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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聯 申請人存 
 

補發使用執照謄本申請書 收件編號： 

一、本旨 請准予補發（  ）中工建使字第（       ）號使用執照謄本 
請依「建物登記簿謄本」上（使用執照字號）填入 

二、申請理由： 
□商業登記□教育局立案□用途變更□增建、改建□大樓管委會報備□停車位問題 

□建物保存登記□訴訟糾紛□恢復使用□其他                

三、建物門牌：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四、基地座落：        段     小段     地號 

五、申請事項： 補發使照謄本 乙 份 

六、申請資格及檢附證件： 

(一)建物所有權人： 1.已辦理建物保存登記：(1)建物登記簿謄本 (2)房屋所有權人印章及身份證影本 

            2.未辦理建物保存登記：(1)填第(四)項   (2)房屋所有權人印章及身份證影本 

                       (3)今年房屋稅單影本或稅籍證明 (4)土地登記簿謄本 

(二)管理委員會 (1)建物登記簿謄本(主委該戶代表) 

    （已向區公所報備）： (2)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區公所報備書函影本  

 (3)管理委員會印章及現任主任委員印章        

 (4)最新一期會議記錄影本 

(三)委任辦理(申請人非所有權人，請檢附受任人身分證影本) 

受任人姓名：           蓋章  受任人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市內電話)：           (行動電話)： 

委任人：         （簽章） 
茲為申請上述圖說，委任表列受任人，以其身分代為申請，受任如未依規定辦理，致違反相關規定，委任人願承擔一切責任。 

(四)切結事項 
茲具結申請建築物，迄今確為切結人所有無訛，倘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特立此切結。 

立切結事項人：         （簽章） 

此  致 

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秘書室 

所有權人姓名：         蓋章  身份證字號： 
（請攜帶身份證件以便核對） 

通訊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初審  複審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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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對身份證無誤 

 

 

注意事項： 
一、「建物登記簿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請先至各區地政事務所申請。 
二、收件時間：上午 8:30-12:00 下午 1:00-4:30。 
三、請檢具擬申請樓層之所有權證明文件例如：公共設施建物登記謄本。 
四、檢附文件如為影本部份請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五、若建物門牌有行政區域調整，請檢附地政事務所未電腦化之「舊式手抄本建物登記簿謄本」或戶政事務所之 
  「門牌整編證明」，以利查證使用號碼。 
六、領件時，請申請人憑(1)收執聯第二聯(2)所有權人印章(3)受託人印章(4)規費 至「檔案室」領件。 

 

 

退日 

件期 
 

  (工作日不包含週休二日、國定放假日)。 
七、申請人為公司法人者請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或其他證明文件。 
八、補發使照謄本每份貳佰元（繳款請自備零錢） 
九、申請資料如逾二個星期未領取，請重新申請。 
十、「建物登記簿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有效期限為八個月； 
若為電子謄本，有效期限為三個月。 

聯絡電話：(04)2228-9111 分機 65520 

領
件
日
期

 

  
補日 

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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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聯室存  第二聯檔案室存  第三聯申請人存                             第一聯 室存 

影印圖說申請書  □A0尺寸圖  □A3 尺寸圖 收件編號： 

一、主旨：為申請影印(    )府都建使字第(        )號圖說資料，請依「建物登記簿謄本」上(使用執照字號)填入 

          (    )府都建建字第(        )號圖說資料，請依「使用執照」上(建照執照字號)填入 

二、申請理由：□商業登記 □教育處立案 □用途變更 □增建、改建 □大樓管委會報備 □停車位問題 

       □建物保存登記 □訴訟糾紛 □其他                

三、建物門牌：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四、基地座落：          段         小段                 地號 

五、申請事項：□配置圖、位置圖 □面積計算表 □平面圖(編號：    )(樓層標示：    )  □門窗圖 

       □立面圖     □剖面圖   □消防圖   樓    □室修平面圖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配筋圖 □結構平面圖 □結構計算書 

       圖類：□竣工 □新建      

          □用途變更後圖面(   年    月   日中工建(管)字第           號) 

 註：若您申請預為商業登記用之平面圖，請參照您的使用執照門牌名冊，並加註您的門牌 

   「樓層」及「編號」，以利影印作業。 

六、申請份數 1 份，所需圖說請一次勾選確定。 

七、申請資格及檢附證件 

(一)建物所有權人： 
1.已辦理建物保存登記：(1)建物登記簿謄本 (2)房屋所有權人印章及身份證影本 (3)(使用執照影本) 

2.未辦理建物保存登記：(1)填第(六)項   (2)房屋所有權人印章及身份證影本 (3)今年房屋稅單影本或稅籍證明 (4)土地登記簿謄本 

3.興建中建築物：   (1)填第(六)項   (2)起造人印章及身份證影本    (3)建照執照影本        (4)土地登記簿謄本 

(二)土地所有權人：(1)土地登記簿謄本 (2)土地所有權人印章及身份證影本 (3)使用執照影本或建照執照影本(或填第(六)項) 

(三)管理委員會(已向區公所報備)：(1)建物登記簿謄本(主委該戶代表) 

(2)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區公所報備書函影本 (3)使用執照影本 

(4)管理委員會印章及現任主任委員印章  (5)最新一期會議記錄影本 

(四)法律上利害關係人：(1)法院告訴證明文件或其他供佐證文件  (2)補充說明書  

(3)使用執照影本或建物(土地)登記簿謄本擇一 

(五)委任辦理(申請人非所有權人，請檢附受任人身分證影本) 

受任人姓名：                   蓋章 受任人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市內電話)：           (行動電話)： 

委任人：                         （簽章） 
茲為申請上述圖說，委任表列受任人，以其身分代為申請，受任如未依規定辦理，致違反相關規定，委任人願承擔一切責任。 

(六)切結事項 
茲具結申請建築物，迄今確為切結人所有無訛，倘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特立此切結。 

立切結事項人：                     （簽章） 

              此    致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秘書室                               身分證字號： 

所有權人姓名：                                                 蓋章     (請攜帶身分證件以便核對) 

通訊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市內電話)：                     (行動電話)： 

初  審  複  審  審  核  

經核對身份證無誤 

 

注意事項： 
一、「建物登記簿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請先至各區地政事務所申請。 
二、收件時間：上午 8:30-12:00 下午 1:00-4:30。 
三、請檢具擬申請樓層之所有權證明文件例如：公共設施建物登記謄本。 
四、檢附文件如為影本部份請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五、若建物門牌有行政區域調整，請檢附地政事務所未電腦化之「舊式手抄本建物登記簿謄本」或戶政事務所之 
  「門牌整編證明」，以利查證使用號碼。 
六、領件時，請申請人憑(1)收執聯第二聯(2)所有權人印章(3)受託人印章(4)規費 至「檔案室」領件。 

 
退日 
件期 

 

  (工作日不包含週休二日、國定放假日)。 
七、申請人為公司法人者請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或其他證明文件。 
八、影本工本費：(1)圖說：A3→20元，A0(原尺寸)→50 元(依圖尺寸、張數計算) 
        (2)文件：A4→2 元，A3→3元(繳款請自備零錢)。 
九、申請資料如逾二個星期未領取，請重新申請。 
十、「建物登記簿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有效期限為八個月；若為電子謄本， 
  有效期限為三個月。 

聯絡電話：(04)2228-9111 分機 65520 

領
件
日
期

 

