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
替代方案委託調查案
期末報告

受 委 託 者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主持人：林杰宏
共同主持人：林慶元、簡賢文
研

究

員：陳盈月

研 究 助 理 ：黃伯達

臺 北 市 建 築管 理 工 程處 委託 案
中華民國 101 年１2 月

目次

目次
表次 ........................................................... III
圖次 ............................................................ V
摘要 ........................................................... VII
第一章 緒論...................................................... 9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背景 .................................................................................. 9
第二節 計畫主題內容與預期效益 ................................................................. 11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1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3
第一節 國內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辦法 ................................... 3
第二節 各國消防安全評估系統 .....................................................................13
第三節 日本既存不適格建築物改善辦法 ......................................................37
第四節 香港既有建築強制驗樓計畫 .............................................................56
第五節 我國原有合法建築物認證推動..........................................................65
第六節 我國原有合法建築物補助改善方案 ..................................................69
第三章 計畫邏輯說明 ..............................................71
第一節 背景說明 ............................................................................................71
第二節 計畫邏輯說明.....................................................................................73
第三節 計畫範圍限制.....................................................................................77
第四章 改善困難項目的建議解決方式與作法 ...........................78
第一節 近年火災案例調查 .............................................................................78
第二節 原有合法建築物現況問題案例調查 ..................................................99
第三節 常見缺失及改善難易及課題調查 .................................................... 110
第四節 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工程情報 ...........................................................127
第五節 改善困難項目的建議解決方式與作法 ............................................129
第五章 改善計畫書簡易安全性能評估法與作業程序 .................... 138
第一節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安全簡易性能安全評估法.............................138
第二節 原有合法建築物替代改善程序及改善計畫書格式 .........................155
第六章 結論建議 ................................................. 166
第一節 結論 ..................................................................................................166
第二節 建議 ..................................................................................................172
附錄一、調查問卷 ................................................ 177
附錄二、專家座談會議記錄 ........................................ 179
附錄三、宣導簡易手冊 ............................................ 210
附錄四、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 223
附錄五、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 225
參考書目 ....................................................... 228
I

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替代方案委託調查案

II

表次

表次
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

1. FSES-商業使用評價參數 ..................................... 14
2 FSES-商業使用評價參數差值排列 .............................. 14
3. Segregation of Hazards/ Degree of Deficiency .............. 15
4 FSES 商業類防火安全評估表單 ................................. 18
5 Winsconsin 評估因子權重與差值 ............................... 23
6 Winsconsin 評價參數差值排列 ................................. 24
7 樓層數 ..................................................... 25
8 建築樓地板面積 .............................................. 26
9 建築防火區劃等級 ............................................ 26
10 建築防火區劃等級 ........................................... 26
11 防火填塞 ................................................... 27
12 用途區劃 ................................................... 27
13 垂直開口 ................................................... 27
14 HVAC(暖氣、通風、空調) 系統 ............................... 28
15 HVAC(暖氣、通風、空調) 系統 ............................... 28
16 火警音響警報 .............................................. 29
17 煙控 ...................................................... 29
18 出口 ....................................................... 30
19 死巷 ....................................................... 30
20 最長步行距離 .............................................. 30
21 緊急照明 .................................................. 31
22 電梯管控 .................................................. 31
23 撒水頭 .................................................... 32
24 建築評價表 ................................................ 33
25 防火安全標準及參數權重 .................................... 34

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2表 4表 4表 4表 4-

26 防火安全評估項目及權重 .................................... 35
27 特定防火對象物 ............................................ 38
28 既存建築物火災安全性檢查項目 .............................. 42
29 既存不適格建築物的火災安全性評價 .......................... 42
30 問卷式檢查表範例 .......................................... 48
31 簡易診斷範例〈避難安全檢查表〉 ............................ 54
32 可資助樓宇和窗戶修茸工程的支援計劃摘要表 .................. 64
1 白雪旅社基本資料與事件發生歷程一覽表 ....................... 79
2 火災現場調查：延燒原因分析 ................................. 80
3 小型旅館類 B-4 類組之防災需求綜整表 ......................... 85
4 小型娛樂場所類 B-1 類組之防災需求綜整表 ..................... 88
III

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替代方案委託調查案

表 4- 5 小型娛樂場所類 B-1 類組之防災需求綜整表 ..................... 91
表 4- 6 電影院場所類 A-1 類組之防災需求綜整表 ....................... 92
表 4- 7 臺北車站後站商圈火災檢討 ................................... 95
表 4-8 店舖場所類 G-3 類組之防災需求綜整表 .......................... 97
表 4- 9 旅館使用類組建築物有關建築設計施工編防火避難設施項目常見缺失 . 102
表 4-10 調查問卷填表代號 .......................................... 111
表 4-11 改善工程涉及產權性、結構性問題與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困難問題對照 . 114
表 4-12 常見防火避難設施適用改善方式 ............................... 116
表 4-13 各項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困難等級及建議改善方案................. 131
表 5- 1 非起火樓層的安全性能評估表 ................................ 146
表 5- 2 無水平防火區劃樓層之樓梯間評估值 .......................... 148
表 5- 3 具有水平防火區劃樓層之樓梯間評估值 ........................ 148
表 5- 4 B-1 居室避難的安全性評估 ................................... 151
表 5- 5 B-2 二方向避難的安全性評估 ................................. 152
表 5- 6 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檢核表 ................................ 153
表 5- 7 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性能審議制度分析 ........................ 156

IV

圖次

圖次
圖 2圖 2圖 2圖 2圖 2圖 2圖 2圖 4圖 4圖 4圖 4圖 5圖 5圖 5圖 5-

1 整體評估流程圖 .............................................. 6
2 評估改善流程 ................................................ 7
3 既有建築物消防安全評估改善規劃架構圖 ....................... 10
4 既存不適格建築物法令認定 ................................... 37
5 簡易診斷流程圖與今後課題 ................................... 44
6 建築年度與評估結果 .......................................... 45
7 簡易診斷與必要評估項目 ..................................... 46
1 白雪旅社火災人員傷亡地點說明與建物概要圖 ................... 78
2 現場燒損情況 ............................................... 87
3 建築物各使用類組不合格率統計圖 ............................ 101
4 原有合法建築物檢討及改善程序 .............................. 135
1 評估程序 .................................................. 142
5 性能審議制度基本架構圖 .................................... 157
6 既有建築物防火安全評估審議流程 ............................ 158
7 改善計畫書評定審查程序 ................................... 159

V

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替代方案委託調查案

VI

摘要

摘要
關鍵詞：原有合法建築物、簡易安全性能評估法、改善計畫書、
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於 96 年 5 月 16 日
由內政部修正頒布。臺北市每年平均有八仟件公共安全申報案件下，在併同原
有合法建築物改善項目種類十大項十九小項下，全面要求改善顯有困難，故將
不易執行難以提昇建築物討論可行之改善方案，並思考先依改善辦法附表一
「依法定設施設備及程序申請改善」，經認定無法改善者得「採同等性非法定
且有效設施/設備申請改善」及「採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性能安全
評估方法申請改善」（若依改善辦法第三條第三項者不限）
為簡政便民及有效執行為前提，本計畫調查防火避難設施常見問題及改善
困難之項目及類組，據以提出提出改善計畫書撰擬內容、審查原則，以及改善
建議方案及評估補助改善可行性，以作為臺北市執行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
設施改善之依據，有效提昇本市公共安全。
有鑑於此，本計畫提出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幾點重要邏輯與結論建議，分
別如下。
一、計畫邏輯
1.已經蓋好的建築物，無法符合法規是會發生的，簡易的點（條）
式檢查輔以簡易性能化評估改善是必要的。
2.原有合法建築物安全改善不能以 100 分為目標，能達 70 分即達一
定安全水準為佳。
3.友善(簡易)的性能評估方法，對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是一個很好
方法。
4.先自助再共助、再公助，才能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目標。
5.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仍應以法為先，併以安全為前題考量。
6.改善計畫書應符合總分哲學原則的簡易評估法，並考量個案特性
仍然存在，改善計畫書需再透過委員會的討論共識，得到持平得
以認同的安全水準。
7.循法辦理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尚無法全面提昇安全，應再另外針
對特殊使用行為場所提出性能評價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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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限制：本計畫調查及討論範圍排除附建違建與全部違建部份。
三、建議：
（一）優先改善之使用類組建議： A-1 類組、B-1 類組、B-3 類組、H-1
類組、H-2 類組為優先改善之類組，並考量近年來重大營業場所
火災事件，增加 B-2 類組、B-4 類組列入優先改善之類組。
（二）優先改善之防火避難設施項目建議：依建築物產權性及結構性分
三階段推動。
（三）原有合法建築物遮煙性能改善建議：考慮 63 年 2 月 16 日以前之
建築物多為老舊，且改善恐有困難，故有關改善辦法第 10、13、
23 條有關遮煙之規定，得以經 CNS 15038 試驗通過之防火門內貼
覆之遮煙條施以貼覆，則視同具一定之遮煙性。
（四）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簡易安全性能評估法：原有合法建
築物涉及產權性及結構性課題，故建議採用簡易安全性能評估法
之範圍如下：
1.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三條第三項
規定之範圍：
（1） 建築物 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0m2。
（2） 建築物位在 5 層以下之樓層供作 A-1 類組使用。
（3） 建築物位在 10 層以下之樓層。
2.原有合法建築物在產權性、結構性經專業審查單位認定改善困
難者。
（五）委託專業審查單位以確保獨立性及行政技術分立性之建議：性能
審查的精神著重於以公正客觀的角度，不因外力介入或是干擾而
影響其公平性，相對也影響社會大眾及使用者的安全，所以本身
必須保持公正、超然立場。故需藉由第三公正機構進行審查。
（六）技術、補助與獎勵政策手段之實行建議。
香港及日本等鄰近國家與我國具有相同的文化特性，兩國針對
原有合法建築物的推動手法特色及操作方法值得借鏡，除了優
先以老舊建築物優先推動，其推動方法包含技術支援、財政支
援、獎勵制度，此方法值得我們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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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背景
內政部依據建築法第七十七條規定，於 96 年 5 月 16 日修正「舊有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為「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改善辦法」（以下簡稱「改善辦法」） 1，並修正全文。
前項辦法第二條規定，建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依該管主管建築機關視其實際情
形令其改善項目之改善期限辦理改善，於改善完竣後併同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因
應前項規定，臺北市已分別於 98 年 12 月 4 日、99 年 8 月 31 日公告第一階段及
第二階段指定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
然而，臺北市每年平均有八仟件公共安全申報案件下，在併同原有合法建築
物改善項目種類十大項十九小項下，全面要求改善顯有困難，在未能提供建物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具體改善方向下，不符改善辦法之規定時即屬於不合格建築物，
將不易執行難以提昇建築物公共安全達一定等級。故應思考改善計畫書撰寫原則
及有關無法改善辦法逕項項目之改善方式。
改善辦法第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建築物符合一定條件下，其改善計畫書經當地
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前條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此即提供改善
困難的第二種易及性途徑。
臺北市年度公共安全申報案件，如無法依上開辦法附表一辦理改善，同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建築物符合一定條件下，其改善計畫書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可
後，得不適用前條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此即提供改善困難建築物另ㄧ改善
可行性途徑。
基於上開辦法授權規定、簡政便民前提及建管執行人力有限下，擬將委外辦
理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設施改善項目現況調查、提出改善計畫書撰擬內容、審
查原則，並針對改善困難項目提出建議方案及評估補助改善可行性，以作為本市
執行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之依據，有效提昇本市公共安全。

1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內政部 96.5.16 台內營字第 0960802764 號
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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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防災安全需求之提昇、防火安全工程之進步與邁向功能性規範環境之需求下，
本研究之主要目標為提出改善計畫書撰擬內容以及審查原則，並針對改善困難項
目提出建議方案，以作為臺北市執行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
善之依據，有效提昇本市公共安全。
有鑑於此，本計畫將辦理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設施改善項目現況調查、提
出改善計畫書撰擬內容、審查原則，並針對改善困難項目提出建議方案及評估補
助改善可行性，以作為臺北市執行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之依據，有
效提昇臺北市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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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主題內容與預期效益
一、計畫主題內容
1.調查臺北市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中常見不符合項目，建立不同建
築使用類組之防災需求與改善重點及分期分區執行之建議。
2.依改善辦法規定之防火避難設施類改善項目，研提評估建物整體綜
合性及針對個別防火避難設施項目(例：走廊寬度不足、步行距離不
足、安全梯之防火門設置門檻、緊急進口距離樓地板面高度不符等)
提出可行之替代改善方式(例：增設消防安全設備、建置獨立防火區
劃、遮煙條、防火布幕、遮煙捲簾、加強逃生出口之標示及照明等)。
3.蒐集有關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相關文獻、國內建築物防火安全
審查機制、以及火災危險度評估技術等整理分析，據以撰擬替代改
善之審查原則及有關申請書與改善計畫書表之內容，以提供本機關
參考。
二、預期效益
1.依改善辦法授權規定，提出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
可行之替代方案，以利推動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之改善，
增進建築物之公共安全。
2.研擬改善辦法第 3 條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申請書、改善計畫書及說
明書之格式內容及撰寫範例。
3.建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計畫替代方案審查相關規定
與原則，加速推動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之改善，以達簡政
便民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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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執行方法
依據研究計畫之研究內容需求說明，本服務建議書於執行期間之
研究方法述明如下：
1. 案例調查分析法：
1.1 依據研究需求對於臺北市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中常見不符合
項目無法符合改善辦法附表一者提出改善執行重點與建議，並
研析針對個別項目之可行之替代改善方式。。
1.2 同時整彙近年供公眾使用場所火災案例，討論致災原因，以建
立不同建築使用類組之防災需求與改善重點及分期分區執行之
各使用類組建議。
2. 文獻分析綜整法
蒐集國內外有關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相關文獻、建築物防
火安全審查機制、以及火災危險度評估技術等整理分析，據以撰擬
替代改善之審查原則及有關申請書與改善計畫書表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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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流程
本計畫之執行流程如圖 1-1 所示。
原有合法建築物替代改善計畫審查原則委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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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六部分，第一部份為探討「國內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辦
法」，針對國內歷年研究議題及改善辦法之研擬推動進行探討；第二部分則為介
紹「各國消防安全評估系統」；第三部分為研析「日本既存不適格建築物改善辦
法」，針對日本近年對其原有合法建築物推動執行現況及改善辦法進行探討。第
五部份為介紹「香港既有建築強制驗樓計畫」，針對香港政府於今年六月開始施
行之老舊建築物實施之強制驗樓計畫進行介紹，並分析其有關補助辦法。第五部
份為我國原有合法建築物認證推動。第六部份則為整彙我國原有合法建築物補助
改善方案。藉此作為本研究安全評估方法與審查機制研究探討之基礎分析資料。

第一節 國內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辦法

國內歷年探討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辦法在各部會(營建署、消
防署)及研究單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均持續進行相關議題之研究探討，包括防火
安全評估、消防安全設備改善技術開發、法規對策、變更使用等。以下整理相關
文獻並摘取分析研究重要貢獻。
一、防火安全評估與改善技術開發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1998 年研究探討「舊有建築物防火安全評估與改善
技術開發」2此研究分析探討美國、英國、日本消防安全評估系統，並將各國評
估系統整體比較後，提出 73 年 11 月 7 日建築法修正公佈施行前興建完成之維
持原有使用建築物之評估改善技術。
此套評估改善技術主要針對原有不合格建築物，其防火性能無法達到一定水
準以上之安全性，提出不合格部份改善之必要條件，以及從新原則。並針對非起
火標層之安全性評估提出合計總合評估值，以評估危險度。其評估改善要點羅列
如下：

2

何明錦、簡賢文，「舊有建築物防火安全評估與改善技術開發」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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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評估改善目的
對於原有合法建築物不合現行法規者進行火災境況之避難安全性評估，
以判斷對象建築物之安全性是否充足，並表示適當的改善方法為目的
探討：
原有合法不合格建築物，當然有不少防災性能無法達到一定水準以上的
安全性。就這個意義而言，為了得到一定的安全性，則須將原合法不合格部
分全部改善的必要。但對於原有合法不合現行法規的建築物，即使其他的安
全性能（如防止延燒等）稍微差一點，若以避難安全性和現行法規最低限度
相符的觀點來看，則不合現行法規的建築物不需要完全提昇至現行法規的標
準。本改善技術即是以更合理的方式進行這樣的改善評估。
(二) 適用對象
改善對象建築物為原有合法建築物並維持原有使用用途之建築物。
探討：主要針對無法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規定項目改善者，製作「改善計畫」的評估技術方針，故對象建築物為
原有合法且維持原有使用用途建築物。
(三) 評估必要條件
為適用本評估方法，下列各項目必須達到現行建築法令的要求；否則，
應先行必要的改善來滿足各條件。
1.面積區劃：樓地板面積應按每 1500m2 區劃之；但設置自動滅火設備時，可以
扣除設置面積的二分之一。但供劇場、電影院、演藝場、展覽場、
公會堂與集會堂的觀眾席、體育館、工廠等使用部份者除外。
2.用途區劃：下列四種用途空間相互之間應設置防火區劃。
(1)住宿場所：集合住宅、旅館、醫院。
(2)店鋪：販賣物品場所、飲食店。
(3)集會場：集會場、劇場、戲院。
(4)其他：辦公室
3.設置緊急照明裝置：集合住宅的住宅內與醫院的病房內除外，但走道與樓梯部
分必須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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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置緊急進口或緊急用昇降機
探討：在進行安全性評估時，若無法滿足上述四項必須項目，則建築物的基
本條件變寬了，無法保證評估的必要安全。例如面積超過法規規定面積一千
五百平方公尺，則火災的規模相對的也變大，危險度也提高。
1.在面積區劃的情況下，設置滅弱火勢的自動滅火設備，即使面積區劃加倍，
火災的規模也認定為同一程度。
2.用途區劃使將使用時間及使用型態互異的空間予以防火區劃，以提高火災
延燒的安全性，這是對以往定義不明確的用途區劃空間所要求的條件。
3.設置緊急照明設備是依據火災統計分析，火災時通道中無緊急照明設備者
死亡率高。且通道的照度在 0.12LUX 以下時，步行速度就會減慢。
4.設置緊急進口是用來依賴消防隊搶救活動的條件。
(四)從新原則
下列設施與設備應依現行法令規定辦理改善：
1.防火避難設施部分：
(1)室內裝修
(2)直通樓梯
2.消防設備部分
(1)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2)緊急廣播設備
(3)標示設備
(4)滅火器
(五)評估流程
使評估對象符合可接受之安全標準，評估改善時應依照下述圖 2-1、圖 2-2
的流程運作至合格的狀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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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有建築物的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

符合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是

合格

否

舊有建築物的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

滿足必須項目

否

是

改善技術的檢討

否

舊有建築物防火安全評估與改善技術

是
應簽證

應審查

專業技師簽證負責
及相關主管機關審
查合格

專業技師簽證負責

合格

圖 2- 1 整體評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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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必須要件

非起火樓層安全性評估

否

是

居室避難的安全性評估

檢討改善

否

是

二方向避難安全性評估

否

是

符合規定

圖 2- 2 評估改善流程

探討：
此評估改善技術目的在於明確指出各舊有不合格建築物之避難安全性標準
且表示出不符現行建築法令所要求水平之程序。
1.在本評估改善技術中，若評估總值總計在 0 以上時，則視為達到現行法規所要
求的避難安全性標準。但是實際上的規定必須要有最低限度的避難安全性水準，
因為可預見的是建築物用途、不合格的內容等項目上會有不同狀況，對於因社
會環境的變化而產生的舊有不合格建築物，可以要求到何種標準也是一項難題。
因此，在設計本改善技術作業中，對於各種用途建築物的舊有不合格案例，進
行個案研究用以證明本評估法的適用。結果得到評估值總計為「0」者大致表
示了現行法規規定的避難安全性水準結論，因而以此作為基準值並進一步採用
之。
2.如上述之評估值合計「0」其並非絕對的基準值。雖然原本視為對象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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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與規模等項目上，大致上都限定在某個範圍裡，但其內容有無數不同的形
態，所以不應忽視其特性而視之為一律的基準，所提案的基準要以提昇整體安
全水平為目的，故以假設規定或相對性的觀點來運用此改善評估技術。
3.在舊有不合格建築物中亦有依上述流程圖評估，且不須改善亦可達到合格者。
這些建築物在只針對火災時之避難安全上，可解釋為達到上述的水準。
二、建築物變更使用防火避難設計替代方法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1 年研究探討「建築物變更使用防火避難設計替代
法之研究」 3此研究首先針對國際間防火工程先進國家，關於申請建築物變更使
用法規規定、技術方法，進行了解、比較、分析，藉以了解各國在建築物變更使
用之替代技術與對策，並歸納為三大主要方法，包括：1.防火避難安全性能式設
計法；2.規格式條文替代設計法；3.綜合防火安全評估法。其研究探討重點與結
論羅列如下：
(一 )評 估 方 法
採用 NFPA 101A 採用之防火安全評估法（Fire Safety Evaluation），並加以
本土化，以兼顧建築法七十三條執行要點所規定之變更使用明確的檢討項目，以
及替代方案整體防火安全性能評估。
針對防火避難項目，參考日本 Route B 之簡易性能式避難設計檢證法，公告
檢證替代項目與方法。
(二 )審 查 機 制
審查機制部分，初步採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審查認可，同時邀請消防單位
派員協審，經認可之替代方案，應同時適用消防單位審查標準，並免再審查。
三、消防安全設備改善
內政部消防署於 2002 年研究探討「既有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改善之研究」4
此研究探討議題廣泛包括法規層面、消防安全設備改善技術工法層面、評估機制
與案例，並研擬「既有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辦法(草案)」，其研究探討重點
與結論羅列如下：
(一) 既有建築物消防安全評估改善規劃步驟之分析
基本上對應於既有建築物不同時期及其用途之使用，自有其不同之法令約束
3
4

王鵬智，建築物變更使用防火避難設計替代法之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1。
簡賢文、陳火炎，既有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改善之研究，內政部消防署，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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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特有之評估改善方式，然而整體評估改善之流程應建立其一致性，今將各步驟
分述如下：
1.既有建築物依維持原用途與變更使用用途加以分類。
2.依其用途改變各有其不同之相關法令規範，符合法令規定者自可視為合格。
3.不符該相關法令規範者，則檢討其適用新工法、新技術、新設備或改評估善技
術之替代方案，可達同等以上效能都，可視為合格。
4.無適用之替代方案可行時，則以人命安全為優先考量，評估在發生火災時，人
員是否在規定的時間內可安全地自該建築物逃離。若可安全逃生，亦視為合
格。
5.若評估逃生失敗，則視為不合格。
上述步驟整理成如圖 2-3 所示之消防安全評估改善規劃架構圖。
(二)既有建築物權益應加以保障，「放寬」及「替代」措施為務實作法
既有建築物的形成是法令使用延伸下的必然現象，法令的變動造成已存在的
建築物，不能合乎目前法令的要求，並非業主的過失與責任，在法令演變下各類
合法的既有建築物，所取得的權利均應被承認及保障。
另從美日等國相關法令來檢討，針對既有建築物其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均有「放寬」之規定及「替代」的作法。而本研究所提供之國內案例，
在實際之改善過程中，亦穩含此一手法。故對既有建築其消防安全設備之改善，
不論從法律角度探討或從實際執行去衡量，提供「放寬」及「替代」措施當屬合
理適當、務實可行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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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既有建築物消防安全評估改善規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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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及消防法令可分立，但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實相輔相成
從此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可發現，有關「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
備改善辦法」之執行困難上，該法令主管機關未會同消防機關執行之因素高居第
一位，倘若各縣市建管機關未會同消防機關訂定計畫分期、分區執行檢查，則消
防機關難以單獨作業。由此看來，針對既有建築物其消防安全設備之改善方案，
在立法上有其迫切之需要性及獨立性。
現今建築物防火設計方式可分為被動式阻火系統(如：鋼結構被覆材、防火
牆、防火門等)及主動式滅火系統(如：受信總機及警報、探測器及排煙設備、自
動撒水設備、緊急電源、緊急昇降機等)兩大類。當火災發生時，被動式阻火系
統雖然不能立即達到滅火的目的，但可發揮阻止火焰延燒，保護建築物結構的穩
定，使人員可以安全撤離而消防人員得以在火場內安全執行任務。人員逃生避難
基本上，仍需依靠防火避難設施，如有再多的消防安全設備未必能取而代之。反
之，防火避難設施亦無從自行滅火，再多嚴密的設施仍難免有不可預期性。此觀
點在本研究第二章建築防火與消防設備之法令比較與演進上可知兩者關係為相
輔相成，有其密不可分的關係。
(四)防火評估技術與避難安全檢證法之比較
「安全」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也與目前法規或各種評估方案的架構有相當大
的關係，既沒有 100%安全的建築物，也沒有 100%危險的使用設施，問題便在
於所衍生的火災危險，是否能被有效地平衡。以本研究使用之兩種評估方式加以
比較，除基本限制條件不同外，其目的均著重於維護內部人員的避難安全。
「舊有建築物防火安全評估與改善技術」的特徵在於評估各項與早期發現起
火、火災擴大防止等相關之防火滅火設施、設備，其最終目的在於維護內部人員
之避難安全，且可進行改善的對策不只一項，而是多項可供選擇的對策。但「避
難安全檢證法」之計算答案為單一的，不可替換的，只要確認具有避難安全性能
者，得不受建築防火法規部分內容之規範，即可排除相關防火區劃、內裝限制等
相關設施。
(五)避難安全檢證法雖簡易可行，但仍需注意適用範圍之限制
本研究應用之日本避難安全檢證法，因將許多繁複的建築空間、人類的行為
及火災發展屬性予以限制簡化，使其驗證法趨於簡易可行，所以在使用時應注意
其使用限制條件之規定。該檢證法之應用限制在建築空間方面，限定應為防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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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熱之建築物;在人員方面，規定所有人員應具有自力行動之避難能力;在火災發
展方面，其火災模式為 t-square 成長，且火災僅為侷限於居室內未蔓延至其它居
室之火災規模。
然實際運用在本研究案例中，其空間構造、人員屬性等條件均符合該避難安
全檢證法之要求，但在收容人員密度與居室情況及避難行動反應這兩項因素中，
該檢證法之規定值似嫌保守而失其客觀性。在此建議使用避難安全檢證法進行評
估時，應對其限制及現實情況加以瞭解及判斷，並思考是否應酌予修正調整以符
合實際情境。
(六)性能設計審查機制之建立
從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各縣市消防主管機關之業務主辦大致均認同對於防
火評估或避難性能檢證等性能設計之審核，可由各縣市組成專案審查委員會來受
理審核該項方案，而該審查委員會成員應由相關專業技師、學者、官員及專業機
構等人員來組成。
而從事性能設計所需依靠的是合格以及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來採用合適的模
式方法及數據做設計分析。一般而言不論是法規的制定或專案的規劃設計均是多
層面的，所以法規的研擬過程與專案的規劃設計應有各種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參
與，以使審議程序之運作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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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國消防安全評估系統

一、美國Fire Safety Evaluation System (FSES) 5
(一) 簡介
FSES 由美國消防協會（NFPA）所開發，為一種提供建築避難安全性能評
價方法。發表於 NFPA 101A, Life Safety Code，為廣泛使用的規範之一，透過此
規範可判定建築應具備的最小防火安全等級。
FSES可為某種使用類型的建築，提供一個多元的防火安全參數評估法
(multiattribute approach)以評定與現行規範(NFPA 101 6)之間等價關係。
原始的 FSES 是開發給照護機構（health-care）當作一個防火安全評估方法，
以幫助管理者評估州政府法規需求。FSES 現在不僅用在照護機構，亦用在管訓
機構、照護所、商業用途建築及教學場所。
(二) 評估因子
以商業用途類的 FSES 為例，共設定 12 項評估因子，每一個評估因子依評
估對象條件給予評價值。使用者可對照 NFPA 101 計算相關的評價值給予評分。
從評估因子的評價最小值與最大值的差價(Spread)可以得知其相對重要性。差值
愈大代表其影響評價結果大，愈小反之，各參數評價值及差值如表 2-6 所示。
1. 評估因子權重分析
在這 12 個評估因子中，主要可歸類為兩大類：火災控制及避難出口，其各
因子防火安全的重要性可從因子的參數差值中比較之，參數的差值或可以作為因
子重要性的比較方法。從表 2-7 可知各參數差值從低至高的排列，前 5 個參數差
值和佔總分數 94 分中的 63%，後 7 個佔 37%。

5

John M. Watts, Jr., Analysis of the NFPA Fire Safe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Business Occupancies,
1997
6
NFPA 101, Life Safety Code, 2009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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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FSES-商業使用評價參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差值

(Min)

(Max)

(Spread)

1. 構造 (construction)

-12

2

14

2. 災害隔離 (segregation of hazards)

-7

0

7

3. 垂直開口 (vertical openings)

-10

1

11

4. 撒水(sprinklers)

0

12

12

5. 火災警報 (fire alarm)

-2

4

6

6. 煙偵知器 (smoke detection)

0

4

4

7. 室內裝修材 (interior finish)

-3

2

5

8. 煙控 (smoke control)

0

4

4

9. 出口路徑 (exit access)

-2

3

5

10. 逃生路徑 (Egress Route)

-6

5

11

11. 走廊/居室區隔 (corridor/room separation)

-6

4

10

12. 緊急應變程序 (occupant emergency program)

-3

2

5

總計

-51

43

94

參數(Parameter)

表 2- 2 FSES-商業使用評價參數差值排列
參數(Parameter)

差值

百分比

1. 構造 (construction)

14

15

4. 撒水 (sprinklers)

12

13

10. 逃生路徑 (Egress Route)

11

12

3. 垂直開口 (vertical openings)

11

12

11. 走廊/居室區隔 (corridor/room separation)

10

11

2. 災害隔離 (segregation of hazards)

7

7

5. 火災警報 (fire alarm)

6

6

7. 室內裝修材 (interior finish)

5

5

9. 出口路徑 (exit access)

5

5

12. 緊急應變程序 (occupant emergency program)

5

5

6. 煙偵知器 (smoke detection)

4

4

8. 煙控 (smoke control)

4

4

總計

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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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估因子重點概要說明
針對 12 項評估因子之評估內容逐一探討，以理解各因子對防火安全之影響、
定義與評估考量重點。各項評估因子及權重詳表 3。
(1) 構造 (construction)
依 NFPA 220 Standard on Types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定義中的類別，區分為不
燃與可燃構造，並依樓層數及高度給予相對分數。可燃且高樓層者分數最低(-12)，
不可燃低樓層者分數較高(2)。
(2) 災害隔離 (segregation of hazards)
此參數評價有四個步驟（以最脆弱及危險的區域為評價值）：
A. 步驟 1: 定義災害區域(Identify Hazardous Areas)，災害區域可能在任何空間或
區劃，如儲存間或其它非常態使用的空間，但具火災潛存風險。
B. 步驟 2：判定災害等級(Determine the Level of Hazard)，2 個災害等級：結構性
的危害及非結構性的危害。
C. 步驟 3：判定防火措施(Determine the Fire Protection Provided)
考量兩種不同形態的防火措施。第一種為自動撒水系統或其它適當的
滅火系統；第二種為防火區劃。
D. 步驟 4：判定缺點等級與參數評價。如表 2-8 所示。
表 2- 3. Segregation of Hazards/ Degree of Deficiency 7
No protection
Not structurally
endangering
structurally
endangering

Sprinkler
protection

Single deficiency
Double deficiency

Fire-resistive
enclosure*

Sprinkler
fire-resistive
enclosure

No deficiency
Single deficiency

No deficiency

*完整的區劃及足夠的耐燃等級
當評估結果為兩種缺點且暴露在避難逃生(出口)路徑為最低分(-7)，無任何
缺點為最高分(0)。
(3) 垂直開口 (vertical openings)
垂直開口包括樓梯、管道間等，評價的標準在於是否有獨立防火區劃及其耐
燃時效。當垂直開口未完整區劃且連接樓層超過 5 樓以上分數最低(-10)，完整區
7

NFPA 101A, Guide on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Life Safety, 2004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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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且防火時效達 1 小時以上分數最高(1)。
(4) 撒水頭 (sprinklers)
依設置含概範圍評分，無設置及僅設置於走廊為最低分(0)，全棟設置且為
快速反應型撒水頭為最高分(12)。
(5) 火災音響警報 (fire alarm)
火災警報依有無設置、使用條件及設備機能為評分基準，無設置且場所具高
度使用載量(occupant load)為最低分(-2);設置火災警報設備並具訊號轉達消防隊
功能，為最高分(4)。
(6) 偵煙探測器 (smoke detection)
偵煙探測器依有無設置及設置範圍為評分基準，無設置為最低分(0)；全棟
設置為最高分(4)。
(7) 室內裝修材 (interior finish)
室內裝修材影響火災延燒率(Flam Spread Ratings )，依 NFPA 101 檢視裝修材。
評估出口路徑及居室材料火災延燒率，兩者均大於 75 小於 200 為最低分(-3)；兩
者均小於或等於 25 為最高分(2)
(8) 煙控 (smoke control)
煙控依有無設置及設置方式為評分基準，設置方式分為，主動式(排煙設備)
或被動式(防煙區劃)。無設置為最低分(0)；設置主動式為最高分(4)。
(9) 出口路徑 (exit access)
出口路徑依是否有死巷及步行距離為評分基準。有死巷且長度大於 75ft 小於
等於 100ft(約 30m)為最低分(-2)；無死巷逃生步距小於 50ft 為最高分(3)。
(10) 避難通道 (Egress Route)
避難通道依單一避難動線、兩個以上的避難動線及其區劃防護狀態或直接逃
生出口為評分基準。單一避難動線為最低分(-6)，直接逃生出口為最高分(5)。
(11) 走廊/居室區劃 (corridor/room separation)
此項目之評估基準在於房間與走廊之區劃狀態(等級)。居室與走廊區劃不完
整（開口無門）為最低分(-6)；居室直接通往出口（無需經過走廊）為最高分(3)。
(12) 人員應變計畫 (occupant emergency program)
此項目依每年防火演訓次數為評估基準。0 次為最低分(-3)，大於 2 次為最
高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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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估步驟
FSES(商業類型)評估作業程序共有五個步驟程序：
1.步驟 1：完成評估表單 8.6.1。
2. 步驟 2：依工作表單 8.6.2，判定各單項安全評估值。
3. 步驟 3：依工作表單 8.6.4，判定規範需求(Mandatory Requirements)值。
4. 步驟 4：依工作表單 8.6.5，評價防火安全等價差值。
5. 步驟 5：依工作表單 8.6.7，檢核防火安全等級是否至少同等於規範需求
(Mandatory Requirements)值。工作表單 8.6.7 結合防火安全評價表 8.6.5
及額外的考量表 8.6.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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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FSES 商業類防火安全評估表單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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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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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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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FPA101A, 2004)

21

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替代方案委託調查案

二、美國Wisconsin評估系統
(一) 簡介
Wisconsin Administrative Code -Chapter ILHR 70 8，為美國威斯康辛州為針對歷史建築

訂定之相關規範，其中第4節為建築評估法(Building Evaluation Method)。這個系
統藉由從威斯康辛州主要建築規範中比較17個建築安全因子，評估歷史性建築的
人員生命安全(life safety)。
(二) 評估因子
Wisconsin 評估法，共設定 17 項評估因子，每一個評估因子依評估對象條件
給予評價值。從評估因子的評價最小值與最大值的差價(Spread)可以得知其相對
重要性。差值愈大代表其影響評價結果大，愈小反之，各參數評價值及差值如表
2-14 所示。
1. 評估因子權重分析
在這 17 個評估因子中，主要可歸類為兩大類：防火安全(Fire Safety)及避難
(Means of Egress)，兩者為整體防火安全。
防火安全包括影響建築安全之因子，如結構耐燃性、火警自動警報設施（偵
測及警報）、火災抑制特性；避難安全包括影響避難逃生安全之因子。
其各因子防火安全的重要性可從因子的參數差值中比較之，參數的差值或可
以作為因子重要性的比較方法。從表 2-10 可知各參數差值從低至高的排列，前 7
個參數差值和佔總分數 140 分中的 57%，後 10 個佔 43%。

