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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 
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 

【土城大安段】 
先期規劃報告章節與契約規定對照表 

 

 

契約規定項目 

【依據服務契約第三條(附件)之規定】 
先期規劃章節 

(一)乙方於辦理先期規劃作業時，應就招標文件所列工作內容提出全基

地範圍之初步規劃建築設計及建議。 
第一章、第四章 

(二)建築規劃方案之鳥瞰透視圖。 第四章  

(三)基地及周圍環境之調查及分析（含附近地質狀況資料）。 第二章 

(四)基地開發問題、計劃需求及容積分配之評估。 第四章  

(五)分案工程新建方案之比較研究或評估。 第四章  

(六)分案工程總樓地板面積上限建議及初步預算之擬定。 第一章、第四章  

(七)研定社會住宅之規劃設計原則。 第四章  

(八)審查、督導、查核及管理計畫。 第五章、第六章  

(九)提供甲方各分案開發案執行審查、督導、查核及管理計畫。 第五章、第六章 

(十)分案工程計畫綱要進度之編擬，如分案工程涉及「交通衝擊影響評

估」、「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審查」、「都市更新審查」、「都市

計畫變更」等工作時，乙方須編擬工作計畫，提供甲方參考辦理分

案工程之招標。 

第五章 

(十一)本階段工作完成後應依契約規定，提交成果報告書報甲方認可；

其內容項目請參考「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第三章

相關條款辦理。 

第六章 

(十二)審查、整合並制訂有關「變更」、「計價」、「檢驗」、「驗收」等相

關作業程序(含各類表格格式)，並明確劃分甲、乙方及承包廠商

之間作業權責。 

第六章 

(十三)統包招標文件之建議與探討。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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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區永和段、土城大安段 

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 

先期報告審查會會議紀錄意見回應表 

提送單位：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編號：1060519-1 

審查單位：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送審日期：   年  月  日 

回覆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文件/內容：先期規劃報告(土城大安段) 

 

編號 
先期規劃報告審查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1. 

第一章計畫需求內有關於公設

比以不超過30%(不含停車位)為

原則，請確認各基地先規內容之

公設比，又其計算基礎為何？ 

需求說明書規定公設比以不超過

30%原則，公設比計算方式如下：

公設比=(小公+大公)/總登記面

積；小公:當層樓梯間、電梯、走

廊；大公:一樓門廳、屋頂突出

物、台電配電室、發電機室、蓄

水池、水箱、管理員室及其他屬

共用部分設施。 

P1-13 

2. 

各案一房、二房、三房房型比例

統一為整數 4:4:2，並留有 5%

配比彈性；另各層樓單元配置原

則不予規範，避免限制未來設

計。 

已修正房型比例為 4:4:2，並留

有 5%彈性，詳第四章 4.5 可行

性評估與檢討。 

 

P4-15 

3. 

第三章法規分析內所提到特殊

結構評估，丁類危險性工作場

所，本案基地是否適用，是否已

納入期程規劃。 

本案尚不需檢討該項法規，已刪

除。 

- 

4. 

第四章初步規劃建築設計所提

到社區公共空間所需設置空間

需求、空間規格是否已納入需求

規定。 

一樓以配置社區公共空間、兒童

遊憩設施為原則，相關開放空間

規劃原則規範於三 戶外空間及

設施規劃原則。 

P4-12 

5. 

第四章初步規劃建築設計，是否

以共融式遊戲設施為主。 

本案基地規模尚無法規劃共融式

遊戲設施，建議配合南側里民活

動中心之開放空間設置地景遊戲

場。 

P4-21 

6. 
第五章工程預定與進度預算，請

列出各案基地預定總工期。及各

分案基地工程之里程碑時間。 

遵示辦理。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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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先期規劃報告審查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7. 
第五章工程預定與進度預算內

有 BIM、3D及模型預算，但在需

求內未列出相關規格需求。 

已補充說明於第四章 4.9 BIM設

施規劃需求。 

P4-64 

8. 
土城大安段部分用地佔用已排

除，請修正。 

確認後已刪除。 - 

9. 
土城大安段基地報告書 P4-58，

地工設計準則為地下三層，前面

章節內容為地下四層，請確認。 

已修正。 P4-61 

10. 
土城永和段基地報告書，中途之

家規劃設計原則請將各空間之

需求面積及規格要求列出。 

非本案範圍，詳土城永和段報告

書。 

- 

11. 
土城永和段基地報告書，中途之

家是否檢討設置 5%無障礙空間

請確認。 

非本案範圍，詳土城永和段報告

書。 

- 

12. 
P1-10、1-13、4-25、4-37(土城

大安段基地報告書)有錯字。請

再確認。 

已修正。 - 

13. 

預定進度表請依各案條件不同

(如：土城永和段捷運外部審查

時程、土城大安段鄰地都市計畫

變更及取得土地時程)修正，三

案進行整合性條正，訂定里程

碑，以供本局招標策略等決策參

考。 

已修正，詳第五章。 P5-1 

14. 

興建成本建議回歸行政院公共

工程會計算標準，並檢視是否符

合市場價格及兼顧工程品質；主

要建材規格、預算(如電梯)請再

予檢視。 

為符合市場價格及兼顧工程品

質，興建成本以新北都市更新審

議委員會同意之工程造價計算，

並以新北市青年社宅預算為基準

規劃以利工進。 

P4-21 

P5-5 

15. 

環境分析請補充地質敏感(土壤

液化)等項，確保居住安全。土

城永和段請補充說明捷運禁限

建範圍及規定。 

1. 已補充資料於第二章 2.6 地

質、斷層分機及有價料分析。 

2. 非本案範圍，詳土城永和段報

告書。 

P2-5 

16. 

請再詳細調查五大管線或詢問

管線單位，以免衍生日後接管問

題及費用。新店民安段屬汙水納

管範圍，土城大安段、永和段 2

案請調查或詢問相關單位確認

未來周邊汙水管線佈線時程及

計畫。 

函詢相關單位，汙水下水道建置

工期為 107年 6月 5日至 110年

1月 8日，詳附件 12 汙水下水道

建置期程。 

附-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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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先期規劃報告審查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17. 

請依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須回

饋法定停車位20%之停車位數檢

討實設停車位，並重新檢視地下

室開挖樓層及效益。 

經檢討本案設置停車位數尚符合

前開數量，地下室開挖樓層亦為

最經濟考量，詳第四章 4.5 可行

性評估與檢討。 

P4-13 

18. 

地面層社會公益設施之內容，將

由城鄉局邀集社會局或需求單

位會議決定。社福空間增列生活

店舖之需求，以利後續彈性使

用、三案社會公益設施配置請參

考連結基地周邊開放空間系統

及人行動線系統。 

地面層動線規劃已配合周邊未來

配置規劃，詳附件一。 

P附-3 

19. 

請補充說明兒童遊戲區遊具設

施設置原則。 

本案基地規模尚無法規劃共融式

遊戲設施，建議配合南側里民活

動中心之開放空間設置地景遊戲

場。 

P4-21 

20 

各案屋頂層規劃城市農園等，請

補充屋頂活載重說明；增列屋頂

水箱工作安全設施(護欄爬梯)

設置。規劃內容應要求設計單位

進行相關設計時，配合職安相關

規定進行設計。 

已配合修正納入需求。相關條文

如下： 

設計單位除應依建築和機電各主

管機關所頒佈法規、命令等相關

規定進行設計外，應需依職業安

全法等相關規定進行相關設計

（如：防止墜落或感電防止…

等），以維日後使用或維護人員之

安全。 

水箱外爬梯應考量設置位置，便

於攀爬檢修作業，並設置防墜落

護圈。 

P4-79 

P4-80 

 

21. 

土城大安段西側工業用地變更

為住宅區，預計 107年 4月 17

日進行草案審查，5月初公開展

覽，預計 107年底完成。 

經與城鄉局企建科數次研商後，

決議不納入該基地併同計畫。 

- 

22. 

請依本市社會住宅都市設計審

議原則設置機車數量及 1/4之

自行車停車位，另自行車位請設

置於室內以符合規定。 

1. 本案汽車數量依建築技術規

則檢討須設置 43席法定停車

位，加計社區用戶及工業區變

更為住宅區須回饋檢討應設

置 38席，規劃實設 47席汽車

停車位，符合規定。 

2. 依新北市青年社宅規範規定

須設置一戶一機車位，本案共

88戶，設置 100位機車停車

位；自行車須設置機車數量之

P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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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先期規劃報告審查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1/4為 22，設置 25，經檢討

均符合規定。 

23. 

土城永和段地面二、三層中途之

家，建議研議門禁管制方式，另

請增加膳食調理空間、交誼空

間，設置洗衣及烘衣機。並檢討

緊急醫療之應對。 

非本案範圍，詳土城永和段報告

書。 

- 

24. 

各案地下停車場機電設施獨立

設置，以符合未來可能委外管理

需求。 

遵示辦理。報告書規劃內容如下

所示： 

地下層用電及用水規劃，除有獨

立用戶使用空間區域（如：停車

場未來採 OT委外營運時），採該

戶設置獨立電錶或水錶供應外，

則採大公分戶設置為原則。 

停車場所有設施採單獨設置乙戶

供電，以便未來委外經營。 

P4-80 

 

25. 

材料、設備規格請彈性規範，設

計原則等本於本市都市設計審

議原則、社宅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訂定，避免日後發包執行困惱，

致生履約爭議。 

遵示辦理。 - 

26. 

物業管理系統請參酌本市公宅

規範設計，並留有未來調整之彈

性空間，各案物業管理平台應能

與市府使用需求統一。 

遵示辦理。報告書相關內容如下

列所示。 

設施管理服務除了基本的物業管

理外，服務內容需涉及設置或使

用目的機能的「作業流程規劃與

執行、效益評估與監督管理」。並

參酌新北市政府公宅規範設計，

並留有未來調整之彈性空間，各

案物業管理平台應能與新北市政

府使用需求統一，及具備雲端管

理功能，未來需可提供新北市政

府作為建築物連結管理。 

P4-119 

27. 

新店民安段有關車道出入口會

與行人動線衝突，社福空間出入

動線是否與鄰近公園整併，請再

予考量。 

非本案範圍，詳新店民安段報告

書。 

- 

28. 
請規劃單位重新檢討三案車道

退縮距離。 

本案汽車車道口退縮留設 6公尺

停等空間，以維行車及人行安

全，詳附件一。 

P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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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先期規劃報告審查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29. 

本案審定之平面圖及相關設計

成果僅供本局評估公宅設立效

益，是否提供後續統包商參考，

請再予斟酌。 

本案所提供之圖面僅係供新北市

城鄉局設立公共住宅考量，未免

限制設計單位設計方案，或造成

誤會，不提供本次審定之圖說予

承商。 

- 

30. 
未來招標之等標期建議斟酌放

寬時程。 

遵示辦理，納入招標文件擬定考

量。 

- 

31. 

請規劃單位補充本案 BIM需求

或未來審查工作內容、所建置之

BIM系統及是否可結合 FM建置

建築及設施管理 (Facility 

Management)系統操作。 

1. 補充修正於第四章 4.9BIM設

施規劃需求。 

2.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採購

技術需求說明書規定：全案規

劃設計構想作業，需導入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概念，並作為檢討

建築、結構、機電施工可行

性，以符合未來使用之需求，

避免造成各項資源之浪費，後

續亦須督促承攬施工廠商與

監造廠商於細部設計及施工

時確實落實 BIM以作為設計

及施工查核。故本案 BIM系統

不需結合 FM建置建築及設施

管理(Facility Management)

系統 

P4-64 

 

32. 
請重新檢視各房型空間配設比

例，客、餐廳、衛浴規劃建議自

然採光。 

本案規劃主要以臥室、客廳、廚

房等空間為自然採光，修正相關

圖面如附件一。 

P附-6 

33. 
建築設計規範、原則及數據等請

重新檢視是否合宜，如磁磚、分

戶隔音等項，請通盤檢討。  

相關數據均重新檢討並規範分戶

樓板之衝擊音構造於第四章 

二、住棟規劃原則中。 

P4-11 

P4-221 

34. 

本案智慧建築設定為合格級以

上，部分項目需提升以符合社會

住宅之需求，請明列社會住宅實

際可使用之項目。 

遵示辦理，已增加 4.10智慧社會

住宅規劃及建議。 

P4-68 

35. 

給水管路設計及施工，如何確保

符合使用需求之壓力，應於設計

階段要求設計單位提出相關計

算資料。 

遵示辦理，已要求設計單位於細

部設計階段提出相關設計之計算

文書資料(如：照度、壓降、接地

電阻值、水壓、風量…等等)。 

P4-77 

36. 

請檢討室內空氣品質法(IAQ)之

相關需求。 

遵示辦理，已配合修正納入需

求。需求內容如下所示： 

9.公共區域設置 IAQ室內空氣品

P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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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先期規劃報告審查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質監測器偵測公共區域空氣，並

需與該區通排風系統作連動。 

37. 

部份材料設備之規格或需求應

較明確，以免日後使用上會有爭

議或花費較多維管費用。(如防

焰窗簾採用可水洗或不可水洗) 

為免限制過度限制、保留招標彈

性，相關設備多以中央標準 CNS

規範，防焰窗簾考量成本及耐久

性，採水洗防焰窗簾。 

P1-12 

38. 

管理室需設冰箱、冰凍櫃，以便

日後代收住戶冷藏或冷凍物

品。且冰箱、冰凍櫃均需接續緊

急電源。 

遵示辦理，納入招標文件中規

範。報告書內容如下所示： 

管理員室需設冰箱、冰凍櫃及其

插座，以便日後代收住戶冷藏或

冷凍物品。且冰箱、冰凍櫃均需

接續發電機緊急電源。 

P4-95 

39. 

垃圾收容量應彈性規範，保留規

劃空間。 

本案規定須設置一處資源回收室

供住戶使用，配合地方資源回收

政策，資源回收室不以面積為限

制。 

P1-12 

40. 
頂埔都更案與本案之關聯性為

何？若不需要建議取消。 

經確認與本案無直接關聯，已刪

除。 

- 

41. 
自來水水質應不需納入需求檢

討。 

 

遵示辦理，已刪除。 - 

42. 
新店民安段緊鄰高樓，設置太陽

能系統是否合宜？請再檢討。 

非屬本基地，另詳新店民安段報

告書。 

- 

43. 
隔音毯應設置於較吵雜之空間。 經濟及實際考量，本案隔音毯規

範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46條規定

設置於居室，以符實際需求。 

P4-11 

P4-221 

44. 

漏水壁癌之防應對策為何，請檢

討。 

壁癌防應對策： 

A. 地下室增設複牆，確保地下室

乾燥。 

B. 加強屋頂、陽台、露台防水及

排水 

P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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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區永和段、土城大安段 

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 

會前會會議紀錄意見回應表 

提送單位：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編號：1060519-1 

審查單位：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送審日期：   年  月  日 

回覆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文件/內容：先期規劃報告(土城大安段) 

 

編號 
先期規劃會前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1. 

房型比例應反應社會住宅需求

之實際需求，請作業單位洽住宅

科討論最近社宅申請類型為何

以確認房型比此，三案地面層公

共空間之參建單位、面積。 

- - 

2. 

簡報 P27-房型內部格局，客廳

與傢俱比例看起來不一致，請再

檢討確認。另未來隔間規劃能否

保有彈性，如施工完成後兩房型

可變為兩間一房型、兩間一房型

可變為一間兩房型，請研議如何

於需求書內規範，並說明衛浴空

間如何合併使用。 

(1) 已修正，詳附件圖說。 

(2) 本案目前已確定 1、2、3

房型比例為 4:4:2及 5%彈

性配比，並已確認建築經

費及建築規模，彈性單元

隔間設計留待未來必要時

參考。 

P.4-37 

3. 
簡報 P-37，請確認永和段北側

道路開發期程，以利後期施工階

段規劃。 

非屬本基地，另詳土城永和段

報告書。 

- 

4. 

智慧建築: 

請參考台北市智慧社區-合格級

符合本案可適用哪些項目?另本

案須取得合格級智慧建築標章

指標，是否可列出優先滿足那些

項目是符合社會住宅所需求的

基本項目。 

1. 台北市政府智慧社區原先

以取得合格級智慧標章，後

續再以追加方式取得銀級智

慧標章。現今以智慧社區 2.0

版，要求建築統包商需配合

ICT統包標取得銀級智慧建

築標章。 

本先期規劃智慧社區係以取

得合格級智慧標章為主，但

相關智慧社區規劃要求，均

與台北市智慧社區項目符

合，如： 

P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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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先期規劃會前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1) 智慧三錶：電錶及水錶

和瓦斯錶。 

(2) 智慧網路系統。 

(3) 智慧安全監控系統。 

(4) 智慧門禁系統。 

(5) 智慧停車管理系統。 

(6) 物業管理系統。 

2. 本案智慧社區係以取得合

格級智慧標章為主，其相關

智慧社區規劃要求，及取得

智慧標章合格級項目如下

（詳 4.15弱電系統設計原

則）： 

(1) 智慧三錶：電錶及水錶

和瓦斯錶。 

(2) 智慧網路系統。 

(3) 智慧安全監控系統。 

(4) 智慧門禁系統。 

(5) 智慧停車管理系統。 

(6) 物業管理系統。 

5. 

屋頂太陽能光電板型式研討；屋

頂城市農園、曬衣場請檢討進出

與動線是否符合無障礙環境。 

1. 太陽能系統發電系統(總

設置容量≧20KWP)採可額躉

售台電/市電併聯/儲能系統

為原則，管理者可依需求遠

端切換不同的創電供電模

式。詳 4.10智慧社會住宅規

劃及建議。 

2. 已修正圖面使屋頂層空間

符合無障礙環境，詳附件圖

冊。 

P4-106 

P 附-7 

6. 
有關新店民安段車道出入口建

議由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南

面的方向進入。 

非本案範圍，詳新店民安段報

告書。 

 

7. 

社會公益設施規劃:  

(1) 都審請示:先規內法令疑義

(例如一樓是否可作商業設

計等)等未來統包設計建築

師也會有相關疑義，須請都

設科作內部會議紀錄釋疑。 

(2) 城鄉局與住宅科內部研討

確認未來物業管理需求。 

(1)遵示辦理。 

(2)經洽企建科確認，主辦科將

於近期召會研討。 

(3)遵示辦理，已增加基地周邊

市民活動中心位置圖於第

二章環境分析 2.8基地周

邊重要設施及地方特色。 

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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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先期規劃會前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3) 未來公益設施使用空間，請

規劃單位以「里」為單位調

查補充基地周邊鄰里公益

設施關係(如幾間活動中

心、藝文中心、活動中心、

公托托老中心等空間需求

1-3F)。調查局內公益設施

規劃使用類型共識，另得確

認如何符合施行細則第 39

條之 1容積獎勵 1.5倍之規

定。 

8. 

有關大樓進、出風口(墩)處之設

置位置、出風方向可否在招標契

約或先規內容內規範要求。 

1. 在第4.23條停車場通風系

統設計原則第(四)項：「通、

排風百葉其面風速不得大於

4 m/s，且設於地上層之排氣

百葉不可面向住戶，若百葉

面向行人通道時，不可直吹

至行人。故其通排風百葉應

設置於適當處，以能符合噪

音規定及不影響到人員安

全,並作適當綠化遮蔽。」。 

2. 在第4.24條空調及通風系

統設計原則第（十五）項：「自

然通風設備設置於外牆時，

其百葉、格柵、風罩等各型

式進排風設施，其顏色和型

式應配合建築外觀設計予以

美化。通排風口應考量防蟲

及易物進入，必要時需設置

不鏽鋼防蟲網及逆止風門和

防火防風。」、第(十五)項：

「通、排風百葉其面風速不

得大於 4 m/s，且設於地上層

之排氣百葉不可面向住戶，

若百葉面向行人通道時，不

可直吹至行人。故其通排風

百葉應設置於適當處，以能

符合噪音規定及不影響到人

員安全,並作適當綠化遮

蔽。」、第(十六)項：「一樓

冷氣室外機設置位置，需考

P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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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先期規劃會前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量其熱氣不可直接吹向行

人，必要時需設置導風片。

其設置位置需考量景觀植裁

美化及維護便利性。」，均有

設定需求，要求統包商配合

辦理。 

9. 

在相當建築條件下，新店民安段

基地之每坪單價較其他 2基地

高 1萬元，顯有不合理，請依先

期規劃方案建築需求分析成

本，並請考量綠建築及智慧建築

之預算，並依實際樓地板面積計

算(含設計原則、智慧建築等項

目)。 

建築預算業已包含智慧建築與

綠建築等項。 

P5-6 

10. 

新店民安段屬汙水納管範圍，土

城 2分案基地尚未納管，有關基

地內汙水處理請一併納入需求

書估範。 

在第4.17條雨污排水系統設計

原則第四項污水系統第(一)

款：「基地周邊之下水道幹管尚

接管完成，但依據內政部營建

署下水道工程處 107年 5月 2 

日營水授北字字第 1073604435 

號書函覆，本案附近污水下水

道系統已於 107年 3月 29日發

包，工期預計為 107年 6月 5

日至 110年 1月 8日；故統包

團隊於設計階段應再向內政部

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及新北市

政府水利局確認該污水下水道

工程是否能於本案完工後啟

用，以確認本案是否免設污水

專用處理設備，可直接納管接

入下水道幹管。」即已將需求

納入，作為統包商設計及施工

之需求。 

P4-149 

11. 

本案之結構用途係數 I值適用

認定，仍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規

定，以 1.0係數規劃設計。 

1. 本案建築為集合住宅，結構

用途係數 I=1.0。 

2. 地上二層設置公共托老中

心，依內政部「建築物耐震

設計規範及解說」規定屬第

三類建築物，惟第三類建築

物超過 3000平方公尺或總

佔樓地板 20%以上用途係數

P4-54 



 

 
 

先期規劃報告 

 
0-30 

編號 
先期規劃會前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才需 1.25。 

12. 

由於本局其他社宅案，套房型空

間為開放式廚房未有區劃遭瓦

斯公司拒絕設置瓦斯管線，因此

有關瓦斯爐或電陶爐之規劃配

置，請先洽各區瓦斯公司並依其

規定辦理。 

經與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若廚房未與其他空間以

隔間牆區隔時，該廚房不得配

置瓦斯爐具，僅能配置瓦斯管

供瓦斯熱水器使用。故在第

4.13條機電設備工程規劃原則

說明第三項住戶層機電設備需

求第(三)款廚房第 6點瓦斯相

關設施：「(1)設置雙口瓦斯爐

１具，倘若廚房未與其他空間

以隔間牆區隔時，該廚房不得

配置瓦斯爐具，需改設置電陶

爐具１具。」之需求納入統包

需求書中。 

P4-88 

13. 

水、電、瓦斯表(智慧三表)請規

劃配置於當樓層或隔樓層並且

有可查錶之空間。 

1. 電錶依台電公司要求設置

當層公共區域，並有供足夠

查錶之空間。詳第 4.14條電

氣系統設計原則第一項低壓

配電設備工程第(九)：「公共

區域分大公及小公設置電

錶，其台電電錶應設於受電

箱旁或其他公共空間箱，一

樓以上各空間及各層住戶，

採各層公共區域集中設置台

電電錶箱；電錶箱設置型式

及空間需符合台電公司規

定，並留設適當查錶或修護

空間。」 

2. 水錶則依自來水公司設置

上一層樓公共區域，並有供

足夠查錶之空間。詳第 4.14

給水系統設計原則第九項：

「公共區域空間依棟別需加

裝設水分錶。另於住戶單元

與社會福利設施、土城區大

安段社會住宅管理站各使用

單元之自來水分錶位，原則

採分棟分層分戶集中設置水

錶組(位置各於使用層之上

一層)建築平面須配置水錶

P4-97~ 

P4-99 

P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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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先期規劃會前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間以利抄表，水壓不足

1.5kg/cm2 須設加壓泵之樓

層表組則設於屋頂層，並依

序標示住戶單元號碼與空間

名稱，相關規定依臺灣省自

來水公司為主。(本項設計原

則，統包廠商須事先協調當

地自來水公司，取得預審同

意採分層設置集中表組)。」 

3. 瓦斯錶設於各戶陽台處，並

有足夠查錶之空間。詳第

4.13條機電設備工程規劃原

則說明第三項住戶層機電設

備需求第(五)款陽台第 5點

瓦斯相關設施：「(1)需設置

數位式瓦斯錶，其設置位置

應考量日後檢修及查看度數

之空間，並與需遠離電氣管

線，且需為通風之處。」 

14. 

空調請檢討是否含冷暖氣功

能，另請注意空調機之排水方

式。 

1. 本案以能源效率一級之分

離式冷、暖氣組作為需求，

其電源及排水均有提出需

求，要求統包商納入設計及

施工。 

2. 詳第4.24空調及通風系統

設計原則第(一)項：「本需求

書各章節所稱冷氣或空調機

組,皆為能源效率一級之分

離式冷、暖氣組。」及第(二)

項：「社會福利設施空間、入

口門廳、信箱區、會客區、

管理中心、兒童遊憩設施…

等公共空間，應依照使用用

途及環境控制條件，設置分

離式空調機組系統，並留設

分離式空調機組之室外機及

室內機設置空間，及留設電

源、排水等相關管路。公共

空間分離式冷氣採一對一或

一對多型式設置。」 

P4-162 

15. 請將服務建議書內回饋創新項 增加第八章創意與回饋說明回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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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先期規劃會前會會議 

建議項目 
回覆辦理情形 

修正 

頁次 

目列入先期規劃內。 饋項目。 

16. 

土城兩處基地皆有紅火蟻疑

慮，需辦理監測及防治。 

土城區為入侵紅火蟻潛勢地

區，已於第二章說明，並敘明

應依規定辦理相關防治事項，

詳附件 12。 

P2-3 

P3-9 

17. 
土城永和段因鄰近捷運五十公

尺範圍，須辦理捷運外部審查，

請納入考量。 

非本案範圍，詳土城永和段報

告書。 

 

18. 
請預先規劃施工時車輛進出口

動線。 

增列第四章 4.4 建築規模需

求說明 四、施工時建議車輛進

出口動線。 

P4-13 

19. 

提供台北市社會住宅都市審議

規定內容供參。 

補充臺北市北投區奇岩公宅及

六張犁公宅都市設計準則於附

件供參 

。 

附件 65 

20 

請將預計於 108年 7月 1日實施

之建築技術規則第四十六條之

六規定，規劃分戶樓版之衝擊音

隔音構造一併納入考量。 

增加分戶樓板隔音規範及建

議，補充內容於第四章 4.4 建

築規模需求說明及4.23主要材

料與設備計畫。 

P4-11 

P4-221 

21. 

本案各分案基地係以工業區變

更回饋捐贈可建築用地興建社

會住宅，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

變更審議規範及細部計畫書內

容需檢討設置20%之公共停車空

間，請於先規報告書內補充 20%

的公共停車空間之量體、預算及

圖說。 

1. 本案汽車數量依建築技術

規則檢討須設置 43法定停

車位，加計社區用戶及工業

區變更為住宅區須回饋部

分為 38席，本案實際設置

47席汽車停車位，符合規

定。 

2. 依新北市青年社宅規範規

定須設置一戶一機車位，本

案共 88戶，設置 88位機車

停車位，實設 100位；自行

車須設置機車數量之1/4為

22，經檢討均符合規定。 

P4-15 

 



 

 
 

先期規劃報告 

 
0-33 



 

 
 

先期規劃報告 

 
0-34 



 

 
 

先期規劃報告 

 
0-35 



 

 
 

先期規劃報告 

 
0-36 

 



 

 
 

先期規劃報告 

 
0-37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 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1-1 第一章  計畫需求 

 

第一章 計畫需求 

1.1 計畫緣起 

為因應都會地區房價問題，實現居住正義，目前由政府興建社會住宅已成為

未來政策發展趨勢，本案新莊安泰、土城永和、土城大安及新店民安四處青年社

會住宅基地，市府係以都市計畫變更回饋捐贈方式取得之可建築用地，配合本市

住宅政策，循住宅法相關規定採「只租不售」的方式興辦青年社會住宅，作為更

多元、公益性之使用，以紓解高房價壓力，保障弱勢族群在都會地區之居住權利。 

 

1.2 計畫目標 

一、 本案期藉由專案管理廠商以優質高品質之目標，協助城鄉發展局統合空間

需求、設計及工程管理介面，督導本案統包廠商，務必使本案興建工程如

期如質完工。 

二、 本案期藉由委外辦理技術服務廠商作業，針對本次預定開發範圍進行規劃

設計構想，擬訂未來青年社會住宅之建築形式、空間配置、結構系統、機

電設備、工程預算編列及相關需求如設備、材料等規格規範，並考量未來

維護可及性及便利性，並將前述作業彙整納入規劃設計中辦理，後續於施

工作業時，確實督導、協調監造及統包廠商之作業，以提升青年社會住宅

興建之品質。 

三、 全案規劃設計構想作業，需導入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概

念，並作為檢討建築、結構、機電施工可行性，以符合未來使用之需求，

避免造成各項資源之浪費，後續亦須督促承攬施工廠商與監造廠商於細部

設計及施工時確實落實 BIM以作為設計及施工查核。 

1.3 基地範圍及位置 

一、 先期規劃基地範圍 

1. 本計畫位於土城都市計畫區中，中央路與中華路交會處南側街廓內，其西北

側約 100公尺處即是捷運藍線永寧站，西南側 1公里處則可連接至土城交流

道，交通便利性相當高。目前計畫區全區皆屬乙種工業區。計畫範圍南側緊

鄰忠承路與聲寶公司廠房相對；其餘三側皆與計畫區原所屬之工業區相鄰。 

2. 基地位置 

計畫範圍周邊土地狀況而言，現況仍多為傳統工業使用，另在計畫區

北側之中央路及西側之承天路沿街面地區則有發展路線商業之趨勢，主要

為批發零售之商業使用行為。 

(1) 計畫區東側: 

計畫區東側與東泰保麗龍公司間原存在一排水溝，但目前已被填平為

道路，主要供東泰公司廠區南向連接忠承路之用，並未開放給一般大眾通

行，另計畫區東北端緊鄰的小街角廓，其地上物主要為棚架及混凝土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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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基地東側鄰近 69千伏板橋~土城線#23~24區間特高壓輸電線路，本案

建築物與特高壓輸電線最近水平距離 16公尺，符合「電業供電線路裝置規

則」之安全規定。 

(2) 計畫區南側: 

邊界為忠承路，隔忠承路與計畫區相對之街廓在現行都市計畫中為乙

種工業區，現況為聲寶公司所使用，以生產製造傳統家電為主。本案基地

南側為細部計畫劃設之公園用地，刻正興建大安區民活動中心。 

(3) 計畫區西側: 

邊界區域與計畫區並無道路相隔，建物間完全呈現緊鄰之狀態；其中

北端與南端土地分屬不同公司，但其主要地上物都以一般的工業廠房建築

為主。目前基地西側土地刻正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未來西側也將成為住

宅區。 

(4) 計畫區北側: 

唯一的聯外道路為中央路三段 89巷，計畫區可經由此道連接中央路，

與土城區中心的連通性相當高。另在路口右側部分目前緊鄰公信電子公司

廠房，而左側邊界土地則為廠房夾雜民宅的土地使用方式。 

圖 1-1 基地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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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基地位置 

3. 基地現況 

基地位於計畫區內，其公共設施用地配置首先考量東南側土城彈藥庫及

南天母山系之道路系統規劃之配合，劃設一 15公尺寬之南北向計畫道路貫穿

計畫區，並銜接至中央路三段 89巷，形成完整出入通道。此外，沿計畫道路

西側劃設狹長形廣場用地及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藉以包覆台電電塔及電

線，以降低其對於住宅區之影響，另在計畫區鄰忠承路側劃設一處公園用地，

使開放空間達到最佳可及性與開放性。 

圖 1-3 基地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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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基地周邊使用現況圖 

1.4 工作範圍 

執行各項專案管理工作，協調及整合與

本計畫相關事項之推動。 

一、 督導各分案統包工程之鑽探調查工

作: 

1. 依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地基調查

報告之規定內容督導統包商辦理，並

於鑽探取樣時，應派員至施作現址督

導。 

2. 督導統包商分析各分案基地開挖可立

即利用資源，估算其數量、處理成本

及價值。並要求統包商列入施工契約

工程項目，以實際發生數量合計為原

則，納入契約辦理。 

3. 各方案工程鑽探數與施作內容，應督

導統包商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辦理鑽探

作業，深度以能滿足建築結構設計需

求為原則，且至少須有 1孔達到承載層或不透水層深度。 

4. 需協助審查各分案統包商之鑽探調查成果。 

二、 先期規劃作業 

1. 乙方於辦理先期規劃作業時，應就招標文件所列工作內容提出全基地範圍之

初步規劃建築設計及建議。 

2. 建築規劃方案之鳥瞰透視圖。 

圖 1-5 基地現況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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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地及周圍環境之調查及分析。(含附近地質狀況資料)。 