  
補日 
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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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  

 

 

第 320 條  

建築設計施工篇  第十七章   

 

 第六節    綠建材  
（刪除）  

第 321 條  建築物應使用綠建材，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窗，其綠建材使

用率應達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但窗未使用綠建材者，

得不計入總面積檢討。  

二、建築物戶外地面扣除車道、汽車出入緩衝空間、消防車

輛救災活動空間及無須鋪設地面材料部分，其地面材料之綠

建材使用率應達百分之十以上。  

第 322 條  綠建材材料之構成，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  

一、塑橡膠類再生品：塑橡膠再生品的原料須全部為國內回

收塑橡膠，回收塑橡膠不得含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毒

性化學物質。  

二、建築用隔熱材料：建築用的隔熱材料其產品及製程中不

得使用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質且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

毒性化學物質。  

三、水性塗料：不得含有甲醛、鹵性溶劑、汞、鉛、鎘、六

價鉻、砷及銻等重金屬，且不得使用三酚基錫 (TPT)與三丁

基錫 (TBT)。  

四、回收木材再生品：產品須為回收木材加工再生之產物。 

五、資源化磚類建材：資源化磚類建材包括陶、瓷、磚、瓦

等需經窯燒之建材。其廢料混合攙配之總和使用比率須等於

或超過單一廢料攙配比率。  

六、資源回收再利用建材：資源回收再利用建材係指不經窯

燒而回收料摻配比率超過一定比率製成之產品。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材。  

第 323 條  綠建材之使用率計算，應依設計技術規範辦理。  

前項綠建材設計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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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3 有關綠建材之檢討範圍一案 | 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view=article&catid=159&id=14484%3A20120222171228&tmpl=print&print=1&layout=default&page=&opti… 1/1

有關綠建材之檢討範圍一案
建築管理組
發布日期：20111018

內政部100.10.18.內授營建管字第1000809107號函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21條規定「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材料及樓地板
面材料應採用綠建材，其使用率應達室內裝修材料及樓地板面材料總面積百分之
三十以上。」另依綠建材設計技術規範規定，綠建材使用率係指綠建材使用總面
積除以建築物室內空間總表面積（即各部位室內空間之表面積總和）。又查
「……依綠建材設計技術規範規定，於建築法第30條申請建造執照、第77條之2
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及第74條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時，以該次申請之室內空間
總表面積檢討綠建材使用率。」為本部營建署96年2月8日營署建管字第
0960006989號函說明二所明示；復依該署100年3月28日函附綠建材設計技術
規範修正草案6.(1)意旨，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及其規範規定建築物室內空間綠建材
使用率之檢討部位，包含天花板、內部牆面（含分間牆）、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
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樓地板面等部位，其中任一部位如未
從事室內裝修或未設置樓地板面材料或未塗裝者，該部位得不計入室內空間之表
面積；至建築物室內空間總表面積之檢討，依本部營建署上開96年2月8日函
釋，得以該次申請之室內空間為範圍。

 

最後更新日期：20111018
 

內政部營建署版權所有 ©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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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材設計技術規範綠建材設計技術規範綠建材設計技術規範綠建材設計技術規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1.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本規範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2.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2.1 為促進地球永續發展，在建築設計及施工過程中，減少建材對於健康安全、地球
資源及生態環境之危害。 

2.2 提供建築設計施工單位對綠建材設計指標之統一計算方法與評估標準。 
 

3.用語定義用語定義用語定義用語定義 
本規範之用語定義如下： 

3.1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
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使用之材料。 

3.2 樓地板面材料：係指室內樓地板面使用之材料。 

3.3 建築物戶外地面材料：係指建築物戶外地面扣除車道、汽車出入緩衝空間、消防
車輛救災活動空間及無須鋪設地面材料者，其餘部分使用之材料。 

3.4 綠建材使用面積：室內空間或戶外地面中，使用符合綠建材規定之建築材料之使
用表面積。 

3.5 綠建材：指符合生態性、再生性、環保性、健康性及高性能之建材。 

3.5.1 生態性：運用自然材料，無匱乏疑慮，減少對於能源、資源之使用及對地球環
境影響之性能。 

3.5.2 再生性：符合建材基本材料性能及有害事業廢棄物限用規定，由廢棄材料回收
再生產之性能。 

3.5.3 環保性：具備可回收、再利用、低污染、省資源等性能。 

3.5.4 健康性：對人體健康不會造成危害，具低甲醛及低揮發性有機物質逸散量之性
能。 

3.5.5 高性能：在整體性能上具有高度物化性能表現，包括安全性、功能性、防音性、
透水性等特殊性能。 

 
4.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5.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本規範以綠建材使用率（Rg）為評估指標。 

 
6.評估基準評估基準評估基準評估基準 
綠建材使用率（Rg）≧綠建材使用率基準值（Rg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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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gc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百二十一條規定之綠建材使用率
（%）。 

(1)室內空間綠建材使用率 

Rgi＝Agi / Ai..........................................................................................（2） 

Agi＝Σgi,j ..............................................................................................（3） 

Ai=ΣAi,j .................................................................................................（4） 

其中， 

Agi：室內綠建材使用總面積（m2）。 

gi,j：j部位室內空間中，綠建材使用面積（m2）。 

Ai ：建築物室內空間總表面積（m2）。 

Ai,j：j部位室內空間之表面積（m2）。 

j  ：部位參數（無單位），包括建築物室內裝修部位（含天花板、內部牆面及
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樓地板

面及窗等部位。但上開部位未從事室內裝修或未設置樓地板面材料或未

塗裝者，該部位得不予計入。另使用窗類綠建材材料者，始於Ai及Agi計
入窗之面積；未使用窗類綠建材材料者，Ai及Agi得不計入窗之面積。 

(2)建築物戶外地面綠建材使用率 

Rgo＝Ago / Ao ......................................................................................（5） 

Ao=A - ΣAo,k ........................................................................................（6） 

其中， 

Ago ：建築物戶外地面綠建材使用總面積（m2）。 

Ao  ：應檢討綠建材之建築物戶外地面總面積（m2）。 

A   ：建築物戶外地面總面積（m2）。 

Ao,k：免檢討綠建材之建築物戶外地面k部位之面積（m2）。 

k   ：部位參數（無單位），包括建築物戶外地面之車道、汽車出入緩衝空間、
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及無須鋪設地面材料（如綠地、裸露土壤或水池）

部分。 

 
7.室內空間面積室內空間面積室內空間面積室內空間面積計算相關規定計算相關規定計算相關規定計算相關規定 
在公式（4）中計算建築物室內空間總表面積Ai，應包括室內裝修部位（即天花

板總面積Ai,1、內部牆面總面積Ai,2及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
櫃使用之隔屏總面積Ai,3）、樓地板面總面積Ai,4及窗總面積Ai,5等部分，面積以牆中心
線計算之。計算綠建材使用率時，得以室內空間總表面積概算法或精算法擇一為之。

上開二計算法，以圖1所示，分述如下： 

7.1 室內空間總表面積概算法 

7.1.1 天花板總面積Ai,1 
Ai,1=W1xW2 

7.1.2 內部牆面總面積Ai,2 
Ai,2=Ai,4xKxH2 

其中，K為內部牆面面積係數，為內部牆面表面總長與樓地板面積之比值，如

表1所示，但住宅類建築物之K得為1.08；H2為天花板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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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總面積Ai,3 
Ai,3=0 