8

Wisconsin Administrative Code, chapter ILHR 70, “Historic Buildings,” Madison: Department of
Industry, Labor, and Human Relation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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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Winsconsin 評估因子權重與差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差值

(Min)

(Max)

(Spread)

1. 樓層 (Number of Stories)

-5

10

15

2. 建築樓地板面積 (Building Area)

-5

5

10

-2

2

4

-5

3

8

5. 防火填塞(Fireblocking)

-5

0

5

6. 用途區劃 (Occupancy Separation)

-5

2

7

7. 垂直開口 (Vertical Openings)

-3

1

4

-10

5

15

0

5

5

10. 火警音響警報 (Fire Alarms)

-5

5

10

11. 煙控 (Smoke Control)

0

10

10

12. 出口 (Exits)

0

5

5

13. 死巷 (Dead Ends)

-5

0

5

14. 最長步行距離(Maximum Travel Distance)

-5

5

10

-5

2

7

-4

4

8

17. 撒水頭 (Sprinklers)

-5

7

12

總計

-69

71

140

評估因子(Parameter)

3. 建築防火區劃等級 (Building Fire−Resistance
Rating Based on Fire Separation Distance)
4. 頂(閣)樓(防煙)區劃 (Attic Draftstopping and
Compartmentalization)

8. HVAC(暖氣、通風、空調) 系統 (HVAC
systems)
9. 偵煙探測器(Smoke Detection)

15. 緊急照明、電源系統 (Illumination Emergency
Power)
16. 電梯管控 (Elevator Control)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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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Winsconsin 評價參數差值排列
參數(Parameter)

差值

百分比

1. 樓層 (Number of Stories)

15

10.5

8. HVAC(暖氣、通風、空調) 系統 (HVAC systems)

15

10.5

17. 撒水頭 (Sprinklers)

12

8

2. 建築樓地板面積 (building area)

10

7

10. 火警音響警報 (Fire Alarms)

10

7

11. 煙控 (Smoke Control)

10

7

14. 最長步行距離(Maximum Travel Distance)

10

7

8

5.5

8

5.5

7

5

7

5

5. 防火填塞(Fireblocking)

5

4

9. 偵煙探測器(Smoke Detection)

5

4

12. 出口 (Exits)

5

4

13. 死巷 (Dead Ends)

5

4

4

3

4

3

140

100

4. 頂(閣)樓(防煙)區劃 (Attic Draftstopping and
Compartmentalization)
16. 電梯管控 (Elevator Control)
6. 用途區劃 (Occupancy Separation)
15. 緊急照明、電源系統 (Illumination Emergency
Power)

3. 建築防火區劃等級 (Building Fire−Resistance
Rating Based on Fire Separation Distance)
7. 垂直開口 (vertical openings)
總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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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估內容與步驟
1. 評估步驟
Wisconsin 評估法評估作業程序共有五個步驟程序：
1. 步驟 1：完成各項評估表單(共 17 項)，詳表 2-16~表 2-33。
2. 步驟 2： 依防火安全(Fire Safety)、避難安全(Means of Egress)、整體安全
(General Safety )三個評估類型填入各項對應分數，詳表 2-33。
3. 步驟 3：總計三項評估類型總分，少於 0 者代表其不符法定安全評估值。
2. 評估因子評估重點概要說明
針對 17 項評估因子之評估內容逐一探討，以理解各因子對防火安全之影響、
定義與評估考量重點。
(1) 樓層數 (Number of Stories)
此評估項目依法規(IBC 9)所允許的最高樓層數量檢討，超過法定規範為最低
分(-5)，低於法定規範為最高分(10)
表 2- 7 樓層數
樓層數量(number of stories)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每層超過法規所允許的最高樓層數量
建築樓層已達現行法規允許的最高樓層數量
建築現有樓層低於現行法規所允許的樓層數量

-5
0
+5 (最高數值= +10)

(資料來源：Wisconsin Administrative Code, chapter ILHR 70, 1995)
(2) 建築樓地板面積 (Building Area)
此評估項目依法規(IBC)所允許的建築面積範圍檢討，超過法定規範允許範
圍的 150%為最低分(-5)，低於允許範圍的 50%為最高分(5)。

9

IBC：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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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建築樓地板面積
建築樓地板面積 (Building Area)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超過現行法規允許範圍的 150％

-5

允許範圍的 131% - 150%

-4

允許範圍的 121% - 130%

-3

允許範圍的 111% - 120%

-5

允許範圍的 90% - 110%

0

允許範圍的 80% - 89%

+2

允許範圍的 70% - 79%

+3

允許範圍的 50% - 69%

+4

少於允許範圍的 50%

+5
(資料來源：Wisconsin Administrative Code, chapter ILHR 70, 1995)
(3) 建築防火區劃等級 (Building Fire−Resistance Rating Based on Fire Separation
Distance)
此評估項目依法規(IBC)所設定的外牆防火等級，低於法定規範等級為最低
分(-2)，高於法定規範等級為最高分(2)。
表 2- 9 建築防火區劃等級
建築防火區劃等級 (Building Fire−Resistance
Rating Based on Fire Separation Distance)
防火區劃等級小於現行法定規範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2

防火區劃等級符合法定規範

0

防火區劃等級高於法定規範

2
(資料來源：Wisconsin Administrative Code, chapter ILHR 70, 1995)
(4) 閣樓(防煙)區劃 (Attic Draftstopping and Compartmentalization)
此項目評估頂(閣)樓有無(防煙)區劃及設置區劃設施(Draftstopping)，無區劃
但需要為最低分(-5)；區劃面積小於規範面積的 25%為最高分(3)。
表 2- 10 建築防火區劃等級
閣樓(防煙)區劃 (Attic Draftstopping and
Compartmentalization)
無區劃但需要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5

區劃面積未超過規範的 10%

3

符合規範的區劃面積

0

區劃面積小於規範面積的 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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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火填塞(Fireblocking)
此項目評估頂防火填塞設置狀況，無防火填塞為最低分(-5)；符合現行規範
為最高分(0)。
表 2- 11 防火填塞
防火填塞(Fireblocking)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無防火填塞

-5

地下室及閣樓或其它可進入空間具防火填塞

-3

符合現行規範

0

(6) 用途區劃 (Occupancy Separation)
此項目評估用途區劃狀況，無用途區劃(但需要)為最低分(-5)；符合現行規
範且大於法定值 1 小時耐燃等級以上為最高分(2)。
表 2- 12 用途區劃
用途區劃 (Occupancy Separation)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無用途區劃，但需要

-5

具區劃，但小於法定值 2 小時耐燃等級以上

-4

具區劃，但小於法定值 1 小時耐燃等級以上

-2

符合現行規範或無需區劃

0

具區劃，且大於法定值 1 小時耐燃等級以上

2

(7) 垂直開口 (vertical openings)
此項目評估垂直開口區劃防護狀況，無用途區劃(但需要)為最低分(-5)；符
合現行規範且大於法定值 1 小時耐燃等級以上為最高分(2)。
表 2- 13 垂直開口
垂直開口 (vertical openings)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無區劃防護，但必須

-3

具區劃防護，但未達區劃等級

-2

具區劃防護，但小於法定值 1 小時區劃等級

-1

符合法定值或無區劃需要

0

法定為 1 小時，實設具 2 小時區劃等級

1

27

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替代方案委託調查案

(8) HVAC(暖氣、通風、空調) 系統 (HVAC systems)
此項目評估 HVAC(暖氣、通風、空調) 系統設置現況，評估火煙漫延控制情
形。風管貫穿 3 個以上樓層，但無設置防火(煙)閘門（現行法規定）為最低分(-5)；
風管系統僅設置單層樓或中央系統未使用風管作業連接 2 層或更多樓層(5)。
表 2- 14 HVAC(暖氣、通風、空調) 系統
HVAC(暖氣、通風、空調) 系統 (HVAC systems)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風管貫穿 3 個以上樓層，但無設置防火(煙)閘門
（現行法規定）

-10

風管管道間（air plenums）置放可燃物

-5

風管貫穿 3 個以上樓層，設置防火(煙)閘門（依
現行法規定）

-5

風管貫穿未超過 2 個樓層，但無設置防火(煙)閘
門（現行法規定）

-2

風管貫穿未超過 2 個樓層，設置防火(煙)閘門（依
現行法規定）

0

依現行法相關規定

0

風管系統僅設置單層樓或中央系統未使用風管
作業連接 2 層或更多樓層

5

(9) 偵煙探測器(Smoke Detection)
此項目評估偵煙系統設置現況。符合現行法規為最低分(0)；所有區域均設
置，且符合法規規範為最高分(5)。
表 2- 15 HVAC(暖氣、通風、空調) 系統
偵煙探測器(Smoke Detection)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符合現行法規

0

僅電梯廳設置且現行法規未要求設置

1

僅空調機房設置且現行法規未要求設置

2

空調機房及電梯廳設置且現行法規未要求設置

3

所有區域均設置，且符合法規規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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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火警音響警報 (Fire Alarms)
此項目評估火警音響警報設置現況。符合現行法規為最低分(0)；所有區域
均設置，且符合法規規範為最高分(5)。
表 2- 16 火警音響警報
火警音響警報 (Fire Alarms)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需設置手動火警報系統，但未設置

-5

設置手動火警警報系統，但未符合規範

-2

系統符合規範

0

設置手動火警警報系統，但規範未要求設置

1

設置手動火警警報系統及聲音警報或附有定址
功能，但規範未要求設置

3

火警警報系統連接中控室

4

火警警報系統連接中控室，且於遠處中控室(消
防隊)連接同時可監控

5

(11) 煙控 (Smoke Control)
此項目評估排煙設施設置現況。符合現行法規為最低分(0)；工程煙控及排
煙系統含括整棟建築，非法規要求必需設置為最高分(10)。
表 2- 17 煙控
煙控 (Smoke Control)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設置煙控系統且符合現行法規要求規範

0

設置可開啟窗戶且符合現行法規要求規範

0

全棟建築均設置可開啟窗戶，且不需特殊工具開
啟，非必需設置

2

全棟建築均設置自動排煙口，非法規要求必需設
置

3

一座防煙區劃完整樓梯且全棟建築均設置可開
啟窗戶，非法規要求必需設置

5

所有樓梯均為空氣壓力為正壓（依規範），非法
規要求必需設置

7

工程煙控及排煙系統含括整棟建築，非法規要求
必需設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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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口 (Exits)
此項目評估出口設置現況，包括數量、寬度等。符合現行法規為最低分(0)；
樓梯間防火區劃等級達法規要求 3 級(以上)為最高分(5)。
表 2- 18 出口
出口 (Exits)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符合現行法規要求規範

0

除現行法規要求規範增加額外的出口

2

樓梯間防火門防火時間超過法規最低要求

3

樓梯間防火區劃等級達法規要求 3 級(以上)

5
(資料來源：Wisconsin Administrative Code, chapter ILHR 70, 1995)
(13) 死巷 (Dead Ends)
此項目評估死巷步行距離。超過法規規範為最低分(-5)；符合法規要求為最
高分(0)。
表 2- 19 死巷
出口 (Exits)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死巷長度超過法規規範

-5

符合法規要求

0

(14) 最長步行距離(Maximum Travel Distance)
此項目評估最長步行距離。法規規範的 111%-125%為最低分(-5)；小於法規
規範的 50%為最高分(5)。
表 2- 20 最長步行距離
最長步行距離(Maximum Travel Distance)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法規規範的 111%-125%

-5

法規規範的 90%-110%

0

法規規範的 50%-89%

3

小於法規規範的 50%

5

(15) 緊急照明電源系統 (Illumination Emergency Power)
此項目評估緊急照明，以利斷電時逃生安全。法規規範的 111%-125%為最
低分(-5)；小於法規規範的 50%為最高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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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1 緊急照明
緊急照明(Illumination Emergency Power)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無設置，但規範要求設置

-5

符合法規

0

有設置，但規範未要求設置

2

(16) 電梯管控 (Elevator Control)
此項目評估電梯管控。3 層樓以上建築未設置電梯為最低分(-4)；3 層樓或更
高樓層建築設置電梯，有緊急控制系統(電梯召回及機廂內操作系統)為最高分
(4)。
表 2- 22 電梯管控
電梯管控 (Elevator Control)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3 層樓以上建築未設置電梯

-4

3 層樓或更高樓層建築設置電梯，無緊急控制系
統

-2

低於 3 層樓建築，無設置電梯

0

低於 3 層樓建築，設置電梯，無緊急控制系統

0

低於 3 層樓建築，設置電梯，有緊急控制系統(電
梯召回)

1

低於 3 層樓建築，設置電梯，有緊急控制系統(電
梯召回及機廂內操作系統)

1

3 層樓或更高樓層建築設置電梯，有緊急控制系
統(電梯召回)

2

3 層樓或更高樓層建築設置電梯，有緊急控制系
統(電梯召回及機廂內操作系統)

4

(17) 撒水頭 (Sprinklers)
此項目評估自動撒水系統。無設置，但規範要求設置最低分(-5)；全棟設置
撒水且依規範設置，但非規範要求為最高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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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3 撒水頭
撒水頭 (Sprinklers)

評價值(numerical value)

無設置，但規範要求設置

-5

有設置，但未符規範要求

-3

無設置，但規範未要求設置

0

有設置，符規範要求

0

有設置且設置快速反應型，規範未要求

2

全棟設置撒水且依規範設置，但非規範要求

7

2. 建築評價表(Building Evaluation Form)
依防火安全(Fire Safety)、避難(Means of Egress)、整體安全(General Safety)
填列 17 項評估因子分數並統計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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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4 建築評價表
安全類型(Life Safety Categories)
建築安全評估因子
(Building Safety Parameters)

防火安全
(Fire Safety)

避難安全

整體安全

(Means of
Egress)

(General
Safety)

1. 樓層 (number of stories)
2. 建築樓地板面積 (building area)
3. 建築防火區劃等級 (Building
Fire−Resistance Rating Based on Fire
Separation Distance)

NA

4. 頂(閣)樓(防煙)區劃 (Attic
Draftstopping and
Compartmentalization)
5. 防火填塞(Fireblocking)

NA

6. 用途區劃 (Occupancy Separation)

NA

NA

7. 垂直開口 (vertical openings)
8. HVAC(暖氣、通風、空調) 系統
(HVAC systems)
9. 偵煙探測器(Smoke Detection)
10. 火警音響警報 (Fire Alarms)
11. 煙控 (Smoke Control)

NA

12. 出口 (Exits)

NA

13. 死巷 (Dead Ends)

NA

14. 最長步行距離(Maximum Travel
Distance)
15. 緊急照明、電源系統 (Illumination
Emergency Power)

NA
NA

16. 電梯管控 (Elevator Control)
17. 撒水頭 (Sprinklers)
總計
NA：“Not applicable”（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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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既有建築防火安全評估
香港既有建築課題以既有高層建築為主，以下列舉香港專家學者針對既有高
層建築防火安全評估系統中所研擬之重要評估因子。
(一) 高層既有建築防火安全評估
Lo,S.M分於 1999 年

10

、2009 年

11

採用層級分析法(AHP)、模糊理論，參考

NFPA101A、BSIS，針對「高層既有建築」提出五個手段(Criteria)，每一手段即
提供VP(非常差給予 1 分)、P(差給予 2 分)、M(中等給予 3 分)、S(安全給予 4 分)、
VS(非常安全給予 5 分)五等級予以評分予以加總、配予權重，其中每一等級之評
斷則由香港專家基於香港建築物而訂之基準給予等級。
表 2- 25 防火安全標準及參數權重
標準

參數

出口通道寬度
出口路線數量
步行距離
逃生預警系統
(0.34)
人口分佈格局
出口通道的配置
緊’急照明系統
火災預防與耐火 區劃大小
構造
防火門
(0.19)
牆壁，地板，障礙物等防火等級
火災延燒預防
火載量
消防搶救與緊急 緊急車輛通道
應變機制
消防和搶救樓梯
(0.09)
消防員升降機（電梯）
排煙口
裝設消防設備
消防栓
(0.29)
消防水帶
自動撒水系統
探測系統
報警系統
機械排煙
小型機械設備
建築特徵與管理 建築位落方向
(管理等手
使用特性
段,2009)
管理水準
(0.09)
維護水準

權重(正規化後)
1999年
2009年
0.3
0.14
0.24
0.209
0.06
0.145
0.12
0.134
0.13
0.163
0.15
0.209
0.008
0.192
0.25
0.24
0.3
0.171
0.18
0.171
0.19
0.226
0.29
0.213
0.4
0.253
0.21
0.253
0.1
0.281
0.3
0.275
0.05
-0.26
0.2375
0.1
-0.24
0.2375
0.05
--0.25
0.11
-0.35
0.369
0.35
0.323
0.19
0.3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0

Lo,S.M. (1999), “A fire safe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existing buildings”.Fire Technol., 35(2):131-152
Lo,S.M. (2009), “On the use 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 and optimal classification for computing fire risk
ranking of buildings”,Neural Comput & Applic., 18(6):643-65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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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L.T.於 2007 年 12針對 122 棟香港舊高層建築依Fire Safety Evaluation (FSB)
四個手段(Category)及 43 個項目(Item)進行評價，由AHP分析後其權重，並發現
5%建築不符合最低分數,其項目如下:
表 2- 26 防火安全評估項目及權重
指針
項目
1.火載量密度
2.建築物使用(單一或複合)
建築物特徵
3.建築物高度
(37.5%)
4.避難出口(是否大於法規規定之數量)
5.避難出口使用率(單位人使用數量)
1.滅火器(是否依法可用)
2.自動撒水系統(是否依法可用)
3.自動探測系統(是否依法可用)
4.消防栓系統(是否依法可用)
裝設消防設備 5.手動報警系統(是否依法可用)
(37.5%)
6.水帶系統(是否依法可用)
7.自動排煙系統(是否依法可用)
8.遮煙門(是否依法可用)
9.出口標示(是否依法可用)
10.緊急照明(是否依法可用)
1.屋頂避難層出入口門((無上鎖可自行開閉)
2.建築物出入口(無上鎖可自行開閉)
3.通往安全門之路徑(應無阻礙)
4.樓梯牆開口(無開口或任何裝置)
5.避難出口(包含通道及大廳)(應無阻礙)
6.安全梯(能無阻通達)
7.避難方向指示燈(正常運作)
8.出口標示(任何方向都可看到)
管理手段
(16.2%)
9.遮煙門(能正常開閉使用)
10.遮煙門(需常時關)
11.緊急搶救車輛通道(應無阻方便救援)
12.屋頂避難層(應無阻,並無易燃裝修)
13.滅火器(應無使用阻礙)
14.手動報知系統(應無阻礙物)
15.水帶(應無阻礙物)
16.消防栓(應無阻礙物)
(續下頁)
12

配分比
99.7
--71
100
100
32
69
--100
93
89
--99.9
----94
99
81
--93
65
98
--98
60
91
44
30
90
89
93

Wong, L.T. ,”A fire safe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prioritizing fire improvements in old high-rise buildings in

Hong Kong”,Fire Technology, 43 (3),233-24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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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針

項目
配分比
17.緊急進口 (應無阻礙物)
97
管理手段
18.連結送水管(應清晰可見)
--(16.2%)
19.連結送水管說明(應清晰可見)
24
1.滅火設備的安裝(定期檢查、保養和記錄)
97
2.手動滅火器(定期檢查、保養和記錄)
31
3.手動報知系統(定期檢查、保養和記錄)
92
89
滅火設備的維 4.水帶(定期檢查、保養和記錄)
護
5.消防栓(定期檢查、保養和記錄)
98
(8.8%)
6.所有電線連結處(維持良好狀態)
100
7.電器使用(整潔並維持良好狀態)
95
8.電力線路及電氣設備(無危險)
100
9.電力線路及電氣設備(整潔)
59
(資料來源：Wong, L.T. ,”A fire safe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prioritizing fire
improvements in old high-rise buildings in Hong Kong” , 2007.)
(二) 高層非居住類既有建築防火安全分級系統
周允基教授於 2002 13年比對Lo,S.M(1999)、NFPA(1994)後完成高層非居住類
既有建築防火安全分級系統，並分別就三個指標分 15 個點如下:
1.被動建築構體(建築物高、避難路徑、樓梯寬度、防煙門(1998 年規定)、結構
耐火
2.消防設備安置(消防栓、警報、探測器、滅火器、撒水、煙控、緊急照明、避
難標示)
3.軟體管理以維持低火災風險因子
火載密度小於 1135MJ/M2,使用樓層人員使用密度最適需求(如辦公室
9m2/person,住宅 3m2/person)

13

W. K. Chow(2002), Proposed Fire Safety Ranking System EB-FSRS for Existing High-Rise Non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Hong Kong,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8(4):1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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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既存不適格建築物改善辦法
日本政府於昭和 45 年針對既存不適格建築物以 45 年為分界，分別對於增
建行為提出適格不適格之認定（如圖 2-4）
。日本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總合
研究所並於 2007 年針對既存不適格之建築物進行防火性能診斷之調查，主要
為強化既存建築物存在著法令溯及既往、違規使用致使防火安全現行法規適用
性問題，提出不適格建築物改修時之課題，其中包含容積率、耐震能力、採光
面簀、避難安全、防火區劃（含用途、垂直、豎穴）、排煙、室內裝修、緊急
進口、消防安全設備（消防栓、火警、避難設備、緊急照片等）。並針對既存
建築物之火災安全性能分為以下四項目：火災發生預防、火災擴大抑制、避難
安全性、構造耐火安全性。

圖 2-4 既存不適格建築物法令認定
(資料來源：河野 守等既存不適格建築物の防火性能診断法に関する調査,2007)
日本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於 2007 年研究調查「既存不適格建築物の
防火性能診断法に関する調査」 14，總結檢視建築基準法及消防法防火規定修
訂歷程，並透過與建築所有者及設計者會談調查將既存不適格建築予以分類。
許多案例透過避難安全性能驗證法來分類其火災風險等級。既存不適格建築物
火災安全性能診斷法之檢討及案例分析亦在此報告呈現。

14

河野 守, 山名俊男, 五頭辰紀,既存不適格建築物の防火性能診断法に関する調査, 国土技術
政策総合研究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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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防法的溯及既往
（一）消防用設備等適用於溯及既往的建築物
將特定防火對象物定義為「因有眾多人員進出而指定為特定防火對象物」，
特定防火對象物如表 2-27 所列。由於像這樣子的建築物可以預見在有火災發生
時勢必會造成人員的大量傷亡，所以不論基準是否有所改正，所有的消防設備皆
必須依照現行的技術基準來設置、維護。
表 2- 27 特定防火對象物
（1）項甲
（1）項乙
（2）項甲
（2）項乙
（2）項丙
（3）項甲
（3）項乙
（4）項
（5）項甲
（6）項甲
（6）項乙

（6）項丙
（9）項甲
（10）項甲
（16 之 2）項
（16 之 3）項

劇場、電影院、演藝場或是觀覽場
公會堂、集會場
酒店、咖啡廳、夜店等其他諸如此類的
遊樂場或是舞廳
性風俗設施
招待所、料理店等其他諸如此類的
飲食店
百貨公司、市場等其他諸如此類的
旅館、飯店或是宿泊所
醫院、診所或是助產所
老人福利設施、付費老人會館、看護老人保建設施、救護設
施、更生設施、兒童福利設施、身障者厚生援護設施、智能
障礙者援護設施、精神障礙者重返社會設施
幼稚園、啟明學校、啟聰學校或是特教學校
公共澡堂中的蒸氣澡堂、熱氣澡堂等其他諸如此類的
複合防火對象物中的（1）項~（4）項、
（5）項甲、
（6）項、
（9）項甲
地下街
準地下街

（二）適用溯及既往的消防設備
雖然依建築的用途、規模而造成設備內容不同的適用性，但大概可以分為下
列 4 項設備。
1.滅火設備：消防器具、屋內消防栓、撒水設備、水噴霧滅火設備等、屋外消
防栓、動力消防幫浦
2.警報設備：自動火災警報器、瓦斯外洩火災警報設備、漏電火災警報器、消
防機關通報設備、緊急警報器具、緊急警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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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逃生設備：逃生器具、誘導燈、誘導標誌
4.消防活動上必要設施：連結送水管、排煙設備、連結撒水設備、緊急供電設
備等。
此外，火災偵測及警報設備（自動火災警報、緊急警報設備）以及避難時最
低限度所需的設施（誘導燈與避難器具）等項並不局限於防火對象物的用途而皆
適用於溯及既往。
‧滅火器、簡易滅火器具（水桶、水槽）
、乾燥砂（膨脹蛭石以及膨脹珍珠岩）
‧自動火災警報器設備（僅限於特定防火對象物以及文化資產建造物）
‧漏電火災警報器
‧緊急警報器具、（警鐘、攜帶用擴音器、手動式警報器等）以及緊急警報設
備（緊急鈴、自動式警報器、廣播設備）
‧逃生器具
‧誘導燈以及誘導標誌

二、既存不適格建築物改善課題
(一)建築物之充分利用與申請課題
1.為提高既有建築物之價值，考量修繕或改建之可能性。
此時除檢討修繕範圍與等級、增建之可能性與投資效果外，決定以提報確認
申請進行修繕，或在不用提報之範圍內進行修繕也是業主需要考量之重點。判斷
關鍵在於提報確認申請，配合追溯結果解決既有不適用事項之問題，或是基於成
本考量選擇不因應追溯結果而直接修繕解決。根據案例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業
主選擇不接受追溯調查而以直接修繕作為因應。
(二)建築法規與消防法規
1.結構之追溯
依基準法第 81 條之規定，雖然結構計算可能讓申請之建築物被列為其他物
件，但一直以來有關增改建時之追溯規定均沒有特別配套寬鬆措施，而委由各地
方機關自行判斷，因此不少建築物即使想增改建，但礙於追溯規定而只好作罷。
去年建築基準法修訂後，雖然放寬利用伸縮接頭（expansion joint）作為建築物
間之連結，但採用的案例不多，無法看到效果。結構補強雖然以安全為重，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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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太高以致讓業主怯步。
2.特別安全梯等
安全梯若通往地下室 3 樓則需設為特別安全梯（昭和 44 年（1969 年）修訂），
傳統大樓之基本結構因為難以配置防火室，而無法修建「特別安全梯」，因此提
報確認申請進行增改建之辦法便不可行。實際上，相關單位有鑑於此，對於傳統
大樓所申請之案件一般會放寬處理，但希望政府將此類狀況列入既有建築物運用
規範之說明事項。
3.豎穴區劃與水平區劃
基準法於有鑑於傳統大樓在樓梯間、電梯大廳與入口大廳等連接川堂之樓梯
缺乏規劃明確之防火或豎穴區劃，因此於昭和 44 年（1969 年）修訂豎穴區劃之
內容。此外，昭和 40 年代(1965)左右之建築物有些將樓梯配置於同一平面，採
取重疊設計，有些樓梯間平台與走廊共用等，即使修建樓梯區劃也不盡理想。
而在天花板內側等之水平區劃方面，也可能受到原來的配管或管道之影響而
無法施工。
設有地下商店街之辦公大樓，受限於商店機能與通路之關係有時也無法配合
消防法 8 區劃之規定。
4.大型商店安全梯之寬度
凡建築物內之商店面積總計在 1,500m2 以上者，商店部分之安全梯須確 1.4m
以上之寬度，且不得與低於 1.4m 以上之原來樓梯合併計算。其中又以市中心
之大樓最不容易因應昭和 45 年（1970 年）針對商店安全梯所規定之標準。
5.排煙設備
屋齡 49 年以上且缺乏排煙設備之古老建築物一般都很難從後方配置排煙
設備。如天花板高度不夠（不容易裝設排煙垂壁）或步行距離較長之走廊等事
實上都無法裝設排煙設備，此外修繕費用一大負擔。大部分業主因為經濟考量
而採用自然排煙方式，但對於辦公大樓等建築物之中間走廊或內部隔間則無法
因應。
（6）撒水設備
消防法雖然規定 11 樓以上之建築物，原則上全館均須配置撒水設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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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大多希望 31m 以下之辦公樓層在修繕時可以有附帶條件做為緩衝。大多數
業主雖然肯定撒水設備之防火功效，但基於經濟考量實際裝設者不多。
（7）電梯廳之防煙區劃與其他
最近在法規修訂後，原則上電梯廳之防煙區劃已全部列為追溯事項，因為
對業主影響頗鉅，因此業主均以在不提報確認申請之範圍內進行修繕或稍加修
繕作為因應。特別是既有大樓中針對電梯廳採取防煙對策之案例不多。
（8）避難安全驗證法
改建工程中不容易因應既有追溯規定或所需費用較高之建築物，可利用避
難安全驗證法作為補救。避難安全驗證法對於業主來說算是一種可以期待的因
應手段。
三、既存建築物火災安全性檢查項目
日本既存建築物火災安全性檢查項目包括火災發生預防、火災擴大預防、安
全避難、構造物的耐火安全性；檢討對象包括材料、部材；設備機器；建築計畫、
避難計畫，如表 2-28 所示。檢核火災安全性評價如表 2-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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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8 既存建築物火災安全性檢查項目
檢討對象

A：材料、部材

B：設備機器

項目
1.火災發生預防

Ｃ：建築計畫、避
難計畫
用途・機能別防火
基準

防火材料
電子調理器
不燃材料
火災警報器
準不燃材料
感知器（煙・熱）
難燃材料
漏電防止
耐火塗料
瓦斯漏氣偵測器
接著劑、密封膠
滅火器
2.火災擴大預防
防煙垂壁
撒水設備
防火區劃
防火材料
防火鐵捲門
竪穴區劃
耐火塗料、遮煙設 防火門
異種用途區劃
施
消防栓、射水槍
防火門
3.安全避難
避難樓梯
排煙設備
避難安全検証
出入口寬度、走廊 自然排煙
・居室避難
寬度
避難標示燈
・樓層避難
避難距離
・全棟避難
4.構造物的耐火安 耐火被覆材、耐火
-----樓層數
全性
塗料
構造方式
耐火構造
2 時間耐火
1 時間耐火
30 分耐火
表 2- 29 既存不適格建築物的火災安全性評價
檢討對象
項目
1.火災發生預防

2.火災擴大預防

3.安全避難

A：材料、部材

B：設備機器

適 ：防火材料
適 ：更新設備
不適：改修・改装 （維護設備）
劣化材料
不適：放置設備
（機能不全）
適 ：防火材料
適 ：更新設備
防火區画
（維護設備）
防煙た垂壁 不適：放置設備
不適：改修・改装 （機能不全）
劣化材料
不明：要検討
不明：要検討
不適：改修・改装

4.構造物的耐火安 適 ：耐火構造
-----全性
不適：改修・改装
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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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建築計畫、避
難計畫
不適：火氣使用室
變更

不明：要検討
不適：改修・改装
（包含隔板變更）

不適：避難配置
避難安全驗證的
再設計
不適：由空間用途
的耐火時間的再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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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既有不適合建築物簡易防火能診斷方法
簡易診斷法之概念在於針對「特別避難樓梯、排煙設備、電梯門之隔煙性、
大型商店之階梯寬幅」等四個項目，若對象建築物可證明具備綜合性防火性能者，
且利用全館避難驗證法所篩選出之硬體項目符合一定之基準時，即使存在灰色地
帶仍可判定無須立即進行修繕工程。
(一)基本概念
一般而言，簡易診斷法適用於掌握建築物之現況，而詳細診斷則適用於合理
檢討建築物之修繕、補修或整修對策。
所謂「簡易診斷法之研發」是指以目視為主之診斷，不藉由破壞檢查，因此
所需費用與時間較少，但結果較不準確。基本上，利用簡易診斷法時需要以下數
據作為輔助。
．調查設計圖等或確認建築狀況之文件
．調查修繕等狀況或訪談相關人員
．現場目視調查
此次調查業務之目的在於提升既有建築物之防火性能，因此不論是業者自行
調查或委由專家處理，重點在於確認建築物現有之防火性能，判斷今後應該採取
之因應對策，因此才考慮研發「簡易診斷法」。
(二)簡易防火性能診斷法之流程
既有建築物防火性能之簡易診斷流程大致如圖 2-5 所示。
1.既有不適合事項之篩選----建築確認圖、特殊建築物等之定期調查表等。
2.大規模修繕之實施履歷確認----利用藍圖、訪談等確認修繕內容與範圍、實施時
期等。
3.針對業者進行問卷式事前診斷----確認建築物之綜合性防火安全性能。
4.根據工程判斷（engineering judgment）檢查表簡易診斷不適合事項硬體對策之
充實度----現場目視調查。
5.確認防火材質或設備之劣化程度----現場目視調查。
6.製作工程報告----評估結果與對策方針之提議。
．（工程報告之調查）
以上 1～3 之作業可由業者準備，以減輕診斷費用之負擔。當然 4 以後之作業
可委由工程師承辦。其中，3 與 4 之診斷方法需要客觀標準。
1 以業主為中心進行之簡易診斷，與○
2 由
圖 2-4 之簡易診斷流程與課題可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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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與工程師共同進行之簡易診斷兩大類。
既有不適格建築物
②業主與工程師
①以業主為主
設計圖
查驗證
定期調查報告
定期檢查報告
消防稽核報告

缺乏文件

利用問卷方式
綜合診斷防火安全性能

1~2日調查

某基準之上

課題
訂定客觀的尺度項目
與判斷基準

NO

YES

現場目視調查
利用工程判斷(engineering judgment)
診斷硬體對策(概略)

工程報告(概略)

由誰負責?

評比

允許維持現狀
無須修繕

建議利性能驗
證法進行評估

建議輕度修繕

建議進行修繕

文件不足
建議調查建築
物狀況

今後之課題

(資格講習方法etc.)
(資格審查方法etc.)