4. 基地開發問題、計畫需求及容積分配之評估。 

5. 分案工程新建方案之比較研究或評估。 

6. 分案工程總樓地板面積上限建議及初步預算之擬定。 

7. 研訂社會住宅之規劃設計原則。 

8. 審查、督導、查核及管理計畫。 

9. 提供甲方各分案開發案執行審查、督導、查核及管理計畫。 

10. 分案工程計畫綱要進度之編擬，如分案工程涉及「交通衝擊影響評估」、「環

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審查」、「都市更新審查」、「都市計畫變更」等工作

時，需編擬工作計畫，提供新北市政府城鄉局辦理分案工程之招標。 

11. 本階段工作完成後應依契約規定，提交成果報告書報甲方認可；其內容項目

請參考「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第三章相關條款辦理。 

12. 審查、整合並制定有關「變更」、「計價」、「檢驗」、「驗收」等相關作業程序

(含各類表格格式)，並明確劃分甲、乙方及承包廠商之間作業權責。 

13. 統包招標文件之建議與探討。 

三、 撰擬監造、統包工程招標文件與協辦監造、統包工程招決標及評選作業: 

1. 乙方應參考甲方提供之通案性招標文件（如投標須知及契約等），修正、規範

為分案工程完整可行之監造、統包工程招標文件，並協辦各項招標作業及參

與標前會議。 

2. 參考工程權責分工表及「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研訂監造、統包

工程之契約條文及相關罰則草案。 

3. 監造、統包工程招標文件應包括投標時之資格標範圍。得標後設計、施工之

進度及品質管制計畫及方式，各項或各階段工作之審查、修正、變更、核定

之時限及權責規定，各項或各階段工作成果之認定及付款方式等。 

4. 協辦監造、統包工程招標文件之釋疑、補充或修正。 

5. 協辦監造、統包工程投標廠商及其分包廠商資格之審查作業，並提供甲方建

議。 

6. 協辦監造、統包工程開標、審標及提供決標建議。 

7. 分案工程監造、統包工程決標後協助甲方完成簽約。 

8. 協辦監造、統包工程招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處理。 

9. 協助完成監造、統包工程評選作業： 

(1) 協助辦理評選作業。 

(2) 協助向評選委員會說明招標文件，另於本局召開評選委員會時，製作簡

報資料，並至少指派 1名人員解說招標案件內容。 

(3) 本局辦理評選時，如有成立工作小組者，應指派各該案件承辦人擔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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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小組之成員，並出席相關會議。 

(4) 協助本局與得標廠商簽約。 

四、 設計階段履約管理作業 

1. 統包商規劃設計書圖審查制度與流程之擬定及執行。 

2. 執行施工項目及施工性分析，評估施工替代方案並分析工期與成本。 

3. 辦理設計工作成果之品管及檢核，並擬定校核表單，提送甲方認可。 

4. 負責代表甲方督導統包承商提出規劃、設計、施工階段之進度、時程、成本

控制等之計畫書表（含 S Curve），並提供具體審查建議後，管制確實執行。 

5. 負責審查統包承商所提之各類設計圖說、施工規範、結構計算書及其他書件

(含各執行計畫、報告、文件)，並對整體施工性、各細部空間之設備安排、

構造、機電設施及各設計界面整合等，提供甲方具體建議。 

6. 負責審查統包承商所提之建築設計、材料、設備等是否符合甲方之需求目標

及要求品質。 

7.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暨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之規定，

負責推動本工程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管制、審查統包商建立「品質管制系

統」（甲方原訂「新北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及新北市各區公所公共工程施工督

導小組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請納入「施工作業查核計畫」中），並代表甲方建

立「施工品質保證系統」含相關品質管理、檢驗、查核、抽驗計劃及程序、

表格等），「施工品質保証系統」相關計畫程序應先經甲方審定。（計劃格式請

參照行政院工程會頒布之「監造計畫暨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8. 負責審查統包承商所提之建築設計、整體施工性及公共安全等計劃。 

9. 負責督促統包商擬訂敦親睦鄰方案及分案工程相關保險計畫。 

10. 分案工程設計進度之管理、協調及設計修正之審查。 

11. 分案工程設計工作之品管及檢核。 

12. 分案工程施工可行性之審查及建議。 

13. 工程材料、設備系統選擇及採購時程之建議。 

14. 確保所有設計及材料均應符合最新之設計規範及國家標準，若施工規範及標

準中有所變更應即檢討並應符合最新之規範及標準。 

15. 督導統包商辦理地質鑽探與調查、施工測量，並予審查後報請甲方備查。 

16. 督導統包商辦理、都市設計審議、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建築執照與

雜項執照申請、結構外審作業及公有設施(給排水、電力、電信、瓦斯及消

防等，簡稱五大管線)送審進度之執行，並協助統包商與各單位主管機關溝

通、協調與追蹤。 

17. 審查統包商所提各項工程之基本、細部設計圖說、數量計算書、工程詳細表

及單價分析表等，並審核其完整性與可行性。 

18. 審查統包商所選擇之機電、空調、給排水及消防等設備系統，並審核規範之

http://www.cop.ntpc.gov.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20238
http://www.cop.ntpc.gov.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2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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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與可行性。 

19. 審查統包商擬用之建築材料、固定設備及有關市場價格與供應商之資料，並

建立材料與設備等商情資料。 

20. 審查統包商所提建築設計之整體施工性及公共安全性（含介面整合）。 

21. 審查統包商委託建築師及開業專業技師之資料，並督導彼等於設計圖說與報

告中簽證。 

22. 督導統包商辦理土建、機電、空調、給排水、消防、景觀、共同管道等設計

介面整合工作。 

23. 依「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規定流程與機制，監督統包商辦理有

關特殊(專利)工法、材料、設備暨同等品及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及協調，

並依甲方需要召開相關業界及審查委員會議。 

24. 統包商設計費用申請估驗計價作業之審核。 

25. 設計相關協調會議之召集、紀錄及列管事項之追蹤工作。 

26. 審定統包商所提 BIM構想及相關資料，派員參加統包商提供之 BIM 相關訓練

課程，並於履約全階段以 BIM進行相關審查及管控作業。 

27. 變更設計之專業諮詢、審查及管考。 

28. 竣工結算書圖諮詢及審查。 

29. 其他與審查設計有關之技術服務事項。 

五、 各分案工程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應提供下列服務: 

1. 負責各分案工程各工作項目介面之協調及整合，並建立及執行進度管制計畫

、編提並審查各施工管理及品質管制報表，每週於分案工程施工現地召集監

造建築師及統包商（含設計建築師）舉行協調會議（檢討品質管制、進度控

制、預算執行及有關分案工程推進事宜），並製作會議紀錄送甲方核備。另視

需要，隨時應甲方之要求參與各類相關會議及辦理簡報事宜，相關計畫報表

應適時報甲方核可。 

2. 核定監造單位之監造計畫，及核定工程廠商之品管計畫、施工計畫、施工安

全計畫(含保證、保險資料)、施工設備、預定進度、勞動人力及分配、施工

圖、器材樣品、施工場所配置、施工進度及專業分包廠商資格及其他送審資

料，並負責控制工程進度、施工成本及監督工地試驗、施工品保等，同時建

立檢核簽認制度及執行。 

3. 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歷之審查或複核。 

4. 施工估驗計價之審查或複核。 

5. 契約變更之處理及建議。 

6. 契約爭議與索賠案件之協助處理。但不包括擔任訴訟代理人。 

7. 設備運轉及維護人員訓練。 

8. 維護及運轉手冊之編擬或審定。 

9. 特殊設備圖樣之審查、監造、檢驗及安裝之監督。 

10. 計畫相關資料之彙整、評估及補充。 

11. 其他與施工督導及履約管理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或契約之專案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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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施工督導作業階段，提供相關作業之專業諮詢及建議，並經甲方指定出席

之相關會議。 

13. 設備需能執行 BIM相關軟體，審查 BIM構想及相關資料，並於履約全階段以

BIM進行相關審查及管控作業。 

14. 派遣人員留駐工地，監督分案工程廠商按契約設計圖說施工及查證履約情形

。 

15. 負責監督工程廠商工法之執行。 

16. 編成施工損害緊急處理小組，遇有施工安全問題或災害事故，應即與設計監

造單位、工程廠商採取緊急因應措施，並檢討原因研擬補救措施建議。 

17. 監督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 

18. 監督分案工程施工承攬廠商放樣、施工基準測量及各項測量之校驗。 

19. 監督及查驗分案工程施工承攬廠商辦理材料及設備之品質管理工作。 

20. 複核工程廠商施工完成後之各項檢驗簽證與報告，並督導工程廠商辦理使用

執照申請，工程接水、接電、瓦斯等相關事宜。 

21. 協助辦理監督付款事宜。 

22. 施工中如須趕工時，乙方除督導工程廠商辦理並審查所提之趕工計畫，予以

彙整評估及建議送甲方核辦外，另視工進需要召開趕工會議，監督工程廠商

落實辦理趕工事宜。 

23. 其他營建施工階段之工作（如工程、教學觀摩、上級機關相關參訪簡報等）

。 

24. 監督查驗分案工程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參考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加

強公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等工作。 

25. 竣工圖及結算資料之審定或複核。 

26. 給排水、機電設備、管線、各種設施測試及試運轉之督導及建議。 

27. 協助辦理分案工程驗收、移交作業。 

28. 防汛期間（每年五月至十一月），乙方應依甲方通知督導分案工程廠商成立

緊急應變小組，並依應變計畫執行。 

29. 監督及協助工程廠商辦理分案工程開工典禮、上樑典禮、啟用典禮。 

六、 本工程統包完工交屋階段 

1. 督導施工承攬廠商辦理工程完工啟用典禮。 

2. 擬定完工驗收執行計畫，並依甲方需要，召開會議及進行簡報。 

3. 協助甲方辦理分案工程驗收、結算事宜。 

4. 督導施工承攬廠商提報之工程各項機電、設備、設施之操作使用維護手冊。 

5. 督導施工承攬廠商提報之建築、機電、設備、設施及各項管線之維護保養與

管理計畫，並整合納入文件紀錄與工程管理資訊系統。 

6. 督導並建議分案工程完工時，施工承攬廠商點交、移交時應辦理事項。 

7. 督導施工承攬廠商所提工程竣工書圖、文件及結算資料，並報請甲方核定。 

8. 其他與分案工程完工階段相關事項。 

1.5 統包工程需求 

一、 統包商調查與規劃範疇: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1. 統包商辦理測量與調查(含專業技師簽證)，應包括基本基地範圍及以土地界

址往外延伸 30 公尺範圍、四周相鄰之土地界址、釐清道路高程(現況及計畫

高程)、排水流向、溝底高程、高程及現地植栽調查，以作為本工程設計之參

考基準，其費用包含於統包工程費中。 

2. 基地界樁測設，應由統包商協助辦理鑑界後配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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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包商應依法令辦理鄰房鑑定，作為本統包工程設計之參考基準，其費用包

含於統包工程費中。 

4. 統包商應於細部設計前，配合計畫道路及公共事業管線檢討調整設計，其費

用包含於統包工程費中。 

二、 統包商證照申辦範疇(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1. 建築線指示 

2. 都市設計審議 

3. 交通影響評估 

4. 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申請(含拆除執照及 B-3基地必要之雜項執照) 

5. 室內裝修審查 

6. 特殊結構審查 

7. 公共事業管線審查(自來水、電力、電信、汙水、消防、雨水滯留設施) 

8. 植栽移植計畫審查 

9. 至少銀級以上綠建築候選證書暨標章 

10. 至少合格級以上智慧建築候選證書暨標章 

11. 取得通用設計候選證書暨標章 

12. 其他依我國建築相關法令規定應由建築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事項。 

13. 其他依我國建築相關法令規定應由承造人辦理事項。 

14. 代辦依我國建築相關法令規定應由起造人辦理事項。 

15. 辦理測量與調查之測量圖。 

16. 地質(基)鑽探調查工作及成果報告書、試驗分析(土壤) 

三、 統包商設計工項範疇(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1. 工程基本設計 

2. 工程細部設計 

3. 工程經費估算，包含工程詳細表、單價分析表、數量計算書等 

4. 設計成果簡報、修正、確認 

5. BIM工作 

6. 辦理施工階段圖說釋疑、變更設計，並辦理簽認等。 

7. 廠商須配合機關辦理工作研討會及說明會，視工程需要必要時配合辦理地方

說明會、選色選樣簽認等。 

8. 另詳本案統包契約書規定。 

四、 統包商施工工項範疇(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1. 整地工程，道路工程(周邊道路修補及復原)、排水工程(基地內排水設施)。 

2. 地上物、建築物拆除(含廢棄物運棄)等。 

3. 基地內既有植栽會勘、保留保護暨移植作業。 

4. 假設工程(含施工用臨時水電、施工圍籬、工務所設置及相關工地安全衛生、

工地清潔等契約暨法令規範設施等)。 

5. 建築工程(含基礎、主體建築、擋土支撐、室內外裝修等)施工，及相關工程

品質保證與控制等契約暨法令規範設施等。 

6. 機電工程(電力、電信、照明、給水、排水、衛浴、消防、空調、瓦斯、電梯

等)施工，及相關工程品質保證與控制等契約暨法令規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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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傢俱及設備工程:住宅單元傢俱設備、公共空間傢俱設備、戶外空間景觀傢俱

等。 

8. 廠商須配合機關辦理工作研討會及說明會，視工程需要必要時配合辦理地方

說明會協助辦理開工(動土)典禮、完工啟用典禮，並配合業主需求辦理階段

性施工成果或相關參觀、上梁典禮、記者會活動。另於建築執照取得後 45

天提送 1/200模型 1座(模型應為壓克力材質，且需表現外觀色彩與材質及夜

間燈光效果，含模型基座、透明罩等)，以上相關費用均含於本案統包契約金

額內。 

9. 竣工驗收、瓦斯內外館安裝、接通水電、請領使用執照、申請門牌編號、取

得綠建築及智慧建築標章、通用設計候選證書暨標章等。裝設社會住宅標徵(

含 LOGO及背光式)，廠商應納入設計擇適當位置施作。 

10. 點交及保固:本工程接通水電至正式點交完成接管前，所需之水電費用由統

包商負擔:點交接管、保固階段，現場成立機動維修小組提供及時維修服務

、提供本局作業成果報告書及光碟，並編製「建築維修管理應用手冊(含維

修光碟)，點交清單，詳載建築物保固範圍、設備清冊與資訊設備、設備維

修時間及方式等資訊，作為機關後續應用「BIM建築模型資訊」進行建築物

之維修管理作業使用，切實履行契約保固責任。 

五、 統包商其他工項範疇(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1. 主體結構完成 8 個月前(可提早，不可延後)，統包廠商應完成單元(一般單元

及無障礙單元之各房型)樣板配置計畫之基本傢俱設備及形式與選(色)樣建

議。內容應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1) 裝修工程:門、窗、地坪、天花、牆面、踢腳、機電管線出線口等。 

(2) 設備配置:廚具(無障礙單元櫥櫃為下拉式)、浴廁(含強制排氣型熱水器) 

(3) 傢俱配置: 

A. 一般單元:衣櫃、鞋櫃、省電燈具、防焰窗簾、淋浴間摺疊門、升降式

曬衣架等。 

B. 無障礙單元:衣櫃(下拉式拉桿)、鞋櫃、省電燈具、防焰窗簾、浴 簾、

升降式曬衣架等。 

2. 廠商應請專業室內設計人員案居家實況及風格，借用或租用傢俱設備及家飾

用品，將一般單元及無障礙單元之各房型各一戶擺設佈置完成，供機關、專

案管理廠商、需求單位進行細項研討後，始可辦理裝潢、系統、設備相關選

色、選樣作業(以上工作項目含於全案預算，不另計費用)。各住戶樣板配置

計畫應考量期程及工程進度，於主體結構完成前，經機關審查同意後，始可

辦理分項裝修工作。 

3. 本工程開工前，廠商應提送工地佈置圖，包含統包廠商工地辦公室(須預留專

案管理及監造單位工地辦公室位置)、會議室、樣品庫房等設施，經專案管理

單位核准後始得搭建(經機關審查同意後)。如搭建範圍超出基地界線時，廠

商應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核可後使得搭建。本項費用不另給付；除機關指定

之聯外道路及施工用地外，廠商設計、施工所需之其他場地、土地或路權，

廠商應自行取得使用權，並報機關或專案管理(監造)單位同意。本項費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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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給付。 

六、 工程需求：(統包工程：設計暨施工範圍) 

1. 新建工程 

(1) 地下三層，地上十層以上(建築量體應以 2層以上高層變化設計以豐富天

際線)，RC 構造建築物，筏式基礎。 

(2) 地上二層目前規劃為公共托老中心，須依照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設立標準」辦理，設置社區式長照機構，以日間照顧服務或小規模

多機能服務(除日照外增加了夜間臨時住宿服務)設計，面積至少 708平

方公尺。倘後續新北市府城鄉局確認空間使用須調整，則依規定辦理之。 

(3) 住宅單元:應達 88戶以上(含 5%無障礙單元)。  

(4) 社區公共空間(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設施)： 

入口門廳、信箱區、會客區、管理室、垃圾集中室、停車空間、公共曬

衣場等。 

(5) 應依法令設置汽車、機車、自行車之法定車位數，並配合市府需求設置

UBIKE停車位，並協助辦理相關事宜。 

2. 景觀工程(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1) 基地範圍及周邊環境景觀綠美化等。 

(2) 本案目前已辦理初步植栽調查，實際植栽現況仍依基地完成鑑界成果作

業釐清基地範圍後為準，詳第二章環境分析；統包商應辦理補充植栽調

查及記錄等；新增植栽及既有植栽之相關移植、保留、伐除之程序依法

令規定流程辦理。 

(3) 統包商應於決標 60日曆天內，依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規定提送樹木

移植或施工計畫送主管機關審查及核定後，始可辦理移植作業。 

3. 土木工程：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1) 整地、道路、排水、擋土及人行道整建等。 

(2) 本工程開挖相關土石方，運用於本基地內或機關指定回填使用，相關所需費

用包含在本工程內。基地周邊未開闢計畫道路初步規劃高程圖詳附件。 

4. 傢俱設備：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1) 公共托老中心： 

A. 休憩設備、寢室：每一空間應設休憩設備，每一空間設寢室者至少

設一扇門。 

B. 衛浴設備：每一空間應設衛浴設施，每設施至少設一扇門，供多人

使用時應有設盪之隔間貨門簾。地板有防滑措施，並配置扶手及緊

急呼叫系統。設有適合輪椅使用者之衛浴設備，有適當照明。 

C. 日常活動空間：每一空間應設多功能活動空間。 

D. 廚房：配置貯藏、冷藏(凍)、配膳、餐具清潔及食物烹煮(或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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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E. 其他： 

(A) 應設有辦公空間及個案紀錄放置設施，並得視業務需要設會議

室、諮詢室或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設施。 

(B) 單元間應有共同活動空間。 

(C) 得視業務需要設置醫事服務設施。 

(D) 得視服務使用者之需要，設適當且獨立空間，並提供個別化服

務。 

(2) 一般單元： 

全套廚房設備、浴廁設備、強制排氣型熱水器、衣櫃、鞋櫃、省電燈

具、可水洗防焰窗簾、淋浴間摺疊門、昇降式曬衣架等(詳第四章初步規劃

建築設計及建議)。 

(3) 無障礙單元： 

全套廚房設備(下拉式拉桿)廚具下空式櫃體設計以利輪椅進出、浴廁

設備、強制排氣型熱水器、衣櫃、鞋櫃、省電燈具、防焰窗簾、淋浴間摺

疊門、昇降式曬衣架等(詳第四章初步規劃建築設計及建議)。 

(4) 公共空間： 

A. 各棟入口門廳： 

(A) 入口區：固定式管理櫃台 1組，可供 2~3人使用(含管理櫃台與座椅

及無障礙服務台)；儲物空間(辦公事務機等設備不含於本工程)。 

(B) 會客區：沙發組至少 4組以上(每組 6張沙發椅、1張茶几)。 

(C) 信箱區：每一住宅單元設置一組不鏽鋼信箱(應附鎖及鑰匙)。 

(D) 其他：靜態公佈欄、電子公佈欄等設備。 

(E) 整體型式、色系應依主辦單位同意核准。 

B. 管理室： 

(A) 活動式辦公傢俱至少 2組以上。 

(B) 監視系統儲放之傢俱設備。 

(C) 應設置分離式空調設備，並配設相關管線出口， 

(D) 整體型式、色系應依主辦單位同意核准。 

C. 垃圾集中室：以設計一日垃圾處理量為原則，並應提供一日廚餘冷藏機

60公升廚餘桶(推肥及廚餘)、5桶 120公升資源回收子車(一般垃圾、

寶特瓶(含塑膠類)、玻璃、鐵/鋁罐製品、紙類)。 

D. 其他： 

(A) 戶外空間：景觀休閒座椅施工與安裝。 

(B) 公共曬衣場：屋頂設置曬被架至少 6組，材質應採不鏽鋼或鍍鋅鋼料

烤漆，型式應配合屋頂平台或景觀規劃，以美觀及實用兼具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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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築規劃設計需求說明： 

統包商應依空間需求規劃本案，並於需求範圍內規劃最佳的空間形式；地

面層留設住宅梯廳、管理員室、公共空間、社會公益空間，地上二層為公共托

老中心(實際空間需求依新北市政府城鄉局最後卻認為之)、地上三層以上規劃

住宅空間、地下三層規劃停車空間、機電空間，並提供約 88戶住宅單位為原則。 

(1) 需取得「綠建築標章」銀級標準以上、「智慧建築標章」合格級以上、住

居空間「通用設計標章」、「無障礙標章」，並符合「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

法」之規定。整合相關通訊、物管等資訊平台以智慧社區納入規劃設計

通盤考量。 

(2) 使用族群及基本空間需求數量。 

本案除考量基本生活起居機能與安全外，應加強社區規劃及服務功

能，顧及單身青年、弱勢族群、不同收入階層居民互動、環境共融等議題，

廠商須視甲方需求配合舉辦工作坊及說明會，整合公、私部門資源，協調

各方意見，規劃青年社會住宅發展願景。 

(3) 有關住宅空間格局及面積如下表: 

表 1-1 招標需求空間表 

房型 室內淨面積(不含陽台)(坪) 戶數配比(±5%) 
一房型 8~10 40% 
二房型 16~18 40% 
三房型 22~24 20% 

(4) 總體規劃設計均應符合都市計畫、建築及相關法規檢討，並依本市公告

最新公告版本之新北市都市計畫書（主要計畫、細部計畫等相關規定），

辦理住宅興建所需配合執行之相關作業。 

(5) 建築配置原則 

A. 基地法定空地以集中留設為原則，總體配置需與周邊公共空間相融合。 

B. 室內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使用，應達之最大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C. 公設比以不超過 30％（不含停車位）為原則，公設比計算方式如下：

公設比=(小公+大公)/總登記面積；小公:當層樓梯間、電梯間、走廊；

大公:一樓門廳、屋頂突出物、台電配電室、發電機室、蓄水池、水箱、

管理員室及其他屬共用部分設施。總登記面積係指可計入權狀之面積，

包含主建物面積及附屬建物面積。參建單位空間、社區共享空間得不納

入公設比計算。 

D. 動線應明確區隔，避免相互干擾。 

E. 空間配置合理，動線簡潔緊湊，各居室通風、對流、採光良好，廁所當

層通風換氣。 

F. 建物地下樓層以符合法定汽、機車停車位設置，應視地區需求增設公共

停車及必要設備空間需求為原則，並符合相關地下開挖率規定。 

G. 汽、機停車位及電動汽、機車車位採平面停車方式設計，並以集中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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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不得採用機械式停車位或繳納代金方式為之。 

H. 建物及室內空間規劃應考量地區微氣候、生態、日照、通風、採光、噪

音防制，並以美觀、經濟、實用為原則。 

6. 空間需求說明：本案空間使用類型分為住宅單元、公共空間等詳如下： 

(1) 居室單元設計原則 

A. 一房型至少考量 2人之使用空間，2房及 3房型餐廳空間應符合至少 4 

人使用，且應考量兒童用餐需求，留設適當空間。 

B. 客廳空間 1房型應可容納 3人座沙發需求，2房及 3房型應可容納 3+1

人座沙發需求。 

C. 每一房型均應設置陽台，並應滿足洗衣機置放空間、曬衣空間及分離式

空調主機放置空間(依需求調整)。 

D. 衛浴設備以設置淋浴設備為原則。 

E. 規劃應爭取最多住宅戶數，充分利用容積率。 

F. 規劃各居室配置參考家具平面圖，以利檢討空間利用及設備管線安裝之

合理性。 

G. 室內設計除應考量通用設計外，另應考慮使用者需求，包括配置、家具

設計、色彩、照明與維護管理等確實可行之總體空間規劃設計方案。 

(2) 公共空間機能及規劃設計原則 

A. 戶外空間之規劃，應與周圍開放空間整體考量。 

B. 屋頂應設置薄層綠化空間。 

C. 立面應考量耐汙、易維護或更換之材質設計。 

D. 建築物外觀及立面色彩、形式設計應考量其辨識性、呈現青年住宅意象

及自明性設計。 

E. 應考量公共住宅為開放式設計(未有圍牆規劃)，為保障住民安全，應併

同物業管理機制評估規劃智慧安全防盜監視系統。 

F. 再生能源規劃：可考量於適當位置設置太陽能發電設備，其電力可優先

供應地下室、公共空間使用。 

G. 防災計畫:本案應考量防洪設計、防火設計、防震設計、各種人員避難

方式設計等。 

H. 專案管理廠商須詳細調查本局及相關單位之需求，提出建議方案包含圖

說並協助本局評估基地空間是否足以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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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宅單元需求說明表 

表 1-2 一般房型戶數配比表 

房型 
室內格局 室內淨面積(坪) 

(不含陽台、雨遮) 
戶數 
配比 房間 衛浴 廚房 客餐廳 

一房型 1廚房 (開放房間)+1衛浴 8~10坪 40%±5 

二房型 
2臥房(1主臥
+1單人房) 

1套 1 1 16~18坪 40%±5 

三房型 
3臥房(1主臥
+2單人房) 

2套 1 1 22~24坪 20%±5 

備註:全棟採通用設計規範，其中 5%為無障礙單元(下肢障輪椅使用者) 

表 1-3 無障礙單元戶數配比表 

房型 
室內格局 

室內淨面積(坪) 
(不含陽台、雨遮) 

戶數 
配比 房間 

無障礙
衛浴 

廚房 客餐廳 

一房型 1廚房 (開放房間)+1無障礙衛浴 8~10坪 
依總
戶數
5%分
別設
置 

二房型 
2臥房 

(1主臥+1 單
人房) 

1套 1 1 16~18坪 

三房型 
3臥房 

(1主臥+2 單
人房) 

2套 1 1 22~24坪 

備註: a.無障礙單元之定義:以下肢障輪椅使用者為設想使用對象，設計需符合「無
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b.下肢障之定義:意旨上肢、下肢或軀幹之機能有部分或全部障礙者；其鑑
定標準依行政院衛生署所訂「身心障礙等級」中所列肢體障礙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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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間需求說明表 

表 1-4 空間需求說明詳表 

空間名稱 
規劃 
面積 

空間說明 需求說明 

單
元
空
間 

住宅
單元 

 1. 居住空間應具良
好通風及採光，
開口應適當設置
遮陽。 

2. 三房型入口可留
設玄關(其餘房
型無限制) 

1. 居住空間(含廚房、浴廁、陽台等空間)應
含基本家具(詳單元空間設計原則) 

2. 應考量曬衣及分離式冷氣主機放置需求，
應以格柵適當遮蔽(或其他經主辦單位核
准同意之材料)以美化建築外觀。 

3.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入口
門廳 

依設計
及規定
配置 

應規劃入口區、會
客區、信箱區等服
務空間，使住戶得
以經過此處之安全
管制及相關服務，
達到居住安全性、
便利性等目標。 

1. 服務區:應設置至少可供 2~3名以上人員使
用之管理櫃台(含管理櫃台與座椅及無障
礙服務台)、儲物空間(辦公事務機等設備
不含於本工程)。 

2. 會客區:應設置 4組沙發座椅，供居民休
憩、聊天及房客等候等使用。 

3. 信箱間:應設置各戶不鏽鋼信箱(附鎖及鑰
匙)。 

4.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管理
室 

約 50㎡ 1. 應鄰近會客區設
置以便於管理。 

2. 規劃辦公、會
議、值班室、廁
所等空間。 

1. 辦公區:至少可供 2人以上使用。 
2. 廁所(詳廁所需求說明表及第四章建築設

備需求說明)。 
3.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4. 宅配室及備品室。 

公共
設施 

依設計
及規定
配置 

1. 走道、樓梯、電梯、梯廳、清潔間、機房、管道間等必要空間依
規定規劃設置。 

2. 公共空間插座及開關均須附設管制蓋板及鎖扣裝置。 
3. 空間應依相關規範及規定辦理。 

地下
停車
空間 

汽車、機
車車位
數應依
法令設
置 

1. 應設置平面停車位，汽、機車車道規劃應免交會，應依相關都市
計畫及建築法規及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檢討法定停車位。 

2. 地下層停車場車道上方應注意設施(備)裝設高度警示燈(附廣播
音響)，地下一層如有設置卸貨車位其行經車道路徑完成面淨高
應≧2.7公尺，若無卸貨車位則車道完成面≧2.5 公尺，一般停
車位之完成面淨高應≧2.3公尺；地下二、三層完成面淨高應≧
2.3公尺。雙車道淨寬應至少5.5公尺以上(扣除標線及實體分隔)
為原則；車道動線應流暢，儘量避免動線相交。 

3. 沿車道兩端設車道壁燈。 
4. 考量自然通風及採光。 
5.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6. 依相關法規及準則設置。 

自行車
停車空
間 

車位數
應依法
令設置 

1. 應設置於一樓。 
2. 應考量住宅配置位置規劃，減少噪音干擾。 
3. 依法令設置於頂蓋下。 

 
機房
空間 

應依相關法令檢討設置包含但不限於:消防泵浦室、消防用水池、進排氣機房、
發電機室、自來水蓄水池或水箱、台電受電室、電信室、管道間、汙水處理設
施、樓梯等依相關法規及準則設置。 

總樓地板面積 不得少於 11,440.07㎡(含陽台、不含雨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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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廁所需求設備說明表 

 
空間名稱 空間說明 衛浴設備需求說明 
管理室 一般廁所 1. 一般面盆 

2. 衛生紙架 
3. 除霧鏡 
 

4. 坐式馬桶 
5. 肥皂架 

*不鏽鋼槽型水溝加蓋(嵌

入式取毛髮之集中落水頭) 

住宅單元 一般廁所 1. 檯面式面盆 
2. 淋浴間 
3. 置物架 
4. 雙桿毛巾架 
5. 不鏽鋼槽型水溝加蓋

(嵌入式取毛髮之集中
落水頭) 

 

6. 坐式馬桶 
7. 淋浴龍頭 
8. 衛生紙架 
9. 肥皂架 
10. 除霧鏡 

*一房型浴廁與主臥室浴廁

應規劃緊急押扣等設施，連

接至管理空間。 

公共設施 無障礙廁所 1. 一般面盆 
2. 置物架 
3. 肥皂架 
4. 除霧鏡 
5. 不鏽鋼槽型水溝加蓋

(嵌入式取毛髮之集中
落水頭) 

6. 行動不便者坐式馬桶 
7. 衛生紙架 
8. 安全扶手 

*應規劃緊急押扣等設施，

連接至管理空間。 

 

1.6 工程期程與經費 

一、 工程經費及限制 

1. 土城大安段總預算: 5億 1,771萬 2,294元整，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採總預算管制，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專案管理服務費採購預算金額(含

先期規劃費用)為新臺幣 6,249萬 5,818元。 

2. 編列各分案工程包括建造費用、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專案管理費、營

業稅、土地及權利費用、法律費用、甲方所需工程管理費、規費及空污費、

工程準備金、因工程物價調整增減之金額、承包商辦理工程之各項利息及保

險費之總預算金額，未經甲方之許可，乙方編列有關費用不超出前述所規定

之工程總預算金額。 

二、 工作期程 

1. 決標後 30日內，提送設備計畫(含各項設備產品價格及產品圖片) 

2. 契約簽定日 30 日內，駐府專業技術人員派駐。 

3. 簽約後 30日內，檢具派至甲方提供勞務之受僱勞工名冊(包括勞工姓名，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及住址)、、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影本及

切結書（具結已依法為其受僱勞工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依規定繳納前述保險之保險費及提繳勞工退休金）送

甲方備查。 

4. 訂約之次日起 30 內，完成投保，保險期間應自本契約訂約之次日 30 日內起，

至契約所定 4分案履約期限再加 2年止。 

5. 各分案於甲方通知日之次日起 20日內提送監造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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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分案於甲方通知日之次日起 30日內工作執行計畫書（含人員配當表） 

7. 各分案於甲方通知日之次日起 30日內先期規劃報告。 

8. 各分案於甲方通知日之次日起 45日內，統包招標文件初稿。 

9. 各分案於甲方通知日之次日起 45日內，提送結案報告。 

10. 各分案於廠商送達之次日起 10日內各分案相關設計書圖資料完成初審 

11. 各分案於廠商送達之次日起 7日內各分案相關設計書圖資料完成複審 

12. 各分案於廠商送達之次日起 7日內各分案相關廠商送審文件資料完成審查。 

13. 辦理各項文件送審應於發文次日起 7日內提出書面複審回復前述各項文

件，複審以 2 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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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分析 