7.1.4 樓地板面總面積Ai,4 
Ai,4=W1xW2 

7.1.5 窗總面積A i,5 

A i,5=0（已併入Ai,2計算） 

7.1.6 建築物室內空間總表面積Ai 
Ai=ΣAi,j=Ai,1+Ai,2+Ai,3+Ai,4+A i,5 

=W1xW2+W1xW2xKxH2+W1xW2=(W1xW2)x(2+KxH2) 

7.1.7 評估基準公式（3）之綠建材使用總面積Agi=Σgi,j=gi,1+gi,2+gi,3+gi,4+gi,5，gi,1
至gi,5分別為天花板、內部牆面、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

櫥櫃使用之隔屏、樓地板面及窗等部位使用綠建材之面積，但gi,3=0。 
 

表1  內部牆面面積係數K 

樓地板面積Ai,4
（m2） 

內部牆面表面

總長Li（m） 
K 

樓地板面積Ai,4
（m2） 

內部牆面表面

總長Li（m） 
K 

Ai,4≦25 Li≦20 0.80 300＜Ai,4≦400 Li≦80 0.23 

 20＜Li≦40 1.20  80＜Li≦160 0.35 

 40＜Li≦60 2.00  160＜Li≦260 0.61 

 Li＞60 2.40  260＜Li≦360 0.90 

    Li＞360 1.05 

25＜Ai,4≦50 Li≦30 0.90 400＜Ai,4≦500 Li≦90 0.20 

 30＜Li≦60 1.35  90＜Li≦170 0.29 

 60＜Li≦90 2.25  170＜Li≦270 0.49 

 Li＞90 2.70  270＜Li≦370 0.72 

    Li＞370 0.83 

50＜Ai,4≦120 Li≦45 0.64 500＜Ai,4≦600 Li≦100 0.18 

 45＜Li≦75 0.85  100＜Li≦200 0.27 

 75＜Li≦105 1.27  200＜Li≦325 0.48 

 105＜Li≦135 1.70  325＜Li≦450 0.71 

 Li＞135 1.90  Li＞450 0.82 

120＜Ai,4≦200 Li≦60 0.40 600＜Ai,4≦700 Li≦110 0.17 

 60＜Li≦100 0.53  110＜Li≦210 0.24 

 100＜Li≦150 0.84  210＜Li≦335 0.42 

 150＜Li≦200 1.18  335＜Li≦460 0.61 

 Li＞200 1.33  Li＞460 0.71 

200＜Ai,4≦300 Li≦70 0.29 Ai,4＞700 Li≦120 0.17 

 70＜Li≦130 0.41  120＜Li≦240 0.25 

 130＜Li≦190 0.66  240＜Li≦360 0.42 

 190＜Li≦280 0.97  360＜Li≦480 0.59 

 Li＞280 1.16  Li＞480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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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室內空間總表面積精算法 

7.2.1 天花板總面積Ai,1 
Ai,1=W1xW2 

7.2.2 內部牆面總面積Ai,2 

編號101室：Ai,2,101=[Da1+Da2+Da3+Da4]×H2-AW1 

編號102室：Ai,2,102=[Db1+Db2+Db3+Da3]×H2 

編號103室：Ai,2,103=[Dc1x2+Dc2+Dc3]×H2 

編號104室：Ai,2,104=[Dd1+Dd2+ Dd3+Db3]×H2-AD3-AW2 

編號105室：Ai,2,105=[De2+Dc1x2+De3]×H2-AW2 

Ai,2=Ai,2,101+Ai,2,102+Ai,2,103+Ai,2,104+Ai,2,105 

其中，H2為天花板高度。 

7.2.3 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總面積Ai,3 

編號101室：A3,101=0 

編號102室：A3,102=0 

編號103室：A3,103=0 

編號104室：A3,104=[Dd4x2+Dd5]×H3 

編號105室：A3,105=0 

Ai,3=A3,101+A3,102+A3,103+A3,104+A3,105 

其中，H3為固定隔屏高度。 

7.2.4 樓地板面總面積Ai,4 
Ai,4=W1xW2 

7.2.5 窗總面積A i,5 
A i,5=AW1x1+AW2x2 

7.2.6 建築物室內空間總表面積Ai 

◆使用窗類綠建材材料者 
Ai=ΣAi,j=Ai,1+Ai,2+Ai,3+Ai,4+A i,5 

◆未使用窗類綠建材材料者 
Ai=ΣAi,j=Ai,1+Ai,2+Ai,3+Ai,4 

7.2.7 評估基準公式（3）之綠建材使用總面積Agi=Σgi,j=gi,1+gi,2+gi,3+gi,4+gi,5，gi,1
至gi,5分別為天花板、內部牆面、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

櫥櫃使用之隔屏、樓地板面及窗等部位使用綠建材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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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建築物平面圖 

 

8.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戶外地面戶外地面戶外地面戶外地面面積面積面積面積計算相關規定計算相關規定計算相關規定計算相關規定 
在公式（6）中計算應檢討綠建材之建築物戶外地面總面積Ao，應自建築物戶外

地面總面積A，扣除免檢討綠建材之建築物戶外地面k部位之面積，包括戶外地面車道
面積Ao,1、汽車出入緩衝空間面積Ao,2、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面積Ao,3及無須鋪設
地面材料部位面積Ao,4，分述如下： 

8.1 免檢討綠建材之建築物戶外地面面積ΣAo,k 

Ao,1=戶外地面車道面積 

Ao,2=戶外地面汽車出入緩衝空間面積 

Ao,3=戶外地面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面積 

Ao,4=戶外地面無須鋪設地面材料部位面積（如綠地、裸露土壤或水池等部位） 

ΣAo,k=Ao,1+Ao,2+Ao,3+Ao,4 

8.2 應檢討綠建材之建築物戶外地面總面積Ao 
Ao=A - ΣAo,k=A – (Ao,1 + Ao,2 + Ao,3 +Ao,4) 

8.3 評估基準公式（5）之建築物戶外地面綠建材使用總面積Ago，為應檢討綠建材之
建築物戶外地面，其使用綠建材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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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綠建材認綠建材認綠建材認綠建材認可可可可（表2） 
9.1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一類環保標章規格標準，取得環保標章（圖2）之下列材

料：(1)塑橡膠類再生品、(2)建築用隔熱材料、(3)水性塗料、(4)回收木材再生品、

(5)資源化磚類建材、(6)資源回收再利用建材。 

9.2 取得內政部認定綠建材標章（圖3）之材料。 

9.3 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具有同等性能者。 
 

10.建築物綠建材設計審查相關資料及文件建築物綠建材設計審查相關資料及文件建築物綠建材設計審查相關資料及文件建築物綠建材設計審查相關資料及文件 
依建築法第70條申請使用造執照、第77條之2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及第74條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時，應檢附下列資料： 