圖 2- 5 簡易診斷流程圖與今後課題
(資料來源：河野 守等既存不適格建築物の防火性能診断法に関する調査,2007)
(三)評估層級-既有不適用事項之篩選與性能驗證之適用確認合法性
簡易診斷是從確認建築物之建築年度（建築確認年度）或之後大規模修繕之
有無開始。換言之，不適用事項可從施工圖或與改建相關之設計圖、依建築基準
法所提出之定期調查報告、依消防法所提出之定期檢查報告或稽核報告等文件中
篩選。因此，若上述文件不足時，則很難利用簡易診斷進行評估。昭和 45 年（1970
年）以前之築物或曾經變更用途、經過大規模修繕工程之建築物應先檢討文件之
保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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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為訂定既有不適用建築物之法令推移與大規模修繕時期之關係。上圖為昭
和 45 年（1970 年）以前提報確認申請動工，同時於昭和 45 年（1970 年）以後
進行增改建之建築物中，其不適用事項之修繕工程中不符合現行法規規定者；下
圖為利用這個區分所篩選出之既有不適用建築物，由圖可清楚得知該建築物軟硬
1 代表維持現狀進行簡易診斷，等待工程診斷
體之火災安全性能等級，圖中○
2 指利用詳細診斷（如高度火災安全驗證法：與
（engineering judgment）結果。○
避難安全性能相關之不適用事項適用全館避難安全驗證法）評估是否需要修繕或
3 指被視為需要修繕之群組。
採取何種修繕方法。○
昭和45年
(1970)以前
昭和45年以後
有增改建者
昭和45年以後
無增改建者

適合現行法規
不適格

不適格

防火區劃與排煙之性能設計

既有不適格建築物
硬體

具一定
水準

具一定水準

沒有一定水準

①

②

詳細診頓

③

需修繕

簡易診斷

軟體
沒有一
定水準

②

圖 2- 6 建築年度與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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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診斷法之概念
實地調查之目的在於借用專家之技術確認建築物所有者等相關人員對於以下
事項之實施狀況：
1 利用設計圖等所篩選之既有不適格事項是否妥當
○
2 是否落實問卷式事先診斷作業
○
3 根據工程診斷〈engineering judgment〉用之檢查表，客觀評估建築物之硬
○
體防火對策，繼而揭示具體修訂方向。
現行法令規定凡實施樓層避難與全館避難驗證法之建築物，即使存在如上述特
別避難樓梯相關之既有不適格事項，或此次研發之簡易診斷法所評估之既有不適
格項目，均可免除修繕工程。因此，簡易診斷法即使不利用計算進行驗證，但仍
應參照上述驗證法之數據釐清各評估項目之實際狀況。以下茲以圖 6-13 介紹工
程診斷〈engineering judgment〉時所用之檢查表，並根據避難驗證法之輸入項目
列舉應訂定之評估內容。
收容人數與行動能力
可燃物之數量與配置
樓梯

直通樓梯之數目
直通樓梯之防火區劃
直通樓梯之容納人數
雙向避難
避難樓層之樓梯配置

室內隔間

天花板高度
內部裝潢之限制
排煙設備
房間門之數目

走廊

天花板高度
走廊寬度
內部裝潢之限制
排煙設備

設備

灑水設備
避難誘導燈

管理制度

圖 2- 7 簡易診斷與必要評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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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簡易工程評估〈Engineering Judgement〉之診斷案例
若評比對象之安全性能符合或高於現行法令之規定，屬於既有不適格建築物者，
則依以下要領評比建築物之硬體狀況，凡評比結果達到一定分數者即使隸屬不適
格建築物，仍可免除防火修繕工程。
以下將工程師在進行現場目視調查時之評比分為五等。分數 5 為建議之安全等
級，分數 1 為應該檢討修繕之等級。
檢查表之範例請參閱表附-1。
評比作業是單純統計各項目之得分，並根據平均分數粗略判斷火災發生時，建
築物硬體項目之安全性能。
舉例說明如下：
•平均分數低於 2.5 者

→ 需盡快修繕

•平均分數 2.5~3 以下

→ 建議利用精算等方法詳細診斷並訂定修繕方針

•平均分數 3 以上

→ 部份防火性能不佳但配合建築物之現況採取合
理之安全對策者可維持現狀。

•平均分數 4 以上

→ 利用獎勵〈如表揚實施安全對策之業者〉等達
到推廣效果。

此檢查表以樓梯之安全性能為主，針對既有之不適格項目評比建築物之避難
性能。例如當檢視既有不適格建築物樓層之安全性時，可利用此方法簡單評比各
樓層之安全狀況。雖然各樓層之用途及室內隔間之規模不同，但各房間之特性非
此診斷方法之判斷重點，此方法之著眼點在於確認火災發生時，整個樓層可容納
之人數或堆積大量可燃物之房間等。
因此，當判斷室內隔間之安全性時針對代表性房間進行評比即可。換句話說，
凡該樓層配置某些具有明顯特性之房間，如同時存在不同危險性較高之房間、容
納人數最多、可燃物最多或避難路線最複雜等時，則不適用此簡易診斷法。各項
目或分數之評比、合格判斷等為今後之研究課題。業界應根據性能設計方法研究
案例或邀請專家調查以確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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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0 問卷式檢查表範例

樓梯
■ 直通樓梯之數目
評比基準

分

下述以外者

1

-備有 2 個直通樓梯或備有 1 個直通樓梯但狀態良好
之建築物

2

-備有 3 個以上直通樓梯者

4

數

3

5

■ 直通樓梯之防火區劃
直通樓梯採避難或特別避難設計者，除樓梯之出入口部份外，應以耐火結構牆
作為隔間。
評比基準

分

下述以外者

1

-直通樓梯採防火區劃設計者

2

-直通樓梯者採避難或特別避難設計者

4

數

3
5

■ 直通樓梯之容納人數
審視直通樓梯之容量。
判斷對象樓層直通樓梯間之總面積可否收容該樓層之所有人員。
避難時每人占樓梯間之面積為 0.25m2〈4 人∕m2〉。
評比基準

分

下述以外者

1

-直通樓梯總面積〈整體建築物〉≒全館總人數〈不
含避難樓層〉
ΣAst≒0.25 x ΣpAload

2

0.25 xΣpAload x 1.5≧Σast ≧0.25 xΣpAload

4

直通樓梯總面積〈整體建築物〉≧全館總人數〈不
含避難樓層〉x 1.25
ΣAst≧0.25 x ΣpAload x 1.5

5

Σast ：整體建築物樓梯間之總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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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館內人數密度

數

3

Aload：各房間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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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向避難
評比重點。狀況不佳者可給予 1 分〈低分〉。
評比基準

分

下述以外者

1

-符合現行法規重複距離之規定，或備有 1 個直通樓
梯且狀態良好之建築物

2

--

4

直通樓梯採取兩側配置型等避難效益較大之設計
者。

5

評比基準

分

所有直通樓梯需經過室內房間才能通往戶外者

1

-直通樓梯之一直接通往戶外，或經過走廊、大廳通
往戶外者

2

-所有直通樓梯直接通往戶外者

4

數

3

■ 安全梯之配置
數

3

5

室內隔間
■ 室內隔間之天花板高度
天花板高度夠高者可聚集某種程度之煙霧，因此列為評比指標。
評比基準

分

大部份室內隔間之天花板高度〈2.3m

1

2.3m≦大部份室內隔間之天花板高度〈2.5m

2

2.5m≦大部份室內隔間之天花板高度〈2.7m

3

2.7m≦大部份室內隔間之天花板高度〈3.0m

4

3.0m≦大部份室內隔間之天花板高度

5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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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隔間之裝潢限制
評比基準

分

下述以外者

1

大部份室內隔間之裝潢採用難燃性材質

2

大部份室內隔間之裝潢採用準不燃性材質

3

-大部份室內隔間之裝潢採用不難燃性材質

4

數

5

■ 室內隔間之排煙設備等
針對主要室內隔間無外氣流通者之因應對策。
1974 年以前之法令並未特別規定裝設排煙設備，因此此項評比排除分數 1 與
2。
評比基準

分

〈不列入評比〉

1

〈不列入評比〉

2

下述以外者

3

主要室內隔間配置有效之排煙設備或窗戶可供排煙
者

4

所有室內隔間配置有效之排煙設備或窗戶可供排煙
者

5

數

■ 室內隔間之避難計算
日本新版建築防災計畫指南〈1995〈平成 7 年〉年日本建築中心發行〉之室
內隔間避難性能之計算
評比基準

分

下述以外者

1

-200m2 以上之室內隔間中配置 2 個以上有效逃生口
或所有室內隔間低於 200m2 者

2

大部份室內隔間符合新版建築物防災計畫指南之室
內隔間避難性能計算標準者

3
4

大部份室內隔間符合樓層避難安全查驗法室內隔間 5
避難性能〈日本法令第 129 條之 2、告示第 1441 號〉
之計算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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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
■ 走廊之天花板高度
天花板高度夠高者可聚集某種程度之煙霧，因此列為評比指標。
評比基準

分

主要走廊之天花板高度〈2.3m

1

2.3m≦主要走廊之天花板高度〈2.5m

2

2.5m≦主要走廊之天花板高度〈2.7m

3

〈不列入評比〉
2.7m≦主要走廊之天花板高度

數

4
5

■ 走廊之裝潢限制
評比基準

分

下述以外者

1

主要走廊之裝潢採用難燃性材質

2

主要走廊之裝潢採用準不燃性材質

3

-主要走廊之裝潢採用不難燃性材質

4

數

5

■ 走廊之排煙設備
1974 年以前之法令並未特別規定裝設排煙設備，因此此項評比排除分數 1
與 2。
評比基準

分

〈不列入評比〉

1

〈不列入評比〉

2

下述以外者

3

〈不列入評比〉

4

主要走廊配置有效之排煙設備者

5

數

■ 走廊之設計〈雙向避難〉或配置比重
評比基準

分

無雙向避難設計者

1

-採雙向避難設計且動線簡單者

2

數

3
4

採雙向避難設計且動線簡單、配置妥當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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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 撒水設備
評比基準

分

〈不列入評比〉

1

〈不列入評比〉

2

下述以外者

3

建築物一半以上區域配置撒水設備者

4

建築物全館配置撒水設備者

5

評比基準

分

〈不列入評比〉

1

數

■ 避難誘導燈

〈不列入評比〉

2

下述以外者

3

建築物一半以上區域配置避難誘導燈者

4

建築物全館配置避難誘導燈者

5

評比基準

分

〈不列入評比〉

1

數

管理等
■ 管理制度

〈不列入評比〉

數

2

下述以外者

3

配置管理室者

4

配置防災中心者

5

(資料來源：河野 守等既存不適格建築物の防火性能診断法に関する調査,2007)
(六)針對既有不適格事項所進行之簡易診斷
目前針對既有不適格事項所進行之避難安全評比只有前述之表 3-4 可供利用，
因此難以訂定建築物之修訂方針。
例如某建築物之特別安全梯屬於既有不適格對象，但各個建築物不適格之理
由可能來自樓梯本身結構、防火間之面積或構造、排煙設備或逃生門等之性能，
無法一言蓋之。因此，當診斷建築物既存不適格之程度時，所有項目並不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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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火災避難性能。換言之，當進行細項評比時，是依各個不適格之內容區分必
備及選項要件，抽驗各個項目。
表 2-29 為此簡易診斷法之範例說明。當區分必備與選項要件時，建築物之
利用型態或利用者特性亦應列入考量。以辦公大樓與商店作為區分標準。
此診斷方法以起火房間為原點，評比與該房間相連之走廊、防火門或樓梯之
利用狀態與建築條件，即使對象物屬於不適格建築物，亦應綜合性評估不適格之
容許程度。因此，起火地點之房間需要依表附 1-1 所示之方法從各種觀點詳細比
較。
然而，此方法之目的在於協助工程師進行簡易的工程判斷，與確立室內隔間
之特性無關。換言之，如某樓層同時存在收容人數最多、可燃物最多或避難動線
不便等房間設計或避難危險較高時，則視為危險等級最高。而無法確定屬於何種
性質時則不適用此方法進行診斷。
當然室內隔間之不適格事項若為排煙設備時，則應確認各個室內隔間之狀
況。
為簡化各項目之診斷作業，基本上以〈Yes、No〉或〈是否滿足○○以上、○○
以下之要件〉等作為評比標準。
此外，對上述項目中評比結果為 No 者仔細診斷或提出修繕建議，以提供制定
因應對策時之參考。在選項方面，凡評比項目 80%以上合格者則可判斷暫時無須
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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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1 簡易診斷範例〈避難安全檢查表〉
用途〈辦公室、商店〉：
建築面積：
總面積：
地上樓層∕地下樓層：
容納人數〈樓層〉：
容納人數〈全館〉：
部份

室
內
隔
間

走
廊

走
廊

檢查項目

註記

容納人數〈N〉
可燃物數量〈λ〉
出入口寬度〈B〉
樓板面積〈A〉
天花板高度〈H〉
裝潢材料為不燃材質
2 個以上出入口
配置窗戶〈窗戶面積〉
配置偵測器〈煙、霧〉
配置排煙設備
配置撒水設備
上層蔓延防止對策
室內隔間性能配置妥當
出入口之配置妥當
寬度
面積
天花板高度
利用區劃與房間隔開〈不
燃性牆〉
裝潢材料為不燃材質
配置窗戶〈窗戶面積〉
可雙向避難
配置偵測器〈煙、霧〉
配置排煙設備
至安全梯之逃生動線清
楚、配置妥當
寬度
面積
單一樓梯可容納該樓層
所有避難者
配置 2 個以上安全梯
樓梯門寬度 90cm 以上
配置樓梯區劃〈耐火性
能〉
配置逃往安全梯之通路
樓梯之配置妥當
樓梯間無落差
○〈Yes〉數量

0

單位

既有不適格事項
排煙設備
ELV 門
房間
走廊 遮煙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kg/m2
m
m2
m
Yes•No
Yes•No
Yes•No
Yes•No
Yes•No
Yes•No
Yes•No
Yes•No
Yes•No
m
m2
m

特別避
難樓梯
●
●
●
●
●
○
○
○
○
○
○
○
○
○
●
●
●

Yes•No

◎

◎

◎

◎

○

Yes•No
Yes•No
Yes•No
Yes•No
Yes•No

○
○
○
○
○

○
-○
---

○
○
○
○
--

○
-○
-○

○
-○
---

Yes•No

○

○

○

○

○

m
m2

●
●

●
●

●
●

●
●

●
●

Yes•No

◎

◎

◎

○

◎

Yes•No
Yes•No

○
○

○
--

○
○

○
--

○
--

Yes•No

○

--

○

○

○

Yes•No
Yes•No
Yes•No
∕24

○
○
○

----

-○
--

----

○
○
○

個

●：填寫實際數量、◎：必備條件、○：選項要件、--：不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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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店
樓梯寬度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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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既存住 宅適用之性能表示火災安全性事項 15

（一）一般建築物
1. 感知警報裝置設置等級(自宅火災時)
2. 避難安全對策
3. 耐火等級(開口部)
4. 耐火等級(防火區劃牆及該樓板)
5. 感知警報裝置設置等級(他宅火災時)
6. 逃生對策
7. 耐火等級(開口部以外)
（二）公寓大廈
1. 警報裝置附加
2. 外牆耐火等級改善

15

阿部一尋，改修 や建替えに關する法律と既存住宅性能表示制度，
《日本建築技術》雜誌 No.642，2003.7，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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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香港既有建築強制驗樓計畫
香港政府已於 2011 年 6 月 29 日公告『2011 年建築物(修訂)條例』，主要為
提高既有老舊建築物安全並解決香港長期存在的樓宇失修問題，同時為提高就業
環境，將強制要求特定建築物應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同時亦請房屋協會推
動「自願樓宇評審計劃」，以鼓勵樓宇更為安全、環保以及更具服務性。
香港立法會亦於 2011 年 12 月 21 日完成相關附屬法例的審議工作，該等附
屬法例包括『2011 年建築物(管理)(修訂)規例』
、『建築物(檢驗及修葺)規例』、
『2011 年建築物(小型工程) (修訂)規例』等。
強制驗樓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 16今已於 2011 年 12 月起培訓檢驗評審員，以
供樓宇被要求強制驗樓時自己委聘（依勞務契約書委聘及收費），同時本項計畫
已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開始實施。
強制驗樓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分別涵蓋樓齡達三十年或以上及樓齡達十年
或以上的所有私人樓宇，但不高於三層的住用樓宇除外。屋宇署今已統計應辦理
本計畫之目標樓宇分別計 2000 幢及 5800 幢，並將每季要求強制辦理。每季選定
的目標樓宇，會包括在不同地區內有不同狀況及樓齡。
屋宇署首先會於 2012 年 7 月向首批按季被選定的目標樓宇的業主／業主立
案法團（即台灣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發出預先知會函件，以提示他們為進行
所需的檢驗及修葺工程做好準備及安排。同時亦在發出預先知會函件的六個月後，
向選定同時進行強制驗樓及驗窗的目標樓宇的業主發出法定通知；以及在發出預
先知會函件的一至兩個月後，向選定只進行強制驗窗的目標樓宇的業主發出法定
通知。
根據強制驗樓計劃，樓宇業主每隔 10 年須在指定期限內就樓宇的公用地方、
外牆、伸出物及招牌，委任一名註冊檢驗人員進 行訂明檢驗和委任一名註冊承建
商進行檢驗後認為需要的訂明修葺工程。而根據強制驗窗計劃，樓宇業主每隔 5
年須在指定期限內就樓宇的窗戶，委任一名合資格人士進行訂明檢驗和委任一名
註冊承建商進行立法會 CB(1)2026/11-12(01)號文件檢驗後認為需要的訂明修葺

16

《2012年〈2011 年建築物(修訂)條例〉(生效日期)公告》
、
《
〈建築物(檢驗及修葺)規例〉(生效日期)公告》

及《
〈2011 年建築物(小型工程)(修訂)規例〉(生效日期)公告》
小組委員會討 論文件
,立法會CB(1)2026/11-12(01)
號文件, 20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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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為配合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的推行，香港政府已聯同香港房屋協會（房協）
及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推行多項支援計劃，以協助業主遵從法定要求。業主可
就當局執行法定通知的事宜聯絡屋宇署。至於技術及財政支援的事宜，房協及市
建局會為業主提供一站通聯絡服務。屋宇署亦會聯同房協和市建局為目標樓宇的
業主安排地區簡介說明會，講解強制檢驗計劃及配套支援的詳情。
業主如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強制驗樓或驗窗的法定通知，可被檢控。另外，
屋宇署會先向不遵從強制驗窗的法定通知的業主發出定額一千五百元的罰款通
知書。屋宇署已展開大規模的宣傳和公眾教育活動，包括在電視及電台進行宣傳
廣播，以及向公眾派發有關兩個強制計劃的一般指引、小冊子及海報，介紹兩個
計劃，並已出版兩個計劃的作業守則，供建築專業人士和註冊承建商參考。

一、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的程序
每年，屋宇署會安排揀選 2 000 幢樓齡達 30 年或以上的樓宇和 5 800 幢樓
齡達 10 年或以上的樓宇，分別進行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為分攤建築
專業人員和承建商的工作量，目標樓宇的揀選將會按季進行，每季就強制驗樓計
劃和強制驗窗計劃分別選出 500 幢和 1 450 幢目標樓宇。每年選出的目標樓宇，
將包括不同地區內不同狀況及樓齡的樓宇。此外，為減低對樓宇業主的影響，屋
宇署將安排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同步進行，即被揀選進行強制驗樓計劃
的樓宇（每年 2000 幢） 亦會被揀選在同一周期內進行強制驗窗計劃， 使業主
可同時進行兩項計劃的檢驗及修葺工程。
在相關法例條文生效後，屋宇署將於 2012 年 7 月，向首批按季被揀選須同
時進行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的目標樓宇的業主／業主立案法團（法團）
發出預先知會函件，以提示他們的 樓宇已被揀選，並給予充分時間為日後須進行
的檢驗做好準備。最快在發出預先知會函件的 六個月後（即 2013 年年初）
，屋宇
署會發出法定通知，要求業主／法團進行檢驗。
由該法定通知發出日期起計， 有關業主／ 法團須在三個月內委任一名註冊
檢驗人員， 並在六個月內完成訂明檢驗。如有需要進行修葺工程， 則該些工程
須在法定通知發出日期起計的 12 個月內完成。如目標樓宇並未成立法團，當局
會給予額外三個月時間， 以便有關業主籌備及安排進行所需的檢驗及修葺工程。
至於被揀選只須進行強制驗窗計劃的目標樓宇， 屋宇署將於 2012 年 7 月向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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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的法團發出預先知會函件， 或將該函件張貼在樓宇內的顯眼位置， 以提示有
關業主／ 法團做好準備及安排。在發出或張貼預先知會函件的一至兩個月後，
屋宇署會向目標樓宇的業主／ 法團發出法定通知。由該法定通知發出日期起計，
有關業主／法團須在三個月內委任一名合資格人士， 並在六個月內完成訂明檢
驗及所需的訂明修葺工程。與被揀選須同時進 行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的
樓宇一樣， 如強制驗窗計劃的目標樓宇並未成立法團，當局會給予額外三個月
時間， 以便有關業主籌備及安排進行所需的檢驗及修葺工程。

（一）強制驗樓計劃的程序
1.

17

在發出法定通知的 6 個月前，屋宇署會向被選定為目標樓宇的業主發出
預先知會函件，提示業主作出準備及安排所需的訂明檢驗和訂明修葺工
程。

2.

在發出預先知會函件的 6 個月後，屋宇署會向目標樓宇的業主發出法定
通知，規定業主在指定期限內對樓宇的公用部分、外牆及伸出物或招牌
進行訂明檢驗，以及進行檢驗後認為需要的訂明修葺工程。在發出法定
通知後，有關樓宇名單會上載屋宇署網站。

3.

委任檢驗人員：
樓宇業主（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有關樓宇的共同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如接獲根據強制驗樓計劃送達的法定通知，須委任一名註
冊檢驗人員在指定期限內進行所需的訂明檢驗。

4.

提出檢驗報告和修葺工程建議書：
除非獲得有關附屬法例的相關條文豁免，否則註冊檢驗人員須親自進行
訂明檢驗，以確定該樓宇是否已變得危險或可變得危險。並提出檢驗報
告和修葺工程建議書給業主，如有需要則需提至屋宇署。

5.

施工與承包：
如註冊檢驗人員認為須進行訂明修葺，有關業主須委任一名註冊一般建
築承建商或已註冊進行相關修葺工程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在一名註
冊檢驗人員（此註冊檢驗人員與進行訂明檢驗的註冊檢驗人員是否同屬
一人，可由業主決定）的監督下進行所需的訂明修葺。

17

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作業守則 Draft Code of Practice for Mandatory Building Inspection Scheme

And Mandatory Window Inspection Scheme, 香港屋宇署, 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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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工報告提送：
訂明檢驗及訂明修葺完成後，獲委任的註冊檢驗人員須向建築事務監督
分別呈交檢驗報告和完工報告，連同以指明表格填寫的滿意完工證明書，
以供記錄及抽樣審查之用。

（二）強制驗窗計劃的程序
1.

在發出法定通知約一至兩個月前，屋宇署會向被選定為目標樓宇的法團
發出預先知會函件，或將有關函件張貼在樓宇的顯眼位置，以預先通知
業主進行所需的訂明檢驗及訂明修葺工程。此預先知會函件不會另行向
個別業主發出。

2.

在發出預先知會函件的一至兩個月後，屋宇署向目標樓宇的業主發出法
定通知，規定業主在指定期限內對樓宇的窗戶進行訂明檢驗及檢驗後認
為需要的訂明修葺工程。在發出法定通知後，有關樓宇名單會上載屋宇
署網站。

3.

樓宇業主如接獲根據強制驗窗計劃送達的法定通知，須委任一名合資格
人士在指定期限內進行所需的訂明檢驗。

4.

該合資格人士須親自進行訂明檢驗，以確定窗戶是否已變得危險或可變
得危險。

5.

如該合資格人士據其檢驗所得認為須進行訂明修葺，有關業主須委任一
名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此承建商須就關乎窗戶的小型工程獲得註冊資
格）或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在一名合資格人士（此合資格人士與進行
訂明檢驗的合資格人士是否同屬一人，可由業主決定）的監督下進行所
需的訂明修葺。

6.

如合資格人士本身是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或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該合
資格人士亦可就由他進行檢驗的窗戶，擔任有關訂明修葺的承建商。

7.

當訂明檢驗及訂明修葺完成後，該獲委任的合資格人士須向建築事務監
督呈交以指明表格填寫的證明書，以供記錄及抽樣審查之用。

二、註冊檢驗人員的註冊
強制驗樓計劃註冊檢驗人員的註冊工作已自 2011 年 12 月 30 日展開，而檢
驗人員註冊事務委員會亦已成立，負責審核有關的註冊申請。在過去數月，屋宇
署積極採取多項措施，鼓 勵合資格建築專業人員註冊為註冊檢驗人員。有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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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 2012 年 2 月中旬推出一輯宣傳註冊安排的政府宣傳短片／聲帶；向相關
的專業學會發信，籲請它們向會員傳達有關訊息，並在他們的網站上提供接 連屋
宇署網站的超連結，以方便取閱有關註冊申請表；為專業學會的會員安排簡介會；
以及向所有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發信，籲請他們申請註冊。註冊的進展 良
好。截至 2012 年 5 月 21 日，共接獲 286 份註冊成為註冊檢驗人員的申請，其中
有 169 份申請已獲批准，另有 12 份申請遭押後或拒批；其餘的申請正在處理當
中。檢驗人員名冊已上載屋宇署網站，供公眾人士查閱。

三、目標樓宇的揀選
揀選目標樓宇時，考慮多項相關因素，包括樓齡、樓宇的維修保養狀況、檢
驗及修葺記錄以及地點。如樓宇的公用地方或外牆有較多的失修及欠妥之處、外
部有較多違例建築工程， 或緊鄰行人或交通流量高的街道，會獲優先處理。為
提高透明度及促進社區參與，屋宇署已成立選取目標樓宇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
專業學會、相關非政府機構、物業管 理團體、區議會及相關政府部門的代表，就
揀選目標樓宇向屋宇署提供意見。屋宇署已完成收集及分析首批目標樓宇的提名，
並即將提交提名名單予諮詢委員會考慮。諮詢委員會將於 2012 年 6 月舉行會議，
揀選首批目標樓宇，以配合檢驗計劃的展開。

四、自願樓宇評審計劃 18
房協將推出「自願樓宇評審計劃」，嘉許獲妥善管理及維修的樓宇。全港所
有私人住宅及綜合用途樓宇，不限樓齡，均可參與「自願樓宇評審計劃」。是項
計劃涵蓋的範圍包括涉及樓宇安全的項目、樓宇管理、樓宇保養、環境保護，以
及其他增值項目。「自願 樓宇評審計劃」在樓宇安全方面的標準和要求，與強制
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所採用的標準和要求一致。經評審計劃認證的樓宇，將
獲屋宇署認可在相關的檢驗周期內，已符合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限於
公用部分)的要求。房協已在 2012 年 5 月開始「自願樓宇評審計劃」評審員的招
聘和培訓工作。計劃將在 2012 年 7 月開始接受申請，以配合強制驗樓計劃和強
制驗窗計劃的推行。

18

自願樓宇評審計劃, http://vbas.hkhs.com/tc/home/index.html, 香港房屋協會, 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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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強制驗樓檢驗範圍
強制驗樓計劃下，檢驗的範圍包括以下樓宇構件︰
1.

外部構件及其他實體構件；

2.

結構構件；

3.

消防安全構件；

4.

排水系統；

5.

認明位於樓宇公用部分、公用部分以外的樓宇外部(如外牆、天台或平
台、與樓宇毗鄰的庭院或斜坡)，或在樓宇臨向或緊連的任何街道上的
僭建物。

在強制驗樓計劃下，註冊檢驗人員須向屋宇署報告位於其檢驗的樓宇的公用
部分、公用部分以外的樓宇外部（如外牆、天台或平台、與樓宇毗鄰的庭院或斜
坡），或在樓宇臨向或緊連的任何街道上被認明的僭建物。屋宇署會按當時的執
法政策處理，優先取締那些對生命財產明顯構成威脅或迫切危險的僭建物，新建
的僭建物，以及其他根據執法政策屬須予以取締的僭建物，規定業主把僭建物拆
除。

六、給予業主的支援
（一）財政支援
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將 聯同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推行「強制驗樓資助計
劃」
，向合資格業主提供強制驗 樓計劃下首次驗樓全部費用的資
助（設有上限）。
合資格的業主／法團可參加「強制驗樓資助計劃」，用以支付在強制驗樓計劃下
為樓宇公用部分進行首次檢驗的費用。如在強制驗樓計劃下檢驗樓宇公用部分的
實際費用不超過資助上限，則在強制驗窗計劃下為樓宇公用部分進行首次檢驗窗
戶的費用亦可納入「強制驗 樓資助計劃」的資助範圍內。至於詳細調查及隨後的
修葺工程的費用則不屬資助計劃的範圍。
在「強制驗樓資助計劃」下，樓宇會按單位數目被分為不同組別，而每個組
別各有不同資助上限。為助釐訂資助上限水平，房協與市建局在過去數月進行了
一項市場調查，邀請多家私人建築顧問公司及三個專業學會（即香港建築師學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和香港測量師學會）提供有關進行強制驗樓計劃樓宇檢驗所需的
費用估算。這些顧問公司及專業學會獲邀請根據屋宇署公布的《強制驗 樓計劃及
強制驗窗計劃作業守則擬稿》所訂明的檢驗技術要求和註冊檢驗人員的職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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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所需的人工日和專業服務單位費用估算。房協和市建局已完成分析在調查中收
集到的數據，現正敲定「強制驗樓資助計劃」下建議的資助水平上限。
為了方便業主及提高清晰度，房協和市建局在「強制驗樓資助計劃」中，將
採用「 樓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同一有關應課差餉租值的資格準則。有鑑於近年
應課差餉租值有上升趨勢，房協和市建局自 2012 年 4 月 1 日起已提高了「樓宇
維修綜合支援計劃」下的應課差餉租值上限，讓 更多業主受惠。市區住宅單位（包
括荃灣、葵青和沙田）的平均應課差餉租值上限已由港幣 10 萬元放寬至港幣 12
萬元，而新界物業則已由港幣 7 萬 6 千元放寬至港幣 9 萬 2 千元。經修訂的應課
差餉租值上限覆蓋約 8 成樓齡達 30 年或以上的樓宇。
至於根據檢驗而須進行的修葺工程，政府將聯同房協和市建局繼續在多項現
有計劃下提供財政支援，有關計劃包括由房協和市建局 聯合管理的「樓宇維修綜
合支援計劃」、由屋宇署管 理的「樓宇安全貸款計劃」及由房協管理的「長者維
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這些支援計劃的摘要載於附件。為貫徹提供“一站式”
服務的精神，業主只須填妥「 樓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一套申請表格，便能作
出多項申請，包括上述計劃的各 類資助金／貸款申請。現行可資助強制驗樓計劃
和強制驗窗計劃下樓宇和窗戶修茸工程的支援計劃摘要表如表 2-32
（二）技術支援
政府將聯同房協和市建局在檢驗計劃的各階段，向有需要的業主提供技術支
援，為他們就進 行檢驗及修茸工程給予指引，包括協助進行組織籌劃工作，並就
招標和委任註冊檢驗人員及承建商等事項提供支援。在發出預先知會函件後，屋
宇署會聯同房協和市建局為目標樓宇的業主安排地區簡介會，講解檢驗計劃及配
套支援的詳情。房協和市建局會利用「樓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電話熱線，為
業主提供一站式服務。
屋宇署、房協和市建局將向業主提供簡 便的參考資料套，當中包括兩項檢驗
計劃的基本資料以及法定要求和程序、註冊檢驗人員的法定職責及投訴渠道、各
支援計劃的詳情和申請表、招標程序的相關指引／核對清單／標準範本、「自願
樓宇評審計劃」簡介，以及常見問題的答案。尤其，資料套將根據「樓宇更新大
行動」所取得的經驗，為業主提供有關招標的防貪和防止圍標情況的指引，包括
要求註冊檢驗人員和承建商在遞交標書時須簽署遵從誠信及反圍標條款的承諾
書，以及在確認獲得委任時遞交承 諾遵守道德承擔條款的聲明書。業主可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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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會，以及支援機構的諮詢服務中心和其網站取閱資 料套。此外，成功申請「強
制驗樓資助計劃」的業主亦會獲提供有關委任註冊檢驗人員的標準招標文件和服
務合約。
（三）業主在計畫階段可得到的協助和支援
籌備階段
1. 以成立每個業主立案法團計 3,000 元為限的資助及包括法律意見的技
術支援。（房協）
2. 就聘請檢驗人員及承建商，包括審核投標文件，得到專業意見協助。
（房
協）
檢驗／修葺階段
3. 向合資格的業主提供首次強制驗樓的資助（約有八成目標樓宇受惠）。
（房協）
4. 就檢驗和修葺樓宇及窗戶相關事宜，提供技術諮詢服務，以及在有需要
時提供法律意見。（房協）
5.

有需要時，就檢驗人員所指定修葺工程項目提供技術意見。（房協）

6.

檢驗及修葺工程收費水平指南，為業主提供參考。（專業學會）

7.

資助金及／或免息貸款，協助業主進行樓宇及窗戶修葺工程，包括：
(1) 公用地方修葺工程的最高資助額為工程費用總開支的兩成，上限為
每戶 3,000 元。（房協）
(2) 單位內部維修工程（包括驗窗）的最高免息貸款額為每戶 50,000 元。
（房協）
(3) 合資格的年老業主就單位內部維修工程獲發每戶最高 10,000 元的
資助金。（房協）

8.

根據「樓宇安全貸款計劃」向業主提供貸款（上限為每戶 100 萬元），
以進行樓宇及窗戶修葺工程。（屋宇署）

完成維修後
9.

