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110 年 4 月份重要公文目錄 

壹 法規公告 

1   內政部 1100420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規定 P.1 

2 內政部 1100428 

修正「五層以下公寓大廈於共有土地增設昇降設備應檢附土地

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作業規定」，並修正名稱為「建築物於共

有土地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作業規

定」，自即日生效 

P.2 

3 內政部 1100428 
為簡政便民及減少無謂公文往返，檢送「『一級海岸保護區』及

『二級海岸保護區』免查範圍表」1份，供貴單位辦理查詢參考 
P.4 

貳 解釋函令 

1 內政部 1100331 
供店鋪與住宅使用之建築物，僅供住宅使用之昇降機道出入口

是否需設置遮煙性防火門 1案 
P.9 

2 內政部 1100413 

關於 102 年 1 月 1 日後申請建造執照，於領得使用執照後申請

變更使用執照，得否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7條

第 3項規定疑義 1案 

P.11 

3 內政部 1100414 

有關建造執照申請案得否將鄰地使用執照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118 條規定所留設之特定建築物私設通路計入法

定空地疑義 1案 

P.12 

 



理事長的話 

清明連假首日不幸發生台鐵太魯閣號出軌事故，造成重大傷亡。國隆認為 

此次太魯閣號事故發生可能原因之一，就是周邊明隧道施工工程之工 

程承包營造廠，其施工防護計畫以及施工交通計畫的不完備及未落實，再

者營造廠內部沒有專任工地主任的現場駐守，產生施工單位營造廠現場管 

理的鬆散，以及法規對營造廠工地現場專任專業人員的要求過於寬鬆。 

對此，本會特別於 4月 7日及 20日召開兩場記者會，讓社會大眾了解台灣

工地管理現況。第一場記者會訴求是呼籲政府立即修法改善營造業法對工

地管理過於寬鬆問題，同時建議比照建築師法第 26條，規範工地主任懲戒

其借牌行為，才是降低工程事故的根本之道。第二場記者會訴求則是修正

《營造業法》第 30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納入「第三方施工品質

複查機制」及調降應設置專任工地主任之工程金額和規模，才能避免悲劇

重演。 

另外，針對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不實指控，公會發布聲明： 

一、營造業法第 30條及營造業法施行細則第 18條規定導致全台八成工地 

無專任工地主任。 

二、「監造」與「監工」不應混淆。 

三、專任工地主任借牌嚴懲，以端正視聽。 

壹、有關會務及法案 

一、 有關室內裝修公會推動技師分科新增「室內設計技師」及專技國考中

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案。 

目前從事室內設計工作者，其養成教育學程涵蓋了美工、美勞、

多媒體、工業設計、平面設計、電腦設計、空間設計、室內設計、造

景、服裝設計、時尚設計系等類別，故對於室內裝修公會推動專技國

考，新增「室內設計技師」案，本會接獲非室內設計系所之學院教職

反應，為確保其學生未來之職場機會，請全國建築師公會代為表達不

支持室內設計技師成立之立場。 

另依據建築法規定，建築物裝修工作項目涉及建築物公共安全、

防災、私密性等，目前皆由建築師為之並足以應付目前市場需求，主

張室內設計技師之成立者，並非皆接受完整建築教育學程，對於公共

安全之需求亦無接受相關養成教育。本案茲事體大，已鑒請內政部和

考選部、公共工程委員會等應審慎考量。 

 



二、 有關「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立法進程： 

(一)本會與電機技師公會、水管、電氣等公會於 110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間，分別拜會內政委員會多位委員及國策顧問，持續表達本會

爭取建築師既有執業權益立場。 

(二)出席 110 年 4 月 8 日由內政委員會莊瑞雄委員召開之消防設備人

員法草案公聽會。 

三、 本會接受營建署委託辦理「第 17 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評選工作及

行銷推廣活動」，已於 4月 15日報名截止，感謝各謝惠予推薦優良建

築師及轉知會員報名參加。 

「第 17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評選活動，自即日起至 110年 4月

15 日止接受推薦及報名，目前由營建署召開評選會議中，並規劃於 7

月底前完成頒獎典禮。 

四、因應太魯閣號出軌事件，本會召開二次記者會。 

1、110年 4月 7日召開「工地主任租借牌照、八成工地無專任工地主

任檢討」記者會，呼籲工地主任借牌應懲戒吊銷牌照，以落實公共

安全。 

2、110 年 4 月 20 日召開「修正營造業法，納入第三方施工品質複查

機制」記者會。 

五、110年 4月 15日與大專院校建築系主任座談 

本會邀集大專院校建築系主任就即將舉辦「2021年全國學生競圖活動」

暨「建築師雜誌學生作品發表」等事宜與主任們進行意見交換。 

 