（1）建築物綠建材設計評估總表（表3）。 

（2）建築物室內空間及戶外地面之面積及綠建材面積計算表（附件A-1、A-2、A-3、
A-4、A-5、A-6、A-7、A-8、A-9、G1、G2）。 

（3）建築物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及其它有助於審查或計算數據認定之圖面，

與建築物室內空間、戶外地面面積及綠建材使用面積計算式。 

（4）綠建材之有效認可文件。 
 

表2  綠建材之認可 
綠建材 備註 

塑 橡 膠 類 再 生 品 

建 築 用 隔 熱 材 料 

水 性 塗 料 

回 收 木 材 再 生 品 

資 源 化 磚 類 建 材 

第 一

類 環

保 標

章 建

材 
資源回收再利用建材 

綠 建 材 標 章 建 材 

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 
具 有 同 等 性 能 者 

建築物牆體或各種室內裝修

材料（基材、表面材）、樓地

板面材料之板材如屬綠建材

者，均得計入綠建材使用

率，但其表面使用之塗料、

黏著劑或其他材料，應符合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有關甲醛

釋出量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最大限量值之規定。 
    

 

           
圖2  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格式           圖3  綠建材標章證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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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建築物綠建材設計評估總表 

建築物綠建材設計評估總表 

一、建築物基本資料 

申 請 編 號   申 請 日 期   

建 築 名 稱   申請人姓名   

使 用 類 組   地 址  

建築物原使用執照號碼  

□使用執照申請  □併變更使用執照申請  □併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   

□其他                                                       

二、基地及建築概要 

基 地 面 積   基 地 使 用 面 積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總樓地板面積   申請樓地板面積   

三、建築物室內空間總表面積及綠建材使用面積 

1.建築物室內空間總表面積 Ai 

部                    位  表面積 （㎡） 

天花板 （Ai,1）  （㎡） 

內部牆面 （Ai,2）  （㎡） 
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

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 （Ai,3）  （㎡） 

樓地板面 （Ai,4）  （㎡） 

窗 （Ai,5）  （㎡） 

合計總表面積 （Ai）  （㎡） 

2.建築物室內綠建材使用面積 Agi 

部                    位  表面積 （㎡） 

天花板 （gi,1）   （㎡） 

內部牆面 （gi,2）   （㎡） 
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

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 （gi,3）  （㎡） 

樓地板面 （gi,4）   （㎡） 

窗 （gi,5）   （㎡） 

合計表面積 （Agi）   （㎡） 

3.室內綠建材使用率（Rgi）=Agi / 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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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檢討綠建材之建築物戶外地面總面積及綠建材使用總面積 

1.應檢討綠建材之建築物戶外地面總面積 Ao 

部                    位  面積 （㎡） 

建築物戶外地面總面積 （A）  （㎡） 
免檢討綠建材之建築物戶外地面面積

（ΣAo,k）=Ao,1+Ao,2+Ao,3+Ao,4 
（ΣAo,k）  （㎡） 

戶外地面車道面積 （Ao,1）  （㎡） 

戶外地面汽車出入緩衝空間面積 （Ao,2）  （㎡） 

戶外地面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面積 （Ao,3）  （㎡） 

戶外地面無須鋪設地面材料部位面積 （Ao,4）  （㎡） 

應檢討綠建材之建築物戶外地面總面

積（Ao）=A -ΣAo,k 
（Ao）  （㎡） 

2.建築物戶外地面綠建材使用總面積 Ago 

部                    位  面積 （㎡） 

建築物戶外地面綠建材使用總面積 （Ago）  （㎡） 

3.室外綠建材使用率（Rgo）=Ago / Ao=           % 

五、評估結果 

1.室內綠建材使用率（Rgi）≧室內綠建材使用率基準值（Rgci=    %） □是□否 

2.室外綠建材使用率（Rgo）≧室外綠建材使用率基準值（Rgco=    %） □是□否 

3.綠建材是否全部合格 □是□否 

審 查單位

簽 章 

  

 

姓名： 

                   

 

（簽章） 

建築師開業證書或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

術人員登記證書字號： 

 

 

建築師事務所或室內裝修業名稱： 

設 計 人 員 

簽 署 

建築師事務所或室內裝修業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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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1  建築物天花板面積（Ai,1）計算表 

 
 
 

附件A-2  建築物內部牆面面積（Ai,2）計算表 

 

A-1  建築物天花板面積（Ai,1）計算表 
建築物名稱： 

樓層 空間編號 W1(m) W2(m) 天花板面積(m2) 
備註 

（非矩形平面請註明） 
           
           
           
           
           
           
           
           
建築物天花板面積合計  

A-2  建築物內部牆面面積（Ai,2）計算表 
□面積概算法  □面積精算法 
建築物名稱： 

樓層 空間編號 
樓地板面
面積(m2) 

尺寸或內
部牆面表
面總長(m) 

H2(m) K 
內部牆面
面積(m2) 

備註 
（如需扣除門

窗面積請註明） 
             
             
             
             
             
             
             
             
建築物內部牆面面積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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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3  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面積（Ai,3）
計算表 

 
 
 

附件A-4  建築物樓地板面積（Ai,4）計算表 

 

A-3  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面積（Ai,3）計
算表 
□面積精算法 
建築物名稱： 

樓層 空間編號 尺寸(m) H3(m) 隔屏面積(m2) 備註 
          
          
          
          
          
          
          
          
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
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面積合計 

 

A-4  建築物樓地板面面積（Ai,4）計算表 
建築物名稱： 

樓層 空間編號 W1(m) W2(m) 樓地板面面積(m2) 
備註 

（非矩形平面請註明） 
           
           
           
           
           
      
           
           
建築物樓地板面面積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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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5  建築物窗面積（A i,5）計算表 

 
 
 

附件A-6  戶外地面車道面積（Ao,1）計算表 

 
 
 

附件A-7  戶外地面汽車出入緩衝空間面積（Ao,2）計算表 

 

A-5  建築物窗面積（Ai,5）計算表 
□面積精算法 
建築物名稱： 

樓層 空間編號 窗尺寸(m) 窗面積(m2) 備註 
     
     
     
     
     
     
     
     
建築物窗面積 
合計 

 

A-6  戶外地面車道面積（Ao,1）計算表 
建築物名稱： 

空間編號 W1(m) W2(m) 面積(m2) 
備註 

（非矩形平面或得扣
除之面積請註明） 

     

     

     

戶外地面車道面積合計  

A-7  戶外地面汽車出入緩衝空間面積（Ao,2）計算表 
建築物名稱： 

空間編號 W1(m) W2(m) 面積(m2) 
備註 

（非矩形平面或得扣
除之面積請註明） 

     

     

     

戶外地面汽車出入緩衝空
間面積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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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附件A-8  戶外地面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面積（Ao,3）計算表 

 
 
 

附件A-9  戶外地面無須鋪設地面材料部位面積（Ao,4）計算表 

 
 

A-8  戶外地面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面積（Ao,3）計算表 
建築物名稱： 

空間編號 W1(m) W2(m) 面積(m2) 
備註 

（非矩形平面或得扣
除之面積請註明） 

     

     

     

戶外地面消防車輛救災活
動空間面積合計 

 

A-9  戶外地面無須鋪設地面材料部位面積（Ao,4）計算表 
建築物名稱： 

空間編號 W1(m) W2(m) 面積(m2) 
備註 

（非矩形平面或得扣
除之面積請註明） 

     

     

     

戶外地面無須鋪設地面材
料部位面積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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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附件G1  建築物室內綠建材使用面積（Agi）計算表 
G1  建築物室內綠建材使用面積計算表 

建築物名稱： 
gi,1天花板 

樓層 
空間
編號 

構造
代號 

材料名稱 
綠建材有效認
可文件編號 

綠建材尺寸 
長×寬(m) 

綠建材面積
(m2) 

備註 

        
        
        
        