經房協協助完成維修的樓宇，可獲購買樓宇公用地方公眾責任保險的資
助（最高資助額為保險年費的五成，上限為每年 6,000 元，可連續 3 年
獲得資助）。（房協）

63

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替代方案委託調查案

表 2- 32 可資助樓宇和窗戶修茸工程的支援計劃摘要表
籌組業主立
案法團資助
(港幣)

公用地方維修津貼
(港幣)

給予個別業主的貸款(港幣)
公用地方維修

家居維修

免息貸款

免息貸款

樓宇安全貸款
計畫(港幣)

長者維修自住
物業津貼計劃
(港幣)

樓宇的 私人住宅或 樓齡達 20年或以上的私人住宅或綜合用途（住宅和商私人住宅、商業、私人住用或綜
申請條 綜合用途（住 業）樓宇 符合每年住宅單位平均應課差餉租值要求，綜合用途或工業 合用途樓宇
件

宅和商業）樓 市區物業（包括荃灣、葵青和沙田）不超過 12萬元；樓宇
宇

新界物業不超過 9萬 2千元 已成立法團 (尚未成立
法團者會按個別情況考慮)

申請資

業主大會通過

格

申請； 法團已
獲「原則上批
-

管理委員會通過申請 准通知書」；
住宅單位由個
人單獨或聯名

年滿 60歲的
並未在香港擁有

自住業主 符

其他物業; 住宅

合入息及資產

單位由個人單獨

要求1或正領

或聯名擁有

取綜援或普通
高齡津貼

擁有
資助總額 (5年內):

貸款總額:

貸款總額:

貸款總額:

貸款總額:

 20 個單位或以下：  最高為每個  最高為每個住 最高為每單位  最高每人每
核准工程總額三

住宅單位

宅單位 5萬元

100萬元的低息

單位4(5年

成，上限為15 萬元

10萬元的免

的免息貸款

貸款

內)

 21 至49 個單位：核

息貸款

准工程總額兩成，上 還款期：最
限為15 萬元

 還款期：最長 還款期：最長 
36 個月

60 個月

長 60 個月

資助 / 每個經此計  50 個單位或以上：
貸款金 劃成立的法

核准工程總額兩成

額 / 津 團最高可獲

或每個單位3 千

貼

元，上限為每個法團

3,000元資助

120萬元
其他給予法團的資助:
 認可人士或專業顧問費用資助：費
用總額一半，上限為 2 萬元
 公眾責任保險／第三者風險保費年
費資助：保險年費總額的一半，上
限為每年6 千元 (為期3 年)



正領取綜援或
普通高齡津貼

補助金
及紓困
措施

 符合入息及資產要求的年滿 60 歲人士或正領取傷

人士或符合入

殘津貼、綜援、普通高齡津貼或醫療費用減免人士： 息及資產要求
- 特別資助為全數工程總額或貸款總額，上限為每個
單位 1 萬元(5 年內)

人士：
- 免息貸款及延
長還款
期至7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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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我國原有合法建築物認證推動
行政院於 90 年 8 月 29 日修正增訂「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營建管理部份第 9
條，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營建署、消防署的指導與支持下，研議建立防火標章
制度，並在實施要項內提到「輔導民間機構推動…由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研
訂作業計畫，俾協助政府維護公共安全。」；旨在透過第三者認證機制，推動防
火標章認證制度，保護善意第三者的公共安全，避免國人重大人命傷亡以及鉅大
財務損失發生。
防火標章 19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擁有，並授權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辦理推
動、教育訓練、諮詢輔導以及審查工作，亦包含政策推動及制度形成。標章審查
主要為結合建築物防火避難與消防安全兩部份，申請防火標章建築物場所，除基
本公共安全檢查、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必須按時申報合格外，防焰材料的使用、定
期的消防演練以及必要的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皆是防火標章評鑑之重點。防火標
章審查須具備以下五項資格：
1. 依建築法完成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2. 依消防法完成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3. 依消防法完成消防防護計畫申報。
4. 依消防法規使用防焰物品及防火材料。
5. 依規定投保第三人公共安全意外險（含商業火險）。
一、防火標章審查
防火標章之審查包含文件資格審查，以及軟硬體性能評核（含防火避難設施
及消防安全設備硬體性能、防火管理軟體性能）兩項評核，經業者內部稽核以及
防火標章執行單位外部稽核後提請審查會審查始取得防火標章。有關稽核內容包
含如下：
1. 業者內部稽核1：文件完整性查核-合法建築物
內容
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需與公安及消安申
報書所載用途相符)
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附圖(需與公安及消
19

是否完整

是否具備

□

□

□

□

陳盈月,防火標章驗證制度，台灣經濟研究院月刊第 27 卷第 10 期，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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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申報書所載用途相符)
商業登記證明(旅館者檢附旅館登記證或核准
文件、倉儲者檢附工廠登記證、餐廳或購物中

□

□

□

□

□

□

日常維護表單-防火避難設施

□

□

日常維護表單-消防安全設備

□

□

日常維護表單-電氣、燃氣、 煱爐、油煙罩(管)

□

□

心者檢附商業登記證明或公司登記證)
2. 業者內部稽核2：文件完整性查核-安全維護文件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書表圖文件(前後需
一致)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表圖文件(前後需一
致)

3. 審查單位外部稽核1：整體防火安全查核-建築物硬體性能評核
場所使用查證（室內裝修、變更使用情形）
防火避難安全性能(兩方向、防火門、安全梯、
通道、區劃)
消防安全設備性能(泵浦、發電機、警報(鈴)、
排煙)

□

□

□

□

□

□

4. 審查單位外部稽核1：整體防火安全查核-防火管理性能評核
班別

人員

知能 工具應用 職責

查核要項評價

通報班
滅火班
避難引導班
安全防護班
救護班
中控室留守人員
防火管理人
5. 委員初步書面審查：內外稽核報告及改善情形書面審查以及建議
6. 委員專案審查會：
內外稽核報告及改善情形確認、委員初步書面審查及改善情形審查、性
能改善方法建議、防火管理手段審查及現場整體演示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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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館業防火安全評鑑辦法

20

上述外部稽核作業，針對旅館業者已提出「旅館業防火安全評鑑辦法」，防
火安全評鑑依三項安全對策進行評估，分別針對火災控制及抑制、避難與減災手
段，進行設施（備）設置、設施（備）之活用以及風險分擔方面的評鑑，以及事
前的火災預防之軟體維護與檢查、管理權人的防災意識進行評鑑。評鑑標準中三
項安全對策涵蓋了 29 個評鑑項目，並依此進行評鑑，而每個評鑑細目依其“評
估基準”內容以及評鑑等級選擇其適用情形評分，並定義其等級。
評鑑辨法結果將可呈現出場所總體防火安全評鑑標準，並且可以依照各項評
鑑因子分數，暸解場所防火安全改善空間，最後評估之安全對策除了利用總分進
行等級判斷外，尚須各安全對策以及「必要評估項目」得分予以判斷，必要評估
項目得分須在其滿分二分之一以上，否則將予以降級。
三、防火標章政策推動
公共場所防火標章因係原有合法建築物安全評核認證作業，故同時成立諮詢
輔導服務團以及審查委員會，以提供建築物使用人之申請之技術及審查服務。今
公共場所防火標章已結合多項政策以鼓勵建築物使用人重視場所公共安全。有關
政策結合項目分列如下：
1. 90年法制配套：
行政院82年5月31日頒布「維護公共安全方案」，並於90年8月29日修正
增訂營建管理部分第九點，「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主辦，研議建立
防火標章制度，並在實施要項內提到「輔導民間機構推動…由財團法人
台灣建築中心等共同研訂作業計畫（防火標章制度），俾協助政府維護
公共安全。」
2. 91年獎勵結合：
於91年3月納入財政部保險司核定之『商業火險保險表定加減費規程』減
費比率（台財保字第Ｏ九一Ｏ七Ｏ二六五一號函）內（91年4月1日正式
實施），將防火標章納入商業火險減費比率內，並且減費費率高達40%。
3. 94年補助結合：
結合經濟部商業司「促進物流產業發展計畫-倉儲物流設施防火標章輔導

20

陳盈月,旅館業防火安全等級評鑑實施中，消防與防災雜誌第 14 期，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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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補助物流產業申請防火標章認證最高一百萬元整。
4. 98年法制配套：
於98年6月臺北市建築管理處、臺北縣工務局針對建築物取得防火標章，
落實追蹤管理制度者可優減公共安全檢查抽複查之頻率。
5. 98年補助結合：
交通部觀光局並於98.9.17公佈「交通部觀光局獎勵觀光產業取得專業認
證補助要點」，其中對防火標章取得之業者在98年9月17日起至101年9
月30日前，填列補助申請書並備具相關文件，即可向該局申請最高新臺
幣500萬元之補助。
6. 99年法制配套：
內政部「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己於99年5月公布修正，將防火
標章納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表第五點之規定內：
「本表所列應辦理檢查申報之建築物，其防火避難設施類及設備安全類
之檢查項目領有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授權核發之防火標章證明文件，
並併同申報書及檢查報告書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完成申報手續者，下次
檢查申報之頻率得折減一半辦理。」
7. 101年法制配套:
依101年5月1日府授法規字第1010071111號令發布「臺中市特定場所現場
人數管理辦法」附表「特定場所現場人數限制量調整增減表」調增條件
中標有「經政府機構認可領有公共場所防火標章之特定場所現場人數限
制量可增原值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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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我國原有合法建築物補助改善方案
為促進產業升級，以及減少建築物火災事件發生，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釋出
多項建築物安全提昇補助計畫，包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經濟部商業司、臺
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以及交通部觀光局。
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地方文化館計畫」，故
以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公有及民間文化館之藝文設施，同時針對老舊及未合法者，
亦接受補助其建築物改善經費。補助內容包含：
1.建築物改善經費，包括建築物結構、消防及電力安全、室內裝修，以取得
合法建築物使用執照。
2.補助民間文化館推展活動經費為經常性補助款，本會補助比率不超過 50%
二、經濟部商業司
經濟部商業司為促進物流產業發展，藉由提供政府補助款及輔導諮詢措施來
提高物流倉儲業者之建築物設備性能，故推動「物流業者用地合法化輔導作業」
及「倉儲物流設施防火標章輔導作業」，以補助物流業者申請用地合法作業，以
及碁盤建築安全性能提昇進而申請防火標章認證，「倉儲物流設施防火標章輔導
作業」補助內容包含：補助建築物防火安全設施設備改善費用(排除公共安全檢
查申報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50%，以及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防火標章
認證費用 100%，上限 100 萬。
三、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鑑及 98 年臺北市白雪旅社火災，臺北市政府提撥預算補助市內旅館業者提
昇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施更新與改善等，遂於同年公告「臺北市
旅館業提升公共安全補助辦法」，以補助業者改善工程費用，補助費用包含：每
家旅館補助金額以設施更新與改善實際支出費用 80%為上限，且不超過新臺幣
50 萬元，並以補助一次為限。
四、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交通部觀光局為獎勵觀光產業取得專業認證遂開放旅館業者申請建築物防
火標章認證補助，並依據「獎勵觀光產業取得專業認證補助要點」補助建築物防
火安全設施設備改善費用(排除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
報)50%，以及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防火標章認證費用 100%，上限 5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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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邏輯說明
第一節 背景說明
原有合法建築物依改善辦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改善
基本上依改善辦法附表一規定之防火避難設施改善之項目（共計 10 項、25 子
項），進行檢討改善。除此之外亦提供另外二個途徑改善，法之原意在於期待
原有合法建築物的安全性能有得提昇至一定安全水平。故依改善辦法第三條之
規定，原有合法建築物可循三個途徑，包含如下：
1. 原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依改善辦法附表一，依建築物各興建
完成或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變更使用執照時間，進行防火避難設施及消
防設備改善。有關申請改善時，應備具申請書、改善計畫書、工程圖樣
及說明書。附表一之檢討包含以下五類方式：
(1)、依現行規定。
(2)、符合建造或變更當時有關規定。
(3)、依改善辦法第 5~24 條規定。
(4)、免辦理檢討改善。
(5)、各級政府機關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或使用不燃材料建造，其他免
辦理改善
2. 改善計畫書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認可之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
設計計畫書辦理，得不適用前條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3. 原有合法建築物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改善計畫書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
可後，得不適用前條（改善辦法第二條）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建築物 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0m2。
(2)、建築物位在 5 層以下之樓層供作 A-1 類組使用。
(3)、建築物位在 10 層以下之樓層。
然而上述三個改善途徑之中，因建築物結構性、產權性而存在著難以改善
的問題，此項問題亦在同樣存在於都市密集的城市：香港及日本。香港政府於
2007 年 7 月 1 日實施「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原意為改善 1987 年 3 月 1
日之前建成的舊樓消防設施，但卻造成民眾怨聲載道，立法會亦特別針對分間
樓宇的舊樓改善提出執疑，故於 2012 年推動強制驗樓計畫，分別在執法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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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祭出改善性能化技術支援、費用補助及優貸、獎勵證書及獎章制度，以提
供舊樓宇能達到一定可及性的安全水平。而日本政府由依昭和 45 年為分界，
要求其前後建造完成建築物應進行檢驗，以及實施不同之改善要求。
台灣政府前於 1995 年公告之「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
辦法」要求 1984 年前建成之舊建築物應依表附 8 項防火避難設施及 11 項消防
設備改善。然此項政策要求因不可期待的改善項目下，在民眾怨聲中停擺，直
至 2007 年修正公告為「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要求凡為原有合法建築物即依各地方政府之要求進行 25 子項防火避難設施以
及 11 項消防安全設備之改善。兩時期要求之防火避難設施應改善項目自 8 項增
為 25 子項，其對建築物使用人是否為難以改善亦或是有可接受之方法得以評
估，以避免當日停擺難行的情事再度發生。這是本計畫調查研究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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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邏輯說明

原有合法建築物但其防火安全不一定達到安全水平（合法但不代表安全），
這是鄰近同樣都市建築物密集度高的國家政府機關都有的共識，例如日本政府
即推出「既存不適格建築物改修制度」、香港政府推動的「強制驗樓計畫」，前
述計畫都對既有建築物具備同一個認知：
「已經蓋好的建築物，無法符合法規
是會發生的，簡易的點（條）式檢查輔以簡易性能化評估改善是必要的」，這
是比較能減少民眾的反彈，但又同時能提昇建築物防火安全水平的方式。所以
本計畫有必要先對此提出邏輯說明，以明確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的精神認知。
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計畫書與新建建築設計要求是有所不同的，新建建築
可從無到有進而要求高安全係數的建築設計，而原有合法建築物要在既存結構
體上加諸防火避難設施的改善，是相對比加設消防設備為困難的。
當然，違規使用也造成建築物使用人依建築法 77 條維護其安全時造成諸
多在公共安全檢查以及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認定上的困擾。此部份法之原意已
將「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辦法」、「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建築物使
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三法勾稽，是以期待前述違規使用的困擾能循變更使
用途徑進行合法使用。然而，因利害關係人存在著價值互利關係下，法之美意
恐難達到，「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辦法」、「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之
推動仍以現況為之，並免除室內裝修許可之申請，較為易推動。
又以寸土寸金的都市密集城市（如臺北市），建築物內產權複雜化以及複
雜的利害關係人也是導致改善上困難的主因。但是，『安全』是馬斯洛需求原
理中最基礎的需求，政府機關自應以積極態度看待原有合法建築物安全提昇的
做法，同時也要有一個認知：
「原有合法建築物安全改善不能以 100 分為目標，
能達 70 分即達一定安全水準為佳。」
世界各國在新建建築防火安全設計提出建築設計方案同時，亦要求特殊使
用行為建築物進行防火安全性能評估，同時在考量利害關係人之關係連結下充
份溝通困難時，性能評估方法是很好的安全認定解決方案。只是原有合法建築
物限制太多，當然在選擇性能評估方法上要更為友善，才能使法之美意推動，
降低民眾抱怨（香港已有前車之鑑，應避免民意致立法院的關注），所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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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簡易)的性能評估方法，對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是一個很好方法」
，然仍應以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為前題執行推動。
鑑及原有合法建築物既存結構性及產權性課題可能致推動之困難，建築物
內專有部份基於產權歸屬單一性致推動上較為易行。而共用部份倘若建築物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向地方建築管理機關核報者，
則可透過管理委員會機制提會議討論辦理，是以較為可行。若建築物未成立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未向地方建築管理機關核報者，共用部份之改善是十分困
難的。而火災成長原理中，在起火室形成火災同時，若各空間未能有效抑制火
災，在閃火點後火災全盛期之時，火勢延燒至他室是可預期的，另考量火災致
死原因多為煙嗆致死，起火室煙流透過水平（門縫等）、垂直（管道間等）開
口流竄至他層致鄰戶死亡甚而因熱煙流竄致他室引燃，這都是顯示共用部份之
改善要求是必要的。是以本計畫的目的亦在於了解各防火避難設施改善涉及專
有/共用空間，以及結構施工性課題，分析據以提出優先辦理事項。所以：
「先
自助再共助、再公助，才能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目標。」
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仍應以法為先，併以安全為前題考量執行，才不枉憲
法保障人民生存權之原意。故原有合法建築物之安全檢討，可以先援引改善辦
法內的條文取得 70-80%的 acceptable level；即使如此也做不到，再援引改善計
畫書來解決。而改善計畫書應符合總分哲學原則來突破各項無法合格現實狀況
的簡易評估法，並考量個案特性仍然存在，方法仍有其限制與力有未逮處，再
透過委員會的討論共識，得到持平得以認同的安全水準，以解決目前原有合法
建築物安全改善制度推動困難的窘況，也較能讓建築物所有權人及使用人對於
改善計畫是可期待達到的。
即倘若建築物施以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時（不論該項設施是否已為地
方政府指定應依改善辦法附表一檢查），應先循變更使用申請之途徑，或以改
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循防火避難性能計畫書提送計畫送內政部營建署指定機構
審查，亦或符合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3 項之建築物得以提具改善計畫書送當地建
築主管機關審查。倘若前述方法均有產權性、結構性無法符合之時，即可送當
地建築主管機關或其指定審查單位審查認定確實無法改善時，得以以改善辦法
第 3 條第 3 項之建築物得以提具改善計畫書送當地建築主管機關審查辦理。前
述邏輯條列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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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依改善辦法附表一進行檢查作業。
2. 依檢查結果提出改善方式
2-1. 改善項目依據附表 1 有關規定改善
2-2. 涉及改善項目以同等性能防火避難設施認定改善
2-3. 改善項目循變更使用申請
3. 提送改善計畫書
3-1. 依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循防火避難性能計畫書提送計畫送內政部
營建署指定機構審查
3-2 依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3 項*之建築物得以提具改善計畫書送當地建築
主管機關審查
4. 倘若前述方法均有產權性、結構性無法符合時，即可送當地建築主管機
關或指定之審查單位審查認定確實無法改善，即認同以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3 項得以提具改善計畫書*送當地建築主管機關審查辦理。

*

前述改善計畫書應符合總分哲學原則來突破各項無法合格現實狀況
的簡易評估法，並考量個案特性仍然存在，方法仍有其限制與力有未
逮處，再透過委員會的討論共識，以解決目前原有合法建築物安全改
善制度推動困難的窘況。

另外，針對建築物內特殊場域空間會涉及到使用人不特定性、場域空間設
計特殊性以及使用情境的不同，造成火災發生時避難行為之複雜化，這部份也
是法規制度難以規範的範圍，此部份亦參考日本建築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訂
定之「特殊建築物等定期調査報告」制度，要求百貨公司、旅館、醫院、商店
等特殊場域應提出定期安全調查報告，同時提出性能評價的需求。所以我們必
須還要有一個認知：「循法辦理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尚無法全面提昇安全，應
再另外針對特殊使用行為場所提出性能評價之需求」。
整彙以上邏輯概念如下：
一、 已經蓋好的建築物，無法符合法規是會發生的，簡易的點（條）式
檢查輔以簡易性能化評估改善是必要的。
二、 原有合法建築物安全改善不能以 100 分為目標，能達 70 分即達一定
安全水準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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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友善(簡易)的性能評估方法，對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是一個很好方
法。
四、 先自助再共助、再公助，才能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目標。
五、 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仍應以法為先，併以安全為前題考量。
六、 改善計畫書應符合總分哲學原則的簡易評估法，並考量個案特性仍
然存在，改善計畫書需再透過委員會的討論共識，得到持平得以認
同的安全水準。
七、 循法辦理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尚無法全面提昇安全，應再另外針對
特殊使用行為場所提出性能評價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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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範圍限制
本案研究範圍針對臺北市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中不符合項目為調查分
析對象，並以「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附表一之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為範圍限制。並為考量建築法第 77 條之原意，本計畫書
調查及討論範圍排除附建違建與全部違建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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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改善困難項目的建議解決方式與作法
第一節 近年火災案例調查
一、白雪旅社火災
（一）火災概況說明
1.事件歷程說明
臺北市大同區 5 層樓建築之白雪大旅社(如圖 1 所示)於 2009 年 03 月 02
日凌晨 2 時 42 分發生大火，火勢在 30 分鐘內撲滅，廿名旅客在睡夢驚醒倉皇
逃生，造成 8 死 1 重傷，分別被燒死和嗆死在房間和樓梯間(如圖 1 所示)。是
北市 15 年來死傷最慘重的火災事故。根據火場鑑識人員調查，起火點在 2 樓
106 房房門後，起火時該房無旅客投宿。消防單位接獲報案後，雖然在 5 到 6
分鐘內就趕達現場，並於 30 分鐘內撲滅火勢，但因當時的火勢蔓延的非常迅
速，確實異常，因此造成如此慘重的傷亡。臺北市消防局指出，消防局是在 3
月 2 日凌晨 2 點 42 分接獲民眾報案，立即派遣救災車輛前往，共出動消防車
25 部、救護車 13 部、消防人員 106 名投入搶救，火勢於 3 時 11 分撲滅。警、
消指出，火警起於凌晨 2 點 42 分，造成嚴重傷亡，除了 5 層樓高的白雪大旅
社過於老舊，建物出入口僅有一處，室內隔間多為薄質木材，最重要的是背後
為高樓大廈阻擋，以致形成煙囪效應，一發不可收拾。

圖 4-1 白雪旅社火災人員傷亡地點說明與建物概要圖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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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白雪旅社基本資料與事件發生歷程一覽表
建物所在地

臺北市大同區太原路 142 號之 13

建照年份

民國 49 年

旅館使用時期

民國 51 年至 98 年

建築物使用用途

四層樓加強磚造建築物並於頂樓加蓋；地上一層為一般零售業，
地上二層至頂樓加蓋物為旅館使用用途。

火災發生時間

民國 98 年 03 月 02 日凌晨 02:42

通報消防隊時間

民國 98 年 03 月 02 日凌晨 02:42

消防隊作業時間

接獲通報後，約 5~6 分鐘抵達現場

起火點位置

地上二層 106 號房

延燒情況

起火居室 106 室透過「門」
、
「牆」與「氣窗」等部位延燒至同樓
層其他居室；續透過室內梯往上竄燒。
共 8 名人員罹難

人員傷亡情況

居室人員

罹難位置

111 室一名

罹難於 2 樓往 3 樓之樓梯口

200 室三名

罹難於該居室之浴室內

202 室一名

罹難於 3 樓往 2 樓之樓梯口

203 室一名

罹難於 333 室

311 室一名

跳樓身亡

五樓(頂樓加蓋居室)

罹難於該居室門口

共 15 名人員完成避難
自行避難逃生

共五名；101、103、209 與 301 室房客
人員與服務生。

人員成功避難情況
雲梯車救援

共 10 名；人員分別在 220、330、306、
312、317 室與頂樓。

2.火災現場調查報告說明
由火災現場調查可發現起火居室透過分間牆上方與下方之孔隙，
使得煙流蔓延至同樓層其他區域，並由室內梯開口部向上流竄。火災
發生後，因起火居室門被開啟後並無關閉，使得火燄則水平蔓延至同
樓層後，亦向上方樓層延燒。藉由表 2 現場調查照片，可綜整本災例
造成人員傷亡主要原因可分為人員屬性面、防火避難設施面與消防設
備 面 等 三 面 向 來 進 行 歸 納 分 析 ， 如 表 4-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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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火災現場調查：延燒原因分析
樓

現場照片說明

火災延燒原

層

因
本案起火居
室位於本棟
建築之地上
2

層

106

室。起火居
室房門被開
啟後，並未
關閉造成火
2 樓平面圖

煙蔓延。
106 室與外
面走廊之分
間牆構造因
非完成為磚
構造，故煙

2

流透過其孔

樓

隙蔓延。房

起

門並未被關

火
樓
層

閉亦造成第
106 室：木頭隔間有縫隙，空氣容易對流，所以煙也會迅速擴散

22

一時間內，
火災無法被
侷限於起火
居室內。
105 室位於
起 火 居 隔
壁，其分間
牆構造為磚
造，故並無
透過分間牆
延燒至 105
室之情況；
由於 105 室
房門是關閉

105 室：房門板之側面還維持原來之顏色，未受火勢波及

22

23

之情況，亦

林金宏，內政部消防署案件宣導：白雪大旅社七個人如何不死之一，2009 年 10 月，內政部消
防署；網址：http://enews.nfa.gov.tw/V4one-news.asp?NewsNo=1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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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層

現場照片說明

火災延燒原
因
無透過走廊
使火災蔓延
至室內。是
內部分有煙
燻的情況。
房間門未關
閉，火勢延
燒至房內。

2
樓
起
火
樓
層

房門為關閉
之狀況，故
火煙均未蔓
延至房內。

23

林金宏，內政部消防署案件宣導：白雪大旅社七個人如何不死之二，2009 年 10 月，內政部消
防署；網址：http://enews.nfa.gov.tw/V4one-news.asp?NewsNo=1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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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層

現場照片說明

火災延燒原
因

房門為關閉
之狀況，故
火煙均未蔓
延至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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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現場照片說明

火災延燒原

層

因
房門為關閉
狀況，但房
門 為 塑 膠
門，因此房
門呈現融化
之狀況。此
房間天花板
位置有部分
煙 燻 之 狀
況。

2 樓火勢透
過室內梯向
3 樓延燒，因
200、206 與
207 室直接
面對火勢，
3

故有燒損之

樓

情況。

3 樓平面

24

24

林金宏，內政部消防署案件宣導：白雪大旅社七個人如何不死之三，2009 年 10 月，內政部消
防署；網址：http://enews.nfa.gov.tw/issue/981029/images/ca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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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現場照片說明

層

火災延燒原
因
200 室面對
室內梯與走
廊部分之分
間牆為木板
構造，故本
室為全面燒
損之情況。

3 樓火勢透
過室內梯向
4 樓延燒，因
318、306 與
317 室直接
面對火勢，
4

故有燒損之

樓

情況。

3 樓平面

25

（二）防災需求、風險因子與可行改善方式說明
本災例場所人員特性於某一時段之特定時間內，不同於一般其他
公共場所之清醒且具自行避難能力屬性之人員。一旦發生火災時，人
員屬性之清醒度、避難環境之可維性、避難資訊之易判度與即時有效
25

林金宏，內政部消防署案件宣導：白雪大旅社七個人如何不死之五，2009 年 11 月，內政部消
防署；網址：http://enews.nfa.gov.tw/issue/981126/images/ca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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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因素均會影響整體避難效率與結果。以下就本災例綜合上小節災
例原因調查分析，提出防災需求、風險因子與可行改善建議等說明，
如 表 4-3 所 示 。
表 4-3 小型旅館類 B-4 類組之防災需求綜整表
項次

說明

用途類組

B-4 類組

風險因子

1.人員於夜間就寢時間，其避難準備時間長於一般避難狀況，造
成避難延遲之情況。
2.非火災樓層人員因若無正確之避難資訊與指標指引，可能導致
人員進入更危險之環境內。
3.居室火災蔓延至避難通道與其上樓層，降低避難環境之可維性。
4.小型原有合法旅館因面臨相關改善困難，使得在早期火災控制
或侷限火災範圍能力上均較不足。

防災需求

1.即早偵知
2.侷限火災範圍及其影響範圍
3.非火災層之避難環境可維持性與避難即時資訊

可行改善
建設

1.改善分間牆構造與門弓器之安裝-居室防火區劃
2.室內梯區劃-樓層區劃
3.非法定設備具提昇防火避難安全性者-簡易撒水設備
4.窗戶開口(緊急進口)加設鐵窗之移除或於其上增加可開啟之開
口
5.緊急廣播系統之增設
6.強化避難指標與避難資訊
7.改善室內裝修材料與使用防燄製品

分期分區
改善之建
議

短期

1.改善分間牆構造與門弓器之安裝-居室防火區劃
2.改善室內裝修材料與使用防燄製品
3.強化避難指標與避難資訊

中期

1.緊急廣播系統之增設
2.室內梯區劃-樓層區劃
3.窗戶開口(緊急進口)加設鐵窗之移除或於其上增
加可開啟之開口

長期

1.非法定設備具提昇防火避難安全性者-簡易撒水
設備
2.強化軟體管理-防火管理與緊急應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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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卡拉 OK 火災事件
（一）火災概況說明
1.時間：2012/05/05
2.地點：韓國釜山市商業區，火災發生在歌廳裡 26 間廂房中的一間，該歌廳座
落于一棟 6 層樓第 3 層。
3.起火原因：消防局發言人稱初步調查相信火警是由電線短路引起。發言人又指
出，由於卡拉 OK 廿多個房間位置迂迴曲折，再加上房間的隔音物料
導火性高，造成死傷人數衆多。
4.傷亡：已有 9 人死亡，其中包括 3 個農民工，還有 25 人受傷。
5.事件經過

26

韓國釜山商業區一家卡拉 OK 於 2012 年 5 月 5 日晚上 9 點左右，顧客在從入
口處的洗手間回來包廂之路途中，看到裏面天花板上冒著白煙。聽到營業員緊張
的表情說“得快點疏散人群吧？”回到房間對一起來的朋友們說“著火了，快
走”。雖然他們很快來到 KTV 內部走廊，但走廊內部已經一團黑了。走廊裏有
50 多名顧客在咳嗽，正在像迷宮一樣的 KTV 裏徘徊索路。吸一口氣，便像窒息
了一樣，精神變得恍惚。與朋友們一起用手機屏光照路，一邊用手唔著鼻子，向
有著微弱光的地方移動。幸好看到了入口，多虧剛才去了趟洗手間，摸清了 KTV
的室內構造，才得以更快地躲避。金某有些困惑地說：“在躲避時，沒有聽到警
報聲響，營業員也完全不進行指引‘躲避’。”導致 9 人死亡、25 人受傷的釜
山 KTV 慘案中，事故初期的松懈應對以及像迷宮一樣的內部構造釀造了悲劇。
據有幸逃出的人員的證詞說，營業員明知起火卻沒有快速指引顧客躲避。從
消防當局的調查結果中了解到，KTV 經營者和營業員們試圖自己滅火，失敗後才
打 119 報警。這樣，在火災發生初期應對不及時，導致 21 號和 24 號室間的天花
板上的火焰點燃了天花板上的隔音板，瞬間火勢蔓延。
5 月 6 日上午，回到火災現場，目睹到 KTV 是個與外部完全封閉的像迷宮一
樣的地方。如果沒有人指引，若想找到緊急出口事實上是幾乎不可能的。該 KTV
在一幢六層商廈的第三層，在 560 平方米的內部沿著“口”型走廊緊密排列著
26 個房間。走廊僅有 1.5 米寬，兩個成人迎面相遇都要相互讓路。因走廊狹窄，
26

資料來源：
http://tw.news.yahoo.com/%E9%87%9C%E5%B1%B1ktv%E7%81%AB%E7%81%BD%E6%AD%BB%E5%82%B7%
E4%BA%BA%E6%95%B8%E9%81%9434%E5%90%8D%E4%BA%BA%E5%93%A1%E5%82%B7%E4%BA%A1%E7%82%BA%
E4%BD%95%E5%A6%82%E6%AD%A4%E5%A4%A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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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 的房門都是朝房間內開的。窗戶也沒有。
5 月 6 日上午，第一次來現場勘察的警察據最初的起火地點櫃台後 24 號房
間和 21 號房間天花板上留下的嚴重的熏黑跡象來看，姑且視為火災是由於漏電
引起，正在做進一步調查。警方認為，像蜘蛛網一樣纏繞在一起的電線中，橡膠
脫落的部分電線發生了短路，火花濺到泡沫聚苯乙烯等可燃性較高的隔音材料上，
引發了火災。
因為該場所是封鎖了安全出口非法改造的房間，無法發揮避難的作用，加大
了此次慘劇。發生火災的練歌酒吧除有進出口外，還有 3 個安全出口，但都是形
同虛設。26 個房間中的把安全出口附屬室非法改造成了 1 號房 。另外，練歌安
全出口通道也堆積了酒箱等 ， 不 能 發 揮 作 用 。 因 此 ， 客 人 們 一 齊 涌 向 了 距
火 災 發 生 地 較 近 的 主 出 口。2009 年 開 業 的 該 練 歌 房 雖 然 在 去 年 8 月 接 受
過 消 防 檢 查 ， 但 在 30 個 檢 查 項 目 中 僅 有 自 動 火 災 探 測 器 不 良 等 兩 個 項
目受到了指責。

圖 4-2 現場燒損情況 27
27

資料來源：
http://tw.news.yahoo.com/%E9%87%9C%E5%B1%B1ktv%E7%81%AB%E7%81%BD%E6%AD%BB%E5%82%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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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災需求、風險因子與可行改善方式說明
本災例娛樂場所人員特性於營業時間內，不同於一般其他公共場所之清醒且
具自行避難能力屬性之人員。一旦發生火災時，人員屬性之清醒度、避難環境之
可維性、避難資訊之易判度與即時有效性等因素均會影響整體避難效率與結果。
以下就本災例綜合上小節災例事件分析，提出防災需求、風險因子與可行改善
建 議 等 說 明 ， 如 表 4-4 所 示 。
表 4-4 小型娛樂場所類 B-1 類組之防災需求綜整表
項次
用途類組
風險因子

防災需求

可行改善
建設

分期分區
改善之建
議

說明
B-1 類組
1.人員於營業消費時間，因環境聲音響度與飲酒情況，其避難準
備時間長於一般避難狀況，造成避難延遲之情況。
2.火災樓層人員因若無正確之避難資訊與指標指引，同時，封閉
其它之出入口，均可能導致人員因無其他選擇出口而阻塞於進來
之主出入口。
3.居室火災蔓延至避難通道與同樓層其他區域，降低避難環境之
可維性。
4.小型場所因面臨相關防災管理，使得在早期火災控制或避難通
道維護與緊急應變能力上均較不足。
5.人員數量超過容留人數。
1.即早偵知
2.侷限火災範圍及其影響範圍
3.避難通道之避難環境可維持性與避難即時資訊
1.改善居室與走道分間牆構造-防火區劃
2.避難通道暢通之管理
3.緊急廣播系統之增設
4.強化避難指標與避難資訊
5.改善室內裝修材料與使用防燄製品
短期
1.維護依法既設之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安全設備之
功能與效能。
2.改善居室與走道分間牆構造-居室防火區劃
3.改善室內裝修材料與使用防燄製品
4.強化避難指標與避難資訊
5.強化軟體管理-防火管理與緊急應變管理
中期
1.緊急廣播系統之增設
長期

1.改善走廊寬度與增設防火區劃建立相對安全區。

E4%BA%BA%E6%95%B8%E9%81%9434%E5%90%8D%E4%BA%BA%E5%93%A1%E5%82%B7%E4%BA%A1%E7%82%BA%
E4%BD%95%E5%A6%82%E6%AD%A4%E5%A4%A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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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中 ALA PUB 火災
（一）火災概況說明
臺中市哈克飲料店(ALA PUB 夜店)火災案係於民國 100 年 3 月 6 日凌晨 1 時
24 分發生在臺中市西區中興里中興街 4 巷 1 號哈克飲料店（招牌名稱：ALA PUB，
傑克丹尼 PUB 店）
。本案建築物登記面積僅 51.73 平方公尺，內部空間狹小擁擠，
案發當時店內人數眾多，表演者於夾層鋼管舞臺使用自製 LED 壓克力棒前端加上
筒狀火花點燃後，手持 LED 壓克力棒後端金屬鍊子快速旋轉以製造特效，甩出之
火花不慎引燃夾層鋼管表演臺正上方附近隔音泡棉，因隔音泡棉為易燃物質火勢
迅速延燒，及因逃生門緊閉，在場觀眾逃生不及，因而造成 9 人死亡、12 人輕
重傷之傷亡慘劇。
（二）引發公共安全問題

28

1.本建築物為民國 50 年建造之老舊建築，內部裝修使用易燃材料、隔音棉延燒
快速，煙熱流由樓梯蔓延至夾層，阻礙逃生通道。
2.本建築物僅有 1 處樓梯通往夾層，及單一樓梯出入口，形成火煙熱流迅速蔓延
夾層，造成避難逃生困難。
3.該場所夾層樓梯之對角位置，其戶外設有緩降機及鐵爬梯，火災發生時，死亡
之消費者未能及時發現及使用。
4.對室內使用明火表演致生火災之危險，雖依法於動火前應報地方消防局，然需
業者自發性主動申報。
5.哈克飲料店（PUB）火災時，場所內收容 70 多人，致火災發生時因人數眾多，
應變逃生不及而致人員傷亡。
（三）監察院調查意見
29
監察院於同年 6 月 8 日公佈竣事調查意見略以如下 ：

1.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對於本案違反「都市計畫法」設於住宅區內經營 PUB 酒
吧，竟未積極依法取締拆除。且建築物並無使用執照，亦未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竟任由業者經營 PUB 酒吧。本案並為民國 60 年 12 月 22 日建築法修正前建造
完成之舊有合法建物，應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
法」之歷年申請並輔導改善情形，經查尚無依該辦法申請改善之紀錄。並未落
實追蹤業者「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之後續改善情形
28

臺中市哈克飲料店火災事故檢討情形報告，內政部消防署，2011/03/08

29

臺中市 ALA PUB 夜店發生火災調查意見，派查字號 1000800083，監察院，2011/06/09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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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濟發展局接獲都市發展局、警察局之通知業者違反建築法規定斷水斷電等處
分情事後，未依「商業登記法」第 7 條規定辦理廢止其商業登記，縱容業者核
有重大違失。經濟發展局並身為聯合稽查小組主辦機關，未善盡主導之責，致
該聯合小組功能失靈，任各相關機關間橫向聯繫付之闕如，因循怠忽，且推諉
卸責，致釀災害，核有重大違失。
3.消防局為該市消防安檢權責機關，允應以其專業協助業者提供安全場所，然該
局對 ALA PUB 曾經歷數十次之消防檢查，卻均未就應改善消防之作法提出建議，
並督促業者改善，確有失當。且現場檢查結果均為合格。果真如此，該場所豈
會陡生大火，一夜之間奪去 9 條寶貴生命？安檢草率了事，異於從未安檢者幾
希。
4.臺中市政府嚴重弱化公共安全督導會報，致該會報徒具形式，未能發揮應有之
防災功能。臺中市政府明知轄內違反土地使用分區之違法營業家數眾多，竟未
依行政院訂頒之維護公共安全方案以及其子方案，切實執行該市有關建築物公
共安全管理業務，並督導都市發展局、經濟發展局、消防局等密切配合辦理，
對違法營業之業者善盡管制、查報之責。
（二）防災需求、風險因子與可行改善方式說明
本災例娛樂場所人員特性於營業時間內，不同於一般其他公共場所之清醒且
具自行避難能力屬性之人員。一旦發生火災時，人員屬性之清醒度、避難環境之
可維性、避難資訊之易判度與即時有效性等因素均會影響整體避難效率與結果。
然而，本災例雖然與卡拉 OK 或 KTV 等娛樂場所是屬於同一類，但在室內環境與
人員行為上仍屬具差異之處。以下就本災例綜合上小節事件分析，提出防災需求、
風險因子與可行改 善 建 議 等 說 明 ， 如 表 4-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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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小型娛樂場所類 B-1 類組之防災需求綜整表
項次

說明

用途類組

B-1 類組

風險因子

1.人員於營業消費時間，因環境聲音響度與飲酒情況，其避難準
備時間長於一般避難狀況，造成避難延遲之情況。
2.火災樓層人員因若無正確之避難資訊與指標指引，同時，封閉
其它之出入口，均可能導致人員因無其他選擇出口而阻塞於進來
之主出入口。
3.火災因室裝材料或布幕等物品造成快速蔓延，降低避難環境之
可維性。
4.小型場所因面臨相關防災管理，使得在早期火災控制或避難通
道維護與緊急應變能力上均較不足。
5.人員數量超過容留人數。
6.舞者/樂團表演時，可能使用明火表演之機率高。
7.增設夾層，並只有一處室內梯。