貳、 近期舉辦各項講習活動 

一、【工程專案管理業務(PCM)」講習會】 

本會訂於 110年 4月 24日(六)、5月 8日(六)及 5月 22日(六)辦理

北、中、南三區「工程專案管理業務(PCM)」講習會： 

講習會日期及地點如下： 

【北區】110年 4月 24日(六) 

地點：臺灣大學工學院應用力學研究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中區】110年 5月 8日(六) 

地點：東海大學-外文館演講廳(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號) 

【南區】日期：110年 5月 22日(六)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圖科大樓至善廳(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號 10

樓)  



二、「台灣建築 Open House」活動開跑了！ 

      本會本於對專業及環境關懷，特辦理「台灣建築 Open House」

參訪活動，規劃之參訪作品主要以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得獎者之作品，

以及台灣建築獎得獎作品為主，希望藉由實際參訪的方式讓民眾能更

深入了解社區及城市環境的重要性。並希望透過現場導覽與講解讓社

會大眾能認識建築師的行業以及建築作品，同時帶領大家體驗臺灣建

築之美，激發良性思考與互動。【本活動詳情請參閱中華民國全國建築

師公會網站】。 

參、對外促進公共關係部分 

4月 9日  出席陳邁建築師逝世 2週年紀念 論壇—傳承與展望。 

4 月 11 日 出席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會第 7 屆第 1 次會

員大會。 

4月 14日 出席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 

4 月 15 日 出席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五、六

屆理監事交接。 

4 月 16 日 由許常務理事中光代表出席苗栗縣建築師公會第四屆第三

次會員大會。 

4月 16日 出席台灣鎖業暨五金發展協會 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出席中華民國熱浸鍍鋅協會第八屆第 2次會員大會。 

         出席中部七縣市建築師公會聯誼活動。 

4月 17日 出席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第 15屆第 3次會員大會。 

4 月 22 日 出席臺中市公會第 2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建築師傑出貢獻

獎及新銳建築師獎。 

4月 23日 出席嘉義縣公會成立 10周年慶餐敘。 

              出席台灣人居環境全生命週期管理學會。 

4月 27日 出席建築安全履歷協會-桃園社會宅平鎮一號基地觀摩會。 

4月 30日 出席全國性不動產業理事長聯誼交流會。 
 

 

 

 

 

       謹上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 日 



 
 

相關公文及法規資訊同步刊載本會網站 
請加本會 LINE@連結網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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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0 日 

台內營字第 1100805032 號 

修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規定」第十二點，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規定」第十二點 

部  長 徐國勇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規定第十二點修正規定 

十二、各承貸金融機構應依下列程序，向本部營建署申請國庫補貼利息： 
(一) 各承貸金融機構總行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將核撥貸款名冊（如附件三）、終止國庫補貼

利息名冊（如附件四）、核撥清單及明細表（如附件五）、轉催收或催收轉回及繳回積

欠國庫補貼利息名冊（如附件六）、返還溢領國庫補貼利息名冊（如附件七），併同收據

（如附件八），備文函送本部營建署申撥國庫補貼利息，如無新增核撥貸款案件，承貸

金融機構得自行評估行政作業所需，以每三個月為一期申撥，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

及十二月之十五日前函送前三個月核撥資料。 
(二) 核撥貸款名冊如新增受補貼者，應於申撥當月函送該受補貼者之補貼證明影本。 
(三) 本部營建署審核承貸金融機構申撥國庫補貼利息案件無誤後，應將國庫補貼利息以支票

或匯款方式撥付承貸金融機構；申撥國庫補貼利息案件逾時送達或所附資料有誤者，併

次月（期）申撥數撥付。 
(四) 受補貼者應依約按月繳付貸款本息，受補貼者積欠貸款本息超過六個月轉入催收款項時，

承貸金融機構應即停止申撥國庫補貼利息，並同時將受補貼者自逾期欠繳始日起至轉入

催收款項之日止之國庫補貼利息退還國庫；受補貼者全數清償積欠本息轉回正常戶時，

自轉回正常戶之月份起恢復申撥國庫補貼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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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8 日 

台內營字第 1100805873 號 

修正「 五層以下公寓大廈於共有土地增設昇降設備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作業規定」，

名稱並修正為「建築物於共有土地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作業規定」，

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建築物於共有土地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作業規定」 

部  長 徐國勇 

建築物於共有土地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作業規定修正規定 

一、 為因應高齡者及行動不便者之居住需求，維護共有土地所有人之共同利益，執行公寓大廈於

共有土地依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五條規定，增設昇降機

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相關事宜，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 符合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五條規定之公寓大廈，其申請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

築物權利證明文件，得依本作業規定辦理。 
三、 於第二點所定公寓大廈增設昇降機者，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其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應以

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

數不予計算。 
四、 第三點所定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之計算，以土地登記簿上登記之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為準。