天花板綠建材使用面積合計  

gi,2內部牆面 

樓層 
空間
編號 

構造
代號 

材料名稱 
綠建材有效認
可文件編號 

綠建材尺寸 
長×寬(m) 

綠建材面積
(m2) 

備註 

        
        
        
        
內部牆面綠建材使用面積合計  
gi,3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 

樓層 
空間
編號 

構造
代號 

材料名稱 
綠建材有效認
可文件編號 

綠建材尺寸 
長×寬(m) 

綠建材面積
(m2) 

備註 

        
        
        
        
隔屏綠建材使用面積合計  

gi,4樓地板面 

樓層 
空間
編號 

構造
代號 

材料名稱 
綠建材有效認
可文件編號 

綠建材尺寸 
長×寬(m) 

綠建材面積
(m2) 

備註 

        
        
        
        
樓地板面綠建材使用面積合計  
gi,5窗 

樓層 
空間
編號 

構造
代號 

材料名稱 
綠建材有效認
可文件編號 

綠建材尺寸 
長×寬(m) 

綠建材面積
(m2) 

備註 

        
        
        
        
窗綠建材使用面積合計  

建築物室內綠建材使用總面積
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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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G2  建築物戶外地面綠建材使用總面積（Ago）計算表 

 

 

G2  建築物戶外地面綠建材使用總面積計算表 
建築物名稱： 

空間
編號 

構造
代號 

材料名稱 
綠建材有效認
可文件編號 

綠建材尺寸 
長×寬(m) 

綠建材面積
(m2) 

備註 

       

       

       

       

       

建築物戶外地面綠建材使用總
面積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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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建築管理組
發布日期：20130627
內政部93.9.14台內營字第0930086366號令訂定
內政部100.9.1台內營字第1000806985號令修正
內政部102.6.27台內營字第1020806573號令修正第十一條及第二條附表二、第
三條附表三、第四條附表四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如附表一。
前項建築物之使用項目舉例如附表二。
原核發之使用執照未登載使用類組者，該管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建築物申
請變更使用執照時，依前二項規定確認其類別、組別，加註於使用執照
或核發確認使用類組之文件。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加註者，亦同。

第三條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除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用項目規定外，並應依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如
附表三辦理。

第四條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檢討項目之各類組檢討標準如附表四。

第五條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應以整層為之。但不妨害或破壞其他未變更使用
部分之防火避難設施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該樓層局部範圍變更
使用：

一、變更範圍直接連接直通樓梯、梯廳或屋外，且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牆壁、樓板、防火門窗等防火構造及設備區劃分隔，其防
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

二、變更範圍以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二條規定之走
廊連接直通樓梯或屋外，且開向走廊之開口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之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區劃分隔，其防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
以上之阻熱性。

第六條　建築物於同一使用單元內，申請變更為多種使用類組者，應同時符合各
使用類組依附表三規定之檢討項目及附表四規定之檢討標準。但符合下
列各款規定者，得以主用途之使用類組檢討：

一、具主從用途關係如附表五。

二、從屬用途範圍之所有權應與主用途相同。

三、從屬用途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該使用單元樓地板面積之五分之二。

四、同一使用單元內主從空間應相互連通。

建築物有連跨複數樓層，無法逐層區劃分隔之垂直空間，且未以具有一
小時以上之牆壁、樓板及防火門窗等防火構造及設備區劃分隔者，應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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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一使用單元檢討。

同一使用單元內之各種使用類組應以該使用單元之全部樓地板面積為檢
討範圍。

第七條　建築物申請變更為A、B、C類別及D1組別之使用單元，其與同樓層、
直上樓層及直下樓層相鄰之其他使用單元，應依第五條規定區劃分隔及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建築物之主要構造應為防火構造。

二、坐落於非商業區之建築物申請變更之使用單元與H類別及F1、F2、
F3組別等使用單元之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無開口牆
壁及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

第八條　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有本法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
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
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定如下：

一、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等之變更。

二、防火區劃範圍、構造或設備之調整或變更。

三、防火避難設施：
（一）直通樓梯、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構造、數量、步行距離、
總寬度、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寬度及高度、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之寬度、樓梯及平臺淨寬等之變更。
（二）走廊構造及寬度之變更。
（三）緊急進口構造、排煙設備、緊急照明設備、緊急用昇降機、
屋頂避難平臺、防火間隔之變更。

四、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
建築物之消防設備之變更。

五、建築物或法定空地停車空間之汽車或機車車位之變更。

六、建築物獎勵增設營業使用停車空間之變更。

七、建築物於原核定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範圍內設置或變更之昇降設
備。

八、建築物之共同壁、分戶牆、外牆、防空避難設備、機械停車設備、
中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及開放空間，或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定項目之變更。

第九條　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無須施工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
查合格後，發給變更使用執照或核准變更使用文件；其須施工者，發給
同意變更文件，並核定施工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申請人因故未能
於施工期限內施工完竣時，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六個月，並以一次
為限。未依規定申請展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完工者，其同意變更文件
自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
領有同意變更文件者，依前項核定期限內施工完竣後，應申請竣工查
驗，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查驗與核准設計圖樣相符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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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變更使用執照或核准變更使用文件。不符合者，一次通知申請人改
正，申請人應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再報請查驗；屆期未申請查
驗或改正仍不合規定者，駁回該申請案。

第十條　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時，其違建部分依違章建築處理相關規定，得另行
處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
 附表二、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附表三、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
 附表四、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
 附表五、建築物主從用途關係表

最後更新日期：20140411
 

內政部營建署版權所有 ©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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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 

類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Ａ類 公共集會類 

供集會、觀賞、社交、等候

運輸工具，且無法防火區劃

之場所。 

Ａ-１ 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席之場所。 

Ａ-２ 供旅客等候運輸工具之場所。 

Ｂ類 商業類 
供商業交易、陳列展售、娛

樂、餐飲、消費之場所。 

Ｂ-１ 供娛樂消費，且處封閉或半封閉之場所。 

Ｂ-２ 
供商品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且使用人替換頻率

高之場所。 

Ｂ-３ 供不特定人餐飲，且直接使用燃具之場所。 

Ｂ-４ 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 

Ｃ類 工業、倉儲類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

、研發、組裝及修理物品之

場所。 

Ｃ-１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工

業物品，且具公害之場所。 

Ｃ-２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一

般物品之場所。 

Ｄ類 休閒、文教類 
供運動、休閒、參觀、閱覽

、教學之場所。 

Ｄ-１ 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 

Ｄ-２ 供參觀、閱覽、會議之場所。 

Ｄ-３ 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Ｄ-４ 
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

除外） 

Ｄ-５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

。 

Ｅ類 宗教、殯葬類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

所。 
Ｅ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Ｆ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供身體行動能力受到健康、

年紀或其他因素影響，需特

別照顧之使用場所。 

Ｆ-１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Ｆ-２ 
供身心障礙者教養、醫療、復健、重健、訓練、輔

導、服務之場所。 

Ｆ-３ 供兒童及少年照護之場所。 

Ｆ-４ 供限制個人活動之戒護場所。 

Ｇ類 辦公、服務類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

務或一般門診、零售、日常

服務之場所。 

Ｇ-１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且使用人替換頻率

高之場所。 

Ｇ-２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Ｇ-３ 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Ｈ類 住宿類 供特定人住宿之場所。 

Ｈ-１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Ｈ-２ 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Ｉ類 危險物品類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