2.1 基地位置及範圍 

    本基地位於土城都市計畫區中，中央路與中華路交會處南側街廓內，其西北

側約 100公尺處即為捷運藍線永寧站，西南側 1公里處則可連接至土城交流道，

交通便利性相當高。目前計畫區全區皆屬乙種工業區。計畫範圍南側緊鄰忠承路

與聲寶公司廠房相對；其餘三側皆與計畫區原所屬之工業區相鄰。 

           圖 2-1 計畫區地理位置示意圖                  圖 2-2 細部計畫示意圖 

一、 基地 

基地周邊公共設施用地配置首先考量東南側土城彈藥庫及南天母山系之道

路系統規劃之配合，劃設一 15公尺寬之南北向計畫道路貫穿計畫區，並銜接至

中央路三段 89巷，形成完整出入通道。此外，沿計畫道路西側劃設狹長形廣場

用地及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藉以包覆台電電塔及電線，以降低其對於住宅區

之影響，另在計畫區鄰忠承路側劃設一處公園用地，使開放空間達到最佳可及性

與開放性。 

圖 2-3 基地現況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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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土地產權登記表 

2.2 基地環境概述 

計畫範圍周邊土地，現況仍多為傳統工業使用，另在計畫區北側之中央路及

西側之承天路沿街面地區則有發展路線商業之趨勢，主要為批發零售之商業使用。 

計畫區東側與東泰保麗龍公司間原存在一排水溝，但目前已被填平為道路，

主要供東泰公司廠區南向連接忠承路之用，並未開放給一般大眾通行，另計畫區

東北端緊鄰的小街角廓，其地上物主要為棚架及混凝土建物。基地東側鄰近 69千

伏板橋~土城線#23~24區間特高壓輸電線路，本案建築物與特高壓輸電線最近水平

距離約 16公尺，符合「電業供電線路裝置規則」之安全規定。 

計畫區南側邊界為忠承路，隔忠承路與計畫區相對之街廓在現行都市計畫中

為乙種工業區，現況為聲寶公司所使用，以生產製造傳統家電為主。 

計畫區西側邊界區域與計畫區並無道路相隔，建物間完全呈現緊鄰之狀態。 

計畫區北側唯一的聯外道路為中央路三段 89巷，計畫區可經由此道連接中央

路，與土城區中心的連通性相當高。另在路口右側部分目前緊鄰公信電子公司廠

房，而左側邊界土地則為廠房夾雜民宅的土地使用方式。 

圖 2-4 基地周邊現況示意圖 

 

鄉鎮市區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使用面積 所有權人 持分 

新北市 

土城區 

大安段 731-5 1,849.05

平方公尺 

1,849.05

平方公尺 

許文菁 1/3 

許乃仁 1/3 

許心瑜 1/3 

**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新北市(管理機關:新北市城鄉發展局)，未辦妥所有權移

轉登記予請求權人前不得移轉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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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入侵紅火蟻發生潛勢分布圖 

如圖 2-5所示，本案大安段基地所在土城區為潛在入侵紅火蟻發生區域，未

來基地營建時須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頒定之「紅火蟻標準作業程序」(詳附件 11)

檢測及施作。 

2.3 地上物及植栽分析調查 

目前基地現況多為雜草無任何樹木。 

圖 2-6基地地上物調查 1 

擬
納
入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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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基地地上物調查 2 

2.4 自然環境分析 

表 2-2氣候分析表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觀測資料查詢系統  資料年分:2017 

一、 氣溫: 

全年的平均溫度為 22.9度，最高溫為 8月 29.9度。最低溫為 2 月 16.2 度。 

二、 降雨: 

降雨量集中在春季梅雨季及夏季颱風季節，全年總降雨量達 2086.0毫米，年

平均雨量 173.8毫米。雨季為六、七月，年降雨日數為 161天，占全年約 44.1%，

月平均降雨日數為 13.2日。 

三、 日照: 

年平均日照總時數為 1405.2小時，平均月日照時數為 117.1小時。全年日照

時數僅 6-9月屬於日照較充足的狀態。 

四、 風向: 

夏秋季風以西風、西南風為主；春冬季風以東北風為主，11月至翌年 3月東

北季風盛吹，風力強大，年平均風速約 16.2 公尺/秒，基地周圍現況為空地及低

矮建築，應考量東北季風的影響。 

 

 

 

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加總 

氣溫(°C) 17.5 16.2 17.5 21.4 24.8 27.1 28.9 29.9 28.4 24.8 21.7 16.9 22.9 

降雨量(mm) 41.0  140.5 205.0 125.0 149.0 610.5 201.5 102.0 47.5  294.5  139.0  30.5  2086.0  

降雨日(日) 8 6 18 12 13 16 14 6 6 16 19 27 161 

日照數(小時) 80.6 71.3 39.6 92.6 113.7 121.7 177 188.9 153.7 124 99.4 90.7 1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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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季風風向圖 

2.5 基地地形 

一、 新北市土城區域地形: 

土城區位於台北盆地東緣，屬於大嵙崁溪(大漢溪)右岸的山地地形，大部份

是清水坑山塊。清水坑山塊的東南部山勢較高，有 200公尺以上的山峰，而向東

北部平原邊緣，則高度普遍降低，形成許多小的丘陵，里山腿狀伸入盆地帄原，

或由平原中隆起為孤

丘。東北起新店河南岸的

尖山，西南近三峽鎮橫溪

南岸的上帝公山，其高度

普通均在海拔 50公尺以

上，千公尺以下(惟尖山

為例外)大多土壤良好，

表層甚深，不見石塊砂

礫。山腿和孤丘的斜度不

劇，多形成較為平坦的山

嶼和漫坡。 

 

                                         圖 2-9 土城地區坡度圖 

2.6 地質、斷層分析及有價料分析 

一、 區域地質概況: 

本案土城區大安段青年社會住宅基地，範圍內區域地形屬臺北盆地西側、南

側及西南側之沖積平原，範圍內呈南高北低，各基地內地形大致平坦。依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料之彙整，土城區大安段地層為全新世之沖積層，係為大漢溪

河道之沖積層，主要由礫石、砂及泥組成之未固結沉積物，均由溪流自上游搬運

而來者。 

此外，臺北斷層位於土城區大安段基地之東南側，距離基地約為 1.4km，斷

層沿大漢溪河谷，呈東北一西南走向，層面傾角約為 45～55度，傾向東南。前

述之臺北斷層非屬活動斷層，初步研判對本計畫之影響有限，有關區域坡度圖詳

圖 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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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層及地下水概況 

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工程地質探勘資料庫，彙整本案土城區大安段

青年社會住宅基地鄰近鑽孔資料，相關資料經初步分析研判之鑽孔地質柱狀示意

圖詳圖 2-11 所示，各區地層與地下水分布概況如下所述。 

 

 

 

 

 

 

 

 

 

 

 

 

 

                   圖 2-10 區域地質圖                          圖 2-11 地質柱狀示意圖                        

鄰近鑽孔資料綜合研判，地表下 20m以內之地層由上而下大致可分為四個主

要層次，分別為回填層(SF)，地表下約 0~1m之間；粉質粘土層(CL)，地表下約

1~10m之間；粉質細砂層(SM)，地表下約 10~18m之間；砂岩層(SS)，地表下＞18m。

地下水位於地表下約 3~4m之間。 

土壤液化係指「砂質土壤」結合「高地下水位」的狀況，遇到一定強度的地

震搖晃，導致類似砂質顆粒浮在水中的現象，因而使砂質土壤失去承載建築物重

量的力量，造成建築物下陷或傾斜。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料顯示，本案

基地所在為土壤液化低潛勢區，尚不屬地震時高危險地區。 

圖 2-12 土壤液化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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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鑽探調查督導執行計畫 

一、 各案之鑽探調查工作，本公司依據合約規定，進行下列事項：  

1. 依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地基調查報告之規定內容督導統包商辦理，

並於鑽探取樣時，派員至施作現址督導，相關督導重點整理(如表 2-3 所

示)。 

2. 督導統包商分析各分案基地開挖可立即利用資源，估算其數量、處理成

本及價值。並要求統包商列入施工契約工程項目，以實際發生數量核計

為原則，納入契約辦理。  

3. 各分案工程鑽探孔數與施作內容，督導統包商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辦理鑽

探作業，深度以能滿足建築結構設計需求及有價土石方價繳調查需求為

原則，且至少需有 1孔達到承載層或不透水層深度。  

4. 協助審查各分案統包商之鑽探調查成果。 

5. 督導重點: 

表 2-3 鑽探之督導重點一覽表 

項目 工作要點 處理方式 

鑽探前 

工作會議 

1.確認鑽探工作內容、方法與要求。 
2.檢視鑽探施作人員基本資料。 

1.確認鑽探督導與廠商間
之各項要求，依照鑽探規
範據以進行。 
2.要求廠商繳交施工人員
資料及保險單據。 

機具動員 
檢查鑽探附屬配件(如：鑽桿尺寸、鑽
頭規格等)。 

由鑽探督導確認配件後，
方可施作。 

鑽探期間 

及取樣方

法 

1.地下水位以上需以乾鑽方式進行及
每日開鑽前應先量測孔內水位。 
2.標準貫入試驗之查驗。 
3.薄管取樣之樣長規定。 

1.開鑽前經量測水位完成
後再開始施作。 
2.如土樣不適用，依據鑽
探規範重新取樣。 
3.於開鑽前先行檢查設
備，如不符合規範， 將要
求更換後方可進場施作。 

鑽孔復舊

及水位觀

測井埋設 

1.現場復舊及裝置保護蓋 
2.檢驗水位觀測井之埋設深度及埋設
方式。 

1.場地復舊後，經現場工
程師檢視無虞後， 方可移
機。 
2.埋設前之觀測井試水作
業與量測。 

樣品運送 

1.檢查樣品包裝之外觀，且應妥為包
裹，不使有水分蒸發之現象。 
2.薄管樣品需輕放且用薄管架放置，並
於底部增加避震墊以避免震動或傾倒。 

1.於取樣完成後立刻貼上
標籤及將樣品封口密合。 
2.建立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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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鑽探自主檢查表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樣品種類 銅圈樣品 薄管樣品 

外觀檢查 標籤、封口 標籤、封口及封蠟 

樣品點收 數量(個/組) 數量(支) 

紀錄製作 送樣單 送樣單 

現場簽認 現場工程師簽名 現場工程師簽名 

 

圖 2-13 鑽探機具附屬配件 

圖 2-14 樣品運送檢查重點 

2.8 基地交通環境 

有關基地周邊道路幾何特性與時誌現況彙整如下: 

一、 主要幹道 

1. 國道 3號高速公路 

基地南側有國道 3號高速公路通過，由忠承路往西經承天路左轉中央

路後，由土城交流道銜接國道 3號，往北可前往中和、新店、臺北地區，

往南可往三峽、桃園及西部主要城市。 

2. 中央路三段 

中央路(省道台 3縣)為土城地區對外聯繫南北向最主要道路之一，往

北可銜接板橋地區，往南可聯繫三峽地區。在中華路~中央路~金城路口以

東路段寬度約 18公尺，單向佈設 1線混合車道，採標線分隔，道路兩側畫

設有汽機車停車格位提供民眾停放。中華路~中央路~金城路口以西路段道

路寬度約 40公尺，單向佈設 2線快車道及 1線混合車道，採中央分隔，道

A.劈管取樣器含接頭 B.側沖式魚尾鑽頭 

 A.樣品標籤 B.薄管封蠟 C.薄管架 A.樣品標籤 B.薄管封蠟 C.薄管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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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兩側並未劃設停車格位，亦未管制停車。 

3. 中華路二段 

中華路為中央路之外環道路，約從捷運土城機廠起往南行，至捷運永

寧站前與中央路及金城路交會，其中，於計畫範圍內之中華路二段路寬約

35公尺，採中央分隔，單向各布設 2線快車道及 1線混合車道，路段兩側

設置了汽機格位供民眾停放。 

4. 金城路一段 

金城路亦為土城地區對外聯繫東西項重要道路之一，往東方向可銜接

板橋、中和地區，往西方向與中華路、中央路匯集後則可前往三峽到區。

在計畫範圍內之路段道路寬度約 35公尺，採中央分隔，單向各佈設 1線快

車道與 1線混合車道，道路兩側畫設有汽機車停車格位提供民眾停放。 

二、 次要道路 

1. 忠義路 

忠義路由中央路三段~金城路一段路段寬度約 6公尺、道路無分隔，共

配置 1線混合車道，且禁止臨時停車；金城路一段至忠承路路段路寬約 6~10

公尺，採標線分隔，單向配置 1線混合車道，道路兩側禁止臨時停車；忠

承路至忠義路 71巷路段路寬約 8~15公尺，採標線分隔，單向配置 1線混

合車道，道路兩側畫設有汽機車停車格位供民眾停放。 

2. 承天路 

承天路從中央路三段至忠承路路段寬度約 10~15公尺，採標線分隔，

單向佈設 1線混合車道，道路兩側禁止臨時停車；忠承路至承天路 62巷路

段路寬約 12公尺，採標線分隔，單向各佈設 1線混合車道，道路兩側停車

未管制。 

 

 

 

 

 

 

 

 

 

 

 

 

 

圖 2-15 土城交通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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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區道路 

1. 忠承路 

忠承路東起千歲路，西與承天路銜接，位於本計畫區東南側，為目前

計畫區車輛進出主要道路，路寬約 15公尺，採標線分隔，單向設置 1線混

合車道，道路兩側設有汽機車停車格位供民眾停放。 

2. 千歲路 

千歲路屬地區性道路，北起中央路，南迄忠承路。其中，中央路三段

至金城路一段路段寬度約為 12公尺，採標線分隔，單向佈設 1線混合車道，

部分路段劃設有汽車停車格位；金城路一段至忠承路路段寬度約為 12公

尺，採標線分隔，單向佈設 1線混合車道，兩側劃設有汽機車停車格位提

供民眾停放。 

表 2-5 基地周邊道路特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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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基地周邊重要設施及地方特色 

一、 土城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現況 

台灣由於山多平地少的特殊地理條件，加上都市發展快速，使得各都市皆有

一共同課題，亦即公共設施不足。土城區屬台北都會區轉型中之新興發展都市，

因此在土城都市計畫區之公共設施量，同樣也面臨面積不足的課題。 

二、 周邊重要設施 

1. 本計畫將土城都市計畫區現行計畫所劃設之公共設施及以現行計畫人口

所計算之公共設施需其面積整理如下。由表 2-6顯示，對於土城都市計

畫區而言，在各類的公共設施中以現行計畫公園劃設面積與需求面積差

距最大。而良好的公園除具有遊憩的功能外，尚有微氣候調節、噪音隔

離、二氧化碳吸納、居民交流場所等功能，均顯示公園對於環境品質提

升之正面影響。因此本計畫在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後，也將經由法定程序

提供適當且適量之公園或綠地用地，以提升地區環境品質。 

表 2-6 土城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現況整理表 

 

2. 本案基地位於土城區大安里內，距離基地 1公里範圍內之市民活動中心、

托老中心及托育中心分布相關位置詳圖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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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基地周邊活動中心、托老中心及托育中心分布示意圖 

三、 計畫範圍周邊 500公尺範圍公共設施 

計畫區位於土城區大安里範圍內，以計畫範圍中心向外 500公尺範圍內之公

共設施主要有土城國小、土城區公所、土城戶政事務所以及公兒十五，開放空間

類型之公設較少，因此未來計畫區進行都市計畫變更後，對於周遭環境必須有其

貢獻性，將以提供公園、綠地或廣場為主，以塑造良好生活品質。 

圖 2-17 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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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土城地區相關重要發展計畫 

土城清水交流道 

在原土城交流道北邊 2公里處，增設清水交流道。北土城地區民眾向來以中

和及土城交流道進出高速公路，不過尖峰時段常壅塞不堪，新北市從 2013年開

始向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申請增設北土城（清水）交流道，並於 2017年通過。 

圖 2-18 土城區相關發展計畫-1 

 

 

 

 

 

圖 2-19 土城區相關發展計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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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令分析 

3.1 規劃設計階段建築法令分析 

一、 法令依據 

    本案之主要計畫係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以「變更土城

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宅區、公園用地、廣場用地、廣場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及道路用地)」案辦理變更，並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四條擬定土城都市計畫

(大安段 733地號等 5筆土地及忠義段 447地號 1筆土地)細部計畫，承接主要

計畫變更內容、實施進度及經費、回饋計畫等相關規定，並遵循「都市計畫工

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等相關法令，研擬實質發展計畫，並訂定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管制之。 

1. 都市計畫類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土城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擬定土城都市

計畫(大安段 733地號等 5筆土地及忠義段 447地號 1筆土地)細部計畫。 

2. 建築管理類 

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3. 新北市相關建築法規 

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新北市社會住宅都市設計審議原則、新北

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準、新北市建築物機車停車空間設置要點、

新北市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 

4. 其他法規 

住宅法、建築物無障礙設計規範、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綠建築

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智慧建築標章申請認可評定及使用作

業要點，耐震標章申請說明及相關規定、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無障礙

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

置標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 

 

二、 開發可行性分析 

本案配合 102年 11月土城都

市計畫(大安段)733 地號等 5筆土

地及忠義段 447地號 1筆土地)細

部計畫書(核定實施)，本案可行性

評估與先期規劃作業服務範疇如

圖 3-1所示: 

 

 
圖 3-1基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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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地位置:新北市土城區大安段 731-5地號共 1筆土地 

2. 基地面積:1849.05m² 

3. 使用分區:住宅區(重劃) 

4. 產地產權: 

731-5地號土地三位私地主分別持分三分之一，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為新

北市(管理機關:新北市城鄉發展局)，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與請求權人前

不得移轉予他人。 

5. 地上物:經查詢無雜項及建築執照申請，無須辦理拆除建築及雜項執照。 

6. 現地植栽:基地內無栽植樹木及其他需受保護之植栽。 

7. 基地範圍:新北市土城區大安段 731-5共 1筆土地範圍。 

三、 開發強度檢討 

1. 基地面積:1,849.05 m² 

2. 使用分區:住宅區(重劃) 

3. 法定建蔽率:50% 

4. 法定基準容積率:240% 

5. 允建建築面積:1,849.05*50%=924.53 m² 

6. 允建基準容積(360%):6,656.58 m² 

7. 檢討:規劃建築容積:5,985.76m²<6,656.58 m²…OK 

8. 開挖率:60%；1849.05*60%=1,109.43 m² 

9. 檢討:本案開挖面積:1,080.31 m²≦1,109.43 m²…OK 

10. 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檢討: 

屋突:本案為公共建築，屋突設計以實質需求為主不追求最大樓地板面

積。 

(1) 機電+安全梯免計容積面積(15%):本案實設 809.03 m²<(允建容

積)×15%=998.49 m²…OK 

(2) 梯廳及陽台面積(15%):本案實設 984.54 m²<(允建容積)×15%=998.49 

m²…OK 

(3) 最大屋突面積(12.5%):本案實設 94.31m²<(建築面積)×12.5%=115.57 

m²…OK 

(4) 總樓地板面積:11,440.07m² 

11. 防空避難室: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五樓以上者，按建築面積全部附建。 

12. 檢討:B1FL~B3FL 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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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計畫區建築退縮規定示意圖 

13. 建築物法定停車位檢討: 

表 3-1基地停車數量檢討表 

停車數量檢討:新北市社會住宅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及擬定土城都市計畫(大安

段)733地號等 5筆土地及忠義段 447地號 1筆土地)細部計畫書【102年 11

月】均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  

(一) 建築物附屬汽車停車空間、機車停車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設置。 

(二) 建築物法定自行車位:依新北市社會住宅都市設計審議原則，機車車位

需設置每戶一機車位，另自行車設置數量為法定機車數量 1/4。 

檢討 1. 法定汽車停車位: 1~2F社會公益設施用途檢討:4輛； 

                3F以上住宅用途檢討:39輛 

*本案法定汽車停車:43輛，本案實設:47輛…OK 

2. 法定機車停車位:88輛，本案實設:100輛…OK 

3. 法定自行車位:22輛，本案實設:25 輛…OK 

四、 有關都市設計管制事項:  

擬定土城都市計畫(大安段)733地號等 5筆土地及忠義段 447地號 1筆土地)

細部計畫書【102年 11月核定實施】案規定: 

1. 計畫區內之建築退縮應

受下列之規定: 

(1) 為營造計畫區內計畫

道路開闊之視覺意

象，住宅區鄰道路兩

側應退縮 5公尺建

築，該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但不得

設置圍籬並應植栽綠

化，提供適當之人行

空間供公眾使用。 

(2) 為使西側住宅區與鄰

地工業區間保有緩衝

空間，西側住宅區鄰

工業區部分應退縮 5

公尺建築，該退縮部

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2. 住宅建築基地內實設空地扣除依相關法令規定無法綠化之面積後應留設

1/2以上種植花草樹木；但因設置無遮簷人行道、裝卸位、現有道路及車

道，至實設空地未達應種植花草樹木面積者，則僅限實設空地須種植花

草樹木，惟應參考「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立體綠化規定，於屋

頂、陽台等水平人工地盤予以綠化。前項種植花草樹木部分之覆土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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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木應大於 1.5公尺，灌木應大於 0.6 公尺地被植物應大於 0.3 公尺；

且面積未滿 36平方公尺應種植喬木 1棵，面積 36平方公尺以上每滿 36

平方公尺應再種植喬木 1棵，其樹冠離地應高達 2.5公尺以上、樹穴直

徑不得小於 1.5公尺，穴深不得小於 1.5公尺。 

五、 有關新北市法令相關規定 

1. 社區救災檢討: 

(1) 依內政部「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供救助六層

以上建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道路或通路，至少應保持四公尺以上之淨

寬，及四點五公尺以上之淨高。 

(2) 六層以上或高度超過二十公尺之建築物，應於面臨道路或寬度四公尺

以上通路各處之緊急進口、其替代窗戶或開口水平距離十一公尺範圍

內規劃雲梯消防車操作救災活動空間，如緊急進口、其替代窗戶或開

口距離道路超過十一公尺，並應規劃可供雲梯車進入建築基地之通

路。 

(3) 供雲梯消防車救災活動之空間需求如下: 

A. 長寬尺寸:六層以上未達十層之建築物，應為寬六公尺、長十五公尺

以上；十層以上建築物，應為寬八公尺、長二十公尺以上。 

B. 應保持平坦，不能有妨礙雲梯消防車通行及操作之突出固定設施。 

C. 規劃雲梯消防車操作活動空間之地面至少應能承受當地現有最重雲

梯消防車之一點五倍總重量。 

D. 坡度應在百分之五以下。 

E. 雲梯消防車操作救災空間與建築物外牆開口水平距離應在十一公尺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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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供雲梯消防救災活動空間示意圖 

2. 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1) 綠屋頂設計: 

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規定，計畫區建築物之屋頂及露台應設置

1/2面積以上之綠能設施或設備，綠能設施包含屋頂綠化及太陽能光電設

備。 

   
圖 3-4綠屋頂概念圖 

(2) 雨水回收再利用: 

A. 依「新北市都市計畫規定設置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再利用相關設施

作業規範」規定，新建行為應全部設置前開設施。 

B. 參考「新北市社會住宅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社會住宅規劃應

設置雨水回收淨化設備，將回收沉澱淨化之雨水使用於植栽澆灌用

水。 

 

 

 

  

圖 3-5雨水回收再利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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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運輸系統配置事項: 

A. 汽機車停車動線說明:出入車道不宜過寬，應不超過 6M。汽機車坡道

地面層起始點至人行道之間應留至少 2M平地以維行人安全。 

B. 交通影響評估:依新北市政府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送審門檻規定，建

築物樓地板面積大於 48,000m²或停車空間達 360輛以上；「樓地板面

積」或「停車位數」(「停車位數」= 基地實設之小汽車停車位數 + 

(機車停車位總數/5) + (大型車停車總位*2)其中一項超過門檻值即

應提送交通影響評估報告供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審議。 

C. 檢討:本案樓地板面積及停車數量均未達門檻，故免送交通影響評估

報告。 

(4) 環境保護設施配置事項: 

垃圾儲存空間設置:應依人口數配合「垃圾清運計畫」計算垃圾儲存

量，並推估設備及其尺寸，以及該設備清運方式，設置垃圾儲存空間。 

(5) 綠屋頂: 

新建建物之屋頂，露台綠化面積應達屋頂面積之 1/2以上。 

(6) 建築物屋頂形式設計原則: 

A. 依各地區鄰近特色與風格規劃。 

B. 屋脊裝飾物或屋頂框架式構造建議採金屬構架，並應檢討耐候、耐

震、耐風等結構安全項目，補附示意圖說並將管理維護方式納入公

寓式大廈管理規約，並由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後依決議內容進

行調整。 

C. 屋頂設置水塔、機電設備應與屋頂突出物整體設計遮蔽美化。 

D. 檢討:本案未設計屋脊裝飾物；但未來統包商如有設計屋脊裝飾物應

依照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且應小於 6公尺。 

(7) 公益性設施樓層高度應不低於 3.6 米。 

3. 新北市社會住宅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1) 公共開放空間系統配置事項: 

A. 地面層除規劃社會福利設施外，地面層局部以留設半戶外活動廣場

之通透設計為原則。 

B. 公共藝術設置，應考量避免影響人行動線、無障礙空間、車行動線

及視角。 

4. 建築基地細分規模限制事項 

(2) 考量社會住宅至少提供 10%以上比例出租予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住

宅，應至少 5%房型採通用(無障礙)設計。 

(3) 居住單元之類型、面積應考量該地區周邊環境服務水準，以及全市社

會住宅之需求調整設計規劃。 

5. 新北市社會住宅審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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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法令相關規定檢討 

1.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篇地 23條-北向日照法令

檢討:住宅區建築物在冬至日

所造成之日照陰影，應使鄰近

基地有一小時以上之有效日

照。 

檢討:本案均符合規定。 

*105年 7月 15日內政部營建

署已就北向日照法令召開修

正草案會議，待日後如有新製

法令頒布，本案北向日照應以

新製法令檢討。 

2.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6條之六(預計於 108年 7月 1日

施行) 

分戶樓板之衝擊音隔音構造，應符合下列規定之ㄧ。但陽臺或各層樓板

下方無設置居室者，不在此限：  

一、鋼筋混凝土造樓板厚度在十五公分以上或鋼承板式鋼筋混凝土造樓

板最大厚度在十九公分以上，其上鋪設表面材(含緩衝材)應符合下列

規定之ㄧ：  

（一）橡膠緩衝材(厚度零點八公分以上，動態剛性五十百萬牛頓/立方

公尺以下），其上再鋪設混凝土造地板（厚度五公分以上，以鋼

筋或鋼絲網補強），地板表面材得不受限。  

（二）橡膠緩衝材(厚度零點八公分以上，動態剛性五十百萬牛頓/立方

公尺以下），其上再鋪設水泥砂漿及地磚厚度合計在六公分以上。  

（三）橡膠緩衝材(厚度零點五公分以上，動態剛性五十五百萬牛頓/立

方公尺以下），其上再鋪設木質地板厚度合計在一點二公分以上。  

（四）玻璃棉緩衝材（密度九十六至一百二十公斤/立方公尺）厚度零

點八公分以上，其上再鋪設木質地板厚度合計在一點二公分以

上。 

（五）架高地板其木質地板厚度合計在二公分以上者，架高角材或基座

與樓板間須鋪設橡膠緩衝材(厚度零點五公分以上)或玻璃棉緩

衝材(厚度零點八公分以上)，架高空隙以密度在六十公斤/立方

公尺以上、厚度在五公分以上之玻璃棉、岩棉或陶瓷棉填充。 

（六）玻璃棉緩衝材（密度九十六至一百二十公斤/立方公尺）或岩棉

緩衝材（密度一百至一百五十公斤/立方公尺）厚度二點五公分

以上，其上再鋪設混凝土造地板（厚度五公分以上，以鋼筋或鋼

絲網補強），地板表面材得不受限。 

圖 3-6北向日照法令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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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表面材(含緩衝材)，其樓板表面材衝

擊音降低量指標△Lw 在十七分貝以上，或取得內政部綠建材標

章之高性能綠建材（隔音性）。 

二、鋼筋混凝土造樓板厚度在十二公分以上或鋼承板式鋼筋混凝土造樓

板最大厚度在十六公分以上，其上鋪設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表

面材(含緩衝材)，其樓板表面材衝擊音降低量指標△Lw 在二十分貝

以上，或取得內政部綠建材標章之高性能綠建材（隔音性）。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具有樓板衝擊音指標 Ln,w在五十八分

貝以下之隔音性能。  

緩衝材其上如澆置混凝土或水泥砂漿時，表面應有防護措施。 

地板表面材與分戶牆間應置入軟質填縫材或緩衝材，厚度在零點八公

分以上。 

檢討：本案已依規定納入樓板衝擊音構造規劃。 

3.2 影響設計時程相關規定 

一、 交通影響評估:依新北市政府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送審門檻規定，本案屬第

二類，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大於 48,000 m²或停車空間達 360 輛以上；「樓地板

面積」或「停車位數」(「停車位數」= 基地實設之小汽車停車位數 + (機車

停車位總數/5) + (大型車停車總位*2)其中一項超過門檻值即應提送交通影

響評估報告供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審議，本案均未達門檻，故免提送。 

二、 室內裝修審查: 

1. 流程一:建築執照後獨立辦理室內裝修審查。 

2. 流程二:室內裝修併入建照執照一併審查。 

建議本案併入建造執照審查節省送照期程以縮短期程。 

三、 建築執照審查: 

1. 建造執照: 

(1) 本案均為新建工程，均須辦理「建造執照」。  

(2) 主管機關為「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審查時間約 30天。 

2. 雜項執照 

四、 綠建築審查: 

1. 依照新北市社會住宅都市設計審議原則需申請「生態社區銀級標章」但

已修正合併至「綠建築評估五大版本中的社區類 EEWH-EC」，本案一併配

合綠建築申請審查。 

2. 本案屬新台幣五千萬元(含)以上之公有新建建築物，需取得候選綠建築

證書及標章。 

3. 綠建築依相關法規可分為兩部分: 

(1) 申請候選綠建築證書、綠建築標章部分(106.06.01開始全面實施最新

之「綠建築評估五大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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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型 EEWH-BC、住宿類 EEWH-RS、社區類 EEWH-EC)。 

(2) 申請建造執照時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101.07.01 實

施)之要求。 

4. 綠建築審查分為兩個階段執行 

(1) 階段一:綠建築候選證書。期程:1F 樓板勘驗前，應取得銀級候選綠建

築證書。 

(2) 階段二:綠建築標章。期程: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後，始得辦理結算驗

收。 

五、 智慧建築審查 

1. 依據新北市社會住宅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社會住宅屬公有新建建

築，應取得合格級智慧建築標章後，始得辦理結算驗收。 

2. 適用範圍:本案應先取得合格級候選智慧建築證書，於 1樓樓板勘驗前；

並於取得合格級智慧建築標章後，始得辦理結算驗收。智慧綠建築標章

審核分二階段執行： 

(1) 階段一:候選智慧建築證書(期程:於 1樓樓板勘驗前取得合格級證

書。) 

(2) 階段二:智慧建築標章(期程:取得合格級標章後，始得辦理結算驗

收)。 

六、 五大管線審查: 

包含電氣電力、弱電(電信)、消防、給排水(汙水)等設備審核審查時間約 45-60

天。 

七、 通用設計標章: 

1. 審查單位:財團法人台北市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 

2. 審查時間:約 60天。 

八、 特殊結構評估: 

1. 如本案建築物高度超過 50公尺，需提送審特殊結構審查；本案在申請建

照時將同時與結構外審單位申請特殊結構評估。 

2. 審查時間:約 90天。 

九、 入侵紅火蟻監測及防治標準作業流程 

1. 依城防治字第 1040420002號辦理，新北市土城區為潛在入侵紅火蟻發生

區域，本案將辦理「紅火蟻監測及防治標準作業」。 

2. 統包商在工程得標後，需立即辦理入侵紅火蟻監測及防治標準作業流

程，需辦理完成始得申請開工，主管機關為「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審

查時間約 45 天。 

十、 都市設計審議 

1. 本案依土城都市計畫(大安段)733地號等 5筆土地及忠義段 447 地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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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土地)細部計畫書【102 年 11月】規定，開發應先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審議通過後方得申請建造執照。 

2. 審查時間約:90天。 

圖 3-7本案建管申請流程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3-11 第三章 法規分析 

 