但共有人死亡者，以其繼承人數及繼承人應繼分計入計算。 
五、於共有土地上增設昇降機，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 
   前項通知方式及內容如下： 

(一) 部分共有人於增設昇降機之前，應先行通知他共有人。 
(二) 書面通知應視實際情形，以雙掛號之通知書或郵局存證信函為之。 
(三) 公告代替通知他共有人者，應以他共有人住址不明或經通知而無法送達者為限。 
(四) 公告可直接以布告方式，由村（里）長簽證後，公告於土地所在地之村（里）辦公處，或

以登報方式公告之。 
(五) 通知或公告之內容應記明土地標示、處理方式、受通知人及通知人之姓名住址及其他事項。 
(六) 他共有人已死亡者，應以其繼承人為通知或公告之對象。 
(七) 委託他人代為事先通知，其委託行為無須特別授權。 

六、 於共有土地上增設昇降機，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應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列明全體共

有人及其繼承人，並於執照申請書註記依本作業規定辦理，如有不實，起造人及土地共有人

願負法律責任；主管建築機關無須審查其通知或公告之文件。 
七、 於共有土地上增設昇降機，增加土地及建築物附加價值，對於他共有人無須給付對價或補償

者，免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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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於建築物共有部分增設昇降機，涉及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者，其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應以該共

有部分之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

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於建築物登記為專有部分樓梯間增設昇降機，涉及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者，其建築物權利

證明文件，應以登記為專有部分之樓梯間全體所有權人數過半數，及該樓梯間專有部分總面

積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超過該樓梯間專有部分總面積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九、 同一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於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生效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者，

其上各棟建築物各自獨立互不影響，申請增設昇降機時應檢附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得以各

棟建築物分別辦理。 
十、 同一建築基地內為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者，於共有土地上增設昇降機，準用本作業規

定第三點至第七點及第九點規定，並應同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昇降機設置之土地範圍，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於規約載明為約定專用

部分及其使用主體。 
(二) 前款約定專用部分，於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應載明得設置昇降機。 

十一、申請增設昇降機之土地或建築物為公同共有者，準用本作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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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102年1⽉1⽇後申請建造執照，於領得使⽤執照後申請變更使⽤執照，得否
適⽤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編第167條第3項規定疑義1案
建築管理組
發布⽇期：2021-04-13
內政部110.4.13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06327號函 

說明：

⼀、依據臺北市政府110年3⽉26⽇府授都建字第1106136931號函辦理。

⼆、有關102年1⽉1⽇後申請建造執照於領得使⽤執照後申請變更使⽤執照，
其無障礙建築物法規適⽤疑義1節，本部105年10⽉27⽇內授營建管字第
1050814757號函已有明⽰，合先敘明。

三、次據本部101年10⽉1⽇台內營字第1010808741號令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編第167條之修正意旨，係考量建築物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
施確有困難，爰於第3項明定「前⼆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
建、構造或使⽤⽤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核准者，得不適⽤本章⼀部或全部之規定。」故如有因建築基地地形、
垂直增建、構造或使⽤⽤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本章⼀部或全部之規定。

四、綜上，本規則102年1⽉1⽇修正施⾏後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其使⽤執
照類組變更如須檢討「公共建築物⾏動不便者使⽤設施」規定項⽬時，⾃
應符合申請時之本規則有關條文之規定（包括檢討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設計規範之規定），惟如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建、構造或使⽤⽤途特
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本
章（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部或全部之規定。

最後更新⽇期：202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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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造執照申請案得否將鄰地使⽤執照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編第118
條規定所留設之特定建築物私設通路計入法定空地疑義⼀案
建築管理組
發布⽇期：2021-04-14
內政部營建署110.4.14營署建管字第1101062326號函 

說明：

⼀、依本署109年12⽉7⽇營署建管字第1090081981號函續辦，併復貴局109
年10⽉27⽇新北⼯建字第1092074885號函。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編第1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建築基地未
臨接道路，且供第⼀款⽤途以外之建築物使⽤者，得以私設通路連接道
路，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合於本條之規定者，該私設通路視為該建築
基地之⾯前道路，且私設通路所占⾯積不得計入法定空地⾯積。」另同規
則總則編第3條之2已有明定私設通路為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為
因應當地發展特⾊及地⽅特殊環境需求，得另定其設計、施⼯、構造或設
備規定之事項，合先敘明。

三、旨揭建造執照申請案得否將鄰地使⽤執照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編
第118條規定所留設之特定建築物私設通路計入法定空地疑義，考量依上
開條文留設之私設通路視為特定建築物建築基地之⾯前道路，與非依上開
條文留設之私設通路有別，除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另有規定者
外，仍應依該條規定不得計入法定空地⾯積。

最後更新⽇期：202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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