氣體之場所。 

Ｉ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

高壓氣體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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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附表二、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類 組  使 用 項 目 舉 例  

A-1 

1.戲（劇）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觀覽場等類似場所。 

2.觀眾席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體育館（場）及設施、音樂廳、

文康中心、社教館、集會堂（場）、社區（村里）活動中心等類似場所。 

A-2 

1.車站（公路、鐵路、大眾捷運）。 

2.候船室、水運客站。 

3.航空站、飛機場大廈。 

B-1 

1.視聽歌唱場所（提供伴唱視聽設備，供人唱歌場所）、理髮（理容）場所（將

場所加以區隔或包廂式為人理髮理容之場所）、按摩場所（將場所加以區隔或

包廂式為人按摩之場所）、三溫暖場所（提供冷、熱水池、蒸烤設備，供人沐

浴之場所）、舞廳（備有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場所）、舞場（不備舞伴，

供不特定人跳舞之場所）、酒家（備有陪侍，供應酒、菜或其他飲食物之場所）、

酒吧（備有陪侍，供應酒類或其他飲料之場所）、特種咖啡茶室（備有陪侍，

供應飲料之場所）、夜總會、遊藝場、俱樂部等類似場所。 

2.電子遊戲場（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定義）。 

3.錄影帶（節目帶）播映場所。 

4.B-3使用組別之場所，有提供表演節目等娛樂服務者。 

B-2 

1.百貨公司（百貨商場）商場、市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場）、展

覽場（館）、量販店、批發場所（倉儲批發、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等類似

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店舖、當舖、一般零售場所、日

常用品零售場所等類似場所。 

B-3 

1.飲酒店（無陪侍，供應酒精飲料之餐飲服務場所，包括啤酒屋）、小吃街等類

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餐廳、飲食店、飲料店（無陪侍

提供非酒精飲料服務之場所，包括茶藝館、咖啡店、冰果店及冷飲店等）等類

似場所。 

B-4 

1.觀光旅館（飯店）、國際觀光旅館（飯店）等之客房部。 

2.旅社、旅館、賓館等類似場所。 

3.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招待所、供香客住宿等類似場所。 

C-1 

1.變電所、飛機庫、汽車修理場（車輛修理場所、修車廠、修理場、車輛修配保

管場、汽車站房）等類似場所。 

2.特殊工作場、工場、工廠（具公害）、自來水廠、屠（電）宰場、發電場、施

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場、廢棄物處理場、污水（水肥）處理貯存場等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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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 

C-2 

1.倉庫（倉儲場）、洗車場、汽車商場（出租汽車、計程車營業站）、書庫、貨

物輸配所、電信機器室（電信機房）、電視（電影、廣播電台）之攝影場（攝

影棚、播送室）、實驗室等類似場所。 

2.一般工場、工作場、工廠等類似場所。 

D-1 

1.保齡球館、室內溜冰場、室內游泳池、室內球類運動場、室內機械遊樂場、室

內兒童樂園、保健館、健身房、健身服務場所（三溫暖除外）、公共浴室（包

括溫泉泡湯池）、室內操練場、撞球場、室內體育場所、少年服務機構（供休

閒、育樂之服務設施）、室內高爾夫球練習場、室內釣蝦（魚）場、健身休閒

中心、美容瘦身中心等類似場所。 

2.資訊休閒服務場所（提供場所及電腦設備，供人透過電腦連線擷取網路上資源

或利用電腦功能以磁碟、光碟供人使用之場所）。 

D-2 

1.會議廳、展示廳、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水族館、科學館、陳列館、資料

館、歷史文物館、天文臺、藝術館等類似場所。 

2.觀眾席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體育館（場）及設施、音樂廳、文

康中心、社教館、集會堂（場）、社區（村里）活動中心等類似場所。 

D-3 小學教室、教學大樓等相關教學場所。 

D-4 國中、高中、專科學校、學院、大學等之教室、教學大樓等相關教學場所。 

D-5 
1.補習（訓練）班、文康機構等類似場所。 

2.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等類似場所。 

E 

1.寺（寺院）、廟（廟宇）、教堂（教會）、宗祠（家廟）、宗教設施、樓地板面積未

達五百平方公尺供香客住宿等類似場所。 

2.殯儀館、禮廳、靈堂、供存放骨灰（骸）之納骨堂（塔）、火化場等類似場所。 

F-1 

1 設有十床病床以上之下列場所：醫院、療養院等類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診所。 

3.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機構（一般護理之家、

精神護理之家）、產後護理機構、屬於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

護型）、長期照顧機構（失智照顧型）等類似場所。 

F-2 

1.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全日型住宿機構、日間服務機構、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

公尺以上之福利中心）、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等類似場所。 

2.啟智（聰、明）學校、盲啞學校、益智學校。 

3.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F-3 
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幼兒園、幼兒園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托

嬰中心、早期療育機構等類似場所。 

F-4 
精神病院、傳染病院、勒戒所、監獄、看守所、感化院、觀護所、收容中心等類

似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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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含營業廳之下列場所：金融機構、證券交易場所、金融保險機構、合作社、銀行

、證券公司（證券經紀業、期貨經紀業）、票券金融機構、電信局（公司）郵局

、自來水及電力公司之營業場所。 

G-2 

1.不含營業廳之下列場所：金融機構、證券交易場所、金融保險機構、合作社、

銀行、證券公司（證券經紀業、期貨經紀業）、票券金融機構、電信局（公司）

郵局、自來水及電力公司。 

2.政府機關（公務機關）、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廳）、員工

文康室、旅遊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未兼營提供電影攝影場

（攝影棚）之動畫影片製作場所、有線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之其他用途

場所、少年服務機構綜合之服務場所等類似場所。 

3.提供場地供人閱讀之下列場所：Ｋ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 

4.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 

G-3 

1.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健康中心、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牙體技術所、

理髮場所（未將場所加以區隔且非包廂式為人理髮之場所）、按摩場所（未將

場所加以區隔且非包廂式為人按摩之場所）、美容院、洗衣店、公共廁所、動

物收容、寵物繁殖或買賣場所等類似場所。 

2.設置病床未達十床之下列場所：醫院、療養院等類似場所。 

3.樓地板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之診所。 

4.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店舖、當舖、一般零售場所、日常

用品零售場所、便利商店等類似場所。 

5.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餐廳、飲食店、飲料店（無陪侍提供非

酒精飲料服務之場所，包括茶藝館、咖啡店、冰果店及冷飲店等）等類似場所。 

H-1 

1.民宿（客房數六間以上）、宿舍、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招待所。 

2.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精

神護理之家）、產後護理機構、屬於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

型）、長期照顧機構（失智照顧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等類似場所。 

3.老人福利機構之場所：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安養機構、其他老人福利機

構。 

4.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夜間型住宿機構）、居家護理機構。 

5.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社區式日間照顧及重建服務、社區式身心障礙者日間服

務等類似場所。 

H-2 

1.集合住宅、住宅、民宿（客房數五間以下）。 

2.設於地面一層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設於二層至五層之任一層面積在三百

平方公尺以下且樓梯寬度一點二公尺以上、分間牆及室內裝修材料符合建築技

術規則現行規定之下列場所：小型安養機構、小型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

小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小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小型社區式日間照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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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服務、小型社區式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等類似場所。 