3.3 結構工程設計規範 

本工程之結構(含附屬結構)，須具足夠之強度、韌性、基礎穩定性及施工性，

配合建築、機電設備空間及使用性能之需求，並能承受各種載重組合及地震力之

作用，以符合下列相關法令、規範及標準： 

一、 中華民國「建築技術規則」最新版。 

二、 內政部「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用途係數 I值需用 1.25 者為以下

第三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一) 各級政府機關辦公廳舍(第一類建築物之外)。 

(二) 教育文化類 

(三) 衛生及社會福利類 

(四) 營業類 

(五) 娛樂業 

(六) 工作類 

(七) 遊覽交通類 

(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建築物。 

一棟建築物如係混合使用，上述供公眾使用場所累計樓地板面積超

過 3,000平方公尺或總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者，用途係數才需用

1.25。如一棟建築物單種用途使用時，必須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1,000平

方公尺，用途係數才需用 1.25。本案集合住宅結構用途係數採第四類 其

他一般建築物，I=1.0。 

三、 內政部「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與解說」。 

四、 內政部「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 

五、 內政部「建築工程施工規範」。 

六、 內政部「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 

七、 內政部「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八、 中國國家標準 CNS 最新版。 

九、 其他經本局認可之國際通行規範及標準…等。 

3.4 機電相關法令 

材料及設備於契約內如有訂定規範，應以該規範及機電、空調系統材料需求

計畫暨成果查核表為準；若契約未訂定規範之材料及設備，應由統包廠商設計單

位依設計需求提送補充施工規供專案管理審查，經審查核可後轉請主辦機關備

查，與設計圖說併入補充契約或增訂契約中，作為本案履約項目。 

設計單位除應依建築和機電各主管機關所頒佈法規、命令等相關規定進行設

計外，應需依職業安全法等相關規定進行相關設計（如：防止墜落或感電防止…

等），以維日後使用或維護人員之安全。 

一、 通用 

1.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2. 建築法 

3. 建築技術規則(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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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氣 

1. 經濟部頒訂之【屋內外線路裝置規則】 

2. 中央空氣調節系統電錶及線路裝置規則 

3. 臺灣電力公司營業規則 

4. 臺灣電力公司配電場所設置標準 

5. 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規範 

三、 電信 

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頒佈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 

2.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 

3. 智慧建築評估手冊 

四、 自來水 

1. 自來水法 

2. 自來水法施行細則 

3. 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 

4. 自來水水質標準 

5. 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 

6. 自來水設備檢驗辦法 

7. 自來水用水設備設計、施工、檢驗作業規範 

五、 飲水 

1. 飲用水管理條例 

2. 飲用水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3. 飲用水水質標準 

4. 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辦法 

六、 污水 

1. 水污染防治法 

2. 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 

3. 水污染防治法放流標準 

4.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技術規範 

5. 衛生下水道法 

6. 衛生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7.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 

8. 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 

七、 消防 

1. 消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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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防施行細則 

3.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4. 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 

5.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 

6. 消防相關解釋函令 

八、 設計、施工依據及適用標準 

1.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 

2. 英國標準協會(BS) 

3. 日本工業標準(JIS) 

4. 國際電氣安全法規(NESC) 

5. 絕緣電纜工程師協會(ICEA) 

6. 美國國家電氣法規(NEC) 

7. 美國電子電氣工程師協會(IEEE) 

8. 國際電氣技術委員會(IEC) 

9. 美國電機製造業協會(NEMA) 

10. 美國材料試驗學會(ASTM) 

11. 美國保險業實驗室(UL) 

12. 美國銲接工程協會(AWS) 

13. 美國防火協會(NFPA) 

14. 美國鈑金及承商協會(SMACNA) 

15. 其它經機關認可之國際通行規範及標準 

九、 職業安全 

1. 職業安全衛生法 

2.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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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步規劃建築設計及建議 

4.1 計畫緣起 

一、 計畫內容 

為因應都會地區房價問題，實現居住正義，目前由政府興建社會住宅已成為

未來政策發展趨勢，本案土城永和、土城大安、新莊安泰及新店民安四處青年社

會住宅基地，市府係以都市計畫變更回饋捐贈方式取得之可建築用地，配合本市

住宅政策，循住宅法相關規定採「只租不售」的方式興辦青年社會住宅，作為更

多元、公益性之使用，以紓解高房價壓力，保障弱勢族群在都會地區之居住權利。 

 

圖 4-1社會住宅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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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願景 

圖 4-2計畫願景概念圖 

1. 政策目標 

(1) 永續新北、安居城市 

(2) 打造適宜住宅、實踐居住無憂 

(3) 混居、平衡、共享、交流、融入、提升 

2. 規劃、目標、特色、願景 

(1) 年輕家庭：提高生育之社會福利配套 

(2) 社會新鮮人：吸引投資之人才引入配套 

(3) 弱勢族群：社會經濟弱勢族群之基本照護 

3. 規劃原則 

(1) 容積充分利用：爭取最大開發效益，容積充分運用，造福更多市民。 

(2) 打造宜居環境：將住宅空間規劃設於基地寧靜角落，降低周邊噪音干

擾。 

(3) 導入通用設計：室內空間考量通用設計，並規劃無障礙單元強化照顧。 

(4) 省水省電設計：採銀級綠建築規劃，省水、省電為住戶降低日常支出。 

(5) 提供完善設施：考量住宿需求，基本家用電器等設施。 

(6) 空間拉高設計：營造自然通風採光降低空間壓迫，優質居住品質好宅。 

 

圖 4-3規劃概念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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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劃理念： 

不僅提供住的地方更希望打造青年人的希望之城。 

圖 4-4規劃概念圖 2 

5. 打造照顧弱勢的社會住宅 

(1) 公共空間採無障礙設計、設置總戶數 5%無障礙單元。 

(2) 以「下肢障輪椅使用者」為設想，室內規劃應考量通用設計之標準。 

 

 

 

 

 

 

 

圖 4-5規劃概念圖 2 

4.2 基地範圍之初步規劃建築設計及建議 

本案土城大安段青年住宅統包工程需滿足 88戶以上，一房型、二房型及三房

型之單元住宅，建設目標期能發揮最大社會公益；因此本計畫興建不僅要滿足住

的需求更要兼顧整體社會公益。 

一、 低碳社區 

本案不僅是綠建築，建議以低碳社區為規劃目標： 

◆循環資源：雨水回收再利用、資源回收等。 

◆永續生活環境：健康建材、再生建材、低碳材料、低碳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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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綠建築概念圖 

二、 花園社區 

基地北向鄰大漢溪河濱公園、南側近土城桐花公園，使本案擁有優美的自然

景觀特性，運用藍、綠帶的延伸，與鄰近城市環境相互連結，不僅打造花園社區，

也打造藍、綠帶交會的土城景觀風貌。 

圖 4-7花園社區概念圖 

1. 降低建蔽率、提高綠化率： 法定建蔽率：50%，規劃建蔽率：約 43.62%，

以建築面積之限制增加戶外空間，透過綠化率之要求提昇花園社區之意

象。  

2. 開放空間設置： 本案為社會住宅，公益性強，戶外空間應儘可能以開放

空間方式規劃。 

3. 基地綠化：利用中庭景觀與開放空間塑造 

(1) 活動空間行道樹應盡量以鮮豔的花色呼應建築物。 

(2) 中庭以四季葉色變化的大喬木圍塑出悠閒、寧靜的中庭空間；夏季以

大面積的樹冠增加遮蔭、冬季則在落葉之後爭取更多的陽光。 

(3) 透過建築圍塑成耐蔭花園，並結合戶外座椅及半戶外休憩空間形成庭

園核心。  

(4) 入口廣場的帶狀戶外小空間形成等候休閒與社交的場所。 

(5) 植物選擇以台灣原生種及低維護、耐蔭、具季節性變化、多樣花色及

香花植物為優先考量。 

4. 立體綠化：人工地盤、屋頂花園綠化 

設置屋頂花園，把綠地空間延伸、立體化，有效阻隔日照對建築的影

響，提供住戶另一個休憩空間，美化都市全景。 

5. 自動化設施之運用 

(1) 遠端監控，安全防護 

運用網路的連線，提供消防地監控、治安的防護，以提高民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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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減少維安系統之資源消耗，配合緊急救護通報設備，以維護居民

生活安全。 

(2) 門禁管制，安全防護 

社區之住宅規劃配合公共空間之開放，亦將造成人員出入之管控困

難度，故在管理等方式上，配合建築規劃設計，設定重要出入口之管制

以及各居住單元之出入人員設定。 

4.3 整體初步規劃理念 

家，不僅僅只是個住宿的空間，是人們每天在外辛勤工作後身心充電的地方，

除了住宿外應該更能撫慰乾枯的心靈，本案不僅提供住的地方更希望打造「青年

人的希望之城」，故統包商應積極地藉由規劃、設計、營造有效管理達成下列目標： 

一、 使用機能： 

1. 合理的空間規劃以滿足住戶對空間品質之需求。 

2. 住居空間單元彼此間具彈性調整，繪製各坪型住戶家具參考平面圖,提供

施作必要之傢俱設備。其開關、燈具、插座均能與之密切搭配，以追求

社會住宅空間及設備之適用、合宜與貼心。 

3. 考量便利性與增加鄰里互動性，公共空間配置於 1F；規劃空間上提供物

業管理、居民聚會、社會福利扶助、鄰里活動等公共服務需求。 

              多功能活動空間            屋頂城市農園           

圖 4-8使用機能示意圖 

二、 設置公共托老中心 

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本案基地週邊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案愈趨發展，未來

勢必引進更多居住人口，托老中心可為周邊居民提供更多的協助，家庭與社區共

生、共同成長。 

三、 融合混居機制： 

居民可於屋頂城市農園及一樓社區空間交換、分享、彈性、適應社區關係與

運作機制之設計、建構與運作。 

四、 都市空間層次： 

重視建築與都市環境關係、創造彼此呼應的開放空間，以戶外開放空間規劃

可休憩的公園綠地及友善的街道空間，打造兼顧、休憩及融入都市的社會住宅。 

五、 都市環境提升： 

藉由本案與興建打造高品質，高水準的社會住宅，並能突破傳統公共工程社

會住宅的空間形式與規劃觀念。建築物外觀造型，應與周邊建築物融合搭配，以

去除標籤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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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意中庭                      空中綠蔭交流露台示意圖 

圖 4-9建築綠化示意圖 

六、 物業管理規劃： 

物業管理是經由專業人力資源於任職社區之中，對建築物施行管理與維護、

與付費使用者定期溝通，目的在於使具備良好素質的

人員提供管理服務後，付費使用者享有安全、健康、

舒適、清潔、環保、便利及良好機能的生活暨工作空

間。 

新北市致力於推動境內社會住宅，106年已完工

2,139戶，107年將累積完工 5,619戶，108年達 7,000

戶以上。長期續以多元興辦公辦都更、整體開發地區、

都市計畫變更捐贈、獎勵捐贈、公有房舍改建青年住

宅等機制，增加社宅單元。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刻正擬定物業管理平台，

目前已完成全市公共住宅「招租」、「申請」等前端管

理平台，並期於 108 年完成建置「報修、資產管理」、

「智慧系統」等物管平台，為使本計畫內公共住宅之

物管系統符合新北市府未來所建置之架構，設計者應

保留物管平台設計空間，使發揮物業管理效用，讓住

戶享受良好的環境，並能有效節省營運管理及維修成

本。 

七、 居住安全管理及防災計畫 

1. 安全防門禁管理系統 

(1) 門禁系統採用電腦連線式，於一樓大門、主要出入口、電梯、屋頂及

地下室安全門、重點機房等重要之處，皆設置具 LCD顯示幕可配合識

別證使用之感應式讀卡機，作為人員進出門禁管制。 

(2) 人員進入各管制區域須刷卡才可進入，以管制閒雜人等進入，若有人

員已不當手段破壞該系統進入，安全系統會發出警報通知管理人員前

往處理。 

(3) 門禁管理系統可與悠遊卡結合，並可於管理中心總機做統一管理及紀

錄。 

(4) 系統能對門禁管制區域的範圍、通行對象以及通行時間進行即時控制

或設定程序式控制，訪客或巡邏人員於限定時間未到達目的地系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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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發出警報聲提醒管理人員。監視設備工程 

2. 中央監視(CCTV)系統 

(1) 針對社區內、外的進出動線管制，採用高解析彩色紅外線攝影機，由

管理人員在中控中心及門廳管理中心進行全面的監視及 24hr 全天數

位錄影存檔。 

(2) 頂樓室外適當處設置隱形圍籬配合蜂鳴器，若有人員靠近屋頂警戒區

則發送警報連結至中控中心，提醒管理人員加以監看，以避免貧病之

弱勢族群由此輕生。頂樓之安全門禁一經開啟，即啟動監視攝影機提

醒管理人員。 

(3) 當發生狀況時，門廳管理室之監視器應立即顯示現場畫面，並加以警

示，讓管理人員可由監視器上辨識該區，並快速採取通報、搜證及處

理等應變措施。 

3. 室內彩色影像對講兼防盜及求救系統 

(1) 一層大門及住戶玄關門外皆設置含攝影機、對講機之室外主機，各住

宅單元內設置室內影視對講機(不含攝影機)，住戶可經由室內影視對

講機之顯示器內影像，且於開門前亦可清楚看見來訪者，並藉由對講

機與訪客對談，以便認訪客份後再開門，以維護住戶安全。 

(2) 各住宅單元設置室內影視對講機，需連接住宅主入口門及前(景觀)陽

台、後(工作)陽台門窗之磁簧開關，及廚房瓦斯漏氣偵測器，和客廳、

主臥室(含無障礙住宅浴廁)緊急求救按鈕，並可發送防盜、瓦斯漏氣

偵測、緊急求救等警報，連結至中控中心(管理中心)管理總機電腦及

門廳管理中心副機電腦顯示住戶址位之功能。 

八、 合宜的公共空間： 

規劃合宜的公共空間(如多功能社區活動中心、兒童遊憩區、健身中心等)，

以顧及實際生活機能，滿足其生活、健康、運動休閒的需要。 

圖 4-10公共空間示意圖 

 

九、 自然資源運用： 

建築規劃應積極引入優質自然資源，如陽光、風及綠意。 

1. 建築群配置應適當導引氣流進入社區，增加外部空間及住宅單元之舒適

性。 

2. 建築設計應充分考量開窗方位、玻璃厚度、 框料材質及門窗氣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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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量可能形成強風倒灌的開口部、如排煙口、 排氣口、進氣口，並加以

處理以避免形成風切音或影響排煙、排氣功能。 

4. 應強化基地環境之積極因子(如景觀、日照)。 

十、 節能減碳規劃： 

應結合綠建築之理念於空間設計及設備裝置中，達成節能減碳的目的，並考

量相關營建資源、回收再利用及新生能源之規劃，並至少應取得銀級以上候選綠

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 

圖 4-11節能減碳示意圖 

十一、 設備維護規劃：營造政府能永續經營的社會住宅應強調建築生命週期的

觀念，並具體計畫管道維修、更換及裝設空間，力求降低未來營運成本。 

1. 耐久材料：訂定耐久材料、設備規範，選用優質品牌。 

2. 備品設置：要求 1%建材備品，更考量維護與搭配，磁磚等吊掛於屋頂層。 

3. 耐久設計：雙水箱維修不停水、水箱加設集水區不潮溼。 

4. 維修便利：陽台管線明管化、大尺寸維修門、走廊端維修便利性。 

5. 節能設備：採高性能、高效率、變頻之節能設備。 

  水箱加設集水區   備份磁磚屋頂曝   陽台排水管明管化      不鏽鋼管 

圖 4-12設備維護示意圖 

十二、 建材設備等級： 

統包商興建本案應考量住宅周邊建案之建材與設備設施等級，以符合土城區

之空間品質與特性。 

           丁掛磚             仿石材塗料          格柵：遮蔽管線設備 

圖 4-13建材設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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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外牆材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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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建築規模需求說明 

 

圖 4-15一層平面配置圖 

表 4-1規劃基本資料表 

土城大安段 先期規劃 

基地面積 1,849.05m² 

建築規模 地上 10層、地下 3層 

 

住宅單元 

88 戶 

一房： 32戶(36.36%) 

二房： 40戶(45.45%)(含無障礙 3戶) 

三房： 16戶(18.18%)(含無障礙 3戶) 

公共設施 梯廳、交誼廳、信箱區、屋頂花園等。 

社福設施 地上二層為公共托老中心 

汽車 47(含行動不便 2輛) 

機車 100(含行動不便 2輛) 

自行車 25輛 

總樓地板面積 約 11,440.07m²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4-11 
第四章 初步規劃建築設計及建議 

 

一、 建築座向規劃原則 

1. 建築建議以南北向為原則，主要採光面為東西向時應充分考量建築遮陽

設計。 

2. 基地為大漢溪及桐花公園藍綠帶環繞景觀優美之地；且文化設施豐富，

建築設計應考量與景觀呼應並串聯周邊重要設施。 

圖 4-16基地區位說明圖 

二、 住棟規劃原則 

1. 住宅單元規劃為一棟，每層配置 11戶住宅單元為原則。 

2. 地上二層規劃為公共托老中心(實際空間使用單位待新北市政府城鄉發

展局確認)，設有獨立出入口並配有專用電梯。 

3. 住棟之間保持適當距離，除遵守相關法規規定外，住宅單元以規劃於 3

樓以上為原則，建築開窗相對距離應符合法令規定，並大於 8m 以上，以

確保個居住單元的日照、通風、採光、防火及私密性，庭院圍牆應以多

層次植栽為主，以維持住宅單元的私密性。 

4. 規劃分戶樓版之衝擊音隔音構造： 

(1) 防音效果不得低於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46條、第 46 條之 1、

第 46條之 2、第 46條之 4規定之標準。 

(2) 分戶樓板之衝擊音隔音設計，需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 46條之 6最新

法令評估基準。 

5. 一樓以配置社區公共空間、兒童遊憩設施為原則，並應依新北市社會住

宅都市設計審議規定設置，及考量區隔與管制以確保住戶之安全性。 

6. 建築配置應考量住宅品質及基地內各活動區域之安全管制問題，以達到

合理使用與有效管制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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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戶外空間及設施規劃原則 

 
圖 4-17戶外公共設施說明圖 

 
圖 4-18戶外公共設施概念圖 

1. 與面前道路相接側需配合周遭環境退縮人行道，考量多層次綠化景觀處

理與街道傢俱，創造舒適都市空間並適當降低噪音衝擊。 

2. 戶外空間，應考量無障礙之環境規劃。 

3. 戶外空間應考量幼童、婦女及高齡者之環境設施需求規劃合宜寬度、坡

度之整體動線系統及庭園空間。 

4. 戶外及半戶外空間應集中配置整體規劃，並建構完整的、可及性的人行

動線系統，以串聯整體戶外空間。 

5. 考慮基地內各活動區域之安全管制可能，以達到合理使用與有效管制之

目的。各活動區域應避免有視線及管理維護上的死角，並將住戶正面朝

向各個層級的開放空間也增加視覺監視的安全感及防範犯罪。 

6. 應充分考量住戶交流與溝通空間，適度規劃廣場、戶外空間、休憩平台，

並結合景觀設計配置適當的公共座椅及服務設施。 

有頂蓋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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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需考量基地內全時間活動之可能，也滿足住戶不定時活動的需要，並妥

善配合景觀燈光、建築物外牆燈光及附屬空間之燈光等，提昇夜間活動

層次。 

8. 高強度之活動場所(例如兒童遊戲設施等)所產生的噪音干擾，應利用植

栽方式阻隔，或以高差等方式，與居住單元適當的區隔。 

四、 施工時建議車輛進出口動線 

 
圖 4-19 施工時建議車輛進出口動線示意圖 

4.5 可行性評估與檢討 

一、 滿足戶數需求及房型配比之行性檢討： 

1. 招標方案可行性評估 

(1) 以基地面積 1,849.05m²規畫設計，若滿足招標需求之房型配比與坪數

所需容積為 2,030坪，已超過基地允建容積 2,013坪，另外再加上社

會公益設施、樓梯、電梯、走廊等扣除免計容積後檢討之容積約為

2,270坪，已遠超出允建容積。故本案規畫設計呈現建築物達到招標

需求預算、房型配比時應有的戶數及總樓地板。 

(2) 另檢討納入西側大安段 709、710 地號部分土地捐地方案(基地面積增

加：490.57 m2)可行性，經查變更土城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

住宅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暨擬定土城都市計畫(大安段 709、710

地號等 2筆土地)細部計畫該案進度需至 108年方得完成相關變更程

序，恐無法配合本案相關期程。另考量新建與增建成本拆分不易，故

建議不予納入本案建築基地。 

(3) 本案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規定土地使用強度建蔽率不得大於

50%，惟基地西側既成道路狹窄，依本案所屬都市計畫「擬定土城都

市計畫(大安段 733地號等 5筆土地及忠義段 477地號 1筆土地)細部

計畫」退縮建築規定「1.為營造計畫區內計畫道路開闊之視覺意象，

住宅區臨道路側應退縮 5公尺建築，該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但

不得設置圍籬並應植栽綠化，提供適當之人行空間供公眾使用。2.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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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西側住宅區與鄰地工業區間保有緩衝空間，西側住宅區鄰工業區部

分應退縮 5公尺建築，該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綜整上開規

定評估，本案可使用建築面積僅 806.55m²，建蔽率由 50%減少至

43.62%，致當樓層面積減少，可使用面積減少，可配置戶數相對減少。 

經實際配置檢討後當層可設計房間數因建蔽率減少而相對減少，致使

本案小公面積增加，故調整戶數以符相關法規檢討。 

(4) 另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開挖率不得高於 60%，原招標需求方案

粗估僅開挖地下二樓，惟經可配置戶數及相關法規規定(法定停車

位、工業區變更回饋時須增加車位以及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

(新北市青年社宅須滿足一戶一機車位))，規劃設計開挖率為

58.43%，須開挖至地下三層方能設置足夠停車空間，而地下室開挖每

層造價約為地上層兩倍，爰需增加建築經費。 

(5) 建築技術規則第 46條之 6預計於 108年 7月 1日實施，該法條規定

須於居室設置降低樓板衝擊音材，依本案期程評估，提送建築執照時

間點該法規應已正式實施，故於工程經費內增列降低樓板衝擊音施工

費用。再以新北市政府同時期青年住宅所配置設備，每戶均需設有冷

氣機設備，提供舒適家居生活，故於經費中增加提列冷氣設備費用。 

(6) 因地下室經實際規劃後需開挖至地下三層，故相關之費用及增列降低

樓板衝擊音施工費、住宅冷氣設備等費用，於預算不增加之情形下，

可供住宅面積相對減少，規劃戶數較原計畫 145戶減少 57 戶，規畫

為 88戶。 

(7) 本案先期規劃內容係以滿足招標需求之工程預算規畫，倘擬充分利用

容積，可建築 11層，增加 10戶共 98戶約增加 670.82㎡(202.92 坪)，

尚需增加工程費約 3,300萬元。 

表 4-2需求計畫書-房型坪數配比表 

需求計畫書-房型坪數配比表 

房型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容積檢討 

坪數 8~10 坪 16~18坪 22~24 坪 樓梯、電梯間、走廊、

社會公益設施，扣除免

計容積後檢討 

容積約共：240 坪 

2,030坪+240 坪 

=2,270坪>2,013坪 

(法定容積)  

各房型戶數 58 58 29 

總戶數 145 

戶數配比(±5%) 40% 40% 20% 

容積樓地板面積 (8坪*58戶)+(16坪*58 戶)+ 

(22坪*29戶)=2,030 坪 

2. 規劃方案可行性評估 

房型坪數不變，戶數減少，房型配比一房：二房：三房為：36.36%、45.45%、18.08%，其容積約

1,768.36 坪，若再加上社會公益、樓電梯、走廊等扣除免計容積後檢討之容積約為 2,008.36 坪，

仍小於允建容積 2,013 坪。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4-15 
第四章 初步規劃建築設計及建議 

 

 

表 4-3規劃方案-房型坪數配比表 

規劃方案-房型坪數配比表 

房型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容積檢討 

坪數 8.11坪 18.22坪 24.25坪 樓梯、電梯間、走廊、

社會公益設施，扣除免

計容積後檢討容積約

共：240坪 

1,596.32坪+240坪 

=1,836.32坪<2,013坪 

(法定容積)…OK 

各房型戶數 32 40 16 

總戶數 88 

戶數配比(±5%) 36.36% 45.45% 18.18% 

容積樓地板面積 1.2 樓公共托老中心：約 220 坪 

2.住宅空間 

(8.11坪*32戶)+(18.22坪*40戶)+ 

(24.25坪*16戶)=1,548.36 坪  

合計 220+1,376.32=1,596.32 坪 

3. 方案比較表 

表 4-4方案比較表 

本案經評估後可設置一、二、三房型配比：36.36%：45.45%：18.18%，

符合招標需求 40%：40%：20%(±5%)之比例，設計單位須依 40%：40%：20%(±

5%)之比例設計。 

土城區大安段方案比較表 

基地面積：1,849.05 ㎡(559.33坪) 

建蔽率：50%     容積率：240%(*1.5倍)=360% 

法定地下室開挖面積：60%=1,109.43㎡。   

法定總容積樓地板面積：2,013.62坪(6,656.58 ㎡) 

招標文件方案 

戶  數：共 145戶 

一房型：58戶 

二房型：58戶 

三房型：29戶 

(一房：二房：三房＝40%：40%：20%) 

◇停車位：開挖地下二層 

法定汽車 52輛、 

法定機車 83輛 

規劃方案 

戶  數：共 88戶 

一房型：32戶 

二房型：40戶(含 3戶無障礙) 

三房型：18戶(含 3戶無障礙) 

(一房：二房：三房＝36.36%：45.45%：

18.18%) 

◇停車位：開挖地下三層 

(滿足建築技術規則法定平面車位) 

汽車：47≧43輛、機車：100≧89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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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相同性質類案單位造價可行性評估： 

表 4-5單位造價對照表 

工程名稱 主辦機關 總樓地板面積 施工工程費 單位 

造價 

發包日

期 

臺北市安康社

區市場基地新

建工程住宅 

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

展局 

58,610.07㎡ 

(17,729.54坪) 

20億 3,435萬

7,873元 

114,744 

元/坪 

103年 

4月 

臺北市松山區

健康公營住宅

新建工程 

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

展局 

50,318㎡ 

(15,221坪) 
17億 1,100萬元 

112,410 

元/坪 

103年 

10月 

新北市新店區

中央新村北側

社會住宅新建

統包工程 

新北市政

府城鄉局 

83,891㎡ 

(25,377坪) 

28億 7,801萬

1,356元 

113,410

元/坪 

105年 

4月 

結論：本案統包施工費為 4億 6,766萬 1,815 元 

1. 規劃面積約為 3,460.62坪(含陽台面積)，平均單位造價約為 12萬 4,330元/

坪。 

2. 略高於目前新北市與臺北市執行中之同類型建築物單價，應為合理且可執行

之預算。 

三、 工業區變更回饋捐贈停車位檢討 

本案基地為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所捐贈予市府之土地，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

討變更審議規範及細部計畫書內容需檢討設置 20%之公共停車空間。本案計算停

車位樓地板面積約 7,126.56㎡，須設置法定停車位為 43位。全區規劃 88戶，

依入住戶所需停車空間比率 35%，須設置 30.8 位，依前開規定須捐贈住戶需求車

位之 20%之數量為 6.16 位，合計 38位。本案實際設置 47席汽車停車位，符合規

定。 

4.6 建築設計初步規劃及建議 

一、 住宅單元設計原則 

1. 一般單元 

(1) 房型含一房、二房、三房型。 

(2) 各房型住宅單元均應設置於 3樓以上

各樓層，營造混居共榮的理想，並應

有良好之通風、採光及照明設備，不

得有暗室，且應有適當之遮陽設計；

浴廁應機械通風設施並以自然通風、

採光為設計原則；屋頂及外牆須有良

好之隔熱設施；居室對外窗應附設隱

藏式紗窗及配合設置氣窗(所有對外

窗均應為氣密窗)。 
圖 4-20住宅單元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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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住空間之外牆、外牆門窗等應具防水隔熱功能；屋頂與外牆之平均

熱傳透率應符合綠建築專章之相關規定。 

(4) 居住空間之外牆開口位置，應考量保護住宅間隱私；空間尺度應考量

家具配置方式，且符合人性化需求。 

(5) 隔間牆應考慮其防火性、隔音性(大於 45db)、防水性、吊掛強度等。 

(6) 廚房、浴廁、陽台…等之牆面及地坪應具防水、防滑性能，陽台應設

溢水孔(最低點不得高於室內地坪)並於兩側加設不鏽鋼孔蓋(詳主要

材料與設備計畫)。 

(7) 所有窗戶、落地鋁門(不含廚房)須做窗簾盒，窗簾軌道，浴室窗戶採

噴砂玻璃。所有外牆窗戶及隔柵百業外部，皆應加滴水板。 

(8) 浴廁設備為節水省能之設備。 

(9) 地坪材料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之耐滑、抗磨材料。 

(10) 主出入口不得小於 100公分，室內通路淨寬不得小於 100 公分。 

(11)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12) 智慧建築標章設計祥第四章智慧建築計畫。 

二、 無障礙單元 

1. 各戶大門門扇及門樞另擇較輕且靈敏材質，門淨寬至少 100cm，入口外側

淨空間不得小於直徑 120cm，門扇內外兩側均設撥桿式把手，便於身障人

士輕力開啟，室內所有用水、用電開關、櫥櫃、衛浴、廚具設備均應考

量身障人士使用輪椅時之便利性，將高度配合降低，以身障人士生活使

用便利為優先。 

2. 門把高度統一設置於地板上 75cm至 85cm處，考量輔助輪椅使用者開門

方便使用。 

3. 設計玄關空間地板鋪面須防滑，留設鞋櫃與儲物櫃空間，牆壁設輔助扶

手，以便年邁及輪椅使用者進出。 

4. 廚房流理台所有櫥櫃應設置牢固、易開啟把手，微波爐、碗盤架等位置

須考量身障人士取用高度(流理台、洗滌槽及料理台下方留設容納輪椅使

用人膝蓋至少 65cm高之空間)，較高之櫥櫃把手、盤架以具油壓功能之

加長拉桿設計。 

5. 浴廁設計則以平整、堅固、防滑、易迴身(轉)及輔助扶手防護設計，並

依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需求設置緊急呼救開關。 

6. 浴廁門扇採用橫向拉門，門扇得設於牆之內或外側。 

7. 本案「特定房間之浴廁」與室內地坪應順平處理，不得設置門檻應設置

截水溝，以利輪椅出入，並不得設置浴缸。 

8. 洗臉盆檯面高度距地面不得超過 80cm，臉盆下方應留設至少 65cm 容納輪

椅使用人膝蓋空間。 

9. 所有插座須置於離地 30cm及 80cm，各設 1只接地型雙連插座，並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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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迴路。 

10. 陽台之深度應≧1.5m，陽台與室內地坪應順平處理，不得設置門檻應設

置截水溝，以利輪椅出入。 

11. 特定房間外牆窗戶把手設置於窗台上方約 20cm位置，窗台離地高度應

為 120cm。 

12. 其餘依「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規範設計。 

13. 基本配備：窗簾軌道、燈具、固定式系統鞋櫃、儲物櫃、衣櫃、人造石

檯面流理檯廚櫃，一房型為單口電陶爐，二房型為雙口瓦斯爐、三房型

為三口瓦斯爐、廚櫃之五金配件至少須包含(雙槽式水槽、檯面、生飮

飲水機預留管線出水位置、抽屜、不鏽鋼置物拉籃、側拉、不鏽鋼刀盤

架、垃圾桶、緩衝鉸鍊、緩衝滑軌、門把…等)、不鏽鋼洗滌水槽≧60

㎝、單槍廚房混合龍頭)及吊櫃(內含排油煙機、下拉式昇降置物架收納

櫃)、強制排氣型熱水器等，廚房內預留擺設冰箱位置留設寬度≧80㎝，

深度預留以不影響出入動線為原則。 

圖 4-21無障礙單元說明圖 

三、 托老中心空間設計原則 

1. 總樓地板面積：平均每人應有 6.6平方公尺以上。 

2. 休憩設備、寢室：每一空間應設休憩設施；若設有寢室，臨時住宿者平

均每人樓地板面積為 7平方公尺以上，每一寢室至多設兩床，並至少設

置一扇門。 

3. 衛浴設備：每一空間應設衛浴設施，每設施至少設一扇門，供多人使用

時應有設盪之隔間貨門簾。地板有防滑措施，並配置扶手及緊急呼叫系

統。設有適合輪椅使用者之衛浴設備，有適當照明。 

4. 日常活動空間：每一空間應設多功能活動空間。 

5. 廚房：配置貯藏、冷藏(凍)、配膳、餐具清潔及食物烹煮(或加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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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1) 應設有辦公空間及個案紀錄放置設施，並得視業務需要設會議室、諮