防災需求

1.即早偵知
2.侷限與控制火災範圍及其影響範圍
3.避難通道之避難環境可維持性與避難即時資訊

可行改善
建設

1.增設撒水設備。
2.避難通道暢通之管理
3.緊急廣播系統之增設
4.強化避難指標與避難資訊
5.改善室內裝修材料與使用防燄製品；隔音泡棉應納入室裝材管
理。
6.限制容留人數

分期分區
改善之建
議

短期

1.維護依法既設之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安全設備之
功能與效能
2.限制容留人數
3.改善室內裝修材料與使用防燄製品，尤其是隔音
材使用之管理與等級
4.強化避難指標與避難資訊
5.強化軟體管理-防火管理與緊急應變管理
6.拆除自設/非法之夾層空間。

中期

1.緊急廣播系統之增設
2.增設撒水設備。

長期

1.鼓勵娛樂場所業者申請防火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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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市西門町國賓戲院火災事件
（一）火災概況說明
1.時間：2011/07/02
2.地點：臺北市西門町國賓戲院，電影院營業前，火災發生於 2 至 3 樓之放映機
房內。
3.起火原因：初步調查相信火警是由電線短路引起。
4.傷亡：無人員傷亡。
5.事件經過 30
台北西門町國賓戲院，7 月 2 日上午 9:05，因為電纜走火，釀成火災，濃煙
不斷從 3 樓影廳竄出，還傳出陣陣惡臭，消防局 119 勤務中心獲報，立刻調派
20 多輛消防車到場，警消人員先趕緊疏散員工以及排隊的民眾，同步升起雲梯
車，從外打破窗戶灑水，火勢約 1 小時就被控制、撲滅，幸無人員傷亡。
早上 9:05，西門町的國賓戲院傳出火警，還好第一場的早場電影 10:20 才
開演，當時現場只有工作人員和購票民眾，緊急疏散後，人員全都平安無事。經
警方初步調查，已屬老舊建物的國賓戲院，疑因 2、3 樓的電影廳機房電線走火，
燒到外面易燃的雜物紙箱，才引發火勢；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局進一步鑑識。
（二）防災需求、風險因子與可行改善方式說明
本災例娛樂場所人員特性於營業時間內，不同於一般其他公共場所之清醒且
具自行避難能力屬性之人員。一旦發生火災時，人員屬性之清醒度、避難環境之
可維性、避難資訊之易判度與即時有效性等因素均會影響整體避難效率與結果。
然而，本災例雖然與卡拉 OK 或 KTV 等娛樂場所是屬於同一類，但在室內環境與
人員行為上仍屬具差異之處。以下就本災例綜合上小節事件分析，提出防災 需
求 、 風 險 因 子 與 可 行 改 善 建 議 等 說 明 ， 如 表 4-6 所 示 。
表 4-6 電影院場所類 A-1 類組之防災需求綜整表
項次

說明

用途類組

A-1 類組

風險因子

1.人員於營業消費時間，大多為清醒情況，其避難準備時間相當
於一般避難狀況，造成較無造成避難延遲之情況。惟此類場所為
公共場所，仍具有避難弱者。
2.觀眾席各層之高程差與階梯，降低避難步行速度。
3.火災因室裝材料或布幕等物品造成快速蔓延，降低避難環境之
可維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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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型場所因面臨相關防災管理，使得在早期火災控制或避難通
道維護與緊急應變能力上均較不足。
防災需求

1.即早偵知
2.侷限與控制火災範圍及其影響範圍
3.避難通道之避難環境可維持性與避難即時資訊

可行改善
建設

1.避難通道暢通之管理
2.緊急廣播系統與電影停止播放之有效性與即時性
3.強化避難指標、出口位置與避難資訊
4.改善室內裝修材料與使用防燄製品。

分期分區
改善之建
議

短期

1.維護依法既設之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安全設備之
功能與效能
2.改善室內裝修材料與使用防燄製品，尤其是隔音
材使用之管理與等級
3.強化避難指標、出口位置與避難資訊
4.強化軟體管理-防火管理與緊急應變管理

中期

1.電器使用管理與檢修。

長期

1.鼓勵電影院場所業者申請防火標章。

五、臺北車站商圈火災事件
（一）火災概況說明
1.時間：2012/04/28
2.地點：台北後站商圈鄭州路一棟 6 樓公寓，共 12 戶商家及民宅遭波及
3.起火原因：1 樓飾品店在進行室內裝修，工人用火不慎意外燒到對面平房，導
致木造平房火勢瞬間向外、向上延燒，公寓跟著陷入火海。
4.傷亡：3 死 2 傷
5.事件經過

31

臺北市消防局於 2012 年 04 月 28 日下午 3 時 56 分獲報，正在裝潢的鄭州路
29 巷 6 號木造平房竄出火舌，調派 30 輛消防車與 83 名消防人員前往灌救，但
現場巷道狹窄，寬僅 2 米，消防車無法進入，只能在 10 公尺外佈水線灌救，而
失火戶的遮雨棚，又與對面 29 巷 7 號賣皮包飾品的「莉莉百貨」外的遮雨棚重
疊，火舌蔓延迅速，加上現場多屬木造建物，店內有大量塑膠及飾品助燃，火勢
迅速延燒 18 戶民房。
31

參考資料：http://fireman.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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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火警意外造成 3 死 2 傷的悲劇，消防局表示，失火的後火車站商圈附近全
是 2 米寬巷道，加上附近商家店面擺放易燃物，火勢一發不可收拾。警方調查起
火原因，訊問在起火戶進行油漆工程的油漆工，他們指當時燈泡突然落地爆裂，
燈泡內的易燃物質「鎂」引燃油漆，而莉莉百貨門口吊掛一些圍巾及 T 恤等易燃
物，瞬間助燃火勢。
火災地點就位在台北車站後站商圈，商圈裡上百服飾店和飾品店，全部擺放
易燃物，加上都是 30 年以上舊房子，部分還是木造平房，但最主要，環顧四周
巷道，火場南北向一側是重慶北路 15 巷，巷子寬度只有 2 米半，另一側是太原
路 22 巷和華陰街 72 巷，只有 2 米寬度；至於東西向就是鄭州路 29 巷，左右都
只有 2 米寬，水箱車不得其門而入。巷弄窄成了致命主因，也有店家表示，滅火
器當下找不到幾隻，其實商圈舉辦過好多次演習，不過真正發生火警時，才發現
演習的動作完全派不上用，滅火器不足，加上地點受限，控管不住肆虐的惡火，
釀成北市近 5 年來，死傷最慘，損失最大的火警意外。臺北市消防局災害搶救科
科長蔡家隆表示，火災發生在消防局列管的災害搶救困難區，消防局早已規劃消
防通道紅線禁止停車寬度，並設置約 30 處地上或地下式消防栓，但該區都是連
棟式老舊公寓，加上巷弄狹窄且易燃物多，延燒相當迅速，「是北市近 5 年來最
嚴重一次火警」。消防局第四大隊大隊長劉永洀也說，蘆洲大囍市大火之後，全
國消防單位就對巷弄狹窄地區全面檢視，華陰街與迪化街等商圈被列搶救困難地
區，每年至少進行兩次防災演練，最近一次是上月 3 日，「昨火警連體積最小的
水箱車都無 法 進 入 灌 救 ， 才 會 發 生 憾 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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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臺北車站後站商圈火災檢討
時序

現場照片說明

潛在因子分析
臺北車站後站商圈
因受限原本巷弄狹
小之環境，使得商
家間的有效距離為

災前

2m 巷道，又因商品
擺設超出室內範
圍，故增加了火災
延燒的機率與縮減
避難走道寬度。

由於巷道狹小，救
災車輛無法接進起
火對象物，消防救
災人員僅能利用延
申水帶佈線的方
式，進行滅火作
業。因此，在效能
上對於撲滅火源與
阻止戶別間之延燒
仍受限。

災
時：
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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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

現場照片說明

潛在因子分析
本區為舊有社區
群，對於戶別間之
防火間隔規定已不
符合現行法令規
定，同時，屋頂有
部分仍不具半小時
防火時效之效能。
因此，在鄰房間隔

災
時：
火勢
延燒

如此狹小的情況
下，火勢容易透過
窗戶開口與屋頂向
鄰房延燒。再者，
此類建築大多只有
一座室內梯，如有
其他開口通道者，
亦可能因後續裝修
將之封閉，造成避
難上之障礙。

災

由災後現場調查狀

後；

況，可看到起火建

調查

築與非防火構造之
建築物，均呈現全
面燒損之情況。因
此，對於老舊社區
之火災蔓延防止問
題，應提出可行之
對策，降低影響之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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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

現場照片說明

潛在因子分析

（二）防災需求、風險因子與可行改善方式說明
本災例為老舊既有商圈因施工引發火災，進而延燒擴大至商圈社區多處建物
發生火災燒損事件。不同於其他場所於專有部分進行相關改善後，即能立即降低
火災影響或受影響之範圍。故對於此類商圈/社區防災課題，應擴及整區的視野
來探討。
以下就本災例綜合上小節事件分析，提出防災需求、風險因子與可行改善建
議等說 明 ， 如 表 9 所 示 。
表 4-8 店舖場所類 G-3 類組之防災需求綜整表
項次

說明

用途類組

G-3 類組

風險因子

1.商品擺設超出店家範圍，影響避難通道寬度與增加延燒機率。
2.具單一出入口、單一室內梯或其他出入口遭封閉，增加避難困難。
3.防火間距不足與部分木構造建築，擴大延燒範圍之可能性。
4.巷弄狹小不利救災作業施行。
5.小型場所因面臨相關防災管理，使得在早期火災控制或避難通道
維護與緊急應變能力上均較不足。

防災需求

1.即早偵知
2.侷限火災燒損範圍及其延燒影響範圍
3.避難通道/出口之暢通與社區/商圈避難資訊通報
4.救災作業可及性

可行改善
建設

1.避難通道/出口暢通之管理
2.社區/商圈緊急廣播系統之有效性與即時性
3.改善商品擺設方式、室內裝修材料與使用防燄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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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法定設備之一人可操作戶外消防栓
分期分區
改善之建
議

98

短期

1.維護依法既設之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安全設備之
功能與效能
2.改善商品擺設方式、室內裝修材料與使用防燄製品
3.避難通道/出口暢通之管理
4.社區/商圈緊急廣播系統之有效性與即時性

中期

1.非法定設備之一人可操作戶外消防栓
2.強化軟體管理-防火管理與緊急應變管理

長期

1.透過都市更新，建立較安全之商圈/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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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原有合法建築物現況問題案例調查

一、現況法制背景
內政部依據建築法第七十七條規定，於九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修正「舊有建
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為「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
消防設備改善辦法」，並修正全文。其中改善辦法第第二條明文規定：「原有合
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設備不符現行規定者，其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
人應依該管主管建築機關視其實際情形令其改善項目之改善期限辦理改善，於
改善完竣後併同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申報」，即已將「原有合法建築
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與「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
法」（以下簡稱公安申報辦法）二法合一。今二法亦於 99 年 6 月 25 日內政部
令公告並自同年 7 月 1 日生效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
表」整併各項檢討項目及內容在書表內。
因應改善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臺北市政府分別於 98 年 12 月 4 日 32、99 年
8 月 31 日 33公告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指定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
目，並列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併同檢討項目內。二階段
指定表列 11 項改善項目（另含 19 次項目）之改善項目分別為：
第一階段：指定非防火區劃分間牆及內部裝修材料。
臺北市政府 98 年 12 月 4 日府都建字第 09864455900 號函
主旨：公告指定本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並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依據：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2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指定本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第 1 階段應改善項目為「內
部裝修材料」及「非防火區劃分間牆」2 項。
二、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各類組建築物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應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之規
定檢討改善上開 2 項目。至其他尚未指定之項目，建築物公共安全

32

公告臺北市 2010 年第一階段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為「內部裝修材料」及「非防火區劃分間
牆」函，臺北市政府府都建字第 09864455900 號，中華民國 1999/12/4
33
公告指定本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第 2 階段）函，臺北市政府府都建字第
09964301700 號，2000/8/17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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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得暫依建造或變更使用當時法令規定檢討。
三、本府將俟內政部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相關書表或經檢驗
合格之「遮煙性」產品達一定種類及數量後，再配合檢討並指定
第 2 階段改善項。

第二階段：指定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非防火區劃分間牆（共有部分）、內部裝
修材料（共有部分）、直通樓梯、避難層以外樓層出入口、屋頂避難平台、緊急
進口。
臺北市政府 99 年 8 月 17 日府都建字第 09964301700 號
主旨：公告指定本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第 2 階段）
，並
自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依據：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2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指定本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第 2 階段應改善項目為（1）防火區劃
之防火門窗（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共有部分）
（3）內部裝修材料（共有部
分）
（4）直通樓梯（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6）屋頂避難平台（7）緊急
進口。

惟針對特定原有合法建築物，於改善辦法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符合下列規
定者，其改善計畫書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前條附表一一部或
全部之規定：
1.

建築物供作 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千平方公尺。

2.

建築物位在五層以下之樓層供作 A-1 類組使用。

3.

建築物位在十層以下之樓層。

前項所指改善計畫書之申請書及應載明內容並未提出標準書圖文件，其審
查機制亦未明訂，致尚未能採用此法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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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有合法建築物各使用類組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現況探討

34

35

(一)申報常見缺失之建築物使用類組
建築法 77 條第三項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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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國內原有合法建築物不同使用類組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現況，做
一分析與討論。
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資料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依照建築
物使用類組有不同申報頻率，同一使用組別又依其樓地板面積再區分其頻率，
因此取最大申報頻率為基礎資料做分析，各類組如下：
針對各使用類組統計其公共安檢檢查不合格及待改善率(如下圖 4 所示，
統計至 97 年 12 月，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超過 20%
之使用類組包含：A-1 集會表演、B-1 娛樂場所類、B-3 餐飲場所類、C-2 一般
廠庫類、D-4 校舍類、F-4 戒護場所類、G-3 店鋪診所類、G-2 辦公類、H-2 住
宅類。
不合格率

公共安全檢查各類組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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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集會表演類
A-2運輸場所類
B-1 娛樂場所類
B-2 商場百貨類
B-3餐飲場所類
B-4 旅館類
C-1特殊廠庫類
C-2一般廠庫類
D-1健身休閒類
D-2文教設施
D-3國小校舍類
D-4校舍類
D-5補教扥育類
E宗教殯葬類
F-1醫療照護類
F-2社會福利類
F-3兒童福利類
F-4戒護場所類
G-1金融證券類
G-2辦公場所類
G-3店鋪診所類
H-1宿舍安養類
H-2住宅類

5

圖 4- 3 建築物各使用類組不合格率統計圖
34
35

林慶元、陳盈月、黃信翔，建築物防火避難安全策略報告書，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999/12
林慶元、陳盈月，防火標章申請作業手冊 1999 年版，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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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營建管理部分中述明：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檢查，
以配合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抽（複）查為原則，其優先順序如下：
第一順序：A-1 類組、B-1 類組、B-2 類組、B-3 類組、B-4 類組。
第二順序：D-1 類組、D-5 類組、F-2 類組、F-3 類組、H-1 類組。
第三順序：依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制度規定，前述以外類組需實
施申報之營業場所。
交叉分析上述申報情形與維護公共安全方案分析結果，建議以 A-1 類組、
B-1 類組、B-3 類組、H-1 類組、H-2 類組為優先改善之類組，並考量近年來重
大營業場所火災事件，增加 B-2 類組、B-4 類組列入優先改善之類組。

(二)常見缺失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
經統計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公共場所防火標章認證輔導之旅館使用類
組建築物有關建築設計施工編防火避難設施項目常見缺失項目中，以「十層以
下樓層面積區劃」、「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非防火區劃分間牆」、「內部裝修
材料」、「室內安全梯」五項最為常見，故報告書書建議優先列入原有合法建築
物輔導改善之項目，其次為「垂直區劃」
、
「貫穿部區劃」
、
「一般走廊寬度」
、
「直
通樓梯設置與步行距離」四項次之。詳如表 4-9。

表 4-9 旅館使用類組建築物有關建築設計施工編防火避難設施項目常見缺失
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防火避難設施項目)
防火構造建築物主要構造部分之防火時效

區劃

0.0%

十層以下樓層

建技規則 79

10.0%

十一層以上樓層

建技規則§83

1.7%

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建技規則§79-1

0.0%

垂直區劃

建技規則§79-2

5.0%

層(戶)間區劃

建技規則§79-3

0.0%

建技規則§85

3.3%

建技規則§85-1

0.0%

地下建築物 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建技規則§201

0.0%

區劃

建技規則§202

0.0%

貫穿部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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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比

建技規則§70

面積區劃

防火

條文

貫穿部區劃
設備崁入防火牆

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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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建築物垂直區劃

建技規則§203

0.0%

建技規則§241

0.0%

建技規則§242

0.0%

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建技規則§76

21.7%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建技規則§86

11.7%

內部裝修材料

建技規則§88

15.0%

建技規則§90

0.0%

建技規則§90、§90-1

0.0%

建技規則§91

0.0%

一般走廊

建技規則§92

5.0%

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建技規則§131

0.0%

設置與步行距離

建技規則§93

6.7%

避難層樓梯口至出口步行距離

建技規則§94

1.7%

設置兩座直通樓梯與重複步行距離之限制

建技規則§95

0.0%

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建技規則§33

1.7%

直通樓梯總寬度

建技規則§98

0.0%

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建技規則§96

0.0%

迴轉半徑

建技規則§33

0.0%

高層建築物區劃、兩方向避難、
高層建築物 地面上下樓層直通樓梯錯開
高層建築垂直區劃

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
避難層出入口

出入口
建築物於避難層開向屋外出
入口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走廊

直通
樓梯

安全
梯

室內安全梯
戶外安全梯

13.3%
建技規則§97

特別安全梯

0.0%
0.0%

屋頂避難平台

建技規則§99

1.7%

緊急進口設置範圍

建技規則§108

0.0%

緊急進口設置標準

建技規則§10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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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見缺失案例調查

建築物使用類組

B-2 商場

建築物使用類組

B-4 旅館

常見缺失項目

室內裝修

常見缺失項目

貫穿部區劃

儲藏室隔間裝修材料不符
建築物使用類組
常見缺失項目

G-2 辦公大樓

建築物使用類組

直通樓梯與步行距離 常見缺失項目

同一層兩個專有空間時影響另一專有
空間步行距離
建築物使用類組

貫穿區劃未填塞

G-2 辦公大樓、D-5

C-1 倉儲物流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未具 1HR 防火時效

建築物使用類組

C-1 倉儲物流

常見缺失項目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補習班、F-3 托兒
所、F-4 精神病院
常見缺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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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進口設置鐵窗
建築物使用類組
常見缺失項目

B-2 商場

常見缺失項目

建築物使用類組

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常見缺失項目

門弓器拆除
建築物使用類組

分戶牆為採光故以玻璃裝設

C-1 倉儲物流

B-1 餐廳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未具 1HR 防火時效
建築物使用類組

直通樓梯與步行距離 常見缺失項目

B-1 健身房及三溫暖
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三溫暖機房防火門拆除改設木門
昇降機間區劃，但影響步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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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不合格原因

36

依據臺北市政府建築管理處之統計，常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
查不合格原因如下：
1 特定使用類組說明：
整理 99 年度複查常見防火避難設施問題包含「防火區劃(防火門)定位及
方向」、「緊急進口」、「分間 (戶)牆」、「避難層以外出入口」、「垂直區劃
填塞」。分述如下：
1.1 H-1 小型社福機構：地下室防空避難室通往戶外進出口防火門窗不符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76 條規定。經查調原核准竣工圖及建照
圖為符合原核准圖說。明顯為原有合法建築物但不安全之情事。
1.2 D5 托育中心：緊急進口遭廣告招牌封閉。其原有開窗外部不應設置
廣告物，影響火災緊急搶救。然若屬 63 年以前建築物則無規定設置，
故亦屬原有合法建築物但不安全之情事。
1.3 D5 補習教育中心：
防火區劃及避難層以外出入口（右側）之主要出入口非防火門、防火
門拆除，室內分間牆於立案後擅自變動乙節。
1.4 D1 室內健身休閒館：
防火門未設自動歸位裝置、原有走廊分間牆拆除（致逃生路徑需經教
室）
1.5 F3 托兒所：破壞分戶牆之防火區劃。
1.6 B2 商場：樓梯間及卸貨停車區與賣場空間之管線防火填塞未施作，
大型空間有關防火區劃（安全梯間、區劃牆、空調風管及管道間等）
管線貫穿處填塞常為複查重點，檢查時應特別注意。
1.7 G1 銀行：緊急進口裝設鐵窗。
2 常見防火避難設施問題
2.1 防火區劃：
(1) 安全梯之樓梯間內有空調管穿越破壞防火區劃

(技規-79-2、85)

(2) 申請範圍與相鄰之分戶牆打通 (技規 86)
(3) 申報樓地板面積大於 2500 ㎡，申報書未檢討防火區劃
(4) 防火區劃不完整（防火時效牆壁、防火門窗等與該處防火構造樓板區
劃分隔）
36

常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不合格原因及案例解析，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臺北市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法令研習會，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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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核准具區劃之防火門擅自變更(小型社福機構、補習班…)
(6) B-3 組之廚房未設獨立區劃(技規 86 樓板、牆壁及防火門窗)
2.2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內部裝修材料
(1) 分間牆裝修簽證材料與現況不符（FC1 標示為 FR1）
(2) 部分裝修材料不符規定
(3) 現況裝修材料無法判別且後補材料證明文件錯誤
(4) 申報圖說分間牆標示位置與現況不符
(5) 現況新增分間牆與申報圖說不符
2.3 避難層出入口、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走廊（室內通路）
(1) 出入口堆積物
(2) 走廊寬度未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3) 走廊通道以廣告看板封閉
(4) 通往安全梯室內通路擅作隔間
2.4 直通樓梯、安全梯、特別安全梯
(1) 平面簡圖未交代安全梯
(2) 安全梯防火門未設置自動關閉器及上鎖阻礙逃生
(3) 安全梯出入口堆積雜物
(4) 申報簽證簡圖直通樓梯與現況不符
(5) 擅自於安全梯間內開口及拆除防火門
2.5 屋頂避難平台、緊急進口
(1) 緊急進口被戶外鐵窗阻礙。
(2) 通往屋頂避難平台之防火門設栓鎖
2.6 其它
(1) 受檢場所申報後擅自裝修或改變
(2) 現況使用違章範圍而未納入檢查申報範圍
(3) 增設室內梯而擴大使用樓層且未納入申報範圍
(4) 卷附檢查照片部份係使用電腦合成處理
(5) 原核准出入口防火門擅自變更
(6) 室內梯連通地下室，但僅檢查申報地面層，專業檢查人亦未於檢查報
告書之綜合意見欄內簽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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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況實質執行面問題
雖目前中央建築主管機關訂有「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
改善辦法」，並將後續管理與改善計畫書交付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唯面對
建築物每年之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結果與要求進行改善項目及建築物申請變更
使用用途申請案件時，仍有許多實質面之操作性困難與審查機制不完善之處。

（一）維持原用途空間面臨改善有明顯之困難
面對此類維持原用途且為原有合法建築物之眾多案件，其可能因空間之限
制無法依據「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附表一
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要求改善內容逐一改善，惟其場所可能涉及公共安
全之議題下，其建築物所有權人提具之改善計畫書關於改善項目之重要性
與優先性、防火避難安全等級認定等議題均無有具體且經過認可之評估法
可依循辦理與申請審議。
（二）變更用途空間面臨改善有明顯之困難
目前面對許多原有既存舊建物因再利用之議題或其商業考量，申請非原用
途之案件，其空間可能因建築物空間、使用特性或其維持其建築空間意像
等原因，無法依據「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附表一與附表二逐一改善，惟其場所可能涉及公共安全之議題下，其建築
物所有權人提具之改善計畫書關於改善項目之重要性與優先性、防火避難
安全等級認定等議題均無有具體且經過認可之評估法可依循辦理與申請
審議。
（三）地方政府建築主管機關對於改善計畫書之內容、方法與審議機制之實施困
難
各直轄(縣)政府建築主管機關面對每年建築物公共安全檢報申報，雖有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令其建築物所有權
人須依其辦理限期改善之法令依據，惟對於無法適用該辦法第二條之情況
且改以依循第三條所宣稱之提具改善計畫書來達到得不適用一部或全部
之情況，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因無明確之評估方法予以確定其改善項目之權
重性與安全水平，且因無明訂之審議機制流成與指定之審議委員會或第三
公證單位進行技術審議，故主管機關除了進行一般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
報管理與查核外，對於須改善且面臨公共安全議題之場所，仍大多無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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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此部分之實施狀況在全國各縣市實施狀況也不一。
（四）改善成本有時涉及龐大費用，或改善項目涉及結構問題，在無替代改善措
施下改善困難
硬體設施及構造強化費用龐大，改善意願低。對於無法依改善辦法改善之
改善項目，無其它可替代方案之規定，而強迫要求其改善， 易生民怨與執
行上之困擾。
建築構造防火強化及避難措施改善困難，如防火區劃、走廊寬度、樓梯(安
全梯)改善等，因既存建築空間條件限制下難以全面依規定規善。
（五）產權及使用問題
既存建築之部分改善項目涉及共有空間及他戶專有空間，因產權不同及使
用問題而延生現實執行層面與使用者接受程度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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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常見缺失及改善難易及課題調查

一、問卷調查與分析
（一）調查問卷說明
本調查問卷係為知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作業之建築物公共安全防
火避難設施常見缺失課題及改善難易情形，以了解各類組逐項要求改善之階段性
及對應之改善方案。
依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辦法中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原有合法建築物申請防
火避難設施改善之項目係於改善辦法附表一規定之。其中之改善方式包含 1、依
現行規定 2、符合建造或變更當時有關規定 3、依改善辦法第 5~24 條規定 4、
免辦理檢討改善及 5、各級政府機關免辦理改善之五類方式，本調查問卷係針對
第三項改善方式了解現行防火避難設施之項目，以及改善困難之課題。本調查問
卷之目的及範圍界定如下：
1. 為了解各類組各時期之原有合法建築物常見之課題，及因應改善方式難易
情形
2. 本表依各類組各時期對應改善辦法附表一之△標示之「應依本辦法第 5~24
條之規定辦理」整彙，找尋逐條對應個別性改善方案
3. 前條改善方案依難易情形將分別包含以下三項：
(1)依法定設施設備及程序申請改善。
(2)採同等性非法定且有效設施/設備申請改善。
(3)採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性能安全評估方法申請改善。

（二）調查問卷設計
本次調查問卷針對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辦法附表一有關防火避難設施項目，
依建築物使用類組以及建築物興建完成或領得建造（或變更使用）執照時間，分
別進行 23 類組 x 4 時期，共 92 項目之調查，調查方向包含 A. 常見缺失問題、
B. 改善困難情形。每項調查以五分法填入，即填入 1~5 數值，其代表意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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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調查問卷填表代號
填表代號

2

3

4

5

常見缺失問題 極不常

不常

普通

經常

極經常

改善困難情形 極易

易

中等

難

困難

調查內容

1

（三）調查問卷專家及方式
由於本次調查問卷方向為公共安全檢查常見問題及改善困難情形，據以討論
改善方案妥適性，遂採德菲爾法結合問卷結果據以分析後召開會議討論方式，邀
集產學界專家填寫調查問卷後，經分析結果即召開會議討論改善方案。調查問卷
邀請專家如下：

1 產業界 蕭鈞相建築師
2 產業界 楊檔巖建築師
3 產業界 李冠賢副理事長

蕭鈞相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公
共安全委員會委員
楊檔巖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室
內裝修委員會前主任委員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副理事
長

4 產業界 張乃駿秘書長

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協會秘書長

5 學術界 莊英吉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建築防火博士

6 本計畫 林慶元教授
共同主
7 持人

簡賢文教授

8 本計畫 陳盈月經理
9

研究員

黃伯達研究員

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臺灣建築中心防火避難
性能評定委員會召集人
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系教授/臺灣建築中心防火避難
性能評定委員會委員/SFPE 台灣分會榮譽理事長
臺灣建築中心正工程師(兼經理)/臺灣防火材料協
會副秘書長
臺灣建築中心研究員/英國奧斯特防火科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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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問卷結果分析與探討

Ａ、改善工程涉及產權性問題
1. 涉及建築物共用空間產權性問題：
(1) 防火區劃中面積區劃、垂直區劃、層(戶)間區劃、垂直貫穿部區劃、
地下建築物區劃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高層建築物區劃
(2) 避難層出入口
(3)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4) 直通樓梯中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樓梯及平台淨寬度、直通樓
梯總寬度、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迴轉半徑
(5) 安全梯中室內安全梯、戶外安全梯、特別安全梯
(6) 屋頂避難平台
(7) 緊急進口
2. 涉及建築物專有空間產權性問題：
(1) 防火區劃中特定用途空間區劃、水平貫穿部區劃
(2) 走廊中一般走廊
(3) 直通樓梯中設置與步行距離
Ｂ、改善工程涉及結構性（空間性侷限）變動問題
1. 防火區劃中面積區劃、垂直區劃、層(戶)間區劃（尤其為帷幕牆）
2. 避難層出入口
3.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4. 走廊中一般走廊
5. 直通樓梯中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樓梯及平台淨寬度、直通樓梯總
寬度、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迴轉半徑
6. 緊急進口
Ｃ、改善工程涉及產權性及結構性（空間性侷限）變動交疊問題
1. 防火區劃中面積區劃、垂直區劃、層(戶)間區劃（尤其為帷幕牆）
2. 避難層出入口
3.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4. 走廊中一般走廊
5. 直通樓梯中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樓梯及平台淨寬度、直通樓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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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迴轉半徑
6. 緊急進口
Ｄ、防火避難設施常見缺失問題 VS 建築物使用類組
1. 防火區劃中面積區劃：位於十層以下樓層供 B-2 使用類組
2. 防火區劃中昇降機間垂直區劃：
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A-1 類組、
B-1、B-2、H-1、H-2 類組
3. 防火區劃中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垂直區劃：
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A-1 類組、
A-2、B-1、B-2、B-4、C-1、H-1、H-2 類組
4. 防火區劃中貫穿部垂直區劃：
全數類組改善均常見問題（92 年 12 月 31 日前興建或取照者均應依改善
辦法第 5~24 條改善，餘應依建造或變更當時法令)
5. 防火區劃中高層建築物區劃：
63 年 2 月 17 日至 85 年 4 月 18 日興建或取照之 H-1 類組
6. 防火區劃中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全數類組改善均常見問題（92 年 12 月 31 日前興建或取照者均應依改善
辦法第 5~24 條改善，餘應依建造或變更當時法令；63 年 02 月 16 日前
興建或取照之 D-1 類組應依規定依 5~24 條改善，餘依建造或變更當時
法令)
7.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B-1 類組
8. 避難層出入口：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B-1 類組
9. 走廊之一般走廊：85 年 04 月 18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H-1 類組
10.直通樓梯之樓梯及平台淨寬度：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B-1 類
組
11.直通樓梯之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
照之 B-1 類組
12. 緊急進口：全部類組
Ｅ、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困難問題 VS 建築物使用類組
1. 防火區劃中面積區劃：全部類組
2. 防火區劃中特定用途空間區劃：A-1、B-2 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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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火區劃中電扶梯間垂直區劃：A-2 類組
4. 防火區劃中昇降機間垂直區劃：
B-4、C-2（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H-1、H-2 類組
5. 防火區劃中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垂直區劃：
H-1、H-2 類組
6. 防火區劃中貫穿部垂直區劃：
全數類組改善均常見問題（92 年 12 月 31 日前興建或取照者均應依改善
辦法第 5~24 條改善，餘應依建造或變更當時法令)
7. 防火區劃中層(戶)間區劃：全部類組，尤其帷幕牆部份。另 92 年 12 月
31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A-1 類組
8. 避難層出入口：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D-5、G-3 類組
9. 走廊之一般走廊：85 年 04 月 18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B-2、B-3 類組
10.直通樓梯之設置與步行距離：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A-1、A-2、
B-1、B-2、B-3、B-4、C-1、C-2、D-1、D-2 類組
10.直通樓梯之樓梯及平台淨寬度：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各類組
（除 D-3、H-2)
11.直通樓梯之總寬度：A-1、B-2 類組
12.直通樓梯之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全部類組
13. 緊急進口：全部類組

Ｆ、改善工程涉及產權性及結構性問題 VS 建築物使用類組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困
難問題
表 4-11 改善工程涉及產權性、結構性問題與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困難問題對照
調查問卷內容 改善工程涉及產權
性及結構性（空間性
防火避難設施項目
侷限）變動交疊問題
1-(1)防火區劃：面積
V
區劃
1-(2)防火區劃：特定
-用途空間區劃
1-(3)-2 電扶梯間垂直
V
區劃
1-(3)-3 昇降機間垂直
-114

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困難問題 VS
建築物使用類組
全部類組
A-1、B-2 類組
A-2 類組
B-4、C-2（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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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劃
1-(3)-4 防火區劃：垂
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
間及其他類似部分垂
直區劃
1-(4)防火區劃：層
(戶)間區劃（尤其為
帷幕牆）
1-(5)防火區劃：貫穿
部垂直區劃

4 避難層出入口
5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
入口
6-(1)走廊：一般走廊
7-(1)直通樓梯：設置
與步行距離
7-(2)直通樓梯：設置
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7-(3)直通樓梯：設樓
梯及平台淨寬度
7-(4)直通樓梯：直通
樓梯總寬度
7-(5)直通樓梯：改為
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
限制
7-(6)直通樓梯：迴轉
半徑
10 緊急進口

建或取照）、H-1、H-2 類組
H-1、H-2 類組
--

V

--

V

全部類組，尤其帷幕牆部份。另
92 年 12 月 31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A-1 類組
全數類組改善均常見問題（92 年
12 月 31 日前興建或取照者均應依
改善辦法第 5~24 條改善，餘應依
建造或變更當時法令)
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D-5、G-3 類組

V
V
--

85 年 04 月 18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B-2、B-3 類組
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A-1、A-2、B-1、B-2、B-3、B-4、
C-1、C-2、D-1、D-2 類組

V
V
V

63 年 0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
各類組（除 D-3、H-2)
A-1、B-2 類組
全部類組

V
V
V

全部類組(尤見於 71 年 06 月 15 日
至 97 年 3 月)
全部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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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困難課題調查與探討
（一）常見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困難課題調查
有鑑於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將配合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故本計畫
將整理本章第二節既有建築物現況問題並徵詢第三節專家實務公共安全檢查時
常見及疑義之 54 個課題召開四次會議進行討論，並將討論課題中涉及無法依法
逕項改善者（檢查改善邏輯詳見第三章第二節），尋求同等性能防火避難設施認
定改善方法或以簡易評估法得以評估提出改善計畫書送委員會討論得可接受安
全水平之共識。常見防火避難設施技術性課題討論如下：（討論課題結論詳附件
一）
表 4-12 常見防火避難設施適用改善方式
防火避難設施