3.農舍。 

4.社區式家庭托顧服務、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場所。 

I 

1.化工原料行、礦油行、瓦斯行、石油煉製廠、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液

化石油氣分裝場、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液化石油氣鋼瓶檢驗機構（場）等

類似場所。 

2.加油（氣）站、儲存石油廠庫、天然氣加壓站、天然氣製造場等類似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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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辦法執照辦法執照辦法執照辦法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6666 日府授法規字第日府授法規字第日府授法規字第日府授法規字第 1020236479102023647910202364791020236479 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

發局)。 

第三條 ○○建築物之室內停車空間、機電設備空間及國民住宅不適用

本辦法之規定。 

第四條 ○○建築物依本辦法得免辦理變更使用類組者，其使用仍應符

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

用項目規定。 

第五條 ○○建築物使用變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免辦理變更

使用執照： 

○○一、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之營業場所同類同組使用項目

變更。 

○○二、建築物避難層變更為 D類第 5組、D類第 2組、E類、

F 類第 2 組、F 類第 3 組、H 類第 1 組、H 類第 2 組使

用，其變更使用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或非供公眾使

用。 

○○三、建築物避難層直上層變更為 D 類第 5 組、F 類第 2 組、

F 類第 3 組、H 類第 1 組、H 類第 2 組使用，其變更使

用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並與同戶避難層面積合計未

達三百平方公尺。 

○○四、建築物避難層變更為 D 類第 1 組，其變更使用面積未

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 

五、符合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三條附表三建

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所有項

目均免檢討之類組，其建築物避難層變更使用面積未

達三百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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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築物於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五日前已完成分戶，並經

戶政機關增編門牌且於地政機關完成個別產權登記，

經建築師檢討簽證符合規定。 

○○七、供防空避難設備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

尺，於不妨礙防空避難功能原則下兼作非營業性之建

築物附屬設施使用，經都發局會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審查核准。 

○○八、避難層出入口變更或非屬承重牆之外牆穿孔尺寸長及

寬小於二十公分，並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 

○○九、建築物變更為 G類第 2組或 G類第 3組。 

○○十、非屬承重牆且申請範圍總樓地板面積小於五百平方公

尺之專有部分分戶牆變更。 

○○十一、第八款以外非屬承重牆之外牆變更。 

○○十二、專有部分範圍之樓梯及樓板變更。但不包括原有安

全梯或特別安全梯。 

○○十三、因室內裝修致消防設備、步行距離、走廊構造及寬

度之變更。 

○○十四、樑、柱穿孔或小樑變更。 

○○十五、法定空地停車空間之汽車或機車車位之變更。 

○○前項建築物之使用類組應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

法第二條第二項附表二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認定之。 

第六條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及第

十五款規定者，申請人應於營業登記或立案登記前，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都發局申請核准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一、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二、使用執照影本。 

○○三、原核准平面圖。 

○○都發局核准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者，應副知臺中市政府消

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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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辦理第一項營業登記或立案登記後，

應將登記資料副知都發局及消防局。 

第七條 ○○申請人依第五條第一項第十款至第十四款申請免辦理變更

使用執照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經都發局核准後

始得施工： 

○○一、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二、使用執照影本。 

○○三、原核准平面圖。 

○○四、建築師與結構技師及各項設備專業技師簽證表。 

○○五、建築師與結構技師簽證設計圖說。 

○○六、防火區劃及結構安全檢討報告書。 

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施工完竣並備齊下列文件，報請都

發局核准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一、竣工申請書。 

○○二、建築師竣工查驗簽證報告書。 

○○三、竣工照片。 

前項核准如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都發局應於核准後副知

消防局。  

第八條 ○○依本辦法核准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者，仍應依消防法、建

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之書表格式，由都發局另定之。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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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建築法建築法建築法    

     ( 民國 100 年 01 月 05 日 修正 )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章章章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第第第    1111    條條條條 

（立法宗旨） 

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 

，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 

主管建築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 

縣 (市) 政府。 

在第三條規定之地區，如以特設之管理機關為主管建築機關者，應經內政 

部之核定。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 

本法適用地區如左：                                               

一、實施都市計畫地區。                                           

二、實施區域計畫地區。                                           

三、經內政部指定地區。                                           

前項地區外供公眾使用及公有建築物，本法亦適用之。                 

第一項第二款之適用範圍、申請建築之審查許可、施工管理及使用管理等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 

（建築物） 

本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 

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 

 

第第第第    5555    條條條條 

（公眾用建築物） 

本法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供公眾工作、營業、居住、遊覽、娛樂 

及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第第第第    6666    條條條條 

（公有建築物） 

本法所稱公有建築物，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自治團體及具有紀念 

性之建築物。 

 

30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 

本法所稱雜項工作物，為營業爐、水塔、瞭望臺、招牌廣告、樹立廣告 

、散裝倉、廣播塔、煙囪、圍牆、機械遊樂設施、游泳池、地下儲藏庫、 

建築所需駁崁、挖填土石方等工程及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 

氣調節設備、昇降設備、機械停車設備、防空避難設備、污物處理設施等 

。 

第第第第    8888    條條條條 

（主要構造） 

本法所稱建築物之主要構造，為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 

頂之構造。 

 

第第第第    9999    條條條條 

（建造） 

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 

一、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 

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  接者  ，

應視為新建。 

三、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 

          或擴大面積者。 

四、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及屋頂，其中 

          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 

 

第第第第    10101010    條條條條 

本法所稱建築物設備，為敷設於建築物之電力、電信、煤氣、給水、污水 

、排水、空氣調節、昇降、消防、消雷、防空避難、污物處理及保護民眾 

隱私權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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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設計施工篇建築設計施工篇建築設計施工篇建築設計施工篇    

                                                        用語定義用語定義用語定義用語定義 

十九、居室：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用之房間，均稱 

居室。門廳、走廊、樓梯間、衣帽間、廁所盥洗室、浴室、儲

藏室、機械室、車庫等不視為居室。但旅館、住宅、集合住宅、

寄宿舍等建築物其衣帽間與儲藏室面積之合計以不超過該層

樓地板面積八分之一為原則。 

二十、露臺及陽臺：直上方無任何頂遮蓋物之平臺稱為露臺，直上方 

有遮蓋物者稱為陽臺。 

二十一、集合住宅：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並有三個住宅 

單位以上之建築物。 

二十二、外牆：建築物外圍之牆壁。 

二十三、分間牆：分隔建築物內部空間之牆壁。 

二十四、分戶牆：分隔住宅單位與住宅單位或住戶與住戶或不同用途 

區劃間之牆壁。 

二十五、承重牆：承受本身重量及本身所受地震、風力外並承載及傳 

導其他外壓力及載重之牆壁。 

二十六、帷幕牆：構架構造建築物之外牆，除承載本身重量及其所受 

之地震、風力外，不再承載或傳導其他載重之牆壁。 

二十七、耐水材料：磚、石料、人造石、混凝土、柏油及其製品、陶 

瓷品、玻璃、金屬材料、塑膠製品及其他具有類似耐水性之

材料。 

二十八、不燃材料：混凝土、磚或空心磚、瓦、石料、鋼鐵、鋁、玻 

璃、玻璃纖維、礦棉、陶瓷品、砂漿、石灰及其他經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認定符合耐燃一級之不因火熱引起燃燒、熔化、