詢室或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設施。 

(2) 單元間應有共同活動空間。 

(3) 得視業務需要設置醫事服務設施。 

(4) 得視服務使用者之需要，設適當且獨立空間，並提供個別化服務。 

四、 單元空間設計原則 

住宅單元內客廳、餐廳、臥室、廚房、浴廁等，均稱居住空間；建築以南北

座向為原則，規劃合宜，動線精簡，自然通風，採光良好，符合住家生活需求。 

7. 臥室 

(5) 每間臥室應至少設置一處，可直接對外通風採光之窗戶。 

(6) 應設置基本傢俱設備：衣櫃、防焰窗簾等。 

(7) 應考慮個臥室空間大小，使能發揮最大空間使用效益。 

(8)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8. 客廳 

(1) 應至少設置一處直接對外通風採光之窗戶(含窗簾盒、窗簾軌道及防

焰窗簾)。 

(2) 淨寬設計應考量家具配置、觀看電視之適當距離。 

(3) 應設置彩色影視對講機與緊急押扣，且應連接至管理空間提供監控服

務，應設有緊急停電照明及緊急電源。 

(4)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9. 餐廳 

(1) 淨寬設計應考量餐桌配置及出入動線等，以規劃舒適的用餐環境。 

(2)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10. 廚房 

(1) 廚具設備：整體廚具(含料理台、水槽、爐台、上下櫃)、瓦斯爐、電

陶爐、抽油煙機等。 

(2) 應預留烘碗機置放空間(應考量於廚具上下櫃整體規劃)，且應預留 

冰箱置放空間，其置放空間最小尺寸不得低於淨寬 80cmX80cm。 

(3) 地板牆面應做防水處理，防水處理高度至少 1.8公尺。 

(4) 一房型應採電陶爐設計；二房及三房型單元應採瓦斯爐設計，並應與

其他空間有適當區隔，避免炊事油煙的飄散。 

(5)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11. 浴廁 

(1) 浴廁應設置機械通風設施，並盡量以自然通風、採光為設計原則。 

(2) 浴廁門扇採用橫向拉門，門扇得設於牆之內或外側。 

(3) 馬桶下方不得過樑；應考量馬桶、浴廁等設施清潔、清洗功能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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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4) 主臥室浴廁應規劃緊急押扣等設施，連接至管理空間。 

(5) 排水設施全面採用槽型排水溝(要加蓋)。應注意地板排水坡度。 

(6) 地板及牆面均應做防水處理；防水處理高度至少 1.8公尺。 

(7)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12. 陽台 

(1) 應設置強制排氣型熱水器、升降式曬衣架等。 

(2) 工作陽台應與廚房連結。 

(3) 工作陽台深度(自牆心至外緣)1.2 公尺以上為原則，須預留安裝瓦斯

表、強制排氣型熱水器、洗衣機、昇降式曬衣架、逃生避難器具及分

離式空調主機等空間、欄杆及必要輔助行動不便出入之附屬設施。 

(4) 應考量曬衣及分離式冷氣主機放置及相關設備管線需求，應以隔柵適

當遮蔽曬衣、分離式冷氣主機及相關設備暨管線(或其他經業主核准

同意之材料)以美化建築外觀。 

(5) 地坪、牆面應具防水性能。 

(6) 排水坡度應為 1/100以上，並於適當位置留設高龍型落水頭及溢水孔。 

(7) 強制排氣型熱水器之選用及裝設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二百四十三

條：「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應將燃氣設備集中設置，並設置

瓦斯漏氣自動警報設備，且與其他部分應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

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畫分隔，

且需考慮天然瓦斯垂直立管位置。 

(8)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13. 屋頂層及公共露台 

(1) 每部電梯均需通達每一樓層及屋頂(包含地下室各層、地上各樓層、

屋頂層)。 

(2) 樓梯間防火門材質以金屬防火門為主。 

(3) 屋頂應有防水、隔熱處理。屋頂突出物、各類設備及裝置物等應互相

配合設置，並加強安全維護設施。 

(4) 女兒牆高度應達至少 1.2公尺以上(以裝修完成面起算高度)；消防、

避難逃生等設備需一併檢討調整。 

(5) 排水坡度應為 1/100以上，並於適當位置留設高龍型落水頭及溢水孔。 

(6) 水塔應採雙水槽設計，以利使用及維護，水塔內淨高以 180CM 以上為

原則，採用不鏽鋼人孔蓋(附鎖)。 

(7) 屋頂花園及公共露台設置位置應鄰接當層梯廳旁，可由梯廳直接進

入，前後視野均通透，使陽光、風及後方景色得以進入前院。 

(8) 屋頂花園及公共露台以植栽綠化為設計原則，若設置花台淨寬應大於

50公分，深度不小於 60公分；植栽應設置花台及阻根板避免破壞建

築結構及設施。 

(9) 各棟屋頂露台需設置至少 6-8組以上曬被架提供住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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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五、 公共空間及設備規劃原則 

1. 各棟入口門廳： 

(1) 應規劃入口區、會客區、信箱區等服務空間，提供居民休憩、聊天、

訪客及郵件收發等使用；入口門廳與會客區一併設置以規劃良好的入

口門廳之意象。  

(2) 應設置至少可供 2~3人使用之管理櫃台。 

(3) 梯廳應符合法規做實體區隔。 

表 4-6梯廳實體區隔法規表 

編號 05-41(103年版編號 05-47) 

依據 103.06.06北工建字第 1031038449號函 

103.08.15北工建字第 10314607889號函 

103.09.03北工建字第 1031646864號函 

案例 有關建築物內「梯廳」及「管理室」、「陽台」及「管委會

空間」相鄰而未實質區隔之適法性。 

處理原則 一、 依內政部 100年 8月 24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6661號

令及工務局工作手冊，陽台設置應具有外牆或區劃，

另基於公寓大廈之公設點交經驗，管委會使用空間應

其有實質區隔，以維持其服務功能。 

二、 建築物內「梯廳」及「管理室」各依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編第 162條 1項 1款及 2款規定免計入容積樓

地板面積核算，兩空間分屬不同用途，且所循得免扣

容積樓地板面積之核算依據亦不同，為明確區隔兩個

務同空間，並避免後續違規使用，影響住戶逃生安全，

仍應維持現行執行方式，以實質區隔為宜。 

(4) 傢俱設備應考量耐用性極易維護之需求。 

(5) 應設置採光窗並設置遮陽捲簾。 

(6)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2. 管理室 

(1) 應設置於一樓並鄰近入口門廳以便於管理，設置至少供 2人以上使用

之空間並預留辦公區、會議區、儲藏區、浴廁等配置位置。 

(2) 應設置活動室辦公桌椅、會議桌以及浴廁設備(浴廁設備 1 套)等。 

(3)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 

3. 兒童遊憩設施： 

(1) 應設置於社區一樓景觀廣場處，並搭配景觀步道串連社區人行路網，

提供民眾可散步、孩童可遊憩的優質休閒環境。 

(2) 若規劃為室內兒童遊憩設施，應設置空調設備，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

原則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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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基地條件許可前提，考慮設置共融式遊樂設施或參考週邊地形設計

地景遊戲場，提供全方位開放空間。適合不同使用者、多元刺激、寬

敞、安全、具互動性、有趣及舒適等特色。可設置組合式遊樂器具一

組(至少需包含溜滑梯及 5項以上遊戲項目、安全地墊)，或共融式遊

戲設施，整體形式、色系應經業主同意核准。 

(4) 其他依 CNS12642、相關法規及準則設置。 

4. 公共晒衣場： 

(1) 應設置至少 6-8組曬被架，供社區住戶使用。 

(2) 材質應考量耐用、耐候性，形式應配合屋頂平台景觀規劃，以美觀及

實用兼具為原則。 

5. 其他附屬空間：如垃圾集中室，公共廁所、管道間、空調機房、機械室、

電梯間、樓梯間、交通聯絡等，應依相關法規及準則設置。 

6. 露台、平台：應設置覆土綠化搭配塑合木棧平台或其他防滑及美觀材質

為設計原則。 

圖 4-22公共空間說明圖 

六、 電梯規劃設計原則： 

1. 電梯之設置及規劃設計，需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5

條及 106、107條及「建築設備編」第六章「升降設備」與「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第四章升降設備等相關規定設計，採用之材質與規格

應符合國家安全標準。 

2. 電梯之構造、升降尺度標準與檢驗必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0594 

有頂蓋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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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37、CNS-10595 B1338及建築技術規則（CBC）之規定。 

3. 電梯額定速度、坡度、揚程高度、安全裝置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2651 相關規定。 

4.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電梯，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四章

之規定設置相關設施。 

5. 電梯廠牌應以甲五類會員公司產品為考量。 

6. 依使用人分為住戶電梯、公共服務電梯等。 

7. 無障礙電梯均應按無障礙設施標準設置須配賦盲人點字標示與無障礙按

鈕，並以相鄰電梯為「群管理」控制；電梯必須可供輪椅進出迴旋順暢，

須可直接通達梯廳須寬敞；並考量客貨電梯效益，以利物品搬運。 

8. 電梯車廂出入口：一般電梯及緊急昇降機淨寬≧90公分，淨高≧210 公

分。 

9. 車廂尺寸、速度： 

(1) 緊急昇降機淨寬≧160公分，淨深≧150公分(≧15人，≧900 公斤，

速度每分鐘≧105公尺) 

(2) 一般電梯淨寬≧120公分，淨深≧140公分(≧12人，≧800 公斤，速

度每分鐘≧105公尺) 

10. 昇降路尺寸：鋼筋混凝土造，尺寸由統包廠商依設計準則及實需進行細

部設計。 

11. 供住戶使用電梯均設置為緊急昇降機，且自最高層至避難層應在 1分鐘

內抵達為限。 

12. 開門方式：電動式兩片中央開閉式水平滑動門，並設置防夾設備。 

13. 電梯採多臺並聯，須採智慧型聯控系統。 

14. 電梯廂內天花以烤漆鋼板搭配造型天花、牆面採不鏽鋼搭配明鏡設計、

地坪使用天然花崗石材質。 

15. 電梯車廂內通風不宜設置車廂天花中央直接由上往下吹，出風口應置天

花四週或向四週車廂側面進風。且其噪音應低於 60dBA。 

16. 電梯車廂若未行駛時，其車廂風扇及照明應暫停運作，以節省能源。 

17. 電梯車廂內應設置緊急對講機、電子佈告顯示器、攝影機、門禁刷卡機，

並連接至社區管理(兼防災)中心及管理站對講機母機。 

18. 電梯車廂內需設置空氣淨化設備。 

19. 電梯車廂內電照明應符合法規規定，其燈具應以 LED或其他高效節能之

燈具，並能車廂未運轉時關閉，待車廂運轉時開啟，以達節能之效。 

20. 電梯需設地震感知器，並將地震感知器與中央監控整合，傳送至社區管

理(兼防災)中心；地震時應將電梯停至避難層。 

21. 電梯停靠樓層應配合門禁刷卡管制、消防及地震連動等需求設定，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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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藉故要求設定費用。 

22. 應設電梯層樓顯示系統，將各電梯停運轉狀況，傳送至社區管理(兼防

災)中心。 

23. 住戶電梯梯廳深度至少 2m，電梯口須有淨寬 1.7m迴轉空間。並須考量

客貨電梯效益，車廂內要有安全掛鈎供設置可拆裝電梯防護毯(含於本

工程)裝置以利物品搬運。 

24. 電梯升降道地板及牆面作防水處理，並設有供維修人員出入之不銹鋼爬

梯及照明設備。 

25. 電梯梯坑應設置集水坑及維修用插座。 

26. 電梯機房地板應設置設備基座，高約 15～20cm。 

27. 每間電梯機房須預留兩處排水孔。 

28. 電梯機房設置防颱型換氣百葉窗(具防風雨侵入功能及防蟲網) 設置防

颱型換氣百葉窗(具防風雨侵入功能及防蟲網)，必要時需設置變頻分離

式空調(一級節能)。 

29. 電梯機房昇降道上方應設懸臂吊臂及掛鉤，承受荷重依電梯機具重量設

計。 

30. 電梯機房具防震保護防音設施。 

31. 電梯昇降道、電梯機房、電梯梯坑均應設置環氧樹脂（Epoxy），以防止

粉塵。 

32. 電梯監控需與消防系統監控互相連動（火災發生時，至少一般電梯需能

緊急停止，緊急昇降電梯可至避難層待命）。 

33. 電梯若於施工當作施工電梯使用，應於竣工後交屋前，由廠商全責保

養、清潔，並更換耗材後，始得點交驗收。 

34. 工程驗收後，廠商應交付原廠全責保養、維修至少兩年。 

35. 電梯與機電系統相關部份，另參閱機電規劃設計之相關章節並配合之。 

七、 停車空間規劃設計原則： 

因應住宅停車及車位租賃需求，於「停車場出入口及車道」、「不同類型車輛

所有人，停車取車使用電梯、電梯進出停車場，對住宅之安全門禁分流管制」等

需求均納入規劃設計考量。 

 

圖 4-23停車場設施示意圖 1 

1. 停車空間處部規劃原則： 基地開挖地下三層，提供停車使用，滿足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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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停車位設置需求。 

2. 地下室至少應滿足法定停車位及都市設計審議之需求(含身心障礙法之

行動不便車位、裝卸停車位、機車停車位)停車規劃原則，行動不便機車

位設置需林進電梯。 

(1) 汽車車位依照法令設置，並設置於地下層。其中依總停車位數之 5%

設置電動汽車充電車位。充電車位之充電系統另詳機電系統設計原則

各章節所述。 

(2) 機車車位依照新北市社會住宅都市審議原則，應達到一戶一機車位之

設置數量外，另需加設總戶數車位數之 2%，作為設置電動機車充電車

位。所有機車位均採集中規劃設置為原則。充電車位之充電系統另詳

機電系統設計原則各章節所述。 

(3) 考量節能減碳之趨勢，應於一樓設置自行車停車空間(集中設置為原

則)。 

(4) 裝卸停車位需符合動線短且不影響社區活動機能。 

 

圖 4-24停車空間說明圖 

3. 基地開挖規模限制，應遵守相關法規規定。若條件可，應盡量控制基地

開挖停車場面積，保留自然地盤。 

4. 地下停車空間除依要求停車面積設計外，需將相關機電設備一併納入考

量。 

5. 汽車、機車及自行車停車場應以各自集中設置為原則，並應考量其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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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對居住生活產生之干擾。 

6. 停車動線：車行動線與人行動線，應妥善規劃設計，以保障人行安全為

原則。 

7. 停車場應採坡道式進出，停車位採平面式停車。 

8. 地下停車場出入口坡道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設計，地面應為防滑材

料，並應考量適當之防洪設計，除截水溝外，應於坡道入口處設置防水

設計。地下室外牆應有完善之防水設施，其外牆應添加防水劑，並設置

雙層壁及適當之排水設施；地坪每 200 平方公尺需設置 2吋落水頭及洩

水坡度，以利地坪沖洗。 

9. 汽車坡道應以 1：6規劃坡度，機車坡道應以 1：8規劃坡度。 

10. 停車場內部行車動線應考量順暢性，儘可能減少車流衝突交叉點產生，

若以雙車道設計除應符合法規外，並應考量實際轉彎會車之限制，確保

使用性。 

11.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停車位應儘量接近電梯，以利行動不便者使用。 

12. 停車場應設置相關指標、分道反光桿(超柔軟彈性桿，可承受 360度車

輛的輾壓與撞擊)、車行方向指標、斜坡車道反光鈕、橡膠減速墊、鋁

合金車輪檔、軟性防撞條、警示帶、車位線、車位編號、每層斜坡道與

90度主彎車道廣角鏡、監視系統、緊急求救對講機系統、廣播系統、安

全管制系統、出車警示系統等相關設施；色彩計畫應採分區色彩計畫方

式(例如柱面油漆顏色區分)；需有充足光源，但離峰應採節能設計。 

13. 車輛進出口之車道，應設置由感應式讀卡機控制之柵欄機；若汽車、機

車採分道規劃，則應個別獨立設置上述設備。 

14. 車道各出入口應設置出車警示系統及反射鏡及限高架。 

15. 應考量未來若地下停車場車位對外出租或計費營運需求，設立地下一層

停車場對外獨立出入電梯及樓梯，其出入動線並未與社區住戶動線交

匯，保障住戶隱私及安全。 

16. 停車場相關管線及設備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圖 4-25停車場設施示意圖 2 

八、 自然環境規劃原則 

1. 建築群配置應適當導引氣流進入社區，增加外部空間及住宅單元之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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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 建築設計應充分考量開窗方位、玻璃厚度、框料材質及門窗氣密性。 

3. 考量可能形成強風倒灌的開口部、如排煙口、排氣口、進氣口，並加以

處理以避免形成風切音或影響排煙、排氣功能。 

4. 應強化基地環境之積極因子(如景觀、日照)，塑造本案良好居住環境。 

九、 動線規劃原則 

1. 公共空間等動線應設置獨立出入口；並依基地交通、建築物特性及相關

法令規定規劃出入口之位置。 

2. 應設置半戶外走廊連接大廳、會客區、社區公共設施及其他公共空間等

人可以便捷地抵達駐所，並可有效地來往基地內各景觀及活動區。 

3. 規劃行人穿越通道與景觀廣場，以活化社區帶動地方發展為目標。 

4. 統包商應詳加規劃基地之車輛進出動線，基地內之停車場進出口以一處

為原則(得經主辦機關同意後調整)，並應儘量避開基地外主要入口不分

之車流，以減低車流之相互影響。 

5. 車行動線規劃應與住宅休閒空間、廣場、入口有適當區隔。 

6. 需實際調查基地既有管線資料，地下室開挖需避開既有管線或申請拆

遷，如有破壞統包廠商需無償修復。 

7. 動線規劃應設置以人車分道，並保持基地內相關設施之完整性及安全性

為規劃原則。 

8. 整體規劃設計需考量動、靜設施之合理區隔，彈性開放的活動空間、綠

建築的設計考量、無障礙的使用環境及安全防災的相關設施。 

9. 統包商於配置規劃時，應考量基地內各活動區域之安全管制可能，以達

到合理使用與有效管制之目的。 

10. 安全、便利、貼心的動線規劃： 

(1) 應避免規劃服務動線過長以及考量居住安全品質避免出入口死角，並

有利進駐後住宅物業服務管理業務遂行之規劃。 

(2) 檢覆地面之順平或和緩之高程變化，以利老年人或行動不便者使用。                      

(3) 需規劃救護車進出動線位置，並考量與建築物垂直動線之有效連接。 

十、 景觀設計原則 

1. 景觀工程應配合建築工程設計，除表現出本工程之特色外亦應與整體景

觀相協調。 

2. 為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推動生態工程之目標與政策，有關工程規

劃、設計、施工應導入生態工程觀念。 

3. 戶外景觀鋪面設計(道路除外)應採具防濕、防滑處理之材質，並以 80%

採透水性材料設計為原則，搭配滲透溝、高壓混凝土磚、透水磚等設計，

降低公共排水設施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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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栽設計應儘量採用複層式、多樣化之配置，於適當地點種植喬木、灌

木、地被植物等，以營造綠化景觀，並增進綠覆率，基地內原有植物應

優先使用，避免移植區外。 

5. 植栽工程應考量空間屬性及機能需求，配合植物型態、季節變化、開花

特性、色彩、質感等，營造出空間趣味及特色。 

6. 植栽工程之植物選擇以適地適種極易於維護管理為原則，生長習性需符

合基地自然環境，並儘量採用苗木市場上已普及之原生種植物。 

7. 景觀植栽設計應串聯基地周邊植栽脈絡，並與周圍環境相融合且盡量避

開店鋪門口設置，建構生態綠網系統。 

8. 公共藝術設置應整合景觀綠化一併考量，透過妥善的規劃，營造多元藝

術空間與適當和諧的整體關係。 

9. 基地內現有之喬木儘量予以原地保留為原則，若因建築物配置影響無法

原地保留，應移植至基地內適當位置(含移植計畫)，若基地內無法容納

需基地外移植，需依機關指定移植地點移植(含移植計畫)。 

10. 戶外(含屋頂花園)排水設施及排水系統，應整合主體建築排水設施、公

共排水系統及雨水回收系統規劃設計。 

11. 人行空間之景觀植栽設計應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辦理，採平面式

植樹穴設計。 

12. 景觀照明及澆灌系統之規劃設計應配合景觀植栽規劃設計。景觀照明應

採時控分區控制，並與中央監控整合，將相關監控傳至中控室控制。 

十一、 植栽規劃原則 

1. 植栽計畫應先調查基地現有植物，予以保留或移植。並考量未來景觀整

合規劃。 

2. 植栽區應設置自動澆灌系統或公共水龍頭，以利植栽維護。 

3. 植栽選取應考量安全、生命力強、較少病蟲害、易管理維護等因素，並

與當地風土特色相結合，並考量原生種植栽之選用。 

4. 植栽選用盡可能以一般普遍可獲得，或公有農林單位可供應之種類為原

則。 

十二、 空間高度規劃設計原則 

淨高定義：凈高度指天花板至樓地板高度，若無裝設天花時以結構體、管線

及設備之最低點至樓板高度為淨高度。 

1. 住宅單元內室空間淨高應≧2.4公尺，避免空間之壓迫感，統包商應考量

各樓層消防、空調管線收納空間，並施作適當之遮蔽物。 

2. 浴廁、廚房淨高≧2.2公尺。 

3. 地下層停車場車道上方應注意設施(備)裝設高度，出入口設出入口警示

燈(附廣播音響)，地下一層如有設置垃圾車車位其行經車道路徑完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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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高應≧2.7公尺，若無卸貨車位則車道完成面≧2.5公尺，一般停車位

之完成面淨高應≧2.3公尺；地下二層完成面淨高應≧2.3公尺。單車道

淨寬應至少 3.5公尺以上、雙車道淨寬應至少 5.5公尺以上(扣除標線及

實體分隔)為原則；車道動線應流暢，儘量避免動線相交。 

4. 女兒牆高度應達至少 1.2公尺以上(以裝修完成面起算高度)；消防、避

難逃生等設備需一併檢討調整。 

5. 統包商應考量各樓層消防、給水、(汙)排水系統、空調管線收納空間，

並施作適當之遮蔽物(如天花板或層板)，不得設置夾層。 

6. 各空間高度需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表 4-7空間淨高需求表 

土城區大安段青年住宅統包工程空間淨高需求表 

空間名稱 空間淨高需求 

管理室 淨高應≧2.5公尺 

社區公共空間 淨高應≧2.7公尺 

社會福利設施 淨高應≧2.7公尺 

十三、 指標系統與標示系統設計原則 

1. 本工程應於室內、外設置指標系統與標示系統，以指引使用者清楚到達

欲前往之空間或處所。 

2. 室、內外指標系統與標示系統使用之基礎、骨架、面板材質或塗裝應具

耐蝕之特性，標示材料應耐紫外線照射長期不褪色之特性，並經適當之

黏著不脫落。 

3. 應設置電梯、樓梯、公共空間等指標，以明確指示及引導使用者。 

4. 各樓層樓梯間於適當位置標示各樓層數字(可與避難指標結合)，中間樓

梯平台於適當位置標示上、下樓層數字及方向。 

5. 於建築物外牆適當位置，設置建築名稱標誌。 

6. 考量耐適性耐候性。材質考量：安全性、維護性。 

7. 各標示系統應留設於是當閱讀高度，並有足夠之光源及閱讀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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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指標系統示意圖 

十四、 居住安全管理及防災計畫 

1. 安全管理計畫 

(1) 建築物內外應有適當之界分，以達到安全管理及識別功能。 

(2) 外部空間應避免分割零碎，造成過多難以管理維護的剩餘地及空間死

角。 

(3) 建築物入口應設置於顯而易見之處，周邊區域亦應力求明亮安全。 

(4) 於主要出入口、屋頂出入、車道出入口、停車空間、梯間、公共空間

及較陰暗、視覺死角處加強照明設施及設置攝影機等監視設施，並接

至管理室。 

(5) 社區地面空間適當位置設置影像對講子機及緊急求助鈴，連接至管理

室。 

(6) 於各棟主次入口門廳、自行車停車空間、停車場出入口、地下室梯廳、

屋頂梯廳及直接對外之出入口等空間、應設置門禁管理，以確保社區

安全。 

(7) 相關管線詳機電設計原則章節 

2. 安全防災計畫 

(1) 建築物配置應考慮消防、救災逃生等緊急事件路徑規劃，已掌握明

確、可及性高、確保暢通等原則。 

(2) 本建築物應規定設置防水閘門(板)，並應符合直轄市、縣(市)政府之

防洪及排水相關規定。 

(3) 各空間及出入口則需有適當之出入管制。 

(4) 火警受信系統、緊急廣播系統，其總機與對講機、訊號、警示系統，

聯合設於管理室。 

(5) 消防系統訊號需與中央監控系統連動，當消防系統觸發時，將主動解

除門禁供人員逃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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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間管理維護 

規劃設計應重視各空間管理維護的可及性，以誘導住戶的自發性管

理，並另訂管理維護辦法。 

4. 訊息系統設計 

(1) 各住宅單元設置彩色影視對講防盜兼緊急求救主機，須可搭配住戶智

慧型手機作為副機，可透過網際網路、3G及 4G達到各項住宅單元內

之需求包含保全設定、即時接收住宅單元內之訊息(警報、社區公告、

訪客服務、包裹通知等)於來電時應可同時響鈴並可接聽進行視訊通

話，為確保通用性，應至少支援 Android 及 iOS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 

(2) 應每戶設置不鏽鋼信箱，集中設置於住棟 1樓信箱間，各住棟之公布

欄等訊息應安排於明顯易見處。 

十五、 平面規劃原則 

1. 便利性：規劃電梯及安全梯供住戶日常使用便利性且兼顧逃生安全性。 

2. 維修性：各棟設置專用公共管道間，分開規劃排水、消防、電氣、資訊

等設備，管道維修門皆設置於梯廳公共區域，長向開口維修面增加日後

檢修之便利性。各戶管道間均採分區設計，以簡化機電管線設計複雜性。 

3. 無障礙環境： 梯廳寬敞(>2米)符合輪椅迴轉空間需求，電梯採連棟設

置，全部電梯皆符合行動不便者使用設備規格，以符無障礙環境目標，

且環形梯廳動線採無障礙順行規劃設計。 

4. 空間使用分區： 地上一層以設置社區公共服務空間、辦公室空間需求為

主，地上二層為公共托老中心(實際使用單位依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確

認後為之)，地上三層以上之各住戶單元標準層為混居式住宅空間，地下

室均為停車場及必需之機房空間。 

5. 單元使用分區：單元內部以動線清晰簡單為原則，區分各處不同使用空

間。 

6. 垂直空間分區：以一樓門廳連接各個量體，地下層以停車、機電空間為

主，地面層以上為公共服務和居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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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平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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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單元規劃說明 

 

單元一房型 

(8~10坪；室內淨面積不含陽台、

雨遮) 

1.臥房 5.陽台 

2.電視 6.簡易廚房 

3.衣櫃 7.客餐廳 

4.浴室  

 

圖 4-27單元一房型平面圖 

  

 

 

                                               圖 4-29單元二房型平面圖                                                  

單元三房型 

(22~24坪；室內淨面積          

不含陽台、雨遮) 

1.臥房 5.浴室 

2.書桌 6.陽台 

3.電視 7.廚房 

4.衣櫃 8.客/餐廳 

混居：不同坪型混和配置於同一樓 層方

式規劃藉由混居創造社會新鮮

人、年輕家庭群間互助、互惠的環

境，各房型均可提供基本生活需求

之空間。                  

共享：以多層式的公共空間創造社區住

戶交流、共享、互助社區。 

 

單元二房型 

(16~18坪；室內淨面積不含陽台、

雨遮) 

1.臥房 5.浴室 

2.書桌 6.陽台 

3.電視 7.廚房 

4.衣櫃 8.客/餐廳 

圖 4-28單元三房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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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障礙房型設計規劃說明 

依據本工程說明書需求，本工程應取 5%比例住宅自用空間以「下肢障

輪椅使用者」為設想使用對象，室內按通用設計之完整標準進行設計。本

團隊在此提出下列設計對策： 

(1) 依循內政部 101年 11月 30日台內營字第 1010810858號另所附之「無

障礙住宅設計準則」。 

(2) 符合內政部訂頒「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無障礙住宅設計基

準及獎勵辦法」等規定。 

(3) 無論樓層皆以設置無障礙昇降機方式設計。 

(4) 以兩種房型更改為無障礙房型時，不影響原隔間牆(房型寬度)為原

則。 

(5) 無障礙設計臥室處入口皆設置推拉門並順平無高差，門把高度在

75-85公分之間，床具高度合宜並預留裝置扶手之空間。 

                                               

 

圖 4-31 二房無障礙單元說明圖 

圖 4-30三房無障礙單元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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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彈性單元隔間 

目前須入住青年社宅人數眾多，為避免最初之時即將各種房型比例配

比底定造成不符使用者需求之困擾，目前規劃兩間一房型空間，在不影響

機電管道條件下，可合併為一間兩房型，如下圖所示，唯房型及戶數之調

整須於竣工前完成變更。 

圖 4-32彈性單元隔間一房型                          圖 4-33 彈性單元隔間二房型 

十六、 造型及外觀建材規劃原則 

 
圖 4-34東北向透視圖 

 

管
道
間 

管
道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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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鳥瞰圖 

1. 造型語彙 

(1) 地區特色：應展現土城區、新北市土城社會住宅之地方特色。 

(2) 建築特性：應展現本案社會住宅特色，親民、溫馨、節能、環保。 

(3) 創造沿街空間層次：如沿主要道路退縮人行廣場，一樓層立面大面開

窗，創造都市街道多元活動及空間層次感。 

2. 外觀建材計畫 

本工程建物之色彩及造型，應與地區山水景緻或鄰近建築物協調配

合，並應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1) 立面色彩 

A. 與周遭濃蔭綠意的環境協調。 

B. 以活潑、溫馨，可注入健康活力之色彩為主題。 

C. 可應用回收再生材，融合周遭現有建物及地景。 

(2) 立面材質 

立面建材採耐候、低維護、綠建材之特性考量： 

D. 造型選擇耐候耐蝕之表面處理材質，滿足功能及社區印象需求。 

E. 可規劃輕質素材框架：立面可採輕質素材並結合遮陽及開窗計畫。 

F. 採用不反光(刺眼)材料，降低光害影響周邊住戶。 

G. 可以環保再生材質型構主要牆面。 

3. 屋頂形式設計原則 

(1) 依各地區鄰近特色與風格規劃。 

(2) 屋脊裝飾物應採金屬構架，其高度以不超過 6公尺為原則並應檢討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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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耐震、耐風等結構安全項目，補附示意圖說並將管理維護方式納

入公寓大廈管理規約，並由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後依決議內容進

行調整。 

(3) 屋頂設置水塔及外部設施設備等機電設備應與屋頂突出物整體設計

遮蔽美化。 

4. 建築面材選用原則 

(1) 外牆：以丁掛磚為主搭配山形磚、仿石材塗料與大片玻璃(安全玻璃)

或金屬欄杆、鋁格柵、或其他經主辦機關同意之建材；陽角處採轉角

磚或磨角磚。 

(2) 外牆窗邊處及轉角接縫處應施作防水。 

(3) 鋪面：配合鄰近街道鋪面，建築線退縮設計人行步道或開放空間高程

應與公有人行道一致，並與鄰地順平無高差處理且應考量無障礙動線

及橫向坡度以不大於 4％為原則；為考量安全性，車道出入口之鋪面

須使用車道專用之車道磚，應為防滑材質，其色系應與人行空間之舖

面形式整體設計，且順平無高差。 

(4) 其他符合都審決議及都市計畫相關建議及規定。 

(5) 應以隔柵適當遮蔽曬衣及分離式冷氣主機(或其他經主辦單位核准同

意之材料)以美化建築外觀，材料選用金屬隔柵。 

十七、 公共藝術品設置規劃原則 

1. 公共藝術本案非屬統包商工作範圍，配合新北市政府結合工程進度執

行，但統包設計建築師需充分考量適當留設位置。依據「文化藝術獎勵

條例」第九條規定，公有建築物應設置藝術品，美化建築物與環境，其

公共藝術造價依據其其造價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 

2. 請依建管單位要求，統包商協助申辦公共藝術設置，包含工程主辦機關

及後續統包商公共藝術空間支流涉及相關文件之申請協助；統包商應辦

事項為；2-1參考文建會版本製作「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草案，提供公

共藝術執行小組，公共藝術招標之參考。2-2設計建築師需參與公共藝術

審查會及執行小組會議，不另支給出席費。 

3. 公共藝術作品設置地點應為民眾可到達及參與之公共空間、公共藝術如

建議設置於戶外、請統包商預留建築位置以符合建管之需求。其設置要

點建議如下： 

(1) 公共藝術品之設計地點、設計主旨、藝術品之類型、執行方式及其所

需之相關文件、施工計畫及計畫時程，應在統包商設計階段時提出計

畫方案，並與建築設計工作相結合與協調。 

(2) 本案空地多為廣場或綠地，建議本案公共藝術品設置於入口廣場或草

地。 

(3) 公共藝術位置應與都市開放空間做連結，並塑造具特色的公共藝術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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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4) 公共藝術作品應結合建築特色及地區人文特色為主題。 

(5) 公共藝術作品不限媒體材質、可為平面或立體形式，如地坪、牆面、

照明、 影像、雕塑或街道家具等。 

(6) 公共藝術品之設計應考量視覺性、安全性、耐久性及維護性需求。 

(7) 統包商應配合公共藝術設置委員會之意見協辦公共藝術設置。 

   

