了建築物室

內裝修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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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需要辦理室內裝修之建築物

■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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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得知，只要是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裝修行為皆應合於法令規

範。而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定義，為內政部64.8.20台內營字第六四

二九一五號函訂定，列表如下：

●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一覽

1. 戲院、電影院、演藝場

2.
舞廳(場) 、歌廳、夜總會、俱樂部、加以區隔或包廂式觀光(視聽)理

髮(理容)場所。

3. 酒家、酒吧、酒店、酒館。

4.

保齡球館、遊藝場、室內兒童樂園、室內溜冰場、室內遊泳場、室內

撞球場、體育館、說書場、育樂中心、視聽伴唱遊藝場所、錄影節目

帶播映場所、健身中心、技擊館、總樓地板面積200m2以上之資訊休

閒服務場所。

5. 旅館類、總樓地板面積在500m2以上之寄宿舍。

6.
總樓地板面積在500m2以上之市場、百貨商場、超級市場、休間農場

遊客休憩分區內之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及教育解說中心。

7. 總樓地板面積在300m2以上之餐廳、咖啡廳、茶室、食堂。

8. 公共浴室、三溫暖場所。

9. 博物館、美術館、資料館、國書館、陳列館、水族館、集會堂(場)。

10. 寺廟、教堂(會)、宗祠(祠堂) 。

11. 電影(電視)攝影廠(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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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一覽

12

醫院、療養院、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護

機構、安養機構(設於地面一層面積超過500m2或設於二層至五層之任

一層面積超過300m2或設於六層以上之樓層者)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護

理機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13.
銀行、合作社、郵局、電信局營業所、電力公司營業所、自來水營業

所、瓦斯公司營業所、證券交易場所。

14
總樓地板面積在500m2以上之一般行政機關及公私團體辦公廳、農漁

會營業所。

15. 總樓地板面積在300m2以上之倉庫、汽車庫、修車場。

16.

幼兒園(依內政部營建署101年8月9日營署建管字第1010049803號函

修正)小學、中學、大專院校、補習學校、供學童使用之補習班、課後

托育中心、總樓地板面積在200m2以上之補習班及訓練班。

17.

都市計畫內使用電力(包括電熱)在三十七點五千瓦以上或其作業廠房

之樓地板面積合計在200m2以上之工廠及休閒農場遊客休憩分區內總

樓地板面積在200m2以上之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都市計畫外使

用電力(包括電熱)在七十五千瓦以上或其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計

在500m2以上之工廠及休閒農場遊客休憩分區內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m2以上之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

18. 車站、航空站、加油(氣)站。

19 殯儀館、納骨堂(塔)。

20 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公寓)。

21 總樓地板面積在300m2以上之屠宰場。

22. 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者。

大部分有電梯的華廈與大樓都是

六層以上，所以都是屬於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的範圍，並非有些民眾誤解為，只

要未於未達六樓，縱然整棟建築物為六

層以上就免除室內裝修法令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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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

如果經過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室內裝修，亦應符合室內裝修相關規定。目前有以下

三種樣態:

1. 固定通信業者設置之集線室。 (内政部營建署

90.09.0營署建管字第927970號函)

2. 資訊休間服務場所(網咖)(内政部營建署92.03.21營

署建管字第0922904339號函)

3. 集合住宅及辦公廳,除建築物之地面層至 上層均

屬同一權利主體所有者以外,其任一戶有增設廁所

或浴室、增設2間以上之居室造成分間牆之變更者。

(内政部營建署96.02.26台內營字第0960800834號函)

其中出租住宅可能會遇到的是五層公寓，雖然五層

公寓非公眾使用；但如果增設廁所或浴室，除了整棟

公寓是同一屋主外，仍應依法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

查許可。
■ 室內裝修申請

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如下：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內政部認定之非供公眾使用

建築物之室內裝修，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申請審

核圖說，審核合格並領得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

關發給之許可文件後，始得施工。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供公眾使用或原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他種供公眾使用，應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涉室內裝修者，室內裝修部分應併同變更使用執照辦

理。

□ 可知室內裝修屬於應事前審核，未經審核許可不得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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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樣張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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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易室內裝修

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3條規定如下：

申請室內裝修之建築物，其申請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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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完竣後，檢附申請書、

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及經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室內裝修業專業施工技術

人員竣工查驗合格簽章負責之檢查表，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申

請審查許可，經審核其申請文件齊全後，發給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1.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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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十一層以上樓層，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者。

前項裝修範圍貫通二層以上者，應累加合計，且合計值不得超過任一樓層

之 小允許值。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於第一項之簽章負責項目得視實際需

要抽查之。

條文中所示之一小時防火時效門窗，門窗上防火標章標識即為f60(f為防

火時效、60為分鐘)

防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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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裝修合格