破裂變形及產生有害氣體之材料。 

二十九、耐火板：木絲水泥板、耐燃石膏板及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 

關認定符合耐燃二級之材料。 

三十、耐燃材料：耐燃合板、耐燃纖維板、耐燃塑膠板、石膏板及其 

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合耐燃三級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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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防火時效：建築物主要結構構件、防火設備及防火區劃構造

遭受火災時可耐火之時間。 

三十二、阻熱性：在標準耐火試驗條件下，建築構造當其一面受火時，

能在一定時間內，其非加熱面溫度不超過規定值之能力。 

三十三、防火構造：具有本編第三章第三節所定防火性能與時效之構

造。 

三十四、避難層：具有出入口通達基地地面或道路之樓層。 

三十五、無窗戶居室：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之居室： 

(一) 依本編第四十二條規定有效採光面積未達該居室樓地板面積百

分之五者。 

(二) 可直接開向戶外或可通達戶外之有效防火避難構造開口，其高度

未達一點二公尺，寬度未達七十五公分；如為圓型時直徑未達一

公尺者。 

(三) 樓地板面積超過五十平方公尺之居室，其天花板或天花板下方八

十公分範圍以內之有效通風面積未達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二者。 

四十五、遮煙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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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其構造二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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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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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7 條 建築物有本編第一條第三十五款第二目規定之無窗戶居室

者，區劃或分隔其居室之牆壁及門窗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第五節 內部裝修限制 

第 88 條 建築物之內部裝修材料應依下表規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除下表（十）至（十四）所列建築物，及建築使用類組為

B-1、B-2、B-3 組及 I類者外，按其樓地板面積每一百平方公

尺範圍內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

設備與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者，或其設於地面層且

樓地板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  

二、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 

  
 

  建築物類別 組 別 

供該用途之專

用樓地板面積

合計 

內部裝修材料 

居室或該使用

部分 

通達地面之走

廊及樓梯 

(1) Ａ類 公共集會類 全部 
全部 耐燃三級以上 

耐燃二級以上 (2) Ｂ類 商業類 全部 

(3) Ｃ類 工業、倉儲類 C-1 全部 耐燃二級以上 

C-2 

全部 耐燃三級以上 耐燃二級以上 

(4) Ｄ類 休閒、文教類 全部 

(5) Ｅ類 宗教、殯葬類 全部 

(6) Ｆ類 衛生、福生、

更生類 

全部 

(7) Ｇ類 辦公、服務類 全部 

(8) H 類 住宿類 H-1 

H-2 - - - 

(9) Ｉ類 危險物品類 全部 全部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10) 地下層、地下工作物供Ａ

類、Ｇ類、Ｂ－１組、Ｂ

－２組或Ｂ－３組使用者 

全部 

耐燃二級以上 耐燃一級 (11) 無窗戶之居室 全部 

(12) 使用燃燒設備之房

間 

H-2 二層以上部分

(但頂層除外) 

其他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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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十一層以上部分 每二百平方公尺以內

有防火區劃之部分 

每五百平方公尺以內

有防火區劃之部分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14) 地下建築物 防火區劃面積按一百

平方公尺以上二百平

方公尺以下區劃者 

耐燃二級以上 

防火區劃面積按二百

零一平方公尺以上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區劃

者 

耐燃一級 

一、應受限制之建築物其用途、層數、樓地板面積等依本表之規定。 

二、本表所稱內部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

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均含固

著其表面並暴露於室內之隔音或吸音材料）。            

三、除本表（三）（九）（十）（十一）所列各種建築物外，在其自樓地

板面起高度在一點二公尺以下部分之牆面、窗臺及天花板周圍押條等

裝修材料得不受限制。 

四、本表（十三）、（十四）所列建築物，如裝設自動滅火設備者，所列

面積得加倍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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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2 條 

走廊之設置應依左列規定： 

一、供左表所列用途之使用者，走廊寬度依其規定： 

走廊配置 

用途 

走廊二側有居室

者 
其 他 走 廊 

一 建築物使用類組為Ｄ－３、Ｄ－

４、Ｄ－５組供教室使用部分 

二‧四○公尺以上一‧八○公尺以上 

二 建築物使用類組為Ｆ–１組 一‧六○公尺以上一‧二○公尺以上 

三 其他建築物： 

(一)同一樓層內之居室樓地板面積在

二百平方公尺以上 (地下層時為

一百平方公尺上)。 

(二)同一樓層內之居室樓地板面積未

滿二百平方公尺 (地下層時為未

滿一百平方公尺)。 

一‧六○公尺以上一‧二○公尺以上 

一‧二○公尺以上 

 二、建築物使用類組為Ａ－１組者，其觀眾席二側及後側應設置互相連通

之走廊並連接直通樓梯。但設於避難層部分其觀眾席樓地板面積合計在

三○○平方公尺以下及避難層以上樓層其觀眾席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一

五○平方公尺以下，且為防火構造，不在此限。觀眾席樓地板面積三○

○平方公尺以下者，走廊寬度不得小於一‧二公尺；超過三○○平方公

尺者，每增加六十平方公尺應增加寬度十公分。 

三、走廊之地板面有高低時，其坡度不得超過十分之一，並不得設置臺階。 

四、防火構造建築物內各層連接直通樓梯之走廊牆壁及樓地板應具有一小時

以上防火時效，並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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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4 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2條規定之走廊寬度，是否包含住宅或集合住宅各居室單元內通達各層間部分之走道乙案 | 中華民國內…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view=article&catid=159&id=6880%3A20100507142122&tmpl=print&print=1&layout=default&page=&optio… 1/1

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2條規定之走廊寬度，是否包含住宅或集合
住宅各居室單元內通達各層間部分之走道乙案
建築管理組
發布日期：20050705
內政部94.7.5台內營字第09400837584號函

一、依據本部94年1月17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30088365號函送研商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物防火及避難安全設施新增修訂條文說明會與會人員所提意見第3次
會議紀錄案由四決議辦理。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2條規定之走廊寬度，於住宅、集合住宅係
指連接各住宅單元與樓梯間或昇降機梯間之部分，不包括住宅或集合住宅各
居住單元內之走道。

最後更新日期：20100507
 

內政部營建署版權所有 ©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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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3 條 

直通樓梯之設置應依左列規定： 

一、任何建築物自避難層以外之各樓層均應設置一座以上之直通樓梯 (包括

坡道) 通達避難層或地面，樓梯位置應設於明顯處所。 

二、自樓面居室之任一點至樓梯口之步行距離 (即隔間後之可行距離非直線

距離) 依左列規定： 

 (一) 建築物用途類組為Ａ類、Ｂ－１、Ｂ－２、Ｂ－３及Ｄ－１組者，不

得超過三十公尺。建築物用途類組為Ｃ類者，除有現場觀眾之電視攝

影場不得超過三十公尺外，不得超過七十公尺。 

 (二) 前目規定以外用途之建築物不得超過五十公尺。 

 (三) 建築物第十五層以上之樓層依其使用應將前二目規定為三十公尺者

減為二十公尺，五十公尺者減為四十公尺。 

 (四) 集合住宅採取複層式構造者，其自無出入口之樓層居室任一點至直通

樓梯之步行距離不得超過四十公尺。 

 (五) 非防火構造或非使用不燃材料所建造之建築物，不論任何用途，應將

本款所規定之步行距離減為三十公尺以下。 

前項第二款至樓梯口之步行距離，應計算至直通樓梯之第一階。但直通樓梯

為安全梯者，得計算至進入樓梯間之防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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