     廣場配置示意                   草地配置示意 

圖 4-36公共藝術品類型示意圖 

十八、 夜間及景觀照明規劃原則 

1. 夜間照明設計原則 

(1) 夜間戶外照明為展現建築物特色的手法，包含公共空間照明、景觀照

明、立面泛光照明等。 

(2) 為節省耗電以符合經濟效益及利用不同的燈光場景控制，因應不同時

段與特殊活動的需求，應依建築造型及量體高度，以地面層開放空

間、建築物底層部及中高層部 3個層次，分段設計夜間照明景觀，並

依照使用特性(全開，半開，全關)做時段開關設定，以塑造夜間景觀

照明並可節約能源。 

(3) 自明性及親民：本案屬社會住宅之建築物，外觀照明針對本建築物的

自明性及親民性的特點規劃，並呼應區域景觀之特色，減少多餘的光

害，強調建築的細部在夜間也能展現其建築意象。達到節約能源及防

止對周遭住宅的光害影響。 

(4) 減少城市光害：尊重周遭環境與舒適感，減少多餘的光害，強調建築

的細部在夜間也能展現其建築意象。達到節約能源及防止對周遭住宅

的光害影響。 

(5) 廣場照明：應與環境呼應，除路燈外，增添自發光如：景觀燈、地面

燈或庭園燈等，以減少治安死角，並以太陽能、低流明之照明設備為

原則。 

(6) 車道出入口應增加引導照明及提示行人小心穿越，強化人行安全。 

2. 開放空間照明設計原則 

(1) 開放空間之夜間照明設計應考量主要人行視覺與活動安全，塑造舒適

之行仁光環境；建築物底層部分，應配合建築物造型特色設置夜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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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設施；建築物中高層部分，則以表現建築物夜間地標性及天際景觀

設置夜間照明設施。 

(2) 應透過入口空間的照明表達明確的入口空間意象。 

(3) 本基地為居住類建築，訴求的是舒適、柔和、明亮之意象，建築主體

夜間戶外照明應儘量強調此一特色，建議露外結構之投射照明以暖色

系照明為主，其他之燈色為輔，採用省電照明燈具。 

(4) 開放空間(或建築主體)進出口及停車場進出口，應配置車道與人行道

入口燈照明設備(含停柵機等處)，除強化主要進出口意象外，亦可達

成引導動線分離之效果；步道或階梯與周邊環境之明暗比不得大於 1

比 3。照明設施平均照度、燈光及演色性應符合新北市都市設計準則

相關規定。 

(5) 為塑造特殊夜間照明效果而於植栽旁設置矮燈等照明燈具時，應考量

整體美觀，加強安全防護。另考量照明燈具效能，應避免燈具遇驟水

而爆裂。 

3. 景觀照明設計原則 

(1) 都市尺度 

本案為住宅建築，主入口及開放空間加強燈光的意象，強調出入口

梯廳及開放空間的意象，夜晚熄燈後仍具有惟亮燈光讓民眾有安全感及

歸屬感。 

(2) 街道尺度 

退縮人行道，並可採用太陽能路燈等照明節省能源，打造安心、放

心地回家安全道路。 

(3) 應使用光罩抑制炫光，使空間柔和增添美意外，減低燈光對動植物之

影響。 

十九、 節能減碳綠建築規劃原則 

本案包含統包工程，本階段為履約管理階段，應先訂定建築需求以確保業主

權益並達成預定工程目標。 

1. 計畫目標 

(1) 於一樓板勘驗前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候選證書。 

(2) 辦理結算驗收前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 

2. 規劃原則 

通過至少綠建築標章之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為統包商

設計時之原則。 

3. 綠化原則：立體及多層次綠化 

(1) 臨計畫道路側退縮建築規劃都市綠帶柔化都市景觀。 

(2) 景觀綠地、多層次綠化植栽創造優美景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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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誘鳥誘蝶植栽，打造模範生態社區。 

(4) 人工地盤暨屋頂平台多層次植栽綠化。 

4. 透水設計原則 

(1) 增加綠化面積： 降低建蔽率及地下室開挖率，空地上除入口處及人

行步道外其餘儘量將空地予以綠化。 

(2) 增加透水鋪面：入口廣場、景觀步道，儘量使用透水性能良好之材料。 

(3) 降低開挖率：地下室開挖面積以滿足停車位之需求為主。 

圖 4-37綠化說明圖 

5. 日常節能設計原則 

(1) 開口及遮陽設計 

開窗率：提高開窗率。並適當利用晝光增加室內照明度。 

遮陽：設置遮陽設施或以深窗方式，增加遮陽效果。 

玻璃：採用色板、反射、太陽能光電玻璃降低日曬影響。 

開窗：配合常年風向選擇推窗以導引氣流進入室內利於通風。 

(2) 建築物規劃 

A. 採用 15cm 構造外牆，公共空間採光引進自然光源。 

B. 屋頂強化隔熱處理，設置氣密窗防止冷氣外流。 

(3) 自然通風 

A. 梯間：樓梯間設置開口維持自然通風路徑。 

B. 開口及開窗：大面開口、設置氣窗、對流路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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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節能照明 

A. 全面選用 T5、LED等省電燈具。 

B. 公共空間採分區控制及二線式控制、戶外照明則採定時點減之控

制，有效達節能目標。 

C. 梯廳以引入自然光為主，減少照明設備達到節能目標。 

6. 二氧化碳減量設計原則 

(1) 合理且模矩之結構系統 

A. 建築物的跨距設計合理及「模矩化」，以降低建材的使用量。 

B. 隔間採用輕隔間系統(分戶牆仍應採 RC牆)，減少結構荷重。 

(2) 綠建材的使用 

綠建材：地板、天花板、隔間板等混和材質綠建材：仿木、透水磚。 

7. 節水設計原則 

(4) 省水型器具：給水器具採用符合省水標章規格標準省水型器具。 

(1) 雨水或中水利用系統：收集屋頂雨水及地面雨水，供植栽澆灌等用水。 

(2) 空調冷凝水回收再利用：收集空調冷凝水，供給庭園澆灌用水。 

8. 健康環境設計原則 

(1) 音環境 

A. 建築物外牆及樓板採用較佳隔音性能之構造。 

B. 採用具氣密性窗戶。   

C. 降低管線設備之噪音。 

(2) 光環境 

A. 大面窗自然採光。    

B. 採用較短淺的平面設計與防眩光之燈具。 

(3) 通風換氣環境 

A. 室內適度通風換氣。   

(4) 室內建材裝修 

減少室內裝修量，並儘量採用具有「綠建材標章」之健康建材。 

(5) 防滲漏、壁癌 

A. 地下室增設複牆，確保地下室乾燥。 

B. 加強屋頂、陽台、露台防水及排水。 

9. 汙水及垃圾改善設計原則 

(1) 建築排水系統汙水及雜排水管一併導入汙水處理設施或汙水下水道

系統。 

(2) 雨水及汙水分流規劃。 

(3) 設置垃圾集中場所及資源回收設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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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綠建築評估說明-住宿類 

1. 綠建築九大指標配分表 

表 4-8綠建築九大指標配分表 

四大範疇 九大指標 
配分 

配分上限 範疇配分 

生態 一、生物多樣性指標 9 分 

27 分 二、綠化量指標 9 分 

三、基地保水指標 9 分 

節能 

四、日常節能指標 

外殼節能指標 EEV 8 分 

33 分 

外牆平均熱傳透率 Uaw 4 分 

窗平均熱傳透率 Uaf 4 分 

空調節能指標 EAC 6 分 

照明節能指標 EL 5 分 

固定耗能設備 6 分 

減廢 五、CO2 減量指鰾 8 分 
15 分 

六、廢棄物減量指標 7 分 

七、室內環境指標 12 分 

25 分 八、水資源指標 8 分 

九、汙水垃圾改善指標 5 分 

2. 綠建築九大指標計分法 

表 4-9綠建築九大指標計分法 

九大指標 
有

無 
設計值 基準值 變距 Rn(註) 分級評估得分 RSi 得分上限 

一﹒生物多樣性指標  BD＝ BDc＝ R1＝ RS1＝9.51×R1+2.0＝ RS1≦9.0 

二﹒綠化量指標  TCO2 TCO2c＝ R2＝ RS2＝4.29×R2+2.0＝ RS2≦9.0 

三﹒基地保水指標  λ＝ λc＝ R3＝ RS3＝1.41×R3+2.0＝ RS3≦9.0 

四﹒

日
常
節
能
指
標 

外
殼
節
能 

辦公類  EEV＝ 0.80 R41＝ RS41＝29.76×R41+2.0＝ 

RS41≦12.0 

百貨類  EEV＝ 0.80 R41＝ RS41＝29.76×R41+2.0＝ 

醫院類  EEV＝ 0.80 R41＝ RS41＝11.11×R41+2.0＝ 

旅館類  EEV＝ 0.80 R41＝ RS41＝11.11×R41+2.0＝ 

住宿類  EEV＝ 0.80 R41＝ RS41＝8.93×R41+2.0＝ 

學校及大

型空間類 
 EEV＝ 0.80 R41＝ RS41＝18.94×R41+2.0＝ 

其他類  EEV＝ 0.80 R41＝ RS41＝9.65×R41+2.0＝ 

空調節能  EAC＝ 0.80 R42＝ RS42＝13.99×R42+2.0＝ RS42≦10.0 

照明節能  EL＝ 0.70 R43＝ RS43＝8.77×R43+2.0＝ RS43≦6.0 

五﹒CO2減量指標  CCO2＝ 0.82 R5＝ RS5＝20.11×R5+2.0＝ RS5≦9.0 

六﹒廢棄物減量指標  PI＝ 3.30 R6＝ RS6＝15.77×R6+2.0＝ RS6≦9.0 

七﹒室內環境指標  IE＝ 60.0 R7＝ RS7＝20.66×R7+2.0＝ RS7≦12.0 

八﹒水資源指標  WI＝ 2.0 ----------- RS8＝WI＝ RS8≦9.0 

九﹒污水垃圾指標  GI＝ 10.0 R9＝ RS9＝4.29×R9＋2.0＝ RS9≦6.0 

合計總分 RS ＝ ΣR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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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綠建築等級得分一覽表 

表 4-10綠建築等級得分一覽表 

綠建築等級 

(得分概率分布) 

合格級 

0~30% 

銅級 

30~60% 

銀級 

60~80% 

黃金級 

80~95% 

鑽石級 

95%以上 

總得分 RS範圍 

(九大指標全評估) 
20≦RS≦37 37≦RS≦45 45≦RS≦53 53≦RS≦64 64≦RS 

二十一、 智慧建築標章規劃原則 

1. 社區智慧化理念 

透過智慧建築管理，未來將可提升新北市政府或委外營運管理單位，

高效率且經濟的管理平台，將社區經營做得更好，提供更多即時性的服務，

於此，本團隊設定本案為智慧建築管理平台發展基礎，全面採用具擴充性

與開放性之各項智慧化系統、設備平台，待後期鄰近區域持續發展時，可

進行系統資訊串連等特性。 

圖 4-38智慧建築概念圖 

2. 依循智慧建築八大指標 

(1) 計畫目標 

A. 於一樓板勘驗前取得合格級以上候選智慧建築證書 

B. 辦理結算驗收前取得合格級以上智慧建築標章。 

(2) 「智慧建築」評估系統 

智慧建築評估內容依其性質分為八項指標，分為「綜合佈線」、「資

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

舒適」及「智慧創新」；個評估指標內之評估項目分成基本規定與鼓勵項

目兩種，基本規定為智慧建築之門檻，個項目均不計分，符合所有基本

規定之要求者為合格級。智慧建築標章依申請指標智慧化之程度，分為

合格級、銅級、銀級、黃金級、鑽石級 5種級別。 

(3) 本案規劃原則：依智慧建築 2016 年版申請「基本項目均需合格」，取

得合格級以上智慧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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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慧建築評估項目說明如下： 

表 4-11智慧建築評估項目表 

(5) 智慧建築標章鼓勵項目： 

智慧建築標章鼓勵項目依其性質分為八項指標，總計有 36 項，其中

配合建築物使用類別不同，部分鼓勵項目內容及分數調整說明如表 4-12。 

表 4-12鼓勵項目配分總表 

指標名稱 項目 
辦公服 
務類 

住宿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商業類 
休閒文 
教類 

公共集 
會類 

其他類 

綜合佈線 

1.1 佈線規劃與設計 8 

1.2 佈線應用與服務 8 

1.3 佈線性能與整合 7 

1.4 佈線管理與維運 7 

資訊通信 

2.1 廣域網路之接取 2 

2.2 數位式(含 IP)電話交換 4 

2.3 區域網路 4 

2.4 公眾行動通信涵蓋 6 

2.5 視訊會議 6 0 6 6 6 6 6 

2.6 公共資訊顯示 4 

2.7 公共環境資訊導覽 4 0 4 4 4 4 4 

系統整合 

3.1 中央監控系統之整合效能 7 

3.2 系統整合帄台 5 

3.3 系統整合之具體互動關聯 12 

3.4 系統整合之操作與管理 9 

3.5 系統整合之安全機制 7 

 
設施管理 

4.1 資產管理 6 

4.2 效能管理 11 

指標名稱 項目 

綜合佈線 1.1佈線規劃與設計、佈線應用與服務、1.3佈線性能與整合、1.4佈

線管理與維運 

資訊通信 2.1廣域網路之接取、2.2數位式(含 IP)電話交換、2.3區域網路、2.4

公共廣播、2.5公共天線 

系統整合 3.1系統整合基本要求、3.2系統整合程度、3.3整合安全機制 

設施管理 4.1資產管理、4.2效能管理、4.3 組織管理、4.4維運管理 

安全防災 5.1防火系統、5.2防水系統、5.3 防盜系統、5.4監視系統、5.5門禁

系統、5.6 停車管理、5.7有害氣體防治、5.8緊急求救系統 

節能管理 6.1能源監視、6.2能源管理系統、6.3設備效率、6.4需量控制 

健康舒適 7.1室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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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組織管理 3 

4.4 維運管理 6 

4.5 長期修繕 4 

安全防災 

5.1 防火系統 4 4 3 5 4 5 5 

5.2 防水系統 3 4 4 3 3 3 3 

5.3 門禁系統 3 6 3 3 3 3 3 

5.4 停車管理系統 2 

5.5 緊急防災求救系統 5 6 5 5 5 5 5 

節能管理 

6.1 能源管理 5 

6.2 設備效率 6 

6.3 節能技術 15 

6.4 再生能源設備 4 

健康舒適 

7.1 室內空間健康舒適 9 6 8 8 9 8 8 

7.2 健康管理系統 1 3 2 1 1 1 1 

7.3 生活服務系統 0 6 0 0 0 0 0 

智慧創新 

8.1 智慧建築標準符號 3 

8.2 智慧創新設計 5 

8.3 應用創新設備系統 5 

合計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5：「住宿類」不適用，本項 0 分。 

 2.6：「住宿類」不適用，本項 0 分。 

 5.1：「衛生福利更生類」具識別火警位置的聲光顯示裝置為基本規定，不予計分。具二段

式下降防火鐵捲門，多給予鼓勵 1 分，本項得 3 分；「商業類」、「公共集會類」，具

二段式下降防火鐵捲門，多給予鼓勵 1 分，本項得 5 分。 

 5.2：「住宿類」具抽排水設施之備援裝置，多給予鼓勵 1 分，本項得 4 分。 

 5.3：「住宿類」設置本項全項目共得 6 分。 

 5.5：「住宿類」偵測系統連線至緊急支援服務系統，多給予鼓勵 1 分，本項得 6 分。 

 7.1：「辦公服務類」、「休閒文教類」等，於大型會議室設置 CO2 濃度偵測系統與資訊顯

示裝置並與空調系統連動，多給予鼓勵 1 分，本項可得 9 分；「住宿類」不適用，本

項可得 6 分。 

 7.2.：「住宿類」，本項得 3 分，「衛生福利更生類」，本項得 2 分。 

 7.3：非「住宿類」不適用，本項 0 分。 

鼓勵項目採加計總分之方式，設計者及使用者可依該建築物之需求選擇

設置，總分在 50分以上者為銅級，其分級方式請參考表 4-13。 

表 4-13鼓勵項目總得分與智慧建築等級判定表 

等級 銅級 銀級 黃金級 鑽石級 

得分 
50分以上 

未達90分 

90分以上 

未達120分 

120分以上 

未達140分 
140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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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圖 4-39無障礙設計概念圖 1 

1. 本工程室、內外空間應考量幼童、婦女及高齡使用者使用之無障礙空間

設計。 

2. 須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內政部營建署製頒「公共建物供行動

不便者使用設施與設備設計施工手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規

定辦理。 

3. 入口、階梯或高差變化處應設置斜坡道，並採用堅實不滑的鋪面材料，

斜坡道、電扶梯及電梯應設置於各入口、階梯附近之餘明顯位置，並配

合指示標誌及資訊系統，易於使用者辨識使用。 

4. 人行步道應採用平整防滑的鋪面設計，避免採用卵石等起伏過大之材

料，考量排水溝蓋板的格柵方向及格柵間距，防止陷入造成危險。 

5. 步道及自行車道之高低起伏處應以材質轉換加以明示，避免傷害。 

6. 室內空間設計應妥善檢討考量無障礙環境，而非僅設置導盲磚、點字解

說牌等設施設備，應詳實考量動線的順暢性、自明性、可及性及適宜性

加以規劃。 

7. 門把安裝撥桿式把手，抽屜及櫥櫃上安裝更容易抓握之把手。 

圖 4-40無障礙設計示意圖 2 

 

二十三、 無障礙服務空間規劃原則 

主要服務核與無障礙相關設施於地面層設置，(如無障礙坡道、電梯等設施)

便於提供相關服務及照顧。 

表 4-14無障礙服務空間規劃原則表 

室外通路 

通路尺

寸 

道路淨寬>130cm，但獨棟或連棟之建築物其通路淨寬>90cm。 

通路鋪面平整、防滑，排水良好。洩水坡度 1/1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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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溝與通路交界處應設置格柵，開口小於 1.3公分，避免枴杖

或輪椅的輪子陷入。 

樹、燈或指示牌下，留設至少 200cm 淨高，地面起 60-200 公分之

範圍，不得有 10公分以上之懸空突出物，如為必要設置之突出

物，應設置警示或其他防撞設施。 

引導設

施 

室外通路邊緣、鋪面以不同的顏色、材質引導，並於側邊設有階

梯時，為利視障者使用，應設置終端警示設施，其寬度不得小於

130cm 或該階梯寬度。 

坡道 

坡度與

尺寸 

坡道設置於出入口方便使用的地點。 

坡道淨寬>90cm，方便輪椅使用者或嬰兒車進出，若坡道為取代樓

梯者，則淨寬>150cm。 

坡道的坡度<1：12。 

扶手、護

欄及護

緣 

坡道設置扶手及護欄。設單道扶手者，地面扶手至上緣高度為 75

公分，設雙道扶手者，高度分別為 85公分、65公分。 

坡道及平台高低差大於 20公分者，未鄰牆壁之一側或兩側應設置

高於 5 公分之防護緣。 

樓梯 

級高與

級深 

樓梯上所有梯級之級高與級深應統一，級高(R)需為 16公分以

下，級深(T)不得小於 26公分，且 55公分≦2R+T≦65公分。 

梯級鼻

端 

梯級突沿的彎曲半徑不得大於 1.3 公分，且超出踏板的突沿應將

突沿下方做成斜面，該突出之斜面不得大於 2公分。 

防滑

條、防護

緣 

梯級邊緣之水平踏面部分應做防滑處理，且應與踏步平面順平。 

梯級未鄰接牆壁部分，應設置高出梯級 5公分以上之防護緣。 

昇降設備 

入口引

導 

建築物主要入口處及沿路轉彎處應設置無障礙昇降機方向指引。 

昇降機

引導 

昇降機設有點字之呼叫紐前方 30 公分處之地板，應做 30公分*60

公分之不同材質處理。 

輪椅迴

轉空間 

昇降機出入口之樓地板應無高差，且坡度不得大於 1/50，並留設

不得小於直徑 1.5公尺之淨空間。 

昇降機

出入口 

昇降機出入口處之樓地板面，應與機廂地板面保持平整，其與機

廂地板面之水平間隙不得大於 3.2 公分。 

停車空間 

無障礙

車位 

無障礙停車位設於昇降設備出入口旁。 

車道入口處及轉彎處，設置明顯的指引標誌，引導無障礙停車位

方向與位置。入口引導標誌應與行進方向垂直，以利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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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 

人行道

設計 

人行道平坦且高差小(15cm)，鋪面為防滑材質。 

銜接馬路時，設置坡度 1：8的下斜路緣石。 

下斜路

緣石與

坡道 

路緣石長度>120cm，寬度>130cm，防滑材質。 

人行道銜接大樓出入口處，平坦無高低差。 

出入口 

出入口

尺寸 

出入口淨寬>180cm，可容許兩部輪椅同時通行。 

出入口處不設門檻。 

出入口

門扇操

作 

出入口使用自動門且設感應裝置，門扇阻礙時，可自動停止，增

加安全性。 

門扇採透明玻璃，於地面 120-150cm 處，採噴砂處理。 

門扇下方設置 20公分高的踢板(周邊採不鏽鋼框)。 

走廊 

尺度 淨寬>200cm 以上，淨高最少 220cm 以上。 

共用走

廊地面 

共用走廊地面應採防滑地面。 

地面起 60~200cm範圍不得有 10 公分以上之懸空突出物，必要之

突出物，應設置警示或其他防撞設施。 

地面坡度不得大於 1/50，如大於 1/50應設置坡道。 

二十四、 通用設計規劃原則 

1. 本案需申請住居空間通用化標章，建物公有領域及專有領域全數空間符

合條例標準，方能取得標章。 

2. 通用設計概念： 視全方位關懷與常態分配的觀點作為基調，關注未來社

會高齡化趨勢，因此將通用設計落實生活環境之中，於建造之初即研擬

住居空間通用化解決方案，可消弭社會人口高齡化所產生行住問題，又

包容不同族群之需求使用便利，減降障礙並預留空間，因應不時之需。 

圖 4-41通用設計概念圖 

3. 通用設計檢討表： 申請級別分為 A及 A+兩級，A級為 A+級的基礎條例，

申請 A+級時需符合 A級內容條例，並申請建物須共有領域及專有領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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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空間符合條例標準，方能核定取得『2017住居空間通用化標章』。 

表 4-15 A級通用設計檢討表 

等

級 

區域

範圍 

檢討項目 檢討內容 

A 

共有 

通路與動

線 

(1) 整體建築物與外部公共街廓彼此銜接處需順平

可通達 

(2) 水平通路於大樓出入口,騎樓與人行道,走廊,臨

停車空間等應強化可及與安全性能，停車及臨停

動線安全方便易達 

(3) 門廳及大門入口處皆採用防滑地坪 

(4) 垂直動線於坡道,樓梯,升降設備等應強化可及

與安全性能 

(5) 公共社交場所連結通路平順方便易達 

(6) 人、車垂直水平動線安全易達，且動線間不衝突 

(7) 清楚易懂指標系統 

公共設施 

(1) 設備與相對避難層，絕對安全區域動線規劃 

(2) 戶外景觀座椅邊至少設置一處輪椅、娃娃車易通

達之停放空間 

(3) 設置廁所之彈性運用，成為親子廁所 

(4) 電梯可通達屋頂，至休憩公共空間出入動線順平 

(5) 遊戲場所地坪應有安全防護設計 

(6) 游泳池防滑地坪，增設行動不便設施 

專有 

室內/外

之可及通

則 

(1) 浴廁室內外出入口扣除門扇及扶手，浴室門通過

淨寬 75公分以上 

(2) 室內/外門檻高度(不含陽台)應為 3公分以下,

且門檻高度在 0.5公分-3公分者應做 1/2 之斜

角處理。 

(3) 室內走道淨寬 90公分以上 

(4) 浴廁室、廚房、陽台採防滑地坪 

(5) 浴廁室內整體動線皆平順可通達，動線淨寬為

70 cm以上 

表 4-16 A+級通用設計檢討表 

等

級 

區域

範圍 

檢討項目 檢討內容 

A+ 

基礎

條例 
全數空間 (1) A級標章內容條例 

共有 
通路與動

線 

(2) 室內空間梯級轉換處以明顯顏色區分 

(3) 梯廳當層與轉折平台外側牆面設置提供連續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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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支撐設計 

公共設施 

(4) 室外夜間照度最好有 75~120勒克斯 ; 室內基

本照度 200勒克斯 

(5) 字體大小易於辨識、盲人點字系統設置 

(6) 客梯內或電梯等候空間處有暫歇設計設置 

專有 

通則 

(1) 室內外出入口扣除門扇及扶手，浴室門及其它門

(含陽台)通過淨寬 80公分以上，並門把手為下

壓式把手 

(2) 陽台室內外出入口無高低差或陽台門檻高度在

0.5-3公分，做 1/2之斜角順平處理，並至少一

處陽台深度 150 公分以上 

(3) 玄關及浴廁室門口預留 120公分迴轉處 

(4) 浴廁室、室內走道預留日後裝置扶手空間 

浴室 

(1) 浴廁室出入口完全平順無高低差 

(2) 開關及控制器高度-高度 90-120公分(開關中線

計)之間 

裝置/家

具 

(1) 開關及控制面板容易按壓 

(2) 廚具與家具應考慮安全防撞 

(3) 家具開關門及抽屜櫃須防夾緩衝機制，並建議使

用下拉式廚櫃 

(4) 設置升降曬衣架 

(5) 房門、衛浴適當採用橫拉門 

(6) 走道、浴室夜燈設置或自動感應光源設計 

4.7 結構形式初步分析及設計準則 

一、 結構系統 

本工程為規劃於土城大安段社會住宅案，地上二層設置公共托老中心，依內

政部「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規定屬第三類建築物，惟第三類建築物超過

3000平方公尺或總佔樓地板 20%以上用途係數才需 1.25；三層以上至十層為四類

建築物，其結構用途係數 I=1.0，依「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土城大安段(大

安里)屬臺北盆地，微分區為臺北三區。依基地規模及建築使用需求，建築規劃

約為地下 3層、地上 10層，結構系統規劃及相關描述如下： 

1. 結構系統規劃原則 

(1) 結構系統規劃應以安全、舒適、經濟、美觀、節能、耐久等功能性作

整體考量。 

(2) 考量社會住宅之採光及通風需求，結構系統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及解說」第 1.7節「結構系統」及表 1-3「結構系統韌性容量」表列

之特殊抗彎矩構架或具特殊抗彎矩構架之二元系統為原則。 

(3) 結構系統規劃於平面及立面上宜採規則性結構，應儘量避免「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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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表 1-1及表 1-2所述之平面或立面不規則配置。 

(4) 桿件應有足夠勁度，以控制風力、地震力等側向力造成之位移，使有

較佳舒適性。 

(5) 結構平面勁度應儘可能均勻，避免兩方向勁度差異過大，而增加額外

扭矩。 

(6) 結構平面及立面上格局宜規則方正，跨度接近，以提升耐震性能。 

(7) 結構應具完整立體構架，無弱層存在。 

(8) 基礎型式應提供足夠承載力、抗浮力、沉陷量及差異沉陷量等均須符

合「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之規定。 

(9) 基於上述原則，結構系統規劃可採韌性抗彎矩構架系統(SMRF)，以

樑、柱系統承受包括靜載重及活載重的垂直力，以及風力、地震力造

成的側向力。或者採韌性抗彎矩構架(SMRF)與剪力牆(或斜撐)並用之

二元系統，側向力可由 SMRF與剪力牆依勁度比承受，此系統的優點

為當剪力牆達極限強度時，SMRF基本上還在彈性範圍，當剪力牆構材

開始失去勁度時，SMRF還可提供相當程度的勁度，延遲非彈性階段弱

層之產生，提高整體構架之耗能容量及耐震性能，SMRF尚可在剪力牆

受損後，提供第二道抗震系統，提高整體構架殘存能力。上述兩者皆

為結構相當安全、經濟之系統。 

2. 結構型式 

本案建築構造以鋼筋混凝土構造為原則，統包商在考量工期及其他創

意條件下不排除採用鋼構造、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或預鑄式鋼筋混凝土構

造之可能，而統包商亦可選擇採用其他優於上述之結構系統，惟須滿足「耐

震設計規範」、「耐風設計規範」及相關法規。 

二、 結構設計依據及標準 

1. 材料規格 

結構體應考量結構材料自重、強度、工程施工品質、施工性、耐久性

及維護保養等因素，選用適當之材料，其主要結構材料如下： 

(1) 混凝土： 

A. 結構體混凝土 28天齡期之最小抗壓強度不得小於 fc'=280kgf/cm² 

B. 基礎打底或回填混凝土 28天抗壓強度不得小於 fc'=140kgf/cm² 

C. 新拌混凝土中最大水溶性氯離子含量(依水溶法)預力混凝土構件為

0.15kgf/m³，鋼筋混凝土為 0.15 kgf/m³。 

(2) 鋼筋： 

A. 鋼筋須符合 CNS 560 A2006 規定之熱軋竹節鋼筋，不得採用水淬鋼

筋。 

B. 承包商於每一批鋼筋進場開始施工前，須提供鋼筋無輻射污染檢驗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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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鋼筋規格需符合 CNS560-SD420W 及 SD280W 之要求，CNS560-SD420 

及 SD280 鋼筋亦可使用，惟鋼筋實測降伏強度不得超過規定降伏強

度 1200kgf/cm² 以上，實測極限抗拉強度與降伏強度之比值不得小

於 1.0，銲接用鋼筋須符合 SD280W 或 SD420W可銲鋼筋。 

(3) 鋼骨： 

A. 型鋼及鋼材：依「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第十三章「耐

震設計」選用適宜之鋼材規格。 

B. 銲材：銲接材料之選用應符合 CNS 標準，且為與母材強度相匹配之

銲材。 

C. 螺栓、螺帽、墊圈及剪力釘：結構用螺栓、螺帽、墊圈及剪力釘等

材料應符合 CNS標準。 

(4) 模板： 

A. 依「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模板施工前應附結構計算書，經審查核

准後再行施工。 

B. 使用系統模板者，應另提施工計畫，經審查核准後，以系統模板設

計、施工。 

2. 設計規範 

本工程之結構(含附屬結構)，須具足夠強度及韌性，且變形量應符合

相關規範之要求，並能依相關規範承受各種載重組合下之作用(含地震力及

風力等側向力)，於設計階段依結構系統及形式採用最新版之法規與規範。 

(1)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2) 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內政部 100 年修正版)  

(3) 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 (容許應力設計法或極限設計法) 

(4)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內政部 100年修正版) 

(5) 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 (內政部 103年修正版) 

(6) 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7) 中國國家標準 CNS 最新版 

(8) 其它經甲方認可之國際通行規範及標準 

3. 設計載重 

結構物之設計須考慮各種可能發生之載重，包括靜載重、活載重、風

力、地震力、土壓力、水壓力及各種可能之施工載重、混凝土乾縮、潛變、

溫度變化及基礎差異沉陷等所生之作用力，並考慮各種載重組合作用下之

最大應力進行結構設計。 

(1) 靜載重： 

依結構體實際樑、柱、版、牆尺寸計算考量結構體自重，非結構體

構件及固定附加物等自重也須考慮，裝修材料自重及屋頂設有植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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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等相關景觀規劃之覆土重均須考量並按實計算。 

(2) 活載重： 

依各樓層使用需求考慮設計活載重： 

A. 地下室停車場 0.5 tf/m² 

B. 台電配電室 1.5 tf/m² 

C. 機電設備室與機房 0.8~1.0 tf/m² (依實際需求考量設計活載重) 

D. 一層大廳 0.5 tf/m² 

E. 一樓室外 1.5 tf/m² 

F. 住宅 0.2 tf/m² 

G. 屋頂 0.3 tf/m² 

H. 其餘不得小於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 

(3) 地震力： 

地震力應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計算水平與垂直地震

力，且計及質量分布之不確定性考慮意外扭矩，並依實際工址位置考量

工址放大係數及近斷層效應，若為台北盆地應考量其微分區。另覆土載

重及水箱、水池等內容物應依耐震設計規範計入建築物總靜載重進行地

震力計算。 

(4) 風力： 依據「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計算設計風力。 

(5) 溫度、乾縮應力： 若建物超過 60 公尺長，需考慮溫度及乾縮應力。 

(6) 土壓力及水浮力： 土壓力計算須依鑽探報告所提供之土壤參數計

算，暴雨短期水位以長期觀測水位上升 3m檢討計算，長期水位則以

地質鑽探報告之長期觀測結果計算。 

(7) 結構規劃要求： 至少應包括結構規劃說明、平面結構、豎向結構、

基礎結構、開挖擋土支撐等圖面。經過審核後，再進行細部設計。 

三、 結構分析 

1. 建築結構之模擬應儘量反映實際結構行為，力求幾何形狀、質量分佈、

構材斷面性質、土壤與基礎結構互制之模擬能夠合理準確。設計時應建

構整體 3D立體構架，依規範進行靜力分析與動力分析。 

2. 依建築物耐震設計之基本原則，需使結構體在回歸期 30 年之中小地震時

保持在彈性限度內，回歸期 475 年之設計地震時容許產生塑性變形。建

築物設計需考慮回歸期 475 年之設計地震及回歸期 2,500 年之最大考

量地震，使設計地震下韌性需求不得超過容許韌性容量，最大考量地震

時使用之韌性可達規定之韌性容量。 

3. 結構分析、設計應考慮各種可能載重組合之最大效應，其中地震力應包

含水平地震力與垂直地震力同時作用之載重組合狀況，並應依規範檢討

「強柱弱樑」、「極限層剪力」、「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與建築物碰撞距離」、

「意外扭矩」、「動態扭矩」、「梁柱接頭應力分析」、「一樓板剪力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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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耐震相關要求。 