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第32條規定如下：

室內裝修工程完竣後，應由建

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會

同室內裝修從業者向原申請審查機

關或機構申請竣工查驗合格後，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申

請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新建建築物於領得使用執照前

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者，應於領得使

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後，始

得使用；其室內裝修涉及原建造執

照核定圖樣及說明書之變更者，並

應依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

關或審查機構受理室內裝修竣工查

驗之申請，應於七日內指派查驗人

員至現場檢查。經查核與驗章圖說

相符者，檢查表經查驗人員簽證後，

應於五日內核發合格證明，對於不

合格者，應通知建築物起造人、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修改，逾期未

修改者，審查機構應報請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查明處理。

室內裝修涉及消防安全設備者，

應由消防主管機關於核發室內裝修

合格證明前完成消防安全設備竣工

查驗。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樣張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網站

新增衛浴廁所仍應留意室內裝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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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裝修範圍

■ 法定範圍

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條，所謂法定的室內裝
修範圍指除壁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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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裝修。

2.內部牆面裝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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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間牆變更。

以上法定範圍中， 常見到的就是天花板囉，因為許多住
宅都希望將消防、水電、空調管線藏納，所以天花板就是一
個常用的手法。

天花板裝設前

天花板施工中



58

天花板

當然，現在也開始流行工業風，也就是不做天花板，
而僅以排列整齊管線來表達精簡的美感；其實這也是一
種不錯的手法，除了可以免除室內裝修審查許可，同時
也是可以日後容易檢修管線的方法。不過整體經費是否
比較便宜那可是不一定的。

工業風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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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定範圍

除了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條所示範圍
之外，就是所謂的非法定範圍， 常見的有家具、
擺設、地毯以及窗簾等。

□ 廁所更動衛浴設備、鋪設木地板、刷油漆等亦
不視為室內裝修行為。

衛浴並非室內裝修範圍

木地板不視為裝修行為

資料來源：台北市社會住宅招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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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

雖然不是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條所規定，但是需要留意地面樓

層十一層以上建築物，窗簾與地毯都需要依據消防法第11條規定，應使用

附有防焰標示，其防焰標示，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證具有防焰性能。

□ 防焰標示應採張貼、縫製、鑲釘或懸掛等方式，標示於各防焰物品或

其材料本體上顯著處，非常容易目視檢視。

防焰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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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與公寓大廈社區共處

■公寓大廈裝修規定

規約範本

規約範本乃內政部85.5.27台內營字第8572700號函訂定，是依據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60條所訂定之。

其中有關室內裝修的管理，於102.6.5台內營字第1020805262號令修正

第二十二條之一，自102.7.1生效。

一、規約範本第二十二條之一

住戶室內裝修遵守之事項

1.住戶如有下列室內裝修行為，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規定，

委託合法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設計及施工；經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審查

許可，領得施工許可文件後，始得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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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住戶於室內裝修施工前，應將施工許可文件張貼於施工地點明顯處。

工程完竣後，應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3.室內裝修施工期間，為配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環境整潔及

使用管理，住戶應（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1）

之情形）

（1）於施工前向管理委員會交付室內裝修工程具結書（其格式如附

件七），並恪守所載規定。

（2）本公寓大廈室內裝修時，遵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

管理規定，其規定授權予管理委員會訂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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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室內裝修規定

其實從規約範本22‐1條來看，其中規定與現行法令大多類似；唯絕大多

數的公寓大廈為了加強管理，可能會有下列若干規定。

裝修保證金及清潔費

摘錄某社區裝修管理辦法如下：

● 某社區裝潢施工申請表

資料來源：本教材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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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條

為防止施工期間不慎污損或毀壞公共設施與鄰戶設備,變更建築外

觀及影響結構安全,以及造成環境污染或噪音等之損害,裝(修)戶於提出

裝潢施工申請時向管理委員會押繳裝潢施工保證金每户新台幣伍萬元,

裝潢施工保證金完成辦理驗退手續時無息退還。

保證金以匯款或至ＯＯ銀行臨櫃存入指定帳戶,管理中心不收支票

及現金。

2.第五條

裝潢施工清潔費為裝潢期間清潔費不另行退款,提出裝潢施工申請

時向管理委員會繳交。

裝潢施工清潔費,每日新台幣壹百元整,預繳壹萬元,依裝潢申請日起

至辦理裝潢驗退完成日當日計算施工清潔費天數,無息退還該結餘之施

工清潔費,不足時扣裝潢保證金。

施工清潔費以匯款或至OO銀行臨櫃存入指定帳户,管理中心不收支

票及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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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前保護

摘錄某社區管理辦法如下：

第十條施工廠商須於該施工户所經梯廳路徑地板鋪設白色PC板加

上1分～2分木板保護。

電梯大理石門框該施工戶樓層及卸貨區樓層須以3分木板滿版保護。

電梯內部須以3分木板滿版保護。

1.第十一條

本大樓裝潢施工卸貨、搬家、搬運等統一由地下室進出,設有卸貨

區,不得在卸貨區外的地方卸貨,不得由一樓大廳出入。

2.第十二條

車道入口限高210公分,如有發生碰撞,造成建物或地下室地、牆面

或鐵捲門損害情形,須無條件照價賠償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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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教材蒐集

● 裝修後驗退，以下表為某社區裝潢驗退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