改善方式 依附表一 同等性能 提出簡易評 非技術性
改善
改善
估法改善
課題

（一）特定用途空間區劃項目

1

1

--

2

（二）防火區劃之垂直貫穿樓地板
之管理間及其他類似部份

1

--

--

--

（三）層(戶)間區劃

1

1

1

--

（四）貫穿部區劃

2

--

--

2

（五）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2

--

--

1

（六）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2

--

--

--

（七）內部裝修材料

4

2

--

--

（八）避難層出入口

2

1

1

--

（九）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1

1

（十）走廊

4

1

1

（十一）直通樓梯-設置與步行距離

1

--

1

--

（十二）直通樓梯-設置兩座直通樓
梯之限制

--

--

--

1

（十三）直通樓梯-設置兩座直通樓
梯之限制、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
梯限制

1

2

--

--

（十四）安全梯

2

1

1

--

（十五）屋頂避難平台

1

--

--

--

（十六）緊急進口

2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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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定用途空間區劃項目
課題 1：高層建築物「防災中心」因社區管理委員會為方便監控車輛進出，能
否將 2 小時防火牆開口，改成玻璃窗？
課題 2：民國 92 年以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69 條規定應為防火
構造之建築物用途係採列舉式，其他未經明確列舉之用途得否免檢
討？
課題 3：防火區劃之「特定用途空間區劃」乙欄僅設有 93.01.01 以後檢討欄
項，92 年以前之建築物是否免檢討？
課題 4：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4 章設計之「工廠類建築物」
，其
作業廠房內設有固定隔間是否應拆除改善？
2.防火區劃之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理間及其他類似部份
課題 5：有關空調風管之檢討，按規定「垂直風管貫穿整個樓層時，風管應設
於管道間內。」上開「貫穿整個樓層」是否指貫穿整棟建築物？若申
報場所樓地板面積未達 1500 ㎡，風管能否免設於管道間內？
3.層(戶)間區劃
課題 6：玻璃帷幕牆大樓整幢未設置「層間區劃」，是否要檢討改善？
課題 7：非集合住宅建築物如有既存違建「陽台外推」，層間區劃是否仍要檢
討改善？
4.貫穿部區劃
課題 8：當空調風管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樓板時，依規定應設置防火閘門或閘
板，但現況倘因天花板遮蔽無法目視檢查，如何處理？
課題 9：空調風管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樓板，依規定設置防火閘門或閘板時，是
否應裝設利用煙感知器連動或其他方法控制之自動關閉裝置？
課題 10：風管貫穿防火牆壁或樓板，應在貫穿部位任一側之風管內裝設防火
閘門或閘板，於防火避難設施類「防火區劃－貫穿部區劃」及設備安
全類「空調風管」均有規定，二種專業檢查人之權責如何區分？
課題 11：工廠類建築物之「貨梯」或餐廳業廚房之「送菜梯」
，貫穿上下樓層，
防火區劃面積是否要上下層合併檢討？
5.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課題 12：非設於逃生避難動線之防火門，能否不設置自動關閉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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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13：近年（民國 98 年）某新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其整幢安全梯出入口
之「防火門」均未呈現 C 字軌驗證登錄標識，是否仍要改善？
課題 14：每一扇常時關閉式防火門一定要有文字標示嗎？常時開放式防火門
是否也要標示？
6.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課題 15：室內「分間牆」如何認定？沒有隔到天花板或平頂者能否得以「固
定隔屏」按裝修材料檢討？
課題 16：有關「分戶牆及分間牆」構造，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6
條已有明定，但非屬該條文規定之場所（如Ｃ類、Ｆ3 類組），其分
間牆構造材質是否免檢討？
7.內部裝修材料
課題 17：捷運車站內牆面設置多幅壓克力材質的廣告燈箱，公共安全檢查是
否依「裝修材料」檢討？（若干商業大樓門廳亦同）
課題 18：學校校舍內設置大面積的「黑板」、「公佈欄」得否免依裝修材料檢
討？
課題 19：國小教室內設置「故事館」、「原住民部落屋」等教學展示空間，得
否免檢討裝修材料？
課題 20：「內部裝修材料」僅列有 84.04.14 以後檢討欄項，是日以前之建築
物是否免檢討？
課題 21：100.06.30 修正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排除 B-1、B-2、
B-3 組得按其樓地板面積每 100 ㎡範圍內完整防火區劃者，裝修材料
不受限之規定，公共安全檢查是否要依該規定檢討？
課題 22：100.06.30 修正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備註內部裝修材
料「均含固著其表面並暴露於室內之隔音或吸音材料」，公共安全檢
查是否要依該規定檢討？
8.避難層出入口
課題 23：集合住宅（H2 類組）在避難層是否要設置 2 處以上不同方向之出入
口？
課題 24：某辦公大樓（G 類）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 500 平方公尺，但其使用執
照竣工圖說在避難層未設置 2 處以上不同方向之出入口，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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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25：建築物（非住宅）於避難層已設置多個出入口，是否每處出入口寬
度都必須至少 1.2 公尺？還是其中 2 處出入口合於法令規定即可？
課題 26：經領得變更使用執照之合法營業場所，其「直通樓梯於避難層之出
入口」寬度不足如何處理？（變更使用執照未檢討避難層平面圖）
課題 27：92.12.31 以前即已興建完成之建築物，其避難層供Ａ1、Ｂ1 類組使
用者，公共安全檢查是否需檢討「設在避難層之出入口，每處寬度不
得小於 2 公尺」之規定？
課題 28：93.01.01 以後新建建築物，其避難層供Ｂ1 類組使用，若現況已連
續設置 2 樘門扇寬度均為 180 公分，應視為 2 處出入口或是 1 處出入
口？
9.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課題 29：建築物供Ｄ1、Ｄ2 類組使用者，公共安全檢查究竟是否要檢討「避
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改善辦法「附表一」Ｄ1、Ｄ2 類組該項目檢討方式為「╳」
，與檢查
報告書之檢查內容不一致）
課題 30：建築技術規則「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之檢討內容載明為「直通樓
梯間」
，是否指安全梯才需要檢討？
課題 31：建築物使用類組為Ａ1、Ｂ1、Ｂ2、Ｄ1、Ｄ2 類組者，依規定每處「避
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寬度不得小於 1.2 公尺，並應裝設 1 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之防火門。從而，「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是否泛指各直
通樓梯出入口？倘同一使用單元內有數個樓層，面積合計未達 1500
㎡，其「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是否得免設防火門？
10.走廊
課題 32：何種情形須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走廊」之「構造」？
課題 33：使用執照竣工圖說「一般走廊」寬度標示為 110 公分，但實際現況
只有 100 公分，是否仍要檢討改善？能否視為容許誤差？
課題 34：何種情形必須依法檢討「一般走廊」寬度？K 書中心以隔屏區隔消費
空間所形成的室內通道是否視為「一般走廊」？
課題 35：630217~850418「一般走廊」之寬度，僅規定檢討各級學校，以及醫
院、旅館、集合住宅等及其他建築物在同一層內之居室樓地板面積
200 ㎡以上（地下層時為 100 ㎡以上）者，至於「同一層內之居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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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面積未達 200 ㎡者」是否得免檢討？
課題 36：集合住宅「安全梯」至「避難層出入口」如須經過走廊或門廳，是
否需要檢討該等空間之內部裝修材料？
課題 37：各級學校因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設施，如增設無障礙電梯或無障礙
廁所，導致走廊寬度不足，公共安全檢查如何處理？
11.直通樓梯-設置與步行距離
課題 38：Ｃ類建築物其建築執照核准圖說直通樓梯步行距離為 70 公尺，但實
際現況已改供其他用途類組使用時（步行距離檢討超過 50 公尺）如
何處理？
課題 39：直通樓梯「步行距離」是否要依家具擺設後之實際動線丈量檢討？
12.直通樓梯-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課題 40：
「樓梯及平台淨寬度」欠缺「△」及「╳」欄項可供勾選，如何處理？
（國民小學現行法令規定樓梯淨寬 130 公分）
13.直通樓梯-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課題 41：按規定：
「通達 4 層以下供本編第 99 條使用之樓層，應設置安全梯，
其中至少 1 座，應為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倘同一使用單元內
有數個樓層，各層面積均未達 240 ㎡，得否以室內梯（非安全梯）連
通各層？
課題 42：某棟 5 層建築物，其屋頂加蓋既存違建擴大營業使用，直通樓梯是
否要改為安全梯？（6 層以上建築物應設置安全梯）
課題 43：按規定：
「通達 5 層以上供本編第 99 條用途使用之樓層之直通樓梯，
均應為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並應通達屋頂避難平臺。」某一營
業場所位於 7、8 兩層，其室內能否增設室內梯連通上下？
14.安全梯
課題 44：建築物於領得使用執照竣工當時整幢安全梯出入口即設有門檻，是
否仍要改善？
課題 45：安全梯間一定要完全淨空嗎？在不妨礙逃生避難情形下得否裝修隔
間或擺設物品？（常見百貨公司於安全梯間內設置若干座椅供消費者
休息，或擺放置物櫃、藝術品）
課題 46：安全梯或排煙室在避難層得否免設防火門？（使用執照竣工圖無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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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門）
課題 47：15 層以上集合住宅之「特別安全梯」排煙室已整幢變更供居室空間
使用，如何處理？
課題 48：戶外安全梯之周圍違建加窗，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是否須檢討改善？
15.屋頂避難平台
課題 49：免設置「屋頂避難平臺」之建築物，安全梯通達屋頂之出入口是否
必須為防火門？
16.緊急進口
課題 50：93.01.01 以前已設置緊急用昇降機之建築物，是否還要檢討改善緊
急進口？
課題 51：某收容場所（中途之家、精神病院）因特殊管理需要，外牆窗戶均
加設鐵窗防止收容人員脫逃或墜樓，得否免檢討「緊急進口（含窗戶
或其他開口）」？
課題 52：外牆以窗戶或其他開口替代緊急進口，該窗戶尺度如何檢討？（依
窗框或構造體邊緣？）
課題 53：93.01.01 以後，建築物之「緊急進口（含窗戶或其他開口）」其開口
之下端應距離樓地板面 80 公分以內。但某建築物原設計整幢即超過
80 公分，能否免改善？
課題 54：學校校舍已設置半戶外之走廊，是否還要檢討設置緊急進口（外牆
已設置遮陽板、防墜鐵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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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方案
探討前述 54 項課題以及問卷調查常見缺失並涉及產權及結構性改善困難部
份，經專家會議討論議定可採性能式認定（1.採同等性非法定且有效設施(備)改
善、2.採簡易性能安全評估法改善）內容如下：
1.面積區劃-十層以下樓層：A-2、B-2 類組於 92 年 12 月 31 日前者改善較為
困難
然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3 項
之規定：「建築物住於十層以下之樓層以及 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
未達 5000m2 者，其改善計畫書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附
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A-1、A-2 類組改善較為困難。尤以防災中心防火區劃
因特殊使用需求致區劃困難
(1)有關防災中心防火區劃規定均考量其應具備火災時不受波及損害其防
災控管機能之特性，故仍應依建造當時法令具備不受火害波及之防火時
效防火設備予以區劃分隔，原有合法建築物得以具備同等性能之防火捲
門區劃之。
(2)同時考量 A-1、A-2 類組多為大型空間或特種建築物使用行為，倘若有
改善困難者可依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提出改善計畫書辦理。
3.垂直區劃-電扶梯間：A-2 類組改善較為困難
考量 A-2 類組多為特種建築物使用行為，倘若有改善困難者可依改善辦法
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提出改善計畫書辦理。
4.垂直區劃-昇降機間
考量以下問題，建議本防火避難設施項目緩納入實施。
(1)本項改善涉及共用空間產權及結構性之整棟改善行為問題
(2)本項防火避難設施因今於內政部營建署尚多有討論，至今尚未形成一致
意見。
5.垂直區劃-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
(1)因維修門防火性能難以認定部份，因考量 90 年東科大災釀災成因主要
為豎穴火煙竄燒。故維修門之防火性能仍以防火門防火時效 1 小時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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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倘若建築物十層以下並均為住宅之使用時，尚可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76 條先前規定認定之，即鋼鐵皮製其厚度在 1.5mm 以上者
視為具甲種防火門窗性能
6.層(戶)間區劃：玻璃帷幕牆大樓整幢「層間區劃」
：A-1 類組於 92 年 12 月
30 日前其帷幕牆改善因難。
(1)倘涉外牆結構性無法完成，考量同等防止延燒性能，尚可以施作與樓地
板同等以上防火時效之內牆，並與樓地板交接處之外牆高度 90 公分以
上（垂直向下以及向上均應設置）。
(2)倘若仍無法改善，並經專家學者認定者，得依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3 款規
定，提具改善計畫書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
或合部之規定。
(3)考量本項改善課題因考量全棟結構性以及個別產權問題，可先以專有部
份以及未設撒水設備之原有合法建築物優先要求改善。
7.內部裝修材料：
(1)室內裝修材料採用裝飾板材耐燃性能因涉及其著火性、發熱性、發煙性
等性能難以目視斷定，仍請以組合材料依 CNS 14705 試驗並送內政部營
建署指定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評定機構」評定後經內
政部認可。然考量室內設計之彈性，倘採用無法量測厚度之裝飾材料，
顧及材料著火性、發煙性以及引燃後穿透性，尚可接受採用經防焰性能
試驗基準認可之防焰材料。
(2)避難弱者以及精神耗弱者使用場所之防撞海綿者裝修材料耐燃性能
考量避難弱者以及精神耗弱者使用場所火災發生風險較高，前述人員其
體能及身體狀況在自立逃生顯有困難，故針對收容場所設置防撞海綿者
仍請以防火布包覆，以防止著火及延燒致災。
8.避難層出入口：
(1)避難層出入口二處置困難
有關避難層出入口若直接面向戶外但與其他居室有連結者，倘若該空間
可自成一獨立防火區劃並以具遮煙性之防火設備區劃以達區劃之防煙
性能者，可等同直接面向道路免設二處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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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及寬度設置困難
至關於各專有空間現況用途按「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
備改善辦法」附表一檢討其避難層出入口寬度及數量時，涉及結構性及
產權性之共用空間其避難層出入口寬度顯有無法改善者，在其專有空間
具獨立之防火防煙性，以及不受鄰房火災熱煙波及性，並經認可之「原
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性能安全評估法」驗證等同性能者，應提送
改善計畫書經專業團體審查後認定，即可視為具等同性能。
9. 避難層出入口：B-2、B-3 類組於 85 年 4 月 18 日前改善因難。
(1)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0m2 者，得依「原有合法建築物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3 項之規定提出改善計畫
書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2)原有合法建築物之一般走廊寬度倘因涉及結構性及產權性之共用空間
顯有無法改善並經認定者，且在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
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顯有困難亦經認定者，在其專有空間
具獨立之防火防煙性，以及不受鄰房火災熱煙波及性，並經認可之「原
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性能安全評估法」驗證等同性能者，尚得適
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三條第三款
規定提送改善計畫書經專業團體審查後經本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
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0.直通樓梯-設置與步行距離：A-1、A-2、B-1、B-2、B-3、B-4、C-1、C-2、
D-1、D-2 類組改善因難。
倘因涉及結構性及產權性之共用空間顯有無法改善並經認定者，且在適用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顯有
困難亦經認定者，在其專有空間具獨立之防火防煙性，以及不受鄰房火災
熱煙波及性，得經認可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性能安全評估法」
驗證等同性能者，得適用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提送改善計畫書經專業團體審
查後經本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1.直通樓梯-樓梯及平台淨寬度：除 D-3、H-2 類組外均改善因難。
(1)本項防火避難項目僅要求建築物於 63 年 2 月 16 日前(除 D-3、D-4、H-2
類組外)應依辦法第 20 條規定改善，然前條規定已有改為安全梯則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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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為 90cm 以上，甚而部份場所類組得以 75cm 以上，至應無改善困難
問題。
(2)倘若本項改善仍因涉及結構性及產權性之共用空間顯有無法改善並經
認定者，且在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第 3 條第 2 項顯有困難亦經認定者，在其專有空間具獨立之防火防煙性，
以及不受鄰房火災熱煙波及性，得經認可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
設施性能安全評估法」驗證等同性能者，得適用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提送
改善計畫書經專業團體審查後經本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附
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2.直通樓梯-直通樓梯總寬度：除 A-1、B-2 類組外均改善因難。
考量前列類組多為大型空間使用行為，倘若有改善困難者可依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提出改善計畫書辦理。
13.直通樓梯-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全數類組均改善因難。
(1)3 層以上 5 層以下者，其直通樓梯為安全梯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設
置有困難
(2)原有合法建築物供 A-2、B-3、B-4、D-1、D-2、F、G 類組使用者，應
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22 條之 1
規定，屬 3 層以上 5 層以下者，其直通樓梯為安全梯經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認定設置有困難時，得以其鄰接直通樓梯之牆壁應具一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其出入口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
之防火門窗替代之。
14.直通樓梯-迴轉半徑：低矮建築物樓梯間設計較小，常見樓梯間迴轉半徑
與門開啓半徑重疊
倘若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有改善困難者，得採經認可之「原有合法建
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性能安全評估法」驗證等同性能或其他安全性能分析方
法者，得適用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提送改善計畫書經專業團體審查後經本市
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確實有結構性及使用特殊性之設置困難者
(2)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顯有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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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安全梯：安全梯出入口不得設置門檻改善困難
(1)原有合法建築物若能舉證原核准竣工使用執照附圖等資料經認定原安
全梯防火門設罝即有門檻者尚可依當時核准狀態使用，然其設置應不妨
礙避難通道逃生，應以反光條標示或參考第 18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
之規定，維持避難行經之通道坡度不得超過十分之一。
(2)倘若原有合法建築物在需拆除更換整樘防火門顯有困難者，尚可接受切
除門檻處輔以遮煙條設置方式辦理。
(3)前述方式，在原有合法建築物進行室內裝修或變更使用時仍應一併檢討
改善。
16.緊急進口：F-4 類組均改善因難：緊急進口設置困難
若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有改善困難者，得採經認可之「原有合法建築
物防火避難設施性能安全評估法」驗證等同性能或其他安全性能分析方法
者，得適用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提送改善計畫書經專業團體審查後經本市主
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確實有結構性及使用特殊性之設置困難者
(2)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顯有困難者

126

第四章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計畫書性能安全評估方法

第四節 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工程情報
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工程依其項目涉及之產權、結構性，分為有系統性改善工
程以及構件性改善工程。系統性改善工程，如層（戶）區劃、垂直區劃、部份面
積區劃、避難層出入口、直通樓梯總寬度、共用空間走廊、步行距離、改為安全
梯或特別安全梯，以及迴轉半徑等，這些項目常涉及建築物共用空間，必須由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統一進行改善計畫書之提送以及改善工程之管控。而構件性之
改善工程，如防火區劃安全門窗、室內裝修材料、非防火區劃分間牆等，則可由
各專有空間所有權人於各自申報公共安全檢查時併同檢討改善。
有鑑於前述改善工程性不同，故今僅就構件性改善工程之改善報價情報整理
如下：
防火避難設施

改善方式

市場行情調查

防火區劃

一小時防火時效構造

連工帶料單價 3200 元/m2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石膏板(矽酸鈣板)牆

(數量影響單價極大)

外覆耐燃一級 6mm

連工帶料單價 800 元/m2

石膏板(矽酸鈣板)牆

(補土+油漆或壁紙=750 元/m2)

室內裝修材料

(數量影響單價極大)
二級防火漆施工

連工帶料單價 4200 元/加侖
(每加侖(約 3-4 m2))
(數量影響單價極大)

三級防火漆施工

連工帶料單價 2500 元/加侖
(每加侖(約 3-4 m2))
(數量影響單價極大)

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一小時防火時效併具
阻熱性防火門

連工帶料含敲除 26000 元/樘

(W*H=1.1*2)
一小時防火時效併具
阻熱性防火門(子母門)
貫穿部區劃

管道間防火填塞

連工帶料含敲除 31000 元/樘
連工帶料單價 1500 元/m2
(數量影響單價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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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難設施
垂直區劃-挑空部份
垂直區劃-電扶梯、昇降
機間
垂直貫穿管道間維修門
高層建築物區劃
安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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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方式

市場行情調查

遮煙條
每次出工 800 元/m
(若單次出工改善多樘，
單價會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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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改善困難項目的建議解決方式與作法
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仍應以法為先安全同步為前題概念執行，才不枉憲法保
障人民生存權之原意。故原有合法建築物之安全檢討，可以故可以先援引改善辦
法內的條文取得 70-80%的 acceptable level；即使如此也做不到，再援引改善計畫
書來解決。而改善計畫書應符合總分哲學原則來突破各項無法合格現實狀況的簡
易評估法，並考量個案特性仍然存在，方法仍有其限制與力有未逮處，再透過委
員會的討論共識，以解決目前原有合法建築物安全改善制度推動困難的窘況，也
較能讓建築物使用人對於改善計畫是可令人期待達到的。這是在第三章第二節中
所強調的邏輯。
依上述邏輯，原有合法建築物檢討及改善程序應先就法有明訂內容檢討改善，
倘若有礙於特定空間需求（如 F-1 精神護理中心、F-4 精神病院等）
、結構更動或
是共用空間等權屬關係致改善有困難者，得以依先專有空間之防護以確保自身空
間之安全為思考前提，提出改善困難說明書後，提送專業審查單位認定確實有困
難後，即可參照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3 項內容，提出改善計畫書審查後進行改善工
程（流程圖如圖 4-2）
，以能給予建築物使用人改善之方向，此項概念亦如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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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法。
有關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困難之防火避難設施項目，經本計畫之調查結果分
為三階困難等級，並依其困難問題建議提出之改善方案列表 4-5。依其三階困難
等級，建議分階段實施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項目如下：
【第一階段】
1-(1)-2 面積區劃-十層以下樓層
1-(1)-1 面積區劃-十一層以上樓層
1-(2)-2 面積區劃-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1-(3)-2 垂直區劃-電扶梯間
1-(5)貫穿部區劃
1-(6)地下建築物區劃
1-(7)高層建築物區劃
1-(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3.內部裝修材料
129

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替代方案委託調查案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6-(2)走廊-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7-(1)直通樓梯-設置與步行距離
7-(2)直通樓梯-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7-(4)直通樓梯-直通樓梯總寬度
8.安全梯
9.屋頂避難平台
10.緊急進口
【第二階段】
1-(3)-1 垂直區劃-挑空部份
1-(3)-4 垂直區劃-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
1-(4)層(戶)間區劃
4.避難層出入口
6-(1)走廊-一般走廊
7-(3)直通樓梯-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7-(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第三階段】
1-(3)-2 垂直區劃-昇降機間
7-(6)直通樓梯-迴轉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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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各項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困難等級及建議改善方案
防火避難設施

困難
等級

改善困難等級說明及建議改善方案

1. (1)-1 面積區劃-十層 一

1.63.02.17~92.12.31 須依辦法第 5 條改善

防

2.具產權性困難問題，然因可依改善辦法第 3 條

以下樓層

火

第 3 項規定辦理，故困難等級為一。

區 (1)-2 面積區劃-十一 一

1.63.02.17~92.12.31 須依辦法第 5 條改善

劃 層以上樓層

2.具產權性問題，故困難等級為一。

(2)特定用途空 間區 一

1. 改善涉及產權性並僅規範 A-1、D-2、C、D-3、

劃

D-4，故困難等級為一。
2.本項課題已於 101 年 5 月 23 日專家座談會議針
對防災中心提出「採同等性非法定且有效設施
(備)申請改善」之結論。

(3)-1 垂直區劃-挑空 二

具產權性、結構性以及專有部份遮煙性替代。並

部分

因須併同檢討排煙設備，故困難等級為二

(3)-2 垂直區劃-電扶 一

具產權性，並考量裝設電扶梯場所樓面較大，故

梯間

困難等級為一

(3)-2 垂直區劃-昇降 三

困難等級為三，鑑及以下原因

機間

1.B4、H1、H2 類組及 C2 類組於 63 年 2 月 16 日
前改善較為困難
2.本項改善涉及共用空間產權及結構性之整棟改
善行為問題
3.本項防火避難設施因今於內政部營建署尚多有
討論，至今尚未形成一致意見。

(3)-4 垂直區劃-垂直 二
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1.改善涉及共用空間產權及結構性問題，故困難
等級為二

及其他類似部分

2.H-1、H-2 類組改善因難係因維修門防火性能難
以認定部份，因考量 90 年東科大災釀災成因主
要為豎穴火煙竄燒。故維修門之防火性能仍以
防火門防火時效 1 小時認定之，倘若建築物十
層以下並均為住宅之使用時，尚可以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6 條先前規定認定
之，即鋼鐵皮製其厚度在 1.5mm 以上者視為具
甲種防火門窗性能。

(4)層(戶)間區劃

二

1.改善涉及共用空間產權及結構性問題，故困難
等級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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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難設施

困難

改善困難等級說明及建議改善方案

等級

2.A-1 類組於 92 年 12 月 30 日前其帷幕牆改善因
難。
3.本項課題涉及帷幕牆改善因難問題已於 101 年
5 月 23 日專家座談會議提出「採同等性非法定
且有效設施(備)申請改善」及「採原有合法建
築物防火避難設施簡易性能安全評估法改善」
之結論。
(5)貫穿部區劃

一

無改善困難課題，故困難等級為一。

(6)-1 地下建築物區 一
劃 - 與地下建築物連

特種建築物倘若涉及改善困難問題可依改善辦法

通區劃

第 3 條第 2 項提出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辦理

(6)-2 地下建築物本 一

評定認可後進行改善，故困難等級為一。

體區劃
(7)高層建築物區劃

一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一

僅涉及共用空間產權性問題，故困難等級為一。
無改善困難課題，故困難等級為一。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一

無改善困難課題，故困難等級為一。

3.內部裝修材料

一

1.無改善困難課題，故困難等級為一。
2.本項涉及特殊場所有改善困難性部份，已於 101
年 5 月 29 日專家座談會議提出「採同等性非法定
且有效設施(備)申請改善」之結論。

4.避難層出入口

二

1.改善涉及共用空間產權及結構性問題，故困難
等級為二。
2.本項課題有關出入口數量及寬度問題已於 101
年 5 月 29 日專家座談會議提出「採同等性非法定
且有效設施(備)申請改善」及「採原有合法建築
物防火避難設施簡易性能安全評估法改善」之結
論。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一

無改善困難課題，故困難等級為一。

6. (1)一般走廊

1.改善涉及產權及結構性問題，故困難等級為二。

走

2.B-2、B-3 類組於 85 年 4 月 18 日前改善因難。

廊

然 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0m2

二

者，得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
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3 項之規定提出改
善計畫書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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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難設施

困難
等級

改善困難等級說明及建議改善方案
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3.本項課題有關出入口數量及寬度問題已於 101
年 6 月 13 日專家座談會議提出「採原有合法建
築物防火避難設施簡易性能安全評估法改善」
之結論。

(2)連續式店舖 商場
之室內通路

一

無改善困難課題，故困難等級為一。

7. (1)設置與步行距離

1.改善涉及產權性問題

直

2.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

通

一

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3 項之規定者，得提出

樓

改善計畫書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

梯

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2)設置兩座直 通樓
梯之限制

一

(3)樓梯及平台 淨寬

無改善困難課題，故困難等級為一。
1.改善涉及共用空間產權及結構性問題，故困難

度

等級為二。
2.本項防火避難項目僅要求建築物於 63 年 2 月
16 日前(除 D-3、D-4、H-2 外)應依辦法第 20
條規定改善，然前條規定已有改為安全梯則得
以減為 90cm 以上，甚而部份場所類組得以 75cm
以上，至應無改善困難問題。
4.倘若本項改善仍因涉及結構性及產權性之共用
二

空間顯有無法改善並經認定者，且在適用「原
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
法」第 3 條第 2 項顯有困難亦經認定者，在其
專有空間具獨立之防火防煙性，以及不受鄰房
火災熱煙波及性，得經認可之「原有合法建築
物防火避難設施性能安全評估法」驗證等同性
能者，得適用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提送改善計畫
書經專業團體審查後經本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可
後，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4)直通樓梯總寬度

1.改善涉及共用空間產權及結構性問題，然僅針
一

對 A-1、B-2 予以要求 63 年 2 月 16 日前建築物
須依改善辦法第 21 條改善，故無太大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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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難設施

困難
等級

改善困難等級說明及建議改善方案
故困難等級為一。
2.倘 A-1、B-2 類組改善因難。然考量前列類組多
為大型空間使用行為，倘若有改善困難者可依
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提出改善計畫書
辦理。

(5)改為安全梯 或特

1.改善涉及共用空間產權及結構性問題，且 A-1、

別安全梯限制

B-1、B-2 要求至少一座為特別安全梯，故同時
二

涉及排煙設備之改善。故困難等級為二。
3.本項課題已於 101 年 6 月 13 日專家座談會議提
出「採同等性非法定且有效設施(備)申請改善」
之結論。

(6)迴轉半徑

改善涉及共用空間產權及結構性問題，且考慮本
項規定系於 71 年 6 月 15 日增列於建技規則第
三

33 條，而臺北市自 97 年起方有協審制度，故
期間至少有 1.8 萬件建築物申請使照 37，故在
既有樓梯空間受限下，改善可能有困難，故困
難等級列為三。

8.安全梯

一

1.因涉及安全梯至少有一座於各樓層僅設一處出
入口且不得直接連接居室之課題，且現場遮煙
試驗辦法尚未公告。故困難等級為二。
2.本項涉及門檻改善困難性部份，已於 101 年 6
月 13 日專家座談會議提出「採同等性非法定且
有效設施(備)申請改善」之結論。

9.屋頂避難平台

一

無改善困難課題。故困難等級為一。

10.緊急進口

一

1.改善涉及結構性問題，尤其 F-4 類組均改善因
難。故困難等級為一。
2.本項課題已於 101 年 6 月 27 日專家座談會議提
出「採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簡易性能
安全評估法改善」之結論。

37

臺北市建築管理處統計資料, http://qservice.dba.tcg.gov.tw/outnet/Sta1_0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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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原有合法建築物檢討及改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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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關有關改善辦法內針對三項防火避難設施規定其防火設備具有遮煙性
者，得不受限之規定，並針對二項防火避難設施規定其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
所謂遮煙性能係指在常溫及中溫標準試驗條件下，建築物出入口裝設之一般門或
區劃出入口裝設之防火設備，當其構造兩側形成火災情境下之壓差時，具有漏煙
通氣量不超過規定值之能力 38。遮煙性能於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
設備改善辦法中有關規定如下：
第 8 條 鄰接挑空部份防火設備具遮煙性者，得僅就專有部份檢討、
第 9 條 鄰接電扶梯及昇降機間防火設備具遮煙性者得僅就專有部份檢討、
第 10 條 管道間維修門應具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
第 13 條 高層昇降機道及梯廳之出入口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
第 23 條 安全梯應至少有一座於各樓層僅設一處出入口且不得直接連接居
室...安全梯出入口之防火設備具有遮煙性者。得不受限。

目前通過 CNS 15038 建築用門遮煙性試驗之廠商已有三家以上，然原有合法
建築物已既設於建築物內，倘若需全棟更換整樘防火門尚有營業以及龐大費用之
困難，故採用貼覆遮煙條並經檢測符合 CNS 15038 之煙洩漏標準值，即可認定
改善後具有遮煙性能。
「建築用門遮煙性能現場試驗法」過去雖有案例針對旅館業者、大樓住宅及
學校進行過居室用門之遮煙性試驗，然而「建築用門遮煙性能現場試驗法」至今
尚未獲得經濟部標檢局公告，故尚無法依此執行，連帶影響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
避難設施改善之執行進度，尤其針對安全梯之改善要求均應依辦法第 23 條檢討
改善，其「安全梯應至少有一座於各樓層僅設一處出入口且不得直接連接居室」
顯有困難，故須藉由安全梯出入口之防火設備具有遮煙性者得以排除。且第 10 條
管道間維修門、第 13 條高層昇降機道及梯廳之出入口防火設備均應具有遮煙性。
故此部份實難執行。

38

林慶元，建築物防火設備（門窗）遮煙性能法制規範說明，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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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使遮煙性之有關推動得以辦理，建議辦理方式如下：
1. 考慮 63 年 2 月 16 日以前之建築物多為老舊，且改善恐有困難，故有關
改善辦法第 10、13、23 條有關遮煙之規定，得以經 CNS 15038 試驗通
過之防火門內貼覆之遮煙條施以貼覆，則視同具一定之遮煙性。
2. 63 年 2 月 17 日至 85 年 4 月 18 日止之建築物防火設備，尚可俟經不同
尺寸、施工方法並貼覆特定產品遮煙條後，進行現場遮煙性試驗合格後，
得以在同一型式及施工方法之防火門下，貼覆前述特定產品遮煙條，即
全數認定之。（建請市政府另行補助測試標準門尺寸，以供建築物使用
人依循）
3. 85 年 4 月 19 日以後興建之建築物，需整棟所有防火設備中進行現場遮
煙性試驗，以有效確認其遮煙性能。
4. 有關遮煙性能若採用同等性能認定方法，仍應提出合理之改善方案計畫
書（如裝置遮煙條、採用水平噴流系統，亦或需整樘更置等方案）經專
業審查單位審查後再行辦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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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改善計畫書簡易安全性能評估法與作業程序

第一節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安全簡易性能安全評估法 39
一、評估對象
針對無法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三條第
一、二項規定改善者，或原有合法建築物複合使用行為下具有交互危險之虞者。
經本防火安全性能評估法提供安全評估準則後，據以提出符合場所災害特性之合
理且有效之「改善計畫書」。
二、評估目標與精神
本評估方法以評估對象每層樓之起火居室內無人員傷亡，且其餘非起火樓層
無人員傷亡且無財產損失，其防火管理機制有效為目標。期使火災發生時，區域
限縮火災波及造成的損害在最小範圍內；在火害威脅下，提高人員及系統之存活
度。
對於原有合法建築物不合現行法規者進行防火安全性能評估，以判斷評估對
象安全性是否充足，並表示適當的改善方法。
三、評估策略
（一）以 M Greterner 之點計畫法為概念,即對建築物之風險值為潛在火災危險度
與建築物防護對策性能(效果)相比,等於 0 即合格,大於 0 即安全,小於 0 即
危險.
（二）依起火樓層及非起火樓層之安全目標分別訂定安全對策.
（三）各對策藉由 AHP 方法分別求得因子優先排序及權重
四、評估範圍
為考量人員居室避難行為需到達直通樓梯之防火區劃方屬避難安全，故申請
範圍仍以整層之共用空間與專有空間併同評估。
五、評估程序
本評估方法之理念在於原有合法建築物雖與現行法令規範要求之防火安全
水準尚有一段距離，然基於人命安全與公共安全的立場，原有合法建築物仍需具
有基本的防火避難安全能量，故必要符合項目必須依現行「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
39

簡賢文、林慶元、陳盈月、黃伯達，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計畫書性能安全評估方
法與審查機制之研究，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二十四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201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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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要求改善至符合，方得進行整體區域性之防火安
全評估（非起火層評估、起火層評估），最後提出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期使業
主能在最後整體檢視自身建築物之風險狀態。
本評估方式除考量申請對象物假定起火層外，亦考量大樓所有權分立且申請
樓層下方任一樓層若發生火災之情況，故應針對申請樓層及區域範圍內同時設定
為起火層與非起火層之現況條件，以提昇區域性整體空間安全係數。同時考量硬
體設施或設備投資都有其極限及合理性，故仍需靠管理手段以確保其性能。故本
評估方式包含硬體設施或設備之安全評估（非起火層安全性評估、起火層安全性，
評估）之改善計畫書以及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併同提出審查，以強調原有合
法建築物防火安全之「災害預防」以及「減災損失」之精神。
故本評估程序分必要符合項目、安全性能評估（含非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
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一）居室避難、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二）兩方向避
難），以及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之三道程序，整合確認軟硬體之安全，以提昇
區域性整體空間安全係數。（評估程序如圖 4-1 所示）前述三道程序之各評估體
系定義說明如下：
(一) 必要符合項目
原有合法建築物雖與現行法令規範要求之防火安全水準尚有一段距離，然基
於人命安全的立場，原有合法建築物仍需具有基本的防火避難安全能量，故其必
要安全項目仍須符合。
(二) 安全性能評估
A.