4. 結構整體之分析設計除須滿足上述基本要求外，另應考量基礎差異況陷

引致結構承受額外應力之情況。 

5. 結構物需依據「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所規定之風壓進行設計，

並符合規範對層間變位角及舒適度之規定。但若建築物造型特殊，無法

依該規範決定所需之主要抗風系統設計風力或是外部被覆物之設計風壓

風力資料時，得以風洞試驗作為耐風設計之依據，風洞試驗相關規定依

該規範第五章辦理。 

四、 結構設計圖說與文件要求 

1. 結構系統規劃圖說。 

2. 結構計算書。 

3. 結構設計圖說。 

4. 結構施工大樣圖。 

5. 施工規範(各項品質取樣與試驗) 

6. 專業技師之簽證。 

7. 提供程式分析輸入、輸出資料電子擋以供複核。 

8. 結構分析、設計軟體認證及版權証明。 

五、 結構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檢核表 

基本設計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說   明 
符合 不符合 

1.柱、梁、基礎、及剪力牆等尺寸是否合

理及符合規範、結構平面是否依簡單、

方正、對稱等原則配置 

  

 

2.各柱、梁及剪力牆等編號上下樓層一致 

及豎向結構配置力量傳遞是否連續 
  

 

3.設計獨立、連續或筏式基礎是否合理及

符合規範，基礎結構配置是否合宜 
  

 

4.小梁及樓版尺寸是否合理及符合規範、

配置是否合宜 
  

 

5.結構體梁、柱、版及剪力牆等編號完全    

6.平面跨距尺寸標示完全    

7.梁、柱、版、剪力牆等結構體尺寸表齊

全 
  

 

8.材料表標示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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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設計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說   明 
符合 不符合 

（一）結構計算書    

1.靜載重及活載重等設計載重是否合理並符

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2.地震力樓層重量計算是否合理、屋頂水箱

重量是否納入樓層重量計算  
  

 

3.水平、垂直地震力計算是否符合耐震設計

規範之要求，水平地震力豎項分配是否合

理 

  

 

4.是否依耐震設計規範計入意外扭矩效應    

5.層間變位角及碰撞距離是否符合耐震 

設計規範之要求 
  

 

6.靜載重、活載重、風力及水平、垂直地 

震力載重組合是否合宜 
  

 

7.柱設計主鋼筋量及圍束鋼筋是否合宜    

8.梁包含彎矩、剪力、扭力等設計鋼筋量是

否合宜 
  

 

9.樓版包含靜載重、活載重設計鋼筋量是否

合宜 
  

 

10.獨立、連續或筏式基礎設計是否合宜    

11.地下室開挖擋土設計包含擋土設施、橫

擋、水平支撐、中間樁等設計形式、安全

監測系統及結構分析是否合宜 

  

 

（二）結構圖說    

1.RC及鋼構造標準圖說是否合宜、鋼筋、混

凝土材料強度及規格是否明確註記及說明 
  

 

2.結構平面圖說是否與建築圖相符，梁、柱、

基礎及剪力牆等尺寸及編號是否遺漏或重

複 

  

 

3.獨立、連續或筏式基礎配筋圖說是否合宜    

4.單向、雙向及懸臂樓版配筋圖說是否合宜    

5.梁主筋、箍筋及腰筋等配筋圖說是否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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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設計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說   明 
符合 不符合 

6.柱配筋比例是否偏高以致影響施工及配筋

圖是否合宜 
  

 

7.雜項配筋圖說是否合宜及遺漏    

8.地下室開挖擋土圖說包含擋土設施、橫 

擋、水平支撐、中間樁、安全監測系統及

筏基防水措施等設計是否合宜 

  

 

 

4.8 開挖型式初步分析及設計準則 

一、 開挖型式分析 

1. 應依據「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及實際需

要進行地質鑽探及試驗，作為設計或施工之用，並聘請大地或土木技師

依據設計方案進行大地工程評估、分析及設計工作，以符合「建築物基

礎構造設計規範」規定。 

2. 基地位於人口密集之道路旁或巷道內，基礎開挖及擋土措施之決定應就

周圍環境、開挖深度、地質條件、地下水位高低、預定工期、安全性、

及經濟性等因素詳加評估。 

3. 須考量建築規模及永久地下水位，建築物重量應大於水浮力，無建物上

浮的安全顧慮。 

4. 擋土壁體型式應有足夠勁度以抵抗土壓力及水壓力，並控制其變形量及

避免損及鄰房，有良好防水性、減少開挖湧水，提高地下室施作安全性。 

5. 擋土壁體貫入深度應考量避免壁體內擠及開挖面隆起等破壞疑慮。 

6. 地下室外牆應可抵抗土壓力及水壓力，地下室外牆可承受上部結構體垂

直力及風力、地震力等水平力，最後將此等合力傳遞至土層。 

7. 開挖支撐系統應考慮鄰地之影響，減少開挖對周邊環境之衝擊，並配合

抽排水措施，有效控制開挖面地下水位。 

8. 確認基礎開挖對擋土壁體、支撐系統、開挖面底部之土壤穩定，及對鄰

近建物與道路的影響，計畫設置安全監測系統，依據監測系統觀測資料，

做為施工依據，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以確保開挖施工，人員機具及

鄰近道路的安全。 

9. 基於上述內容，初步建議地下室外牆可採地下連續壁配合內支撐系統，

除當作開挖時擋土壁體，同時作為結構體外牆，其優點為壁體勁度高，

開挖時變形量小，可避免損及鄰房，且提供良好防水性，並減少開挖時

湧水，大幅提高地下室施作安全性，壁體貫入開挖面以下，降低擋土壁

向內擠進及開挖面隆起破壞等安全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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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下、基礎結構系統 

1. 基礎設計係提供上部結構物荷重之傳遞，避免發生地盤承載力不足及沉

陷量過大或差異沉陷等現象，基礎形式之選擇應就地層種類、區域性質、

結構物形式、施工技術、工期、經濟性等因素詳加考量，採用適當之基

礎型式以達設計安全要求。基礎型式之選擇應考慮： 

(1) 承載力 

(2) 沉陷量及差異沉陷量 

(3) 水浮力 

(4) 土壤液化及耐震設計 

2. 承載力、沉陷量及差異沉陷量均應符合「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之

規定。 

3. 應考量地下水作用及建築規模型式，使建物無上浮疑慮，水浮力對基礎

及結構體之影響亦須於設計時一併考慮。 

4. 應考量土壤液化之可能，土壤液化及耐震設計均應符合「建築物耐震設

計規範及解說」及「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之規定，針對土壤液化

可採用以下對策： 

(1) 地盤改良以降低液化潛能 

(2) 打設基樁以提升基礎承載力及減少基礎沉陷量 

(3) 採用連續壁可有效阻絕地震時地震波傳遞，降低土壤液化潛能，設計

分析時需將土壤參數作適當折減。 

三、 地工設計準則 

1. 本工程為地下三層之建築物，開挖擋土方式應參照「建築物基礎構造設

計規範」辦理設計，配合內支撐或背拉系統作為擋土開挖之安全措施，

並於周邊鄰房設置監測系統。分析至少應考慮下列事項：  

(1) 側向土壓力平衡分析，安全係數≧1.5 

(2) 開挖面塑性隆起分析，安全係數≧1.2 

(3) 開挖面上舉力分析，安全係數≧1.2 

(4) 砂湧分析，安全係數≧1.5 ( 滲流解析公式)、2.0(臨界水力坡降解

析公式) 

(5) 擋土支撐與內支撐或背拉系統之分析與設計 

(6) 開挖對鄰地之沉陷影響分析 

(7) 擋土支撐變形之容許撓曲率平時小於 1/360 ，地震時小於 1/270 ，

容許最大側向位移為開挖深度之 1/240 (平時) , 地震時小於 1/180，

擋土支撐變形導致鄰近建築物之地表容許沉陷量不得大於 2.5 公

分，基礎傾斜率不得大於 1/500。 

(8) 必要時可增加地中壁、扶壁、微型樁或地盤改良等輔助工法，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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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係數。 

2. 安全觀測系統 

(1) 鄰房與公共設施保護 

基地位於人口密集之道路旁或巷道內，開挖將改變鄰近地層之應力

分佈，經由設計分析採用適當的工法雖可抑制其變形量於容許值之內，

但對部份較為敏感或緊臨之結構物仍須預先加以補強，以防受損。本工

程必須擬定鄰房與公共設施之保護計畫，以充分保護鄰近建物與公共設

施之安全。 

(2) 安全監測計畫 

本工程對於鄰近地層之變形應建立完善之監測系統，運用監測儀器

充份反應施工狀況。監測設施，為開挖工程施工安全之預警措施，用以

彌補分析假設與實際條件差異，以求先期掌握徵兆，預先採取防範及補

救措施，防止災害之發生或進一步擴大。本工程之監測設施，應視擋土

開挖方式及支撐型式，採用土壤及擋土壁體傾度管、鋼筋計、支撐應變

計、地面及建築物沉陷觀測釘、隆起桿、水位及水壓觀測井、鄰房傾度

盤等監測設施，監測數量以能取得足夠之監測數據為原則。 

(3) 鄰房現況鑑定及相關處理參照民國 100 年 06 月 20 日版「新北市建

築物施工損壞鄰房事件處理程序」委由鑑定機構，對基地周邊鄰房作

現況調查及拍照存證，製作現況鑑定報告。 

(4) 分析與報告：基地開挖前應提送相關分析及報告如下： 

A. 地下室開挖工程之分析設計計算書、設計圖與施工計畫。 

B. 鄰房保護計畫(含監測計畫) 

C. 鄰房現況鑑定報告。 

D. 專業技師之簽證。 

(5) 地下室開挖安全措施及監測系統 

A. 地下室開挖前，應事先詳細調查基地地下障礙物種類、位置、形狀

及處理方式，並於開挖前先做好管線遷移，無法遷移者則於開挖施

工中施以吊掛保護並採補強措施。 

B. 開挖安全措施須滿足「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第八章基礎開挖

相關規定。 

C. 地下室開挖安全監測系統設計：監測系統應考慮工程基地大小、開

挖深度、地質狀況、地下水位及水壓、工期長短、擋土構造型式、

支撐型式、施工步驟、施工困難度、工地四周環境、鄰近建築結構

物狀況等因素，作適當的設計。 

D. 計畫內容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A) 監測項目之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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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監測標的物應力及應變之行為預測。 

(C) 各種儀器設置地點、設置時機之決定。 

(D) 儀器規格之決定。 

(E) 儀器裝設施工規範之擬定送核。 

(F) 儀器測讀正確性之檢核方法與程序之制定。 

(G) 監測頻率最低要求之決定。 

(H) 監測管理值之擬定。 

(I) 提示施工單位應於施工前辦理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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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BIM設施規劃需求 

一、 BIM設施資訊需求 

要求統包商依照使用單位及業主需求，建置設施資訊欄位，至少內容包括但

不限於：幾何資訊、定位、資訊欄位等。 

階段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維運設備 

應用 

基礎外觀與

面積資訊導

出 

深化模型資

訊導入，明

細導出、干

涉檢查 

施工資訊導

入，施工模

擬、衝突排

除 

設備元件資

訊導入 

維護所需資

訊項目建置 

分類 建築/結構/機電/設備 

品類 ● ● ● ● ● 

族群 ● ● ● ● ● 

幾 

 

 

何 

長 ● ● ● ● ● 

寬 ● ● ● ● ● 

高 ● ● ● ● ● 

高程 ● ● ● ● ● 

面積 ● ● ● ● ● 

體積 ● ● ● ● ● 

基本外觀量體 ● ● ● ● ● 

主要外觀形體  ● ● ● ● 

細部組成構造 － －/● －/● ● ● 

內部關鍵元件 － － －/● ● ● 

設備結點 － － ● ● ● 

性 

質 

物理性質/資訊  ● ● ● ● 

用途 － － － ● ● 

屬 

 

 

性 

編號 － ● ● ● ● 

廠牌 － － ● ● ● 

製造商/維修單位 － － － － ● 

保固日期 － － － － ● 

保養廠商 － － － － ● 

維 

 

 

修 

維修日期 － － － － ● 

維修人員 － － － － ● 

維修次數 － － － － ● 

維修價格 － － － － ● 

目 

錄 

圖資(操作手冊) － － － － ● 

型錄 － － － － ● 

連結 
各階段圖說/記錄      

文件資料(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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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作業 

(一) BIM 規劃作業階段審查重點 

1. 要求統包商撰擬 BIM工作執行計畫書，並督導統包商依核定之工作執行

計畫書執行 BIM工作內容，確保成果交付符合需求。 

2. BIM工作執行計畫書的主要架構包括但不限於下： 

(1) 服務範圍及工作項目 

(2) 執行工作方式與作業流程（包含 BIM擬應用之作業軟體及版本） 

(3) 工作執行之組織架構 

(4) BIM交付格式及檔案命名原則 

(5) 各階段模型元件深化表 

(6) 討論、衝突界面檢討辦理 

(7) 資訊整合平台說明 

(8) 檢附應用表單 

(9) BIM成果交付時程 

(二)BIM基本設計階段審查重點 

1. 要求統包商基本設計階段所需之各專業設計圖說(至少包含平、立、剖面

圖)須藉由模型產出，模型與圖說須有連動之關係。 

2. 檢討 BIM模型與明細表單是否符合契約空間面積與資訊需求 (如編號、

設施、面積)。 

3. 檢討特殊空間之尺寸、高度標註值是否符合規範要求。 

4. 主要結構框架尺寸資訊建置，如柱、樑、樓板、牆及承重牆等。 

5. 從 BIM產出圖紙如(A2平面圖、A3立面圖)，由承商於工作執行計畫中說

明，經審定後執行。 

 檢 查 項 目 示          意          圖 

基 

 

本 

 

設 

 

計 

 

階 

 

建築 BIM模型成果： 

1. 牆、柱、梁、板、門

窗等外觀建置 

2. 檢討空間需求面積 

3. 檢討特殊空間之尺

寸、高度標註值 

 

結構 BIM模型成果： 

1. 柱、梁、板系統建置 

2. 統計各項數量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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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 查 項 目 示          意          圖 

段 介面整合工作(建築、

結構整合模型)： 

1. 圖面疑義干涉檢查

報告 

2. 自主檢查表 

(三)BIM細部設計階段審查重點 

1. 要求統包商細部設計階段所需之各專業設計圖說(至少包含平、立、剖面

圖)須藉由模型產出，模型與圖說須有連動之關係。 

2. 要求統包商於細部設計階段期間定期召開細部設計階段 BIM界面協調整

合會議，於會議中須應用 BIM 聯合模型（包含建築、結構、機電、景觀

及其他 BIM 模型）與統包團隊之各專業顧問協調整合界面，檢討需求與

法令等問題。 

3. 要求統包商依據 BIM聯合模型提供衝突檢查報告文件，回饋統包團隊之

各專業顧問進行圖說修正及更新，進而提升設計品質。 

4. 要求統包商於細部設計階段核定後提送「細部設計 BIM成果報告書」，內

容包括但不限於： 

(1) 自主檢查表 

(2) 聯合模型（包含建築、結構、機電、景觀、其他 BIM模型、各向度圖

說(至少包含平、立、剖面圖)） 

(3) 元件深化表 

(4) 衝突檢查報告文件 

(5) BIM界面協調整合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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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 查 項 目 示          意          圖 

細 

 

部 

 

設 

 

計 

 

階 

 

段 

建築 BIM深化模型成果： 

1. 納入圖紙系統 

2. 空間材料裝修項目 

3. BIM模型連結產出明

細表單 

4. 建材明細資料 

 

 

 

 

 

 

 

BIM模型深化模式 

 

 

 

 

 

 

 

 

 

建築、結構、機電整合模式 

 

 

結構 BIM深化模型成果： 

1. 納入圖紙系統 

2. 基礎系統建置 

3. 特殊結構構件建置 

4. 結構梁、柱編號資訊

系統建置 

機電 BIM深化模型成果： 

五大管線系統建置 

介面整合工作(建築、結

構、機電整合模型)： 

1. 建築與結構干涉檢查

報告 

2. 建築、結構與機電整

合干涉檢查報告 

3. 自主檢查表 

(四)BIM施工階段審查重點 

1. 要求統包商施工階段所需之各專業設計圖說(至少包含平、立、剖面圖)

須藉由模型產出，模型與圖說須有連動之關係。 

2. 要求統包商於施工階段期間定期召開施工階段 BIM界面協調整合會議，

於會議中須應用 BIM 聯合模型（包含建築、結構、機電、景觀及其他 BIM

模型）及 4D 之工程進度模擬與統包團隊之各專業顧問協調整合界面。 

3. 要求統包商依據 BIM聯合模型提供衝突檢查報告文件，回饋給統包團隊

之各專業顧問進行圖說修正及更新，進而提升施工品質。 

4. 要求統包商配合工程施工進度（按工程進度分別達 30%、60%、100%）提

送「施工階段 BIM成果報告書」，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1) 自主檢查表 

(2) 聯合模型（包含建築、結構、機電、景觀、其他 BIM模型、各向度圖

說(至少包含平、立、剖面圖)） 

(3) 4D之工程進度模擬 

(4) 元件深化表 

干涉檢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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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衝突檢查報告文件 

(6) BIM界面協調整合會議記錄 

(五)BIM竣工階段審查重點 

1. 要求統包商竣工階段所需之各專業設計圖說(至少包含平、立、剖面圖)

須藉由模型產出，模型與圖說須有連動之關係。 

2. 統包團隊應於竣工前，依現場實際施作，修正於 BIM模型。 

3. 專案管理單位依據 BIM模型、明細表與竣工圖說進行審查及檢核作業，

確認符合竣工圖之尺寸標註與資訊建置，以確認竣工圖說與模型一致性。 

4. 審查從 BIM 直接產出圖面，圖紙目錄如(A0粉刷表、A2平面圖、A3立面

圖、A7輕隔間圖、A8天化板平面圖、A9地坪平面、S2結構平面圖) 由

承商於工作執行計畫中說明，經審定後執行。 

5. 專案管理單位依據管制與追蹤相關施工協調議題，查核是否依據會議結

論修正 BIM 模型。 

(六)BIM維運移交階段審查重點 

1. 統包團隊須完成營運維護單位之需求訪談，並依據維運需求製作 BIM維

運元件深化表。 

2. 專案管理單位依據 BIM維運元件深化表，以確認模型及元件資訊完整性。 

3. BIM應配合設施管理及新北市政府物業管理之需求，建置相關資料。 

4.10 智慧社會住宅規劃及建議 

一、 智慧社會住宅規劃目標 

「智慧社區」是在「智慧城市」方針下之落實關鍵，透過 ICT與相關科技發

展與智慧建築技術生活應用之創新規劃理念，針對能源管理、自動化控制、系統

整合、安全監控、居家照護、數位生活等各項需求，進行一連串電子化、資訊化，

提供整合創新服務之解決方案，目前本案預計達到下述幾項要求： 

(一) 提供公共服務：托嬰、公幼、托老、中繼之家等其他社會服務。 

(二) 提供具有健康、永續、舒適、便利、節能、安全之智慧化居住空間。 

(三) 建築規劃設計方面除考量基地之都市紋理、地形地貌等條件，將融合建

築美學、公共藝術、智慧綠建築、通用設計無障礙、安全使用。 

(四) 維護管理方面，導入智慧化的物業管理進行社區安全及生活管理服務。 

(五) 建置智慧設施，裝設智慧水、電、瓦斯表。 

(六) 建置社區管理雲端(含機架式雲端服務伺服器、雙 WAN防火牆路由器、防

毒軟體、系統整合軟體、社區網站設計及建置、手機 APP開發等設備)將

社區整合系統設備(如訪客服務系統、安全門禁系統、能源管理系統、社

區資訊、…等)資訊上傳至社區雲端；依權限開放供社區住戶及管理公

司、市府…等人員/單位查詢相關資訊。 

(七) 社區管理雲端之軟體須為一般標準通用之通訊協定及軟體，以利相關人

員瀏覽查詢。 

二、 智慧社區建置項目 

智慧社區之設計內容除滿足智慧建築標章外，其建置內容包括但不設限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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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項目要求。建置項目之相關需求詳另詳機電系統設計原則各章節所述。 

智慧社區建置內容綜整表 

項次 項    目 功  能  用  途 

1 光纖到府網路 
建置電信室至各用戶室內端光纖，建置光纖高頻
寬及高網速之智慧社區。 

2 網路插座均採 CAT 6配線 提供高網速網路。 

3 公共區域設置無線區域網路 
使用大樓之網路，於公共區域架設無線網路分享
器；另未來若需提供新北市政府 Free服務時，亦
可使用大樓之網路。 

4 電信室或電信總箱 提供電信公司放置電信引進管、線。 

5 
各樓層設置宅內配線箱(光
纖、電信、資訊、電視) 

整合室內纜線，提供便利性智慧化服務。 

6 設置公眾行動通信系統 加強地下室及電梯內行動電話收訊。 

7 
設置公共天線及有線電視系
統 

提供接收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頻道。 

8 設置社區雲端服務系統 
住戶可經由網路及電子佈告欄，可查詢社區公告
訊息及相關交通和生活資訊。 

9 視訊會議 
可同時供兩方或多方人員以影像、聲音、文字及
圖形等方式溝通。 

10 設置影音對講設備 

1.提供管理室、訪客、住戶間的聯絡，及住戶家
中的防盜、保全。 

2.影音對講系統提供(1)住戶對訪客的過濾；(2)
訪客、住戶、管理員相互聯繫；(3)社區住戶
室內的保全設定與解除；(4)對中央監控室的

警報發送。 

11 設置門禁管理系統 

管制社區以大門、電梯、地下室安全門及重要機
房等區域皆設置感應式讀卡機管制社區住戶及訪
客的進出並記錄進出時間，於地下室、安全門、
頂樓出口之感應式讀卡機具有對講功能。大門口
及電梯之感應式讀卡機具有郵件語音通知功能。 

12 
訪客服務系統(訪客查詢及管
理服務、自動收發) 

1.便於社區管理員管制訪客進出動向保障住戶安
全。 

2.可提供訪客查詢、留言或留影等服務及登入郵
件包裹的收發。 

13 聯絡通信及廣播對講系統 
提供緊急狀況時，得與管理室聯絡，並透過廣播
系統與社區居民交流。 

14 
設置緊急求救影音對講系統
(公共區域及戶內設置) 

設置於各層逃生梯間、屋頂室外、停車場等空間

外，各住戶應設置乙處，提供緊急狀況時能與管
理室或管理員手機進行影音三方同步影音通話。 

15 
設置監視錄影系統(公共區域
設置) 

提供管理人員監看錄影社區各角落，維護社區人
物的安全。 

16 智慧停車管理系統 智慧化停車系統，提供方便的停車管理服務。 

17 設置防水系統 
於易淹水或滲水之處，設置防水閘門、淹水偵測
系統防止積(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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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    目 功  能  用  途 

18 HEMS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透過家電的能源感測裝置，網路相互連結，蒐集
家電的電力使用資訊，以達到能源視覺化及最佳
控制系統，並結合使用者的使用習慣調整節約能
源方案。 

19 
BEMS 建物能源管理系統 (公
共區域設置) 

有效管理公共區域動力、空調、照明之能源的使
用狀況，以達到節能省碳。 

20 智慧照明監控系統 
管制公共區域（如：停車場、各層梯廳）照明、
景觀依時間排程點滅照明設備，並具遠端監視、
手動控制功能。 

21 智慧通排風系統 
在停車場設置一氧化碳偵測器與排風系統連動，
可提供住戶舒適健康的生活品質。 

22 建置智慧監控系統 
整合弱電各系統，達到網路雲端化，各整合之子

系統需提供 TCP/IP介面整合。 

23 建築設備維護管理 

1.訂定資產管理制度。 
2.預期使用機能需求評估與規劃。 
3.管理組織型態與編制。 
4.訂定年度設備管理維護計畫。 
5.整合中央監控，提供資訊收集、記錄、儲存及
傳輸的決策支援系統功能(產製各類管理報
表)。 

6.設施使用動態管理(包括設施使用對象、申請、
計費、紀錄等管理) 

7. 訂定品質管理制度，如：ISO、SOP 
8. 訂定智慧化設施設備危機處理與緊急應變計
畫 

24 建置社區雲端 

整合各系統並能以 OPENAPI介接，如：BACnet、
Modbus、OPC、ODBC、JSON、XML 及 EXCEL 方式開
放資料架構傳遞系統之資料予新北市政府主管機
關。 

25 自動噴灌系統 依據氣候或土壤濕度，自動啟動噴灌系統。 

26 智慧型電錶 透過網路將各住戶用水情況上傳至台電公司。 

27 智慧型水錶 
透過網路將各住戶用水情況上傳至自來水公司資
訊中心。 

28 微電腦型瓦斯錶 

功能具： 
1.瓦斯流量突然大增時，立即遮斷瓦斯。 
2.使用時間超過設定時間時，即予遮斷。 
3.遇五級以上大地震，立即遮斷瓦斯。 

4.可與偵測器搭配具自動遮斷功能及選擇自動讀
抄功能，以維大樓住戶安全。 

29 
再生能源設備(太陽能發電工
程) 

利用大自然的能源提供社區再生能源，於屋頂層
設置太陽能供電系統。 

30 建置能源資訊顯示設備 
具備能源使用資訊顯示功能，並可紀錄社區的能
源使用情形。 

31 
設置智慧型自動計費之電動
車充電椿 

設置電動汽車及機電流電椿及付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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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智慧住宅 

（一） 建置高頻寬及高網速之智慧社區 

1. 光纖到府網路：光纖由各用戶室內端配置社區電信室，以便銜接電信業

者光纖，以建置高頻寬及高網速至府。 

2. 各網路插座均採高網速 CAT 6配線，以建置室內高網速之網路。 

3. 公共區域設置無線區域網路：於公共區域架設無線網路分享器；另未來

若需提供新北市政府 Free服務時，亦可使用大樓之網路。 

（二） 建置智慧便利之智慧社區 

1. 各樓層設置宅內配線箱(光纖、電信、資訊、電視)：整合室內纜線，提

供便利性智慧化服務。 

2. 設置公眾行動通信系統：加強地下室及電梯內行動電話收訊。 

3. 設置公共天線及有線電視系統：提供接收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頻道。 

4. 設置社區雲端服務系統：住戶可經由網路及電子佈告欄，可查詢社區公

告訊息及相關交通和生活資訊。 

5. 訪客服務系統(訪客查詢及管理服務、自動收發)：便於社區管理員管制

訪客進出動向保障住戶安全外，並可提供訪客查詢、留言或留影等服務

及登入郵件包裹的收發。 

6. 視訊會議：可同時供兩方或多方人員以影像、聲音、文字及圖形等方式

溝通。 

（三） 建置智慧安全之智慧社區 

1. 設置影音對講設備：提供管理室、訪客、住戶間的聯絡，及住戶家中的

防盜、保全。 

2. 設置門禁管理系統：管制社區以大門、電梯、地下室安全門及重要機房

等區域皆設置感應式讀卡機管制社區住戶及訪客的進出並記錄進出時

間。 

3. 訪客服務系統(訪客查詢及管理服務、自動收發)：便於社區管理員管制

訪客進出動向保障住戶安全外，並可提供訪客查詢、留言或留影等服務

及登入郵件包裹的收發。 

4. 聯絡通信及廣播對講系統：提供緊急狀況時，得與管理室聯絡，並透過

廣播系統與社區居民交流。 

5. 設置監視錄影系統(公共區域設置)：提供管理人員監看錄影社區各角

落，維護社區人物的安全。 

6. 智慧停車管理系統：設置車牌號碼自動識別功能及 e-Tag識別系統，自

動開啟停車柵欄機及相關門禁管制設置，以提供方便的停車管理服務。 

7. 防水系統：於地下室、車道出入口、重要機房(配電室、機房)等易淹水

或滲水之處，設置防水閘門、淹水偵測系統防止積(淹)水。 

（四） 建置智慧管理之智慧社區 

1. HEMS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透過家電的能源感測裝置，網路相互連結，蒐

集家電的電力使用資訊，以達到能源視覺化及最佳控制系統，並結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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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的使用習慣調整節約能源方案。 

2. BEMS 建物能源管理系統：有效管理公共區域動力、空調、照明之能源的

使用狀況，以達到節能省碳。 

3. 智慧照明監控系統：管制公共區域（如：停車場、各層梯廳）照明、景

觀依時間排程點滅照明設備，並具遠端監視、手動控制功能。 

4. 智慧通排風系統：在停車場設置一氧化碳偵測器與排風系統連動，可提

供住戶舒適健康的生活品質。 

5. 建置智慧監控系統：整合弱電各系統，達到網路雲端化，各整合之子系

統需提供 TCP/IP 介面整合。 

6. 建築設備維護管理：建置物業管理系統，結合 BIM之運用，以較省人力

及經費，進行社區設備維護及管理。 

7. 建置社區雲端：整合各系統並能以 OPENAPI 介接，如：BACnet、Modbus、

OPC、ODBC、JSON、XML及 EXCEL方式開放資料架構傳遞系統之資料予新

北市政府主管機關。 

8. 自動噴灌系統：依據氣候或土壤濕度，自動啟動噴灌系統。 

9. 智慧三錶：透過網路將各住戶用水、電、瓦用量，上傳至自來水、台電、

瓦斯公司。 

（五） 建置能源永續之智慧社區 

1. 再生能源設備(太陽能發電工程)：於屋頂層設置太陽能供電系統，利用

大自然的能源，提供社區再生能源。 

2. 建置能源資訊顯示設備：在一樓公共區域設置太陽能供電資訊顯示設

備，除可紀錄社區的太陽能供電系統源使用情形外，並可供住戶了解再

生能源使用情形。 

3. 太陽能系統發電系統採市電併聯為設置原則，將其再生能源供給大公設

備用電使用（如：公共區域照明或電梯或中控室設備用電使用）。若其供

電量於用電時，則需設置儲能系統。 

4. 太陽能系統發電系統設置面積至少為屋頂層面積 5%(含)以上，總設置容

量≧20KWP。 

（六） 建置智能環保舒適之智慧社區 

1. 於地下層設置電動汽車、機電之充電車位(車位數詳建築章節)。 

2. 每個充電車位將分別設置快充式或慢充式充電樁。 

3. 充電樁系統需具有充電樁管理系統，可透過圖形化介面進行遠端設定、

控制、管理與維護充電樁，並且記錄各項充電資訊。 

4. 充電樁系統需具有計費系統。 

4.11 機電初步規劃及建議 

一、 一般概要說明 

(一) 統包廠商須依本工程契約(包含但不限於)、需求說明書、施工規範及相

關法規完成本工程包括整體之受電、低壓配電、照明、緊急電源、插座、

接地、避雷、電信、電視共同天線、資訊網路、閉路監視、彩色電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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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防盜系統、中央監控、緊急求救按鈕、安全防盜、給水、熱水、雨污

排水、雨水回收、雨水貯留、消防系統、緊急廣播暨業務廣播、停車管

制、瓦斯、空調、通風系統、智慧建築、綠建築…等其他本案所需機電

設備工程之完整設計、供應、施工、測試及操作訓練等事宜。 

(二) 本工程電力、給排水、空調通風等系統工程設計及簽證，應由統包團隊

設計建築師依技師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之「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

程技師簽證規則」，複委託予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登記合格並領有執

業執照之電機技師、空調技師、環工技師等負責辦理專業設計及簽證。

本工程消防設計及簽證部份，應由統包團隊設計建築師應複委託予於內

政部消防署「消防安全設備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系統」(詳 http：

//nfa100.nfa.gov.tw/Fn01/probasMtnQry.aspx)登記為執業之消防設

備師，分別辦理專業消防設計及施工監造簽證。 

(三) 統包廠商除依契約所檢附外管路調查套圖作為設計參考外，亦需於契約

簽訂次日起 30 日內，自行函文至相關管路主管機關(如：電力公司、電

信公司、自來水公司、消防局、瓦斯公司、有線電視公司、污水下水道

管理單位、雨水下水道管理單位…等相關單位)套繪當年度最新外管路圖

說，並檢討本案基地內是否有其屬管路經過，以利後續設計及施工。 

(四) 統包廠商應於基本設計（初設）階段啟始次日起 45日內，完成台電配電

場所預審作業。於基本設計（初設）階段核准次日起 45日內完成污廢水

納管人孔會勘及套繪（若基地週遭尚無污水下水道者，則免辦理）。 

(五) 統包廠商應於細部設計（細設）階段核准前完成下列材料設備送審，以

便依材料設備實際尺寸檢核 BIM碰撞檢討。 

1. 發電機。 

2. 通、排風機。 

3. 排煙機。 

4. 配電盤（箱）。 

5. 消音箱。 

6. 空調設備。 

7. 全熱交換器。 

(六) 本工程之電力、電信、自來水、雨污排水、消防等之設計圖說於建照取

得後，須送請相關主管機關(電力公司、電信公司、NCC、自來水公司、

消防局、瓦斯公司、污水單位、雨水單位…等)審查核可，方可施工(前

述水電送審時程，如有因建管相關法規變更、增修，需於建築開工、放

樣勘驗、基礎版勘驗時檢附前述水電審查核准圖說，統包廠商應配合辦

理，不得藉辭推諉)。 

(七) 本工程之電氣、電信、給水、污排水、消防、雨水、瓦斯等之設計圖說，

應於建照取得後 60日內(若契約另有規定時程者，從契約規定辦理)，完

成經主管機關(單位)審查核可或簽章圖審；若有設計圖說有變更設計

時，須依規定辦理向主管機關(單位)變更設計審查。(前述水電送審時

http://nfa100.nfa.gov.tw/Fn01/probasMtnQry.aspx
http://nfa100.nfa.gov.tw/Fn01/probasMtnQ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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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因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變更、增修，須於建築開工、放樣勘驗、基