非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
以國內現況而言，應考量非起火層之現況條件，避免起火層之延燒以及影響

避難安全，才得以確保整體區域性空間。即任一低樓層發生火災其上方各非起火
樓層的相依性評估，以不致影響起火層人員之避難流速，而非起火層人員能在第
一時間進行疏散，並爭取起火層向上延燒之危害時間。倘若申請評估對象物為建
築物單一樓層中其中之專有空間者，其在其專有空間具獨立之防火防煙性，以及
不受鄰房火災熱煙波及性者，則毋須進行本項評估。
本評估方法之非起火層安全性評估目標為無人員傷亡，評估策略包括火災早
期偵知與訊息傳遞、火災擴大防止、人員逃生避難。依評估對象樓層求出各因子
之合計評估值。若評估值合計大於 0，則評估對象樓層的非起火樓層的避難安全
性能視同符合可接受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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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考量原有合法建築物中複合用途行為與各使用空間產權不同之實際使用
情況，故本項評估樓層應包含以下二點：
1. 考量評估對象樓層下方樓層起火之境況，仍需針對評估對象樓層一體進行非
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其中，如數個樓層其使用人及管理權人只單一性者，
此類樓層應全數進行非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
2. 非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以評估對象樓層之上方二層與下方一層之樓層進行
評估。
舉例：
（1） 評估對象物為 14 層建築物，申請評估範圍為 2~3 樓，則需分別設定 1,2,3,4
樓為起火層進行安全評估，其分別應進行 1,2,3,4,5 樓之非起火樓層安全性
能評估.
（2） 評估對象物為 14 層建築物，申請評估範圍為 2~3 樓，然現況使用行為 1~8
樓為單一使用行為者且為單一所有權者，則需分別設定 1,2, 3,4,5 樓為起火
層進行安全評估，並分別應進行 1,2,3,4,5,6,7,8 樓之非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
估.
B.

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
本項評估目標為評估對象每層樓之起火居室內無人員傷亡，故本項評估方法

分居室避難安全性能評估與兩方向逃生安全性能評估，以驗證評估對象物各居室
之避難逃生路徑之安全。而兩項評估之策略說明如下：

1. 居室避難安全性能評估
評估對象之各樓層及其下方樓層應均分別設定為起火樓層，並進行各專有部
分之居室避難安全性能評估，本評估策略包含避難出口數目、火災擴大防止、人
員逃生避難因子等。依評估對象樓層求出各策略之合計評估值。若評估值合計大
於 0，則評估對象樓層的起火樓層的居室避難安全性能視同符合可接受之安全。
2. 兩方向逃生安全性能評估
針對各設定之起火樓層進行各居室兩方逃生之安全性能評估，本評估策略包
含火災擴大防止、人員逃生避難因子等。依評估對象樓層求出各策略之合計評估
值。若評估值合計大於 0，則評估對象樓層的起火樓層的兩方向避難安全性能視
同符合可接受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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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
因硬體設施或設備投資都有其極限及合理性，故仍需靠管理手段以確保其性
能。為確認評估各指標呈現之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安全設備得以於緊急災害時有
效發揮功效，並為使業主能在最後整體檢視自身建築物之風險狀態，以加強防火
安全意識及重要性，原有合法建築物需提出「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建築物
使用人（管理權人）應於計畫書內依現況使用行為逐一檢視潛在風險（檢視需包
含本評估方法之設施（備）性能之維護計畫），進而提出安全管理計畫。計畫書
之目的一方面確保前列安全性評估所提具之設備性能、強化防火管理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活用既有設施或設備之原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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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業技術人員依評估法撰寫改善計畫書

圖 5- 1 評估程序

142

第五章 改善計劃書簡易安全性能評估法與作業程序

六、評估方法
(一)必要符合項目
以下項目必須達到現行「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
法」要求；以下項目順序乃以針對使用空間防火安全性能之必要性進行必要改
善符合項目。
1、專有部分全部內部裝修材料需使用具耐燃三級以上之防火材料，地下層建築
物需使用具耐燃二級以上之防火材料。
2、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針對住商或住辦者之專有部分得以同等性能設備替
代。
3. 用途區劃：下列四種用途空間相互之間應設置防火區劃（0.5hr 時效以上）。
(1)店鋪：飲食店。
(2)集會場：集會場、劇場、戲院。
630216以前

自630217起

自850419起

至850418止

至921231止

930101以後

集會表演 A1
△
△
△
△
商場百貨 B2
△
△
△
△
B類
餐飲場所 B3
○
○
○
○
特殊廠庫 C1
╳
╳
△
☆
C類
一般廠庫 C2
╳
╳
△
☆
健身休閒 D1
△
△
△
☆
文教設施 D2
△
△
△
☆
D類
國小校舍 D3
△
△
△
☆
校舍
D4
△
△
△
☆
（一）「○」：應依現 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理改善。
（二）「☆」：應符合建造或變 更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三）
「△」
：應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五條至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辦理改善。
（四）「╳」：免辦 理檢討改善。
A類

4、權屬區劃：申請評估對象物與鄰近他屬空間應以 1 小時防火時效分間牆區隔
5、面積區劃
樓地板面積應按每 1500m2 區劃之；但設置自動滅火設備時，可以扣除設置
面積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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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216以前

A類

集會表演
商場百貨
餐飲場所
旅館
文教設施
國小校舍
校舍
補教托育
宗教、殯葬類
醫療照護
社會福利
兒童福利
戒護場所
金融證券
辦公場所
店舖場所
宿舍安養
住宅

B類

D類
E類
F類

G類
H類

A2
B2
B3
B4
D2
D3
D4
D5
E
F1
F2
F3
F4
G1
G2
G3
H1
H2

自630217起

自850419起

至850418止

至921231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應依現 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理改善。

930101以後

☆
☆
☆
☆
☆
☆
☆
☆
☆
☆
☆
☆
☆
☆
☆
☆
☆
☆

（二）「☆」：應符合建造或變 更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三）
「△」
：應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五條至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辦理改善。
（四）「╳」：免辦 理檢討改善。
6、設置緊急照明裝置、避難標示設備：
集合住宅的住宅內與醫院的病房內除外，但走道與樓梯等共用部分必須設
置緊急照明；避難標示需設置於人員目視可及範圍。
7、設置緊急進口或替代開口
8、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道路應保持淨空 40

41

。

說明：
1、建築物防火避難安全主要以防火避難設施以及消防安全設備為建築防護第一
要務，然而在硬體設備空間難求或改善困難的前提條件下，必要符合項目的
目標如下：
(1)縮短反應時間，故以強化或增補火警設備/緊急廣播設備及考量保全/防災中
40

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守則,香港 OSHC,2004/12.

41

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93.10.7台內營字第0930086386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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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員執勤時間與火警受信總機設置位置等因素。
(2)專有部分能提昇改善者、共用部分涉及避難至直通樓梯防火區劃者優先列
入必要符合項目。
2、設置緊急照明裝置及避難標示設備，為火災統計分析火災時致災的主因，其
主要原因為火災發生時，若通道無緊急照明設備之空間，造成人員死亡率較
高且通道之照度在 0.12 lux 以下時，人員步行速度則會減緩。同時，並考量
緊急照明及避難標示設備之改善易及性較高。
3、增加搶救可及性，故以緊急進口或代替開口及消防救災人車能接近建築物周
邊條件列入。
4、強調專有空間獨立性，以具 1 小時防火時效分間牆區隔，使申請對象之專有
空間具備防火防煙性能，防止鄰近區劃之延燒迫害。
(二)安全性能評估
【邏輯概念說明】
此評估改善技術目的在於明確評估說明各原有合法建築物之避難安全性
標準且表示出不符現行建築法令所要求水平之程度。
1、在本評估改善技術中，若評估總值總計在 0 以上時，則視為達到現行「原有
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所要求的避難安全性標準。
但是實際上的規定必須要有最低限度的避難安全性水準，因為可預見的是建
築物用途、不符合的內容等項目上會有不同狀況，因此，在設計本改善技術
作業中，對於各種用途建築物的原有合法建物案例，進行個案研究用以證明
本評估法的適用。
結果得到評估值總計為「0」者大致表示了現行法規規定的避難安全性水準
結論，因而以此作為基準值並進一步採用之。
2、如上述之評估值合計「0」其並非絕對的基準值。雖然原本視為對象的建築
物用途與規模等項目上，大致上都限定在某個範圍裡，但其內容有無數不同
的形態，所以不應忽視其特性而視之為一律的基準，所提案的基準要以提昇
整體安全水平為目的，故以假設規定或相對性的觀點來運用此改善評估技
術。
3、在原有合法建築物申請案件中亦有依圖 5-1 進行評估，其評估結果則屬不須
改善亦可達到合格者。這些建築物在只針對火災時之避難安全上，可解釋為
達到上述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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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改善對策的選擇方面，只要選擇評估值合計在 0 以上的對策即可。但對於
特定的對策要提高評估值，則無法選擇其他比現況評估低的方向。
此外，對於有”#”記號者，即使可以對現況進行評估，卻無法作為提升加分
效果之選擇對策。
【性能評估】
A.

非起火樓層的安全性能評估
依照下表評估對象樓層求出合計評估值。若評估值合計大於 0，則評估對象

樓層的非起火樓層的避難安全性能視同符合可接受之安全。
考量原有合法建築物中複合用途行為，各使用空間產權不同，故本項評估樓
層應包含以下二點：
1.考量評估對象樓層下方樓層起火之境況仍需針對評估對象樓層一體進行非起
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其中，如數個樓層其使用人及管理權人具單一性者，此
類樓層應全數進行非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
2.非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以評估對象樓層之上方二層與下方一層之樓層進行
評估。
表 5- 1 非起火樓層的安全性能評估表

評估項目

各防災項目之評估值

早期發現： 2.5
有火警自動
S1
偵測與訊息 警報、廣播及
傳遞
警鈴設備與
日夜間管理
者(火警受信
總機與廣播
主機限設於
日夜間值勤
室者)

2
設有火警自
動警報與日
夜間管理者
(火警受信總
機限設於日
夜間值勤室
者)

1.5
有火警自動警
報、廣播及警
鈴設備與日夜
間管理者(火
警受信總機與
廣播主機未設
置於日夜間值
勤室者)

1
設有火警自
動警報與日
夜間管理者
(火警受信總
機未設於日
夜間值勤室
者)

0#
設有火警自
動警報設備
與日間管理
者(火警受信
總機限設於
日間值勤室
或總機處)

防止擴大： 2
1
設置三次安全區劃 設置二次安全區劃
S2
安全區劃等
級

0
設置一次安全區
劃

防止擴大： 2
0
共用部分之避難通 共用部分之避難通
S3
內裝材料
道全部為耐燃一級 道全部為耐燃二級

-1
其他

避難安全： 參照安全梯性能
146

-0.5
設有火警
自動警報設
備(火警受
信總機設於
他處)

-0.5
無設置安全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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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安全梯性能
避難安全： 0
基準以內
S5
避難時間
火勢控制： 3
符合法令且專有與
S6
撒水設備
共用部分均設置

-1
基準的二倍以內

-2
基準的二倍以上

1.5
1#
專有部分均設置簡 僅共用部分設置
易撒水設備

0
無設置

防止擴大： 1
0
共有部分區域設置自然排煙者,同一區排 無設置
S7
排煙設備
煙區劃者連動開啟排煙窗;機械排煙為梯
間排煙系統
說明：
(1)有管理者：為建築物使用時間中設有管理者，例如警衛、保全員、管理員等
專職防火安全管理與初期緊急應變工作者。
(2)內裝材料：使用內裝材料的範圍乃意指居室連接至直通樓梯之避難通道。
(3)排煙設備：包括自然排煙與機械排煙。
(4)安全區劃等級：意指居室至直通樓梯之防火區劃型態，且進入直通樓梯之區
劃所使用之防火門窗應具自動復歸裝置之防火門。
定義：
「一次安全區劃」意指居室與安全梯均為獨立防火區劃且緊鄰相接；「二次安全
區劃」意指居室、避難走廊/梯廳與安全梯均為獨立防火區劃且其鄰接順序為居
室→避難走廊/梯廳→安全梯；
「三次安全區劃」意指居室、避難走廊/梯廳，排煙
室與安全梯均為獨立防火區劃且其鄰接順序為居室→避難走廊/梯廳→排煙室→
安全梯。
(5)避難時間基準值：

Tr = 2 A

A：該層樓地板面積(m2)

要符合避難時間基準值，下列公式必須成立
T<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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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為按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築物防火避難安全性能驗証技術手冊」所計
算之樓層避難時間為主。其相關計算參數則以手冊內之規範為主。
(6)#：指該項只能用在評估而不能用為改修對策的選擇；換言之，該項不能做為
提昇整體安全性之加分項目。
(7)S6 安全梯性能
茲就水平防火區劃的有無與安全梯間的類別、數目作成以表 4-2 與表 4-3
以便求取評估值。安全梯的類別有兩級以上時，以最低等級來做考量評估。避
難層僅與其直上層與直下層相連之安全梯或室內梯，則不納入安全梯性能評
估。
表 5- 2 無水平防火區劃樓層之樓梯間評估值
安全梯種類
安全梯數目
1座
2座
A級
0
0.5
B級
-2
-1.5
C級
-5
-5

3座
0.5
0
-5

表 5- 3 具有水平防火區劃樓層之樓梯間評估值
安全梯種類
A級
B級
C級

1座
0.5
-1
-4

安全梯數目
2座
1
-0.5
-3.5

3座
1.5
0
-3

說明：
(1)水平防火區劃(含面積區劃或用途區劃或安全區劃)有無乃是評估對象樓層之
本身與其下方所有樓層(避難層除外)，有無水平區劃來判斷。
(2)水平防火區劃的構成是以開口部設有煙探測器所連動關閉或常閉式防火門來
區劃者為限。
(3)安全梯種類
A 級：裝設常開式（連動關閉型具遮煙性者）防火門之特別安全梯及室外
安全梯，自動警報設備偵知後安全門自動解除鎖定。
B 級：具自動復歸裝置(門弓/地鉸鍊)與常閉型遮煙性防火門之一般安全梯、
特別安全梯或室外安全梯。
C 級：非 A、B 級。(如評估對象因日常人員使用需求，而將常閉型防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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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門檔或其他物品固定防火門開啟之情事時，即為 C 級)
3.表 4-1 中改善項目所賦予用於安全性評估之評估值(-5,~2.5)等，依以下觀點決
定。
（一）於各項目的評估值上賦予統等的意義，作為間隔尺度。例如：早期發現的
項目中的評估值 0.5 分的差距，視同於在初期滅火項目內之評估值 1 分的差
距，與火災危險度變化程度為同等之考量。
以下簡單例子，視其他的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其意味著在 A、B 這兩棟建築物
之危險度是相同的。
例如 A 棟設有火警自動警報、廣播及警鈴設備與日夜間管理者(火警受信總機與
廣播主機限設於日夜間值勤室者) (早期發現的評估值：2.5)與無設置自動撒
水滅火系統(初期滅火的評估值：0)。而 B 棟只有設有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火
警受信總機設於他處) (早期發現的評估值：-0.5)與全面設置自動撒水滅火
系統(初期滅火的評估值：3)，但兩棟建築物此部分均得分 2.5 分。
（二）評估值的差值之基準，當某評估項目的條件由 X 變化成 Y 時，危險度變成
2n 倍時，則 X、Y 之間評估差異值(Y-X)則變換成(-n)。例如：全面設置自動撒
水滅火設備與無設置的情況下，其評估差異值為 3 分，其意味著危險度有 23=8
倍之差異。如果差異值為 1 分則是 2 倍，2 分則為 4 倍，若為 1 分則為 1/2 倍。
但是也顧及各項目間之平衡，而添加 1/2~2 倍左右的修正。
（三）各評估值(S1~S7)之根據如下：
1.S1 偵測與訊息傳遞：建築物內部人員之開始避難時間乃視有無日夜間管理者、
訊息傳遞方法的有無與火警受信總機設置地點而異。假設一棟標準的建築物
(6 層樓，其面積為 2000 平方公尺)，在此評估項目不同的變化組合條件下，
以火災危險評估法評估其危險性為何？以上述的方式變化其組合，求出其評
定值。若未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則無法判定，雖然不是必須條件，但仍須
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2.S2 安全區劃：如果設置安全區劃，則假設在相當時間(整棟避難時間)的避難路
徑，不會受到煙污染。沒有安全區劃的建築物危險度為 1 時，若透過安全區
劃的設置，危險度將因區劃(門關閉)的成立而降低。有關居室及通道的門視其
關閉信賴度為 0.4 左右，由 1 與 0.6 的比值來看，定義其評估差異值為 1 分。
3.S3 內部裝修材料：日本東京火災統計資料分析顯示，天花板為不燃或耐燃材料
時，發生火災之燒損面積降至 0 平方公尺的比率明顯的增加；假設燒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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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平方公尺以上時，就會造成人命傷亡，則採不燃性內部裝修材料所造成
的危險就會減少約一倍，故給予其 2 分的評估差異。由於起火地點大多設於
居室內，故對於居室採較嚴格之危險差異，故居室評估部分採 0.5~1 分之評估
差異。
4.S4 樓梯間的性能：參照「樓梯間的功能」。
5.S5 避難時間：由於無法像其他項目可以採機率論處理，所以與其他理論間無整
合性。此項目所需時間多寡明顯的對避難計劃有影響，故採取減分的方法。
利用這種簡便的計算法，對逃生的人數在逃生通到上明顯狹窄的部分所發生
滯留時間的大小進行比較，以判斷避難時間是否適當。
6.S6 自動撒水設備：自動撒水設備的啟動及有效控制之作用，從 NFPA 與東京消
防廳的資料顯示滅火成功機率信賴性高達 90%。由於自動撒水設備的安裝，
使危險度降低到 0.1 倍，評估差異值為 3 分。
7.S7 排煙設備：在日本的排煙實驗結果顯示，設置排煙設備之避難通道其避難容
許時間約可延長一分鐘，若以相同的危險度評估法來看，排煙設備的存在可
減少約七成的危險，故給予 1 分的評估差異值。
B. 起火樓層的安全性能評估
建築物評估對象之所有居室與樓層依「居室避難的安全性評估」與「二方向
避難的安全性評估」分別求得各項合計評估值。若評估值合計大於 0，則評估對
象樓層的起火樓層的避難安全性能視同符合可接受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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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 B-1 居室避難的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S1
避難時間與避難
出口數目

S2
內部裝修材料

S3
撒水設備

S4
排煙設備

S5
避難設備
S6
該戶具有緊急進
口或替代開口

各防災對策的評估值
1
0
-1
-2
基準值以內且具兩 基準值以內且具 二倍基準值時 二倍基準值時
處以上出口
一處出口
間以內或超過 間以上或超過
200m²的居室只 400m²的居室只
有一個出口者 有一個出口者
(老人養護機構：出口寬度必須可讓推床或輪椅通過)
1.5 (老人養護機構 2) 0.5 (老人養護 0#
-1 其他(老人養
專有部份全部為耐燃 機構 1)
部分可燃但火 護機構-1.5)
二級以上及使用之地 專有部份全部 氣使用空間與 左列以外
毯及窗簾均為防焰
為耐燃二級以 居室部分全部
上
耐燃材料
3
2
0.5#
0
專有部分設置
專有部分均設 無設置且通往 無設置
置簡易撒水設 安全梯之共有
備
部分避難走道
為耐燃材料
2
1
0
居室設置自然排煙者,同一 部分區域設置排煙系 無設置
區排煙區劃者連動開啟排 統。
煙窗;機械排煙者，不同用
途設置單獨排煙系統或單
獨之排煙風管(即無同一風
管水平貫穿不同用途空間
且無分別於此類風管上設
置排煙匣門)
0.5
0
有設置
無設置
0.5
0
有設置
無設置

說明：
(1)避難時間的基準值

Tr = 2 A

A：居室面積（m²）

要符合避難時間的基準值，下列公式必須成立
T<Tr
T 為按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築物防火避難安全性能驗証技術手冊」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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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居室避難時間為主。其相關計算參數則以手冊內之規範為主。
(2)出口的數目若不符合二方向避難者以一個出口計算。
(3)內部裝修材料評估的範圍為居室與居室避難使用的通道。
(4)避難設備指能到達避難層或安全區劃陽台等有效之避難器具或其他設置。
(5)＃記號表示僅可作為現況評估使用，而不可當作改善的對策。
表 5- 5 B-2 二方向避難的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各防災對策的評估值

S1
避難方向

1
符合兩方向避
難且避難通道
具安全區劃等
級

S2
避難時間

0
基準以內

S3
內部裝修材料

2
0#
共用部份之避 共用部份之避
難通道全部為 難通道全部為
耐燃一級
耐燃二級

-1
左列以外

S4
撒水設備

2
1.5
符合法令且共 共用部份均設
用部份均設置 置簡易撒水設
備

0.5#
無設置且通往
安全梯之共有
部分避難走道
為耐燃材料

評估項目

各防災對策的評估值

S5
排煙設備

2
共用部分之避難通
道設有居室排煙且
安全梯廳設有梯間
排煙系統

S6
避難設備

0.5＃
共有部分設置

S7
共有部分之緊
急進口或替代
開口

0.5
有設置

S8 (老人養護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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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符合兩方向避
難但避難通道
無安全區劃等
級

-1.5
不符合兩方向
避難的居室或
共有部分之安
全區劃空間內
增加避難器具

-1#
基準的二倍以內

1
僅安全梯廳設有梯
間排煙系統

-5
除左列不符合
項目外且直通
樓梯數不符合
現行法規要求

-2
基準的二倍以上

0
無設置

0
無設置

0
無設置
0
無設置

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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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使用)
相對安全區劃
設置

有設置且滯留面積
足夠

有設置但滯留面積
不足

無設置

說明：
(1)S1 避難方向二個以上係指不得超過法令規定的重複步行距離。
(2)避難時間基準值：

Tr = 2 A

A：該層樓地板面積(m2)

要符合避難時間基準值，下列公式必須成立
T<Tr
T 為按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築物防火避難安全性能驗証技術手冊」所
計算之樓層避難時間為主。其相關計算參數則以手冊內之規範為主。
(3)內部裝修材料評估的範圍為共有部分與供樓層避難使用的通道。
(4)排煙設備包括自然排煙與機械排煙。
(5)＃記號表示僅可作為現況評估使用，而不可當作改善的對策。

C. 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

42

原有合法建築物需提出「建築物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建築物使用人（管
理權人）應於計畫書內依現況使用行為逐一檢視潛在風險（檢視需包含本評估方法
之設施（備）性能之維護計畫），進而提出安全管理計畫。計畫書之目的一方面確
保前列安全性評估所提具之設備性能、強化防火管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活用既有
設施或設備之原有性能。檢視項目須包含以下項目，據此提出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
畫。
表 5- 6 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檢核表
項目
(1)

符合 不符合

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是否依以下步驟檢視提出：
Step 1 確認營運行為下之致災危害來源
Step 2.確認受災之對象屬性
Step 3.估計及確認危險風險大小並提出預防措施
Step 4.提出預防計畫及維持安全計畫
Step 5.回顧計畫

42

NFPA101A 2007, L.T.Wong 2007,NFPA101 2009,加強大型超市、商場及量販店等場所公共安全
檢查及維護措施(2004-05-18),臺北市特定場所容留人數管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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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內提出之措施及對應之人力是否落實處置，並結合消防防護
計畫書之執行。

(3)

每年進行自衛消防編組驗證並符合界限時間者。(非屬高層複合用
途建築物、老人及身心障礙社會福利機構、大型空間及觀光旅
館、旅館等場所,請直接填寫符合)。

(4)

安全門或避難出口經保全管制者，應於 2 分鐘內自動解除鎖定，
並可經遠端解放且設置自動解放裝置.編組人員易熟知解放方式。

(5)

具燃氣設備或火氣使用之空間四周無可燃物。

(6)

緊急進口無封閉或阻塞

(7)

避難層出入口及避難層以外出入口無封閉或阻塞

(8)

通往直通樓梯、安全梯之通道，無阻通暢並無封閉或擅自改造。

(9)

安全梯(門)或特別安全梯(門)無閉鎖可自行回復關閉。(常開式能
與探測器感知連動關閉)

(10) 避難方向指示燈與緊急照明燈均可正常運作
(11) 任何一點均可看到出口標示設備(避難方向指標(燈)或出口標示
燈)，並標示清楚不致混亂。
(12) 通往屋頂避難平台或中間避難層無阻礙、出入口門無上鎖可自行
回復關閉，其空間亦無易燃材料裝修。
(13) 室內消防栓與滅火器前無阻礙，具方便易操作空間。
(14) 手動發信機、手動排煙啟動開關以及手動(報知)警鈴等設備前無
阻礙，具方便易操作空間。
(15) 所有電線連結處整齊，並均維持良好狀態。
(16) 舞廳、舞場、酒家、酒吧、飲酒店、視聽歌唱、百貨商場、超級
市場、經指定之臨時大量聚集人潮之場所及其他類似場所,經容留
人數管制量計算，核算其管制量符合。
(17) 緊急進口或替代開口之維護管理，應無阻礙與開口能正常開啟
(18) 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道路應保持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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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原有合法建築物替代改善程序及改善計畫書格式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改善辦法自 96 年修正後，於 98 年
併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辦法之檢查項目內，而檢查申報缺失涉及使用用途不符
或裝修材料不符時即應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室內裝修管理辦法進
而申請許可，倘若使用類組符合當時建築物核准之使用類組，即應依改善辦法有
關規定提列改善計畫書送地方建管、消防單位審查核可後遂可進行改善。
而有關性能改善計畫書之審查權，於改善辦法頒布前後而有所不同，於 84
年 2 月 15 日「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頒布之前，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查，認定其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有影響公共安全之
虞需改善者。
而其所提出的替代方式是無法符合目前的規定，即必須經由內政部建築技術
審議委員會(審查小組)審查認定者 43。而該辦法頒發至今 96 年 5 月 16 日起，應
提列改善計畫書之對象由原於 73 年 11 月 7 日前興建完成之建築物，擴及經該管
主管建築機關視其實際情形令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改善項目應於改善期限辦理改
善修正 44。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有關審議制度分析如表 5-3。

43

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中華民國 84 年 2 月 15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8472154 號令發布
44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96 年 5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0960802764
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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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表 5- 7 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性能審議制度分析
法規規定 要求對象
審議方式

84 年 2 月 14 日前 建築法第 77
條之 1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查， 舊有建築物為維持原有使用，而
認定其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其所提出的替代方式是無法符
有影響公共安全之虞需改善者

合目前的規定，必須經由內政部
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審查小組)
審查認定。

84 年 2 月 15 日~ 舊有建築物防 1.76 年 11 月 8 日本法修正公布施 舊有建築物為維持原有使用，而
96 年 5 月 15 日 火避難設施及

行前興建完成之建築物

其所提出的替代方式是無法符

消防設備改善 2.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 合目前的規定，必須經業者提具
辦法

關檢查，認其防火避難設施及消 「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
防設備有影響公共安全之虞需 消防設備改善計畫」
，由該地方
改善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政府召開審查小組審查認定。
建築機關應會同主管消防機關
訂定計畫分期、分區、分類予以
檢查或申請。

96 年 5 月 16 日 原有合法建築 由地方政府併同公共安全檢查申 改善計畫書經當地主管建築機
至今

物防火避難設 報，分期分區分項要求改善至一定 關認可後，得不適用前條附表一
施及消防設備 安全等級。

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改善辦法

原有合法建築物在建築物尚在使用下，改善計畫書提送、審查、改善工程之
有關作業均在營業使用下進行，為降低業者營業中斷損失，原有合法建築物能以
簡易且持平的性能改善評估方法評估得到客觀的整體安全水平，是有助提高業者
改善意願的方法。
按改善辦法第二條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依該管主管建築機
關視其實際情形令其改善項目之改善期限辦理改善…」，地方建管及消防機關應
依建築物常見危險等級予將各建築物使用類組予以排序要求其改善時期、改善項
目，並建立單一且快速之審議制度，以提供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評估自身使
用空間之安全水平，以確保供公眾使用場所之安全(依建築法第77條第3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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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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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性能審查的精神著重於以公正客觀的角度，不因外力介入或是干擾而影響
其公平性，相對也影響社會大眾及使用者的安全，所以本身必須保持公正、超然
立場。故需藉由第三公正機構進行審查，其所聘請之審查人員應具中立性及客觀
性，以避免「利害衝突」
。劉慶男君於 91 年提出性能審議制度基本架構圖，明確
界定申請人、審查機構、主管機關間之關係，詳如圖 5-5。
除此之外，由於性能式改善方式所提之計畫書涉及學理及法條等知識，而撰
寫改善計畫書人員(圖 5-7 所指專業技術人員)應取得台灣政府認可之專業技師證
照後，並完成相關訓練課程並取得講習訓練證明，始得進行計畫書撰擬作業。
審查人員需具備防火工學、風險管理等技術之專家學者，建管人力難以具備
完全的知識以進行審查 45，故建議由第三公正機構進行本項審查工作。故本研究
提出原有合法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安全性能改善審議制度如圖 5-6。其中審查程
序詳圖 5-7。

圖 5- 5 性能審議制度基本架構圖

45

劉慶男、丁育群等，性能式建築設計審議機制之研究-以防火避難設計審議為例，P.98，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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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築物

確認檢查申報頻率
(建築物設施及設備、
消防設備)
依建造時消防法令

依建造時建築法令

無缺失

向地方消防機關核報

無缺失

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有缺失

有缺失

向地方建築機關核報,
並提改善計畫書

向地方消防機關核報,
並提改善計畫書

委託專業技術人員
委託專業防火工程師
進行防火安全評估
撰擬改善計畫書

提出改善計畫書

審查
不通過 第三方公正單
第三方公正

評定機構
位經本市指定
審查
專業審查單位
通過
審查通過

依據改善計畫書
進行缺失改善

不符合

現場查核

符合
符合

送地方建築及消防
機關備查

圖 5- 6 既有建築物防火安全評估審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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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地方建築機關核報,
並回覆備查

1.變更用途者
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
使用辦法”申請變更
2.無變更者涉及室內裝修材
料者依內裝修管理辦法辦理
3.無變更,然原有合法改善
項目不符者,依附表1,2改善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
設施改善計畫書
性能安全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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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未通過

申請評定掛件

申請文件檢核

評定審查
結果

評定委員會議

指定評定機構
通過

地方建築主管機關認可

評定報告書併認可申
請書送地方建築主管
機關申請認可

圖 5- 7 改善計畫書評定審查程序
三、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書審查認可要點

46

為有效推動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改善作業，地方政
府應完成「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書審查認可要點」
以供建築物所有權人、管理權人逕項改善計畫書提送之依據，要點草案建議如
下：
第一條

為提昇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本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
消防設備安全水準，以降低火災發生，塑造安全都會，遂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並得依臺北市政
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委任所屬機關執行。

第三條

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或本市認定改善困難之建築物，依本管理要點規
定提列改善計畫書審查；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規之規定。

第四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符合下列規定者或另由本市認定改善困難之建築物，
其改善計畫書應送本市建築機關認可：
一、建築物供作 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0M2。
二、建築物位在 5 層以下之樓層供作 A-1 類組使用。
三、建築物位在 10 層以下之樓層。

第五條

申請認可之案件，應由申請人備具申請書（附表一）、原有合法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書，向本市建築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前項計畫書應由申請人委託專業技術人員檢具計畫書向本市建築主管

46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申請認可要點, 台內營字第 0980811462 號,98/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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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指定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以下簡稱專業審查單位）辦理
審查後依第三條規定辦理。
前項專業技術人員應經本市指導或主辦或為本市指定專業審查單位辦
理之專業訓練課程至少 9 小時結訓，並取得證書。
第六條

前條改善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改善計畫書審查申請書
(二)改善計畫書申請對象物樓層概要表
(三)申請背景說明(應含申請防火安全簡易性能安全評估法原因)
(四)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辦法檢討規定
(五)建築物概要：
1.基地配置圖。
2.建築物現況使用說明。
3.最近一期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書表
4.最近一期建築物消防安全檢修申報書表
5.相關附圖。
(1)申請對象物及評估未起火樓層使用執照竣工建築平面圖。
(2)申請對象物及評估未起火樓層現況平面圖。
(六)防火安全簡易性能安全評估。
(七)評估結果討論及採取之安全提昇改善對策。
(八)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書。 應包含以下項目
1. 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檢核表
2. 風險自我評核
Step1 確認營運行為下之致災危害來源
Step2.確認受災之對象
Step3.估計及確認危險風險大小並提出預防措施
Step4.提出預防計畫、安全維持計畫及消防救援計畫
Step5.回顧計畫與檢討修正
3. 防護計畫書
4. 教育訓練及編組演練實施與驗證成效。
5. 安全維持計畫實施程序及成效。
(1) 安全維持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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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火避難設施日常巡查檢表
第七條

本要點之簡易防火性能安全評估方法，依本市指定評估方法辦理。
前項評估方法應於本市指定專業審查單位評選時併同評選辦理。

第八條

申請認可之案件，應由申請人備具申請書（附表一）、原有合法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書，向本市建築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前項計畫書應由申請人檢具計畫書向本市建築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構）、學校或團體（以下簡稱評定專業機構）辦理評定後依第三條
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市建築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案件，經認可者，應發給證明文件，併於
往後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時提出。

第十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簡易防火性能安全評估報告書之審查作業要點、評估
方法，以及審查委員名單，由各專業審查單位擬定並報本市建築主管
機關核定。

第十一條 本市建築主管機關對於認可申請案件，認為不合本要點規定者，應將
其不合之處詳為列舉，一次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複審
仍不合規定者，得將申請案件予以駁回，並通知申請人。
四、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書審查單位指定原則

47

第 1 點 本原則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書審查認
可要點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點 辦理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書審查之專業
單位 (以下簡稱評定專業單位) 應具備下列條件：
1. 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以上學校或
法人團體。
2. 置有大專以上畢業之專任行政人員一人以上。
3. 置有大學以上畢業之專任技術人員二以上。
4. 設有能夠容納三十人以上進行評定作業之會議場所一處以上。
5. 設有能使評定作業資訊公開化之電子 (網路) 化環境。
6. 能邀集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學者專家十人以上組成審查小

47

辦理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評定書及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書專業機構指定要點,台內營字
第 0930082534 號,9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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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7. 辦理或經營之他項業務不影響評定作業之公正性。
前項第六款之學者專家，不得同時受聘於二個以上依本原則指定之專
業機構。
第 3 點 具有第二點第一項規定條件者，得備具申請書、執行計畫書及條件證
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乙份，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指定為專業審查
單位
前項之指定有效期限為三年，專業審查單位應於期限屆滿前，向本市
建築機關申請重新指定。
第 4 點 本市建築機關為辦理專業審查單位之指定及第二點第一項第六款之學
者專家之認可，得召開會議進行評選。
第 5 點 申請指定單位經評選委員會評選通過者，由本市建築主管機關指定之。
第 6 點 依第三點第一項檢附之執行計畫書應包括下列事項：
1. 申請單位之屬性介紹。
2. 專責人力配置說明。
3. 審查小組組成及人員邀集情形說明。
4. 詳細之作業流程。
5. 詳細之作業時程管制方式。
6. 可提供申請人之諮詢服務方式。
7. 簡易防火性能安全評估方法。
8. 可提供之會議場所等硬體設備。
9. 可提供之資訊電子化設備。
10.收費標準。
前項第四款之作業流程應載明各申請案參與審查之評定小組學者專
家最低人數。
第 7 點 經指定之專業審查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市建築管理主管機關
得廢止其指定：
1. 應具備之人員或設施設備不足，未依規定補足者。
2. 辦理或經營之他項業務影響評定作業之公正性者。
3. 未依規定或收費標準執行業務經查屬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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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審查小組學者專家之變更未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同意者。
第 8 點 本市建築管理主管機關為辦理第二點第一項第六款之學者專家認可，
得邀請國內各相關機關 (構) 、學校或團體推薦，經第四點之評選委
員會評選通過後予以認可。

五、改善計畫書審查申請書
第 頁，共 頁
下開改善計畫書依據「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書審查認可要點」
第四條規定（□建築物供作 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0M2 建築物位在 5 層以下之樓層供作
A-1 類組使用□建築物位在 10 層以下之樓層□經本市指定專業審查單位認定改善困難者 (認定公文：
年

月 日/

號函)（請勾選）），檢同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

書申請審查，謹請認可。此致

臺北市政府建築工程管理處
申請人
民國

印
年

月

日

【１、建築物所有權人】(是否為申請人：□是 □否)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住址】
【通訊處】

簽章

【２、建築物使用人】(是否為申請人：□是

□否)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住址】
【通訊處】

簽章

【３、專業技術人員】
【姓名】

【專業執照字號】

【公司名稱】

【電話】

【公司地址】

簽章

【專業技術人員結訓證書】

年

月

日

字

【４、建築物概要】
【建築物名稱】
【營業場所名稱】
【地號】

省（市）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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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建築物用途類組】

【建築建照執照字號】
【建築使用執照字號】
【建築物規模】地上

層，地下

【層棟戶數】

棟

幢

【申請對象物範圍】地上

m2、建築物高度

層（總樓地板面積

地上
層，地下

層 地下

層

共

層（總樓地板面積

層

m）

戶 【構造種類】

2

m 、建築物高度 m）

【申請對象物現況用途類組】
【５、經本市指定專業審查單位認定改善困難者申請改善之防火避難設施（詳附圖）】
條次

規定簡述

所在樓層

採取之對策簡述

【６、專業審查單位】
【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

【審查人員姓名】
【改善計畫書編號及審查核定文字】

【審查日期】中華民國

□本市指定專業審查單位認定改善困難者認定公文
□申請免適用防火避難設施之位置圖，共 頁
□專業技術人員結訓證書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書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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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善計畫書申請對象物樓層概要表
□新建 □增建 □改建

建造別

□變更使用執照

□修建 □變更設計

□變更使用類組

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第 3 條第 3 項
□建築物供作 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千平方公尺。
□建築物位在五層以下之樓層供作 A-1 類組使用。
□建築物位在十層以下之樓層。
申請條件

其他經本市指定專業審查單位認定改善困難者，請敘明原則及改善之防火
避難設施(認定公文： 年 月
□茲因

日/

號函)

之由，欲申請
防火避難設施之改善計畫書審查

有無他棟

□無 □有（

棟）

建築物名稱

使用執照字號

營業場所名稱

現況用途類組

申請 建築物地址
對象 整幢建築物現況
物

整幢為地上

整幢建築物型態

概要

層，地下 層建築物 申請範圍樓層

□整幢建築物供同一使用類組使用 申請範圍使用型態

□自有房屋

□整幢建築物供二種以上使用類組使用

□承租房屋

申請人

申請人型態

主體 地上

□S 造 □SRC 造

□RC 造 □其他

構造 地下

□S 造 □SRC 造

□RC 造 □其他

申
請

□建築物所有權人
□建築物使用人

聯絡電話及人員

棟別 層別

M2

申請範圍樓地板面積

樓層

使用用途

高度
m
m

使用類組

樓地板

使用

面積

人數
2

人

2

人

2

m
m

對

m

m

人

象

m

m2

人

m

2

人

2

物

m

樓

m

m

人

層

m

m2

人

概

m

2

m

人

要

m

m

2

人

2

人

2

人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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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建築物自竣工使用起，其建築結構及設備性能即逐年遞減，又因建築物使用
行為不同，性能遞減情形亦會有加速的情形，為能確保建築結構及設備有關公共
安全性能，建築法第 77 條及第 77 條之 1 即分別於 1976 年 1 月 8 日及 1984 年
11 月 7 日頒布施行，也分別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
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
「為維護公共安全，供公眾使用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
關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不符現
行規定者，應視其實際情形，令其改善或改變其他用途…」。而如何要求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能維護合法使用及安全，一直到 1995 年 2 月 15 日才公告「舊
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1996 年 9 月 25 日公告「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然而前述法條均依建築法 77 及 77-1 條之規定
而產生，在當時的時空及法令結構下，兩法既獨立也各自有各自要達到的目標。
也導致「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雖僅規範 1984 年 7 月
11 日前之建築物，也難以推動實行。
今「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已於 2007 年 5 月 26 日
修正發布名稱為「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有關條
文已全面修正，也由原僅要求 1984 年 7 月 11 日前之建築物改善，擴大至全部已
竣工使用之建築物。前述辦法亦與 2010 年 5 月 24 日公告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應檢查項目互相連結，但同時也面對到既有建築物之產權性
與結構性問題，影響到改善之困難度及可及性。
不過，普遍上要求改善項目多屬建築物專有空間，故要求檢討改善較為容易，
僅為成本以及營業中斷之變數得以影響建築物使用人對改善的動力。而改善工程
的系統性以及構件性也是要求建築物使用人改善的主要變數，這些複雜的建築物
使用行為衍生的改善課題，是本計畫要去調查以及尋找妥適解決的方案。
是故，本計畫主要採用以下方法試圖將複雜與簡易找尋平衡，同時也給予本
計畫明確的邏輯及範圍限制，期能使本計畫結論得以做為實務操作原有合法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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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改善之方向。
一、計畫實施方法：
（一）文獻探討（第二章）
1. 蒐集國內外有關既有建築防火避難安全評估方法進而提出臺北市未
來面對改善實質有困難之項目以及簡易安全評估方式
結論：
藉由國外文獻探討，發現既有建築要求改善不外乎藉由變更使用時
之法令證明要求，併同要求檢討防火避難設施之提昇，如美國IBC、
NFPA101A 以及日本建築技術基準。據此提出『改善計劃書簡易安
全性能評估法與作業程序』，詳第五章。
針對未進行變更要求的建築物，政府機關可接受簡易安全評估方法
來要求提昇既有建築物的防火安全性能如下：
(1) NFPA101A 要求商業建築、醫院等應進行防火安全評估。
(2) 日本即要求昭和 45 年(1970 年)以前之建築物，於變更使用時倘
若無法符合現行法規，即可進行工程診斷訂修繕計畫，亦可採
性能驗證法評估。
(3) 台灣建築中心辦理旅館業審查之旅館業防火安全評估方法
2. 蒐集國內外既有建築防火避難設施要求改善、補助政策，進而整理
臺北市未來政策執行之建議
結論：
(1) 日本即要求昭和 45 年(1970 年)以前之建築物，倘若未進行變更
亦應診斷其安全性，並對不適格建築物要求利用性能驗證法評
估，倘若評估分數高者，將併表揚等獎勵措施。
(2) 香港即要求 10 年以上及 30 年以上建築物要求強制驗樓，驗樓
並應提出檢驗報告及修繕工程建議書進行改善，若改善後並增
加管理等項目，即配合自願樓宇評審計畫給予證書及獎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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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香港政府提出多項融資貸款以及補助方案。
(3) 台灣政府針對既有建築物提出安全認證制度：公共場所防火標
章認證並與政策結合，即領有防火標章者其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與申報得以延長一次以及台中市特定場所領有防火標章者，其
收容人數得以增加 1/4。同時給予申請標章之認證費用全額及改
善費用部份補助。
（二）案例調查分析
1. 火災案例調查分析：藉由近幾年臺灣公共場所火災案例，以及韓國
今年卡拉 OK 火災案例，探討為何近年來小規模場所火災事故頻繁
的發生，藉以了解各類型公共場所防災需求以及改善建議。
（第四章
第一節）
結論：
(1) 小規模跨數層公共場所較易導致火災，兩方向逃生課題是致災
主要原因。如白雪旅社、韓國卡拉 OK、ALA PUB 等。
(2) 室內裝修材料是導致火、煙形成以及致災的主要原因，應要求
要施工管制開始，故應加強裝修施工人員之訓練。
(3) 老舊建築物因當時法令與現今法令相差甚多，應先要求強制改
善，然而應建立輔導團隊，增加建築物使用人改善符合之可及
性。
(4) 專有空間的權屬區劃才能有效防止自身火災延燒致他處受災，
也能延長他處延燒時避難時間及減少財務損失。

2. 常見防火避難問題調查：藉由台灣建築中心防火標章審查案例、臺
北市政府抽複查案例之調查，以及北市公共安全檢查常見缺失項目
及使用類組，提出建議應要求優先改善之類組。（第四章第二節）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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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理台灣建築中心防火標章審查案例以及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建
築管理資訊系統統計不合格率，提出建議優先強制要求改善類
組為：A-1 類組、B-1 類組、B-3 類組、H-1 類組、H-2 類組為
優先改善之類組，並考量近年來重大營業場所火災事件，增加
B-2 類組、B-4 類組列入優先改善之類組
(2) 台灣建築中心防火標章審查案例以及北市政府抽複查常見缺失
項目為：
主要缺失：
「十層以下樓層面積區劃」
、
「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內部裝修材料」、「室內安全梯」
、「防
火區劃防火門窗」
、
「緊急進口」
、
「分間 (戶)牆」
、
「避難層以外
出入口」、
次要缺失：
「垂直區劃」
、
「貫穿部區劃」
、
「一般走廊寬度」
、
「直
通樓梯設置與步行距離」
3. 由第四章第二節四、調查可知現況實質執行面問題主要為結構性及
產權使用問題而有改善困難情事，故即對常見缺失及改善難易進行
問卷調查以及課題調查（第四章第三節一、）。
結論：
(1) 經由問卷調查，已了解涉及產權性以及結構性之防火避難設施
項目以及常見缺失類組，大致呈現若要適用改善辦法第 5~24 條
改善常見缺失之建築物多屬 63 年 2 月 16 日前興建或取照之類
組，故需進行討論以了解可改善之方案。
(2) 問卷調查結果涉及產權性及結構性變動交疊問題包含：
防火區劃中面積區劃、垂直區劃、層(戶)間區劃（尤其為帷幕牆）
避難層出入口、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走廊中一般走廊、
直通樓梯中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直通樓梯總寬度、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迴轉半徑、
緊急進口
(3) 整彙專家座談會議結論，提出改善困難項目的建議解決方式與
作法，詳第四章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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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構件性之改善工程提出改善工程情報，以了解倘若建築物使用
人進行構件性改善時可初步了解之工程費用（第四章第四節）。
結論：發現「外覆耐燃一級 6mm 石膏板(矽酸鈣板)牆」、「三級防
火漆施工」以及「遮煙條」之改善成本較為低，其中尤其以遮煙條
之改善將可解決多項難以改善之防火避難設施。
（三）調查課題專家座談
1. 為了解防火避難設施各項目改善在涉及結構性及產權性困難時可採
取之解決方案，本計畫採取專家座談討論方式，以三個解決方案提
出結論（第四章第三節二、）。
結論：
(1) 採用三個解決方案可以提供建築物使用人先法後性能的可期待
完成性的改善做法，即「依法定設施設備及程序申請改善」
、
「採
同等性非法定且有效設施/設備申請改善」
、
「採原有合法建築物
防火避難設施改善性能安全評估方法申請改善」。
(2) 提出逐項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困難之項目採用「採同等性非法定
且有效設施/設備申請改善」
、
「採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
改善性能安全評估方法申請改善」之結論，包含「面積區劃-十
層以下樓層」
、
「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垂直區劃-電扶梯間」
、
「垂
直區劃-昇降機間」
、
「垂直區劃-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及其他
類似部分」
、
「層(戶)間區劃」
、
「內部裝修材料」
、
「避難層出入口」
、
「避難層出入口」
、直通樓梯-設置與步行距離」
、
「直通樓梯-樓
梯及平台淨寬度」、「直通樓梯-直通樓梯總寬度」
、「直通樓梯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直通樓梯-迴轉半徑」、「安全
梯」、「緊急進口」。
2. 為了解防火避難設施各項目改善在涉及結構性及產權性困難時可採
取之解決方案，本計畫採取專家座談討論方式，以三個解決方案提
出結論（第四章第四節）。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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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採用三個解決方案可以提供建築物使用人先法後性能的可期待
完成性的改善做法，即「依法定設施設備及程序申請改善」
、
「採
同等性非法定且有效設施/設備申請改善」
、
「採原有合法建築物
防火避難設施改善性能安全評估方法申請改善」。
(2) 提出分階段實施之防火避難設施項目（第四章第五節）
二、計畫邏輯及範圍限制：
（一）計畫邏輯
1. 已經蓋好的建築物，無法符合法規是會發生的，簡易的點（條）式
檢查輔以簡易性能化評估改善是必要的。
2. 原有合法建築物安全改善不能以 100 分為目標，能達 70 分即達一定
安全水準為佳
3.友善(簡易)的性能評估方法，是一個很好的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的方
向
4. 先自助再共助、再公助，才能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目標
5. 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仍應以法為先安全同步為前題概念
6. 改善計畫書應符合總分哲學原則的簡易評估法，並考量個案特性仍
然存在，改善計畫書需再透過委員會的討論共識
7. 循法辦理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尚無法全面提昇安全，應再另外針對
特殊使用行為場所提出性能評價之需求
（二）計畫範圍限制
本計畫書調查及討論範圍排除附建違建與全部違建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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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優先改善之使用類組建議
建議優先強制要求改善類組為：A-1 類組、B-1 類組、B-3 類組、H-1 類組、
H-2 類組為優先改善之類組，並考量近年來重大營業場所火災事件，增加 B-2 類
組、B-4 類組列入優先改善之類組
二、優先改善之使用類組建議
（一）第一階段：
1-(1)-2 面積區劃-十層以下樓層
1-(1)-1 面積區劃-十一層以上樓層
1-(2)-2 面積區劃-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1-(3)-2 垂直區劃-電扶梯間
1-(5)貫穿部區劃
1-(6)地下建築物區劃
1-(7)高層建築物區劃
1-(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3.內部裝修材料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6-(2)走廊-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7-(1)直通樓梯-設置與步行距離
7-(2)直通樓梯-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7-(4)直通樓梯-直通樓梯總寬度
8.安全梯
9.屋頂避難平台
10.緊急進口
（二）第二階段：
1-(3)-1 垂直區劃-挑空部份
1-(3)-4 垂直區劃-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
172

第六章 結論建議

1-(4)層(戶)間區劃
4.避難層出入口
6-(1)走廊-一般走廊
7-(3)直通樓梯-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7-(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三）第三階段：
1-(3)-2 垂直區劃-昇降機間
7-(6)直通樓梯-迴轉半徑

三、原有合法建築物遮煙性能改善建議
1.考慮 63 年 2 月 16 日以前之建築物多為老舊，且改善恐有困難，故有關改
善辦法第 10、13、23 條有關遮煙之規定，得以經 CNS 15038 試驗通過
之防火門內貼覆之遮煙條施以貼覆，則視同具一定之遮煙性。
2. 63 年 2 月 17 日至 85 年 4 月 18 日止之建築物防火設備，尚可俟經不同
尺寸、施工方法並貼覆特定產品遮煙條後，進行現場遮煙性試驗合格後，
得以在同一型式及施工方法之防火門下，貼覆前述特定產品遮煙條，即
全數認定之。（建請市政府另行補助測試標準門尺寸，以供建築物使用
人依循）
3. 85 年 4 月 19 日以後興建之建築物，需整棟所有防火設備中進行現場遮
煙性試驗，以有效確認其遮煙性能。
4. 有關遮煙性能若採用同等性能認定方法，仍應提出合理之改善方案計畫
書（如裝置遮煙條、採用水平噴流系統，亦或需整樘更置等方案）經專
業審查單位審查後再行辦理改善。

四、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簡易安全性能評估法
本計畫初研擬「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計畫書性能安全評估方
法」，評估方法以國內實務上可以實現可操作性作法為主，評估內容除納入國內
外原有建築評估重點要項外，另諮詢採納國內專家意見及各項目權重性配比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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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以符合國內原有合法建築改善執行現況。
然而原有合法建築物涉及產權性及結構性課題，故建議採用簡易安全性能評
估法之範圍如下：
（一）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
之範圍：
1. 建築物 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0m2。
2. 建築物位在 5 層以下之樓層供作 A-1 類組使用。
3. 建築物位在 10 層以下之樓層。
（二）原有合法建築物在產權性、結構性經專業審查單位認定改善困難者。
如：
「面積區劃-十層以下樓層」
、
「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垂直區劃-電扶梯
間」
、
「垂直區劃-昇降機間」
、
「垂直區劃-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及其
他類似部分」
、
「層(戶)間區劃」
、
「內部裝修材料」
、
「避難層出入口」
、
「避
難層出入口」
、直通樓梯-設置與步行距離」、「直通樓梯-樓梯及平台淨
寬度」
、
「直通樓梯-直通樓梯總寬度」
、
「直通樓梯-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
全梯限制」
、直通樓梯-迴轉半徑」、「安全梯」、「緊急進口」
（三）原有合法建築物在辦理室內裝修時，倘若在產權性、結構性經專業審
查單位認定辦理困難者，亦如前（二）之防火避難設施項目者，亦建議
採用簡易安全性能評估法。

五、委託專業審查單位以確保獨立性及行政技術分立性之建議
性能審查的精神著重於以公正客觀的角度，不因外力介入或是干擾而影響其
公平性，相對也影響社會大眾及使用者的安全，所以本身必須保持公正、超然立
場。故需藉由第三公正機構進行審查（如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中華民國建築
學會以及 SFPE 台灣分會），其所聘請之審查人員應具中立性及客觀性，以避免
「利害衝突」。故建議由臺北市政府公開評選適格第三公正機構辦理「原有合法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簡易安全性能審查」以及「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
善疑義審查」之工作。預期可達到以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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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有合法建築物所應提送之改善計畫書應符合總分哲學原則的簡易
評估法，並因個案特性仍然存在，改善計畫書需再透過委員會的討論
共識才能有持平的認知，這是一個好方法。
2. 公正審查機構集合產、官、學界專家，可以針對原有合法建築物不同
的使用類組就其不同的防災特性，依各委員專屬專長分組審查，並透
過聯席會方式建立審查案例，進而編製案例輯供同類型建築物申請改
善時參考，以加速感化效果，以及改善推動成效。
3. 基於簡政便民以及建管人力未能全面性投入技術審查工作，行政及專
業分立可以清楚權責並提高行政效率，同時可提高推動成效。
4. 專業審查機關針對專業技術人員提供訓練認證制度，可有效提高技術
人員專業能力，並可透過獎勵制度提高專業技術人員素質。

六、技術、補助與獎勵政策手段之實行建議
香港及日本等鄰近國家與我國具有相同的文化特性，兩國針對原有合法建築
物的推動手法特色及操作方法值得借鏡，除了優先以老舊建築物優先推動（日本
為 1970 年為分界、香港則揀選 10、30 年以上之建築物推動），其推動方法包含
技術支援、財政支援、獎勵制度，此方法值得我們效法，故建議如下：
（一）技術支援：
1. 專業技術人員改善計畫書及簡易性能評估法及性能評估法訓練。
2. 專業技術人員(改善計畫書撰擬人員、施工人員)註冊。
3. 編擬「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指引」提供建築物使用人改善重點與方向
4. 籌組公安指引諮商服務團，成立 12 行政區指引諮商員，提供建築物
使用人及專業技術人員疑義及諮詢單一窗口，並透過社區宣導活動提
高公共安全意識，並給予改善計畫書提送之方向。
5. 提出改善計畫書範本以及委任時道德承擔條款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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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支援：
1. 針對構件性改善，提供以下構件改善之補助：
(1) 直通樓梯改安全梯者，補助 1/2 設備改善費用，但不逾總改善工項
費用 1/2，總補助上限為 20 萬元整。
(2)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改善者，補助單項費用上限為 10 萬元整。
(3) 貫穿部區劃改善者，補助單項費用上限為 10 萬元整。
(4) 63 年 2 月 16 日以前之建築物依改善辦法第 10、13、23 條改善者，
得以經 CNS 15038 試驗通過之防火門內貼覆之遮煙條施以貼覆，
得以補助其專有部份防火設備改善費用全額。
2. 針對系統性改善，提供以下構件改善之補助，本項費用依市政府每年
核定數額限制補助件數。
(1) 補助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10000 萬為上限，補助項目包含
會議室租金、顧問費、教育訓練、交通費、郵資、影印及會議
餐點等雜項費用。
(2) 補助屬共用空間之防火避難設施改善計畫書撰寫費用全額，改
善工程費及簽證費用 1/2，但總金額上限為 50 萬。
（三）獎勵制度：
1. 針對經改善核可並其安全管理具表彰者，與內政部推動之公共場所防
火標章結合，授與標章或證明。
2. 針對專業技術人員進行計畫書評核，以及針對施工人員進行抽查評核，
若評核優良者，得與表揚及公告。
3. 針對改善計畫書提送及改善工程完成品質優良，並積極完成之建築物
使用人給予獎章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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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調查問卷
各位先進專家惠鑒：
您好，本團隊承接臺北市建築工程管理處委託研究案，主要為「臺北市原有合法建
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替代方案委託調查案」。
本調查問卷係為知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作業之建築物公共安全防火避難
設施課題及難易情形，以了解各類組逐項要求改善之階段性及對應之改善方案。
依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辦法中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原有合法建築物申請防火避難
設施改善之項目係於改善辦法附表一規定之。其中之改善方式包含1、依現行規定 2、
符合建造或變更當時有關規定 3、依改善辦法第5~24條規定 4、免辦理檢討改善及5、
各級政府機關免辦理改善之五類方式，本調查問卷係針對第三項改善方式了解現行防火
避難設施之項目，以及改善困難之課題。本調查問卷之目的及範圍界定如下：
1. 為了解各類組各時期之原有合法建築物常見之課題，及因應改善方式難易情形
2. 本表依各類組各時期對應改善辦法附表一之△標示之「應依本辦法第 5~24 條之
規定辦理」整彙，找尋逐條對應個別性改善方案
3. 前條改善方案依難易情形將分別包含以下三項：
(1)依法定設施設備及程序申請改善。
(2)採同等性非法定且有效設施/設備申請改善。
(3)採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性能安全評估方法申請改善。本問卷純
屬學術性的調查，不作其他用途或公開使用，請您放心作答。為使本順利進行，請諸位
於Ｎ月Ｎ日前通知專人取回或以E-Mail方式傳回問卷，謝謝您的協助。若於問卷填寫過
程中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敬請隨時指教，再次謝謝您的協助！
順頌時綏
委託單位：臺北市建築工程管理處委託計畫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共同主持人：林慶元 教授、簡賢文 教授
研

究

員：陳盈月、黃伯達

TEL：02-8667-6111#105 陳盈月
E-Mail：ivenyn@tabc.org.tw
地址：23150 新北市民權路 95 號 3F
填答者基本資料
姓名

專長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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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原有合法建築物是什麼?
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一規定：
「為維護公共安全，供公眾使用或經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不符現
行規定者，應視其實際情形，令其改善或改變其他用途；其申請改善程序、項目、
內容及方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故原有合法建築物泛指
領有使用執照之所有建築物。

貳、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替代方案與
內政部營建署公告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
辦法」有何不同？
本手冊主要為提供依內政部營建署公告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
設備改善辦法」辦理之建築物改善方針，提能有效提昇建築物公共安全。

參、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涉及之法令有哪些？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合法使用須依據建築法第七十七條有關規定合法使用，又公共
場所安全係攸關人命安全，故同時須依消防法第九條規定辦理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故有關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計畫之法令包含：
1. 建築法(第 77 條、77-1、77-2)
2. 消防法(第 9 條)
3.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4.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5.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辦法
6.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7.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肆、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有哪些方法？
原有合法建築物依改善辦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改善基本上
依改善辦法附表一規定之防火避難設施改善之項目（共計 10 項、25 子項）
，進行
檢討改善。除此之外亦提供另外二個途徑改善，法之原意在於期待原有合法建築
物的安全性能有得提昇至一定安全水平。故依改善辦法第三條之規定，原有合法
建築物可循三個途徑，包含如下：
1. 原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依改善辦法附表一，依建築物各興建完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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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變更使用執照時間，進行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
有關申請改善時，應備具申請書、改善計畫書、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改善辦法
附表一之檢討包含以下五類方式：
(1)、依現行規定。
(2)、符合建造或變更當時有關規定。
(3)、依改善辦法第 5~24 條規定。
(4)、免辦理檢討改善。
(5)、各級政府機關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或使用不燃材料建造，其他免辦理改
善
2. 改善計畫書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認可之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
畫書辦理，得不適用改善辦法第二條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3. 原有合法建築物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改善計畫書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
得不適用改善辦法第二條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建築物 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0m2。
(2)、建築物位在 5 層以下之樓層供作 A-1 類組使用。
(3)、建築物位在 10 層以下之樓層。

伍、原有合法建築物存在既存結構性和產權性問題，要如何改善？
臺北市政府考量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體防火安全，在參考香港、日本等國家推動
方式，提出符合既存改善之邏輯概念，據以推動簡易性能化改善計畫之方法，其
邏輯如下：
1. 已經蓋好的建築物，無法符合法規是會發生的，簡易的點（條）式檢查輔以
簡易性能化評估改善是必要的。
2. 原有合法建築物安全改善不能以 100 分為目標，能達 70 分即達一定安全水準
為佳。
3. 友善(簡易)的性能評估方法，對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是一個很好方法。
4. 先自助再共助、再公助，才能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目標。
5. 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仍應以法為先，併以安全為前題考量。
6. 改善計畫書應符合總分哲學原則的簡易評估法，並考量個案特性仍然存在，
改善計畫書需再透過委員會的討論共識，得到持平得以認同的安全水準。

212

附錄三、宣導簡易手冊

7. 循法辦理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尚無法全面提昇安全，應再另外針對特殊使用
行為場所提出性能評價之需求。

陸、原有合法建築物檢討及改善程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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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哪些場所可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安全簡易性能安全評估法
原有合法建築物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改善計畫書經本市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
用改善辦法第二條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 建築物 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0m2。
2. 建築物位在 5 層以下之樓層供作 A-1 類組使用。
3. 建築物位在 10 層以下之樓層。

捌、建築物防火安全簡易性能安全評估法如何評估?
一、評估對象
針對無法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三條第
一、二項規定改善者，或原有合法建築物複合使用行為下具有交互危險之虞者。
經本防火安全性能評估法提供安全評估準則後，據以提出符合場所災害特性之合
理且有效之「改善計畫書」。
二、評估目標與精神
本評估方法以評估對象每層樓之起火居室內無人員傷亡，且其餘非起火樓層
無人員傷亡且無財產損失，其防火管理機制有效為目標。期使火災發生時，區域
限縮火災波及造成的損害在最小範圍內；在火害威脅下，提高人員及系統之存活
度。
對於原有合法建築物不合現行法規者進行防火安全性能評估，以判斷評估對
象安全性是否充足，並表示適當的改善方法。
三、評估策略
（一）以 M Greterner 之點計畫法為概念,即對建築物之風險值為潛在火災危險度
與建築物防護對策性能(效果)相比,等於 0 即合格,大於 0 即安全,小於 0 即
危險.
（二）依起火樓層及非起火樓層之安全目標分別訂定安全對策.
（三）各對策藉由 AHP 方法分別求得因子優先排序及權重
四、評估範圍
為考量人員居室避難行為需到達直通樓梯之防火區劃方屬避難安全，故申請
範圍仍以整層之共用空間與專有空間併同評估。
五、評估程序
本評估方法之理念在於原有合法建築物雖與現行法令規範要求之防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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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尚有一段距離，然基於人命安全與公共安全的立場，原有合法建築物仍需具
有基本的防火避難安全能量，故必要符合項目必須依現行「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
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要求改善至符合，方得進行整體區域性之防火安
全評估（非起火層評估、起火層評估），最後提出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期使業
主能在最後整體檢視自身建築物之風險狀態。
本評估方式除考量申請對象物假定起火層外，亦考量大樓所有權分立且申請
樓層下方任一樓層若發生火災之情況，故應針對申請樓層及區域範圍內同時設定
為起火層與非起火層之現況條件，以提昇區域性整體空間安全係數。同時考量硬
體設施或設備投資都有其極限及合理性，故仍需靠管理手段以確保其性能。故本
評估方式包含硬體設施或設備之安全評估（非起火層安全性評估、起火層安全性，
評估）之改善計畫書以及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併同提出審查，以強調原有合
法建築物防火安全之「災害預防」以及「減災損失」之精神。
故本評估程序分必要符合項目、安全性能評估（含非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
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一）居室避難、起火樓層安全性能評估（二）兩方向避
難），以及營運防火安全管理計畫之三道程序，整合確認軟硬體之安全，以提昇
區域性整體空間安全係數。評估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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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業技術人員依評估法撰寫改善計畫書

玖、哪些項目可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安全同等性能及簡易評估法改
善？
改善方式 同等性能 提出簡易評
防火避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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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估法改善

（一）特定用途空間區劃項目

1

--

（三）層(戶)間區劃

1

1

（七）內部裝修材料

2

--

（八）避難層出入口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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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1

（十）走廊

1

1

（十一）直通樓梯-設置與步行距離

--

1

2

--

（十四）安全梯

1

1

（十六）緊急進口

1

3

（十三）直通樓梯-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改為
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壹拾、 各項防火避難設施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安全同等性能改善及
簡易評估法？
1.面積區劃-十層以下樓層：
A-2、B-2 類組於 92 年 12 月 31 日前者改善較為困難然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
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3 項之規定：「建築物住於十層以下之
樓層以及 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0m2 者，其改善計畫書經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A-1、A-2 類組改善較為困難。尤以防災中心防火區劃因特殊使用需求致區劃困
難
(1)有關防災中心防火區劃規定均考量其應具備火災時不受波及損害其防災控管
機能之特性，故仍應依建造當時法令具備不受火害波及之防火時效防火設備
予以區劃分隔，原有合法建築物得以具備同等性能之防火捲門區劃之。
(2)同時考量 A-1、A-2 類組多為大型空間或特種建築物使用行為，倘若有改善困
難者可依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提出改善計畫書辦理。
3.垂直區劃-電扶梯間：A-2 類組改善較為困難
考量 A-2 類組多為特種建築物使用行為，倘若有改善困難者可依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提出改善計畫書辦理。
4.垂直區劃-昇降機間
考量以下問題，建議本防火避難設施項目緩納入實施。
(1)本項改善涉及共用空間產權及結構性之整棟改善行為問題
(2)本項防火避難設施因今於內政部營建署尚多有討論，至今尚未形成一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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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垂直區劃-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
(1)因維修門防火性能難以認定部份，因考量 90 年東科大災釀災成因主要為豎穴
火煙竄燒。故維修門之防火性能仍以防火門防火時效 1 小時認定之。
(2)倘若建築物十層以下並均為住宅之使用時，尚可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76 條先前規定認定之，即鋼鐵皮製其厚度在 1.5mm 以上者視為具甲種防
火門窗性能
6.層(戶)間區劃：
玻璃帷幕牆大樓整幢「層間區劃」
：A-1 類組於 92 年 12 月 30 日前其帷幕牆改善
因難。
(1)倘涉外牆結構性無法完成，考量同等防止延燒性能，尚可以施作與樓地板同等
以上防火時效之內牆，並與樓地板交接處之外牆高度 90 公分以上（垂直向下
以及向上均應設置）。
(2)倘若仍無法改善，並經專家學者認定者，得依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3 款規定，提
具改善計畫書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合部之規
定。
(3)考量本項改善課題因考量全棟結構性以及個別產權問題，可先以專有部份以及
未設撒水設備之原有合法建築物優先要求改善。
7.內部裝修材料：
(1)室內裝修材料採用裝飾板材耐燃性能因涉及其著火性、發熱性、發煙性等性能
難以目視斷定，仍請以組合材料依 CNS 14705 試驗並送內政部營建署指定之
「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評定機構」評定後經內政部認可。然考
量室內設計之彈性，倘採用無法量測厚度之裝飾材料，顧及材料著火性、發
煙性以及引燃後穿透性，尚可接受採用經防焰性能試驗基準認可之防焰材
料。
(2)避難弱者以及精神耗弱者使用場所之防撞海綿者裝修材料耐燃性能
考量避難弱者以及精神耗弱者使用場所火災發生風險較高，前述人員其體能及
身體狀況在自立逃生顯有困難，故針對收容場所設置防撞海綿者仍請以防火
布包覆，以防止著火及延燒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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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避難層出入口：
(1)避難層出入口二處置困難
有關避難層出入口若直接面向戶外但與其他居室有連結者，倘若該空間可自成
一獨立防火區劃並以具遮煙性之防火設備區劃以達區劃之防煙性能者，可等
同直接面向道路免設二處出入口。
(2)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及寬度設置困難
至關於各專有空間現況用途按「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
辦法」附表一檢討其避難層出入口寬度及數量時，涉及結構性及產權性之共
用空間其避難層出入口寬度顯有無法改善者，在其專有空間具獨立之防火防
煙性，以及不受鄰房火災熱煙波及性，並經認可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
難設施性能安全評估法」驗證等同性能者，應提送改善計畫書經專業團體審
查後認定，即可視為具等同性能。
9. 避難層出入口：B-2、B-3 類組於 85 年 4 月 18 日前改善因難。
(1)B-2 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0m2 者，得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
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3 項之規定提出改善計畫書經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改善辦法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2)原有合法建築物之一般走廊寬度倘因涉及結構性及產權性之共用空間顯有無
法改善並經認定者，且在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
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顯有困難亦經認定者，在其專有空間具獨立之防火防
煙性，以及不受鄰房火災熱煙波及性，並經認可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
難設施性能安全評估法」驗證等同性能者，尚得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
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提送改善計畫書經專業團
體審查後經本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0.直通樓梯-設置與步行距離：
A-1、A-2、B-1、B-2、B-3、B-4、C-1、C-2、D-1、D-2 類組改善因難。
倘因涉及結構性及產權性之共用空間顯有無法改善並經認定者，且在適用「原有
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顯有困難亦經認定
者，在其專有空間具獨立之防火防煙性，以及不受鄰房火災熱煙波及性，得經認
可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性能安全評估法」驗證等同性能者，得適用
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提送改善計畫書經專業團體審查後經本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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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1.直通樓梯-樓梯及平台淨寬度：除 D-3、H-2 類組外均改善因難。
(1)本項防火避難項目僅要求建築物於 63 年 2 月 16 日前(除 D-3、D-4、H-2 類組
外)應依辦法第 20 條規定改善，然前條規定已有改為安全梯則得以減為 90cm
以上，甚而部份場所類組得以 75cm 以上，至應無改善困難問題。
(2)倘若本項改善仍因涉及結構性及產權性之共用空間顯有無法改善並經認定者，
且在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顯有困難亦經認定者，在其專有空間具獨立之防火防煙性，以及不受鄰房
火災熱煙波及性，得經認可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性能安全評估
法」驗證等同性能者，得適用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提送改善計畫書經專業團體
審查後經本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2.直通樓梯-直通樓梯總寬度：除 A-1、B-2 類組外均改善因難。
考量前列類組多為大型空間使用行為，倘若有改善困難者可依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提出改善計畫書辦理。
13.直通樓梯-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全數類組均改善因難。
(1)3 層以上 5 層以下者，其直通樓梯為安全梯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設置有困難
(2)原有合法建築物供 A-2、B-3、B-4、D-1、D-2、F、G 類組使用者，應依「原
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22 條之 1 規定，屬 3 層
以上 5 層以下者，其直通樓梯為安全梯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設置有困難
時，得以其鄰接直通樓梯之牆壁應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其出入口應裝設
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之防火門窗替代之。
14.直通樓梯-迴轉半徑：
低矮建築物樓梯間設計較小，常見樓梯間迴轉半徑與門開啓半徑重疊
倘若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有改善困難者，得採經認可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性能安全評估法」驗證等同性能或其他安全性能分析方法者，得適用
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提送改善計畫書經專業團體審查後經本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可
後，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確實有結構性及使用特殊性之設置困難者
(2)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顯有
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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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安全梯：
安全梯出入口不得設置門檻改善困難
(1)原有合法建築物若能舉證原核准竣工使用執照附圖等資料經認定原安全梯防
火門設罝即有門檻者尚可依當時核准狀態使用，然其設置應不妨礙避難通道
逃生，應以反光條標示或參考第 18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之規定，維持避難
行經之通道坡度不得超過十分之一。
(2)倘若原有合法建築物在需拆除更換整樘防火門顯有困難者，尚可接受切除門檻
處輔以遮煙條設置方式辦理。
(3)前述方式，在原有合法建築物進行室內裝修或變更使用時仍應一併檢討改善。
16.緊急進口：
F-4 類組均改善因難：緊急進口設置困難
若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有改善困難者，得採經認可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
避難設施性能安全評估法」驗證等同性能或其他安全性能分析方法者，得適用第
三條第三款規定提送改善計畫書經專業團體審查後經本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後，
得不適用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1)確實有結構性及使用特殊性之設置困難者
(2)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3 條第 2 項顯有
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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