礎版勘驗時檢附前述水電審查核准圖說，廠商應配合辦理，不得藉詞推

諉。) 

(八) 各系統設計圖除依主管機關(單位)要求方式，進行設計繪製設計圖說

外，另需配合 BIM 作業之需，應繪製各系統施工圖（含平面及立面等相

關圖說），將實際配置管線逐一繪製於設計圖上，並需標示管線及設備之

設置高度、管線規格。 

(九) 智慧建築、綠建築之候選證書和標章申請，應依當年度主管或審查機關

(單位)最新規定辦理時程及程序辦理。 

(十) 智慧建築、綠建築之候選證書和標章申請，應依當年度主管或審查機關

(單位)最新規定辦理時程及程序辦理。 

(十一) 本工程竣工後，須依據各目的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由各相關

系統之專業技師及消防設備師負責辦理竣工簽證或查驗後，再向各相關

事業主管機關辦理請電力、電信、自來水、污水、消防、發電機、避雷

與瓦斯竣工查驗，並辦理申請電力、電信、自來水、污水及瓦斯外管線

之銜接事宜，管路申請之外管線補助費用，均含於承包總價內。 

(十二) 本工程竣工後，應提供詳細竣工圖(含電腦 CAD 圖檔及 BIM 圖檔)及

操作維修手冊（含可編修之電子檔）。 

(十三) 本工程於正式供水、供電後至正式驗收完成及使用單位進駐前，所

需之水費、電費、電信、有線電視、天然氣及設備保養維護費均由統包

廠商負擔，且包含於本工程契約價款內。 

(十四) 本工程於機電工程各系統工項完成，須依其性質進行所需之試車、

試水、試壓及測試檢驗，所有費用均包含於本工程契約價款內。 

(十五) 本工程於完工時，所有各系統工項之驗收、點交，統包廠商及專業技

師皆須全程參與，進行必要之解說及釋疑。 

(十六) 統包廠商須依本工程需求計畫書及建築機電設備準則、綱要規範及相

關法規繪製施工設計圖及必要之計算書並編製詳細表；若設計或施工

有遺漏項目或數量時，仍應依需求計畫書及建築機電設備準則、綱要

規範及相關法規施作，其材料應符合相關規定，不得藉以要求追加。 

(十七) 契約所檢附施工規範有不足之處，應由設計技師提送補充施工規範供

專案管理單位審查核定，待核定後以補充契約或附約或其他業主同意

方式辦理，作為契約履約之依據。 

(十八) 各戶計費系統：各住戶、全區公共用途空間用水、用電、電信、有線

電視、天然氣，採用個別直接向各事業單位申請，各戶並獨立設置計

費所需之設備或系統為原則，統包廠商須協助各住戶申請水錶、電錶、

瓦斯表等安裝申請與辦理過戶。 

(十九) 統包廠商須以 2016年版(或依內政部公告之最新版本)智慧建築相關規

定進行評估設計，以取得智慧建築標章合格級為申請目標，並依相關

規定辦理相關資料製作及送審，本案至少需取得智慧建築標章合格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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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證書。 

(二十) 為便於日後維謢管理之便利性及擴充性，統包廠商所選用設備或系統

之廠牌，應無條件提供相關設備或系統之介面整合連動控制及通訊協

定；所提供軟體均應為合法授權之當年度最新版軟體。 

(二十一) 本案相關機電設備及其空間噪音，需採用低噪音設備或設置相

關噪音防制設施，以符合環保法規之噪音防制相關規定；必要時，需

委請聲學顧問協助檢討噪音防制防振之規劃設計。其費用均含於統包

商總工程費用中。 

(二十二) 本案機電各系統設計相關圖說資料，應需依契約規定之各設計

階段及時程提送。各設計階段應提送相關資料至少需如下項各項。 

1. 基本設計階段(初設階段) 

(1) 基地週遭管線調查資料。 

(2) 台電配電場所預審核准圖說。 

(3) 各系統之系統圖或升位圖。 

(4) 各樓層機電空間(含管道間、水箱、水池)量體需求資料及平面圖。 

(5) 機電各系統量體計算資料(如：風量計算、各分盤用電量、發電機容

量、各空間空調噸數計算…等等)。 

(6) 各空間樓高檢討資料（平面及立面剖圖）。 

(7) 材料設備送審時程管制表。 

2. 細部設計階段(細設階段) 

(1) 機電各系統之平面配置圖、升位圖、系統架構圖、詳圖及相關必要之

圖說。上述圖說，除依主管機關(單位)要求方式，進行設計繪製設計

圖說外，另需配合 BIM 作業之需，應繪製各系統施工圖（含平面及立

面等相關圖說），將實際配置管線逐一繪製於設計圖上，並需標示管

線及設備之設置高度、管線規格。 

(2) 相關設計之計算文書資料(如：照度、壓降、接地電阻值、水壓、風

量…等等)。 

(3) 補充施工規範。 

(4) 材料設備數量計算資料(含分層數量統計表)。 

(5) 配合設計所需，需先檢討機電設備規格之型錄或相關技術資料。 

(6) 預算資料。 

(7) 其他設計所需資料。 

4.12 相關法令依據 

材料及設備於契約內如有訂定規範，應以該規範及機電、空調系統材料需求

計畫暨成果查核表為準；若契約未訂定規範之材料及設備，應由統包廠商設計單

位依設計需求提送補充施工規供專案管理審查，經審查核可後轉請主辦機關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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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與設計圖說併入補充契約或增訂契約中，作為本案履約項目。 

設計單位除應依建築和機電各主管機關所頒佈法規、命令等相關規定進行設

計外，應需依職業安全法等相關規定進行相關設計（如：防止墜落或感電防止…

等），以維日後使用或維護人員之安全。 

一、 通用 

(一)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二) 建築法 

(三) 建築技術規則(CBC) 

二、 電氣 

(一) 電業法 

(二) 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 

(三)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四) 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 

(五) 用戶配電場所設置及管理辦法 

(六)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管理規則 

(七) 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八)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九) 中央空氣調節系統電錶及線路裝置規則 

(十) 臺灣電力公司營業規則 

(十一) 臺灣電力公司配電場所設置標準 

(十二) 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規範 

三、 電信 

(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頒佈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 

(二)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 

(三) 智慧建築評估手冊 

四、 自來水 

(一) 自來水法 

(二) 自來水法施行細則 

(三) 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 

(四) 自來水水質標準 

(五) 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 

(六) 自來水設備檢驗辦法 

(七) 自來水用水設備設計、施工、檢驗作業規範 

五、 飲水 

(一) 飲用水管理條例 

(二) 飲用水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三) 飲用水水質標準 

(四) 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辦法 

六、 污水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J01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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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污染防治法 

(二) 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 

(三) 水污染防治法放流標準 

(四)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技術規範 

(五) 衛生下水道法 

(六) 衛生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七)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 

(八) 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 

七、 消防 

(一) 消防法 

(二) 消防施行細則 

(三)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四) 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 

(五)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 

(六) 消防相關解釋函令 

八、 設計、施工依據及適用標準 

(一)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 

(二) 英國標準協會(BS) 

(三) 日本工業標準(JIS) 

(四) 國際電氣安全法規(NESC) 

(五) 絕緣電纜工程師協會(ICEA) 

(六) 美國國家電氣法規(NEC) 

(七) 美國電子電氣工程師協會(IEEE) 

(八) 國際電氣技術委員會(IEC) 

(九) 美國電機製造業協會(NEMA) 

(十) 美國材料試驗學會(ASTM) 

(十一) 美國保險業實驗室(UL) 

(十二) 美國銲接工程協會(AWS) 

(十三) 美國防火協會(NFPA) 

(十四) 美國鈑金及承商協會(SMACNA) 

(十五) 其它經機關認可之國際通行規範及標準 

九、 職業安全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 

(二)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4.13 機電設備工程規劃原則說明 

一、 機電設備規劃原則 

(一) 本機電設備規劃原則適用於電氣、弱電(含電信、資訊、對講、停管、電

視…等等)、給排水(含雨水、景觀噴灌、景觀排水…等等)、消防、空調

(含通排風、廚房排油煙…等等)、瓦斯工程等系統規劃、設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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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涉及建築其他工項需配合規劃、設計、施工時，建築其他工項亦需

配合，以達建置優質住宅之目標。 

(二) 機電設備規劃前，應就各空間類型及各系統之使用人數、頻率、需求品

質特性、智慧化程度及節能性等加以釐清並界定。 

(三) 機電管路配管型式定義如下： 

1. 明管：係指管路非配置於柱、樑、牆、樓板構造物內，可直接眼睛明示

之管路。 

2. 暗管：係指管路非配置於柱、樑、牆、樓板構造物內，但以管道、飾牆、

飾板或其他方式將管路美化遮蔽，且需設有檢修門以方便日後維護管理

及擴充。 

3. 埋管：係指管路配置於柱、樑、牆、樓板構造物內或設於戶外地下之路

管。 

(四) 為考量日後維修便利性及擴充性，除戶外需埋設地底下管路及設備出水

口(如：淋浴設備或水龍頭…等)至分歧管外，所有給水、污水、廢水、

雨水、空調排水、消防相關水系統管路，均需採明管或暗管配置。 

(五) 各管線系統應統一規劃，並考慮各管線間之相互關係和自然因素之影

響，以維護安全；應避免箱體管線外凸影響室內外動線，並適當予以遮

蔽或美化，避免影響建物外觀。 

(六) 管路採吊管方式設置時，其設置原則如下。 

1. 固定螺絲（栓）應採預埋式。 

2. 吊桿或吊架之規格，應依其吊撐管路（含管內線材或流體）之重量計算，

並由設計單位以設計詳圖繪製，作為施工之依據。 

3. 吊管以集中設置為優先，便於日後管理及美化天花板空間。 

4. 直管部份至少應於每 1.5~2.0公尺處，設置乙處吊桿或吊架。 

5. 管路轉折處時，應於轉折處兩側 1.5 公尺內，各設置乙處吊桿或吊架。 

6. 管路銜接設備（如：閥件或風機…等），應於銜接設備處兩側 30 公分內，

各設置乙處吊桿或吊架。 

7. 若為水系統之管路時，管與吊桿或吊架應施以絕緣材料，以防止電位差

產生鏽蝕現象。 

8. 若因管路流體或設備運轉，而會產生震動或噪音之管路，其吊桿或吊架

應設置相關避震設施。 

9. 管路吊桿或吊架設置時，應考量地震或設備運轉所產生震動，設置防擺

施。 

(七) 設備管路規劃應與結構規劃相互配合，並預留未來擴充之管道間和機

房，且應避免有穿樑柱等主要結構之情形。若需穿樑之需求，應於規劃

設計之初提出機電穿樑計畫圖說，並與建築及結構設計一併彙整規劃設

計檢討。經設計建築師及設計結構技師確認可行後，需將相關穿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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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構圖及機電圖說上標示，併同建築執照申請審查時，送主管機關審

查核可後，始可進行管路穿樑。若廠商逾上述時間後，始提出穿樑需求

時，除檢討設計管理責任外，必要時需辦理相關變更行政程序。若因此

影響到各階段里程碑或工期進度及依契約受罰處份時，廠商應自行負

責，並不得藉此要求追加工程經費或工期。 

(八) 各空間配置位置除依建築需求設計外，相關機電機房(含電氣室、電信

室、緊急發電機室、通排風機房、水箱及泵浦機房、消防泵浦機房…等

等)及管道間配置位置，應考量各系統管路之引進及引出位置便利性及管

道間以垂直配置，作為機電空間配置位置之考量原則。 

(九) 各機電機房及管道間之空間，應考量日後維護管理便利性及安全性為原

則，機房空間內設備與牆面、天花板距離至少應保持 60公分空間，設備

與設備距離至少應保持 60 公分空間(若設備設有檢修門，則以檢修門可

90度開啟之空間作為最少距離設置，但其距離不得少於 60 公分)，作為

機電空間規劃之依據。 

(十) 在兼顧空間機能合理前提下，管線應集中或明管設置，方便日後維修；

若管路設置於管道間內，應每樓層設置檢修門，其尺寸至少為寛 60cm，

高度至少 150cm，以便可使人員可進入管道間內檢修。管道間檢修門以

不鏽鋼材質為主。管道間檢修門之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均需依建築法

規檢討設置。 

(十一) 各系統管路應標示其用途，水管需增加標示其流向；管路標示原則為

垂直管部分應於每層樓均標示 1 處，水平部分應於每 1.5 公尺標示 1

處。 

(十二) 各式閥件應懸掛「常開」或「常閉」之壓克力標示牌，以便日後管理

便利性。 

(十三) 各系統於系統分戶處(如：電錶、水錶、電信配線箱、電視分歧器、對

講機…等)，應有各住戶門號及樓層之標示，其標示方式如主管機關有

制式規定從其規定，若無規定者，其標示方式以不易脫落方式(如：壓

克力、不鏽鋼刻字…等)標示，不得以筆書寫或紙張、貼紙張貼方式標

示。 

(十四) 各系統機房、維修空間、管理中心位置之考量，應以結構安全、管線

設備易於安裝、維修方便、不妨礙空間使用並配合服務動線以利於管

理為原則。 

(十五) 弱電系統整合箱 (DD箱)，整合四合一數位彩色電視對講、無線電視共

同數位天線、電話、網路系統，需經宅配線箱至各層樓的主配線箱採

線槽/架方式設計施工。 

(十六) 給水設備方面必須考慮水壓、管路口徑、制水閥之有無、廢(污)水排

除等設備之設置及位置之擺放，以安全易維修為主要設置原則。 

(十七) 各棟自來水進水箱、抽水泵得設於地下層，但應明確區劃便於計算各

棟各棟住戶分擔公共區域面積；另水箱外爬梯應考量設置位置，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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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爬檢修作業，並設置防墜落護圈。 

(十八) 瓦斯管路及相關設備設置位置，應與加熱設備或電氣設備設置位置，

保持必要之安全距離，以免造成意外。 

(十九) 公共設施空間及住戶層等，須依照該環境之使用用途及環境設計條

件，設置適當冷房能力之分離式空調機組，並須留設分離式空調機組

之室外機及室內機裝設空間，並配設電源、排水及相關管線。社會福

利設施空間須依照該環境之使用用途及環境設計條件，規劃分離式空

調系統，並須留設分離式空調機組之室外機及室內機裝設空間，預留

分離式空調機組電氣接線盒、冷媒管線套管及排水管路等。 

(二十) 全區公共設施空間、社會福利設施空間、住戶等其他居室空間均需

預留電視、電話、有線網路、無線網路之管線和插座，並設有對講

機、緊急求救系統。 

(二十一) 住宅各戶廁所排氣管、廚房排油煙管、熱水器強制排氣管等皆需設

計至外戶。如設置於外牆時，應採用型式及色澤需配合建築外觀整

體規劃之防風魚眼罩(需加裝不鏽鋼防蟲網及道止風門)。 

(二十二) 住宅各戶廁所排氣管、廚房排油煙管、熱水器強制排氣管配管路徑，

不得正中穿越卧室、客廳、餐廳之天花板，且其管路配置於室內時，

需採明管配置，並加裝天花板裝飾。 

(二十三) 統包廠商應依法規確實檢討防火區劃，並於各平面圖上清楚標示各

水平防火區劃及垂直防火區劃之類型；若垂直防火區劃面積大於法

規規定要求設置相關消防火警探器時，除應規定設置外，應設置檢

修門以便日後探測器檢測及維護管理；各種管路穿越防火區劃時，

需以主管機關所核准之防火材料及工法，確實緊密填塞施工，以防

堵火及煙之漫延。 

(二十四) 應請聲響顧問依日後所使用廠牌、型號之噪音分貝，依該設備八音

頻檢討設計機房之噪音防制，以達到於各機房牆外及百葉外 1.2 公

尺處，所測得分貝不得大於 60dBA 噪音。馬達、變壓器、壓縮機等

易發生低頻噪音之設備，亦需檢討其噪音防制。 

(二十五) 電氣室、泵浦室、通排風機房、水箱室…等機房，其地板應採環氧

樹脂(Epoxy)或其他可防粉塵耐磨之材質地板。 

二、 地下層機電設備需求 

(一) 地下層除符合停車位需求數外，且應考應檢討設置停車管理室、垃圾及

資源收集場、獨立電梯及樓梯出入口、公共機電設備、防空避難設備設

置、停車管理等設施設備建置等空間需求。 

(二) 地下層用電及用水規劃，除有獨立用戶使用空間區域（如：停車場未來

採 OT 委外營運時），採該戶設置獨立電錶或水錶供應外，則採大公分戶

設置為原則。 

(三) 建立自動化停車場管理系統、標誌工程及其它附屬設施，設置完整之指

示標誌，令駕駛人清楚瞭解行車動線及行人進出停車場之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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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下層、車道出入口應設置停車場紅綠燈、蜂鳴器，必要時設置反射鏡，

以為行車及人員安全。 

(五) 停車場預留管路(管內須留設尼龍線)：LED 車位導引指示燈、1F 停車場

出入口設置滿車燈及汽機總車位計數顯示器，以利民眾便於了解停車場

狀況。 

(六) 停車場須預留汽機車充電收費管理系統之設備空間及相關系統配管線

(需留設水線)及不銹鋼出線口含蓋板。 

(七) 地下層停車場出入口設出入口警示燈(附廣播音響)；車道動線應流暢，

儘量避免動線相交；並應考量居民搬家需求，於電梯出口附近預留足夠

搬家貨車進出高度（至少需在 2.7公尺以上）、動線與停放空間。 

(八) 機電管路設備最下緣距離地板完成面之高度，除在地下一層車道及特殊

車輛停車區至少需在 2.7 公尺以上（含）外，其餘停車場空間高度至少

需在 2.2公尺以上（含）。 

(九) 各樓層停車場內至少需設置可供電動汽車及電動機車之電動車充電系

統，其電動車充電系統需設有付費管理系統，以便日後管委會作為使用

者付費之收費管理系統。 

(十) 各樓層停車場內在主要車道出入口、梯廳出入口、各車道兩側、機房出

入口、樓梯間及人員視野監控死角之處，應需設置設置 500萬畫素以上(含)

之紅外線 IP 攝影機。 

(十一) 各樓層停車場內需設置緊求救對講系統，並需於攝影監視系統連動，

將其現場畫面以跳出放大方式置於管理中心主監視畫面中，使管理人

員能立即從攝影監視畫面看到現場狀況。 

(十二) 各樓層停車場內需設置行動改善系統，以便各區域可接收行動電話 

(十三) 各樓層停車場內需設置無線電訊號相關設施，以便日後物管或保全人

員在地下層仍可收到無線電訊號。 

(十四) 停車場空間及各機房空間照明採吸頂式 LED或 T5燈具，電梯梯廳照明

採 LED燈具，其型式需配合天花板型式。 

(十五) 停車場照明設計應區分車道及車位區；車道區照明採 1~3 迴路跳盞方

式設計，平時無車輛進出時，採 1 迴路或 2 迴路開啟，若有車輛進出

時，則開啟全部車道照明；車位區照明依柱與柱空間作為各車位區單

一迴路，平時無人或車輛進出時，則車位區照明不開啟，若有人或車

輛進出時，則該區車位照明需自動開啟。 

(十六) 各機房需以獨立防火區劃檢討，其門扇需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進風

及排風百葉應並設置防火風門，管路穿越機房牆面時，應施以防火填

塞。 

(十七) 各機房應設置通排風百葉及風扇，其進風及排風百葉應錯置設置，以

免短循環。機房風扇啟停方式應採溫度控制或時間控制，並受中央監

控系統監控。 

(十八) 各機房門扇設置尺寸，應考量機房內設備日後維護更換之進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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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開門後淨尺寸應大於設備最大尺寸。 

(十九) 受電箱若設於地下一層時，不可設於停車空間，以免泡沫系統噴灑時

造成短跳電。 

(二十) 停車場區域應設置鑄鐵材質的地板落水頭(排水口)，最下層之樓板排

水口型式應為存水式附清潔口之地板落水頭(排水口)。落水頭(排水口)

不得車道或車位區及人行步道區，避免車輛重壓及人員行動不便利。 

(二十一) 泡沫自動啟動開關排水管及室內消防栓箱排水管應配至樓板上方 10

公分以內，其排水管下方應設落水頭(排水口)，以防止所排之水四

處溢流。 

(二十二) 停車場通排風量設計需依法規檢討之。停車場排氣皆採機械排氣，

進氣部份原則採機械進氣，但設有氣墩時，可與地面外氣直通時，

亦可採自然進氣方式，唯需提出氣墩排水設計及日後管理維護方式

和安全防護措施。 

(二十三) 地下室停車場需設置行動電話訊號改善系統設備以達收訊無死角。 

(二十四) 垃圾收集室需留設空調、給排水、冷藏櫃電力及攝影機。 

(二十五) 一樓至地下一樓之車道，至少需設 2處截水溝，每處截水溝應設置 2

只(含)以上高籠型落水頭，落水頭管徑及設置數量，應依排水面積

及該區近 10年最大時雨量乘以 1.2作為設計檢討。另需於截水溝內

設置水位偵測器，作為水管路堵塞時之預警，其預警訊警需經中央

監控系統傳送至管理中心。 

(二十六) 設於地下層電力、弱電、空調、消防、發電機機房需設置漏水偵測

設施，並將其預警訊警需經中央監控系統傳送至管理中心。 

三、 住戶層機電設備需求 

(一) 客廳 

1. 插座： 

(1) 每面牆至少需設有 2只(含)以上接地型雙連插座(若有陽台落地門窗

之牆面則免設)，電視機設置位置之牆面應設置 3只(含)以上接地型

雙連插座。 

(2) 每面牆插座不可採同一供電迴路，至少要 2個(含)以上供電迴路，每

個迴路插座設置數量不得超過 5只插座(其中 1迴路應銜接緊急電

源)。 

(3) 插座位置需依傢俱配置考量設置。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公分

為原則。 

2. 照明：  

(1) 客廳天花板中央設置燈具至少一組。其開關除應可由大門玄關處之開

關面板開啟或關閉外，亦需在客廳鄰近卧室走道之牆面處設置一組開

關面板，作為客廳照明開啟或關閉之用。 

(2) 玄關天花板設置燈具至少一組。其照明開關可由大門開關門及大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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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作為自動或手動開啟或關閉之用。 

(3) 客廳至卧室走道設置燈具至少一組。其照明開關可由走道前後開關面

板，作為走道照明開啟或關閉之用。 

(4) 開關面板採大面板附有指示燈。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開關面板下緣離

地 120公分為原則。 

(5) 客廳中央設燈具至少一組採用 3 路開關。且客廳及居室內走道之燈源

採用 3路開關。 

3. 空調機組： 

(1) 需設置分離式冷氣，並考量室內機配置位置及冷媒管和排水管路位

置。 

(2) 若客廳與餐廳或玄關等空間無實體隔間牆時，其冷氣可與餐廳共用，

唯其留設冷氣冷噸能力應將客廳及餐廳和冷氣可相互流通空間一併

檢討留設，以免留設噸數不足。 

(3) 供電迴路需設有漏電斷路器，以防止感電。 

4. 電話： 

(1) 任 2面牆皆需各設有 1只電話插座，其中一面牆應為電視機設置位置

之牆面。 

(2) 插座位置需依傢俱配置考量設置。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公分

為原則。 

(1) 網路： 

(2) 任 2面牆皆需各設有 1只網路插座，其中一面牆應為電視機設置位置

之牆面。 

(3) 插座位置需依傢俱配置考量設置。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公分

為原則。 

5. 電視：位置需依傢俱配置考量設置 1 只插座。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公分為原則。 

6. 對講機： 

(1) 在大門玄關處或客廳鄰近大門之牆面設置 1台 7吋(含)以上彩色影視

保全對講機。 

(2) 對講機可以與大門門口機及管理中心影視對講及開啟一樓大門。 

(3) 對講機需具有緊急求救按鍵與保全迴路(可接求救押扣、門窗磁簧、

瓦斯偵測器等設備)，當觸發時能立即通報至管理中心對講總機。 

7. 設置影視防盜對講機與緊急求救設施，並連接至管理室。 

8. 電力及弱電箱體： 

(1) 設置 1只電力分電箱及 1只弱電系統整合箱 (DD箱)住戶電力盤及弱

電整合箱應整併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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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弱電系統整合箱 (DD箱)所整合四合一數位彩色影視保全對講機、無

線電視共同數位天線、電話、網路、防盜系統等。 

(3) 箱體以破壞牆面結構及防火時效，故應以明箱方式設置再以裝修面修

飾美化，且其裝修面需留設檢修門。 

(4) 箱體一次側管線採明管或線槽方式設置。 

(5) 箱體二次側至設備使用端採 RC配管配置為原則，若配管管徑過大，

影響到 RC結構安全時，採明管或線槽方式設置。 

(6) 管線採明管或線槽方式設置時，若有穿樑或牆面時，需以預留套管方

式施作，且其明管或線槽以裝修面修飾美化；若裝修面裡之管路有設

備或接線、結線處時，其裝修面需留設檢修門。 

(二) 餐廳 

1. 插座： 

(1) 每面牆至少需設有 1只(含)以上接地型雙連插座供一般電器使用，若

餐廳內設有電冰箱、烤箱、微波爐、飲水機等高耗電設備時，應設置

該設備專用接地型單連插座 1只，若供電冰箱使用之迴路應設置漏電

斷路器。 

(2) 高耗電設備插座供電迴路採單一迴路供電為原則，若單一迴路供電數

個高耗電設備插座時，其迴路幹電線線徑應以該迴路設備最大用電量

檢討，用電電流最大不得超過 20 安培。 

(3) 冰箱、烤箱、微波爐、飲水機等設備插座設置位置，依傢俱及設備設

置高度設置，其他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公分為原則。 

2. 照明： 

(1) 餐廳天花板中央設置燈具至少一組。其開關面板應設於客廳鄰近牆面

便於開關處，作為餐廳照明開啟或關閉之用。 

(2) 開關面板採大面板附有指示燈。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開關面板下緣離

地 120公分為原則。 

3. 空調機組： 

(1) 需設置分離式冷氣，並考量室內機配置位置及冷媒管和排水管路位

置。 

(2) 若餐廳與客廳無實體隔間牆時，其冷氣可與客廳共用，唯其留設冷氣

冷噸能力應將客廳及餐廳和冷氣可相互流通空間一併檢討留設，以免

留設噸數不足。 

(3) 供電迴路需設有漏電斷路器，以防止感電。 

(三) 廚房 

1. 插座： 

(1) 至少需設有 2只(含)以上接地型雙連插座供一般電器使用外，另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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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1只冰箱專用接地型雙連插座(應銜接緊急電源)，流理台上方亦應

預留 1只接地型雙連插座專用迴路供烤箱、微波爐使用(單房型須加

預留電陶爐單相 220V 專用迴路接地型插座)，抽油煙機應設置 1只專

用插座。 

(2) 廚房所有插座皆需設有漏電斷路器。 

(3) 冰箱、烤箱、微波爐、飲水機、抽油煙機等設備插座設置位置，依傢

俱及設備設置高度設置，其他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 公分為原

則。 

2. 照明： 

(1) 廚房天花板中央設置燈具至少一組。其開關面板設於廚房門之外側牆

面面，作為廚房照明開啟或關閉之用。 

(2) 開關面板採大面板附有指示燈。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開關面板下緣離

地 120公分為原則。 

3. 抽油煙機： 

(1) 抽油煙機採不鏽鋼材質及雙風扇型式，總排風量每分鐘至少需達 17

立方公尺，其寬度至少需大於雙口瓦斯爐尺寸。 

(2) 為使廚房油煙較有效且迅速排至戶外，抽油煙機排煙管之轉折，應考

量廚房油煙靜壓，排煙管不得有轉折過多之情事。故抽油煙機及爐台

設置位置需配合留設適當位置。 

(3) 排煙管應採明管配置，在廚房內應與櫥櫃或其他裝修美化，若排煙管

有設置陽台時，需考量其管路安裝固定方式，以不影響到陽台使用為

原則。 

(4) 排煙管需直接配置戶外外牆，其外牆需設排氣罩。排氣罩外觀顏色與

型式需與外牆景觀一致，且排氣罩需具有防颱、防風逆流入室內、防

止油煙殘留於外牆、防鳥蟲進入等功能，但不能造成排氣量不足。 

(5) 排煙管至室外需穿越結構體時，在不影響到結構安全下，應以預留 PVC

套管，作為日後配管穿越之用。 

4. 給水： 

(1) 水槽型式及位置需配合廚櫃整體規劃，水槽應採不鏽鋼材質。 

(2) 廚房需供應熱水，龍頭採冷熱水混合式龍頭。 

(3) 水槽下方應設有冷熱水製水閥。如無特別規定者，制水閥至少需離地

30公分以上為原則。 

5. 排水： 

(1) 水槽下方排水管採 P型，以利日後維護。 

(2) 廚房地板需設置 1處地板落水頭，但廚房出入口無門檻或門檻高度不

足 5公分，應在出入口處加設不鏽鋼截水溝，以防止水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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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水管需集中設置為原則，並應注意地板洩水坡度。 

6. 瓦斯相關設施： 

(1) 設置雙口瓦斯爐１具，倘若單人房且廚房未與其他空間以隔間牆區隔

時，該廚房不得配置瓦斯爐具，需改設置電陶爐具１具。 

(2) 廚房天花下方需設置瓦斯探測器及一氧化碳(CO) 探測器至少各 1

只。如警報發生時，需將訊號傳火警授信總機及中央監控系統，並可

關閉瓦斯遮斷閥，停止瓦斯供給。 

(3) 瓦斯管路皆採明管配置，若瓦斯管路配置裝修天花板內，則天花板內

需再加設斯探測器 1只。如警報發生時，需將訊號傳火警授信總機及

中央監控系統，並可關閉瓦斯遮斷閥，停止瓦斯供給。 

(4) 瓦斯管路應由合格瓦斯承裝業施工。 

(四) 卧室 

1. 插座： 

(1) 除主卧室至少需設有 4只(含)以上接地型雙連插座外，其他卧室至少

需設有 2只(含)以上接地型雙連插座。 

(2) 所有卧室插座供電迴路至少要 2個(含)以上供電迴路，每個迴路插座

設置數量不得超過 5只插座。 

(3) 插座位置需依傢俱配置考量設置。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公分

為原則。 

2. 照明： 

(1) 各卧室天花板中央設置燈具至少一組。 

(2) 主卧室照明開關面板除設置室內卧室門旁牆面上外，其床頭亦需設置

1處開關面板，作為主卧室照明開啟或關閉之用；其餘卧室照明開關

面板均設置室內卧室門旁牆面上。 

(3) 開關面板採大面板附有指示燈。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開關面板下緣離

地 120公分為原則。 

3. 空調機組： 

(1) 各卧室均需留設 1組分離式冷氣電源，並考量室內機配置位置及冷媒

管和排水管路位置。 

(2) 供電迴路需設有漏電斷路器，以防止感電。 

4. 電話： 

(1) 各卧室至少皆需設有 1只電話插座。 

(2) 插座位置需依傢俱配置考量設置。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公分

為原則。 

5. 網路： 

(1) 各卧室至少皆需設有 1只網路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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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插座位置需依傢俱配置考量設置。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公分

為原則。 

6. 電視： 

(1) 各卧室皆需設有 1只電視插座。 

(2) 插座位置需依傢俱配置考量設置。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公分

為原則。 

(3) 主臥室設置緊急求救設施(壓扣)，並連接至管理室。 

(五) 陽台 

1. 插座： 

(1) 設置 3只接地型 110V單連插座，分別供洗衣機及烘衣機和制排氣型

瓦斯熱水器使用，洗衣機及烘衣機插座供電迴路，需分別採單一迴路

供電為原則。另於適當位置設置 1只 220V 接地型雙連插座，以備不

時之需。 

(2) 插座依電器位置設置，設置高度以離地 120公分為原則。 

(3) 陽台所有插座皆為滴蓋板型，並需設有漏電斷路器。 

2. 照明： 

(1) 陽台天花板中央設置燈具至少一組。其開關面板應設於陽台出入口室

內側門邊牆面，作為陽台照明開啟或關閉之用。 

(2) 開關面板採大面板附有指示燈。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開關面板下緣離

地 120公分為原則。 

(3) 若陽台照明與建築夜景照片有共用時，其照明需雙電源及雙開關迴

路，其中一電源迴路採大公用電，另一電源迴路採住戶用電供給。 

3. 給水： 

(1) 至少應設置水龍頭 2只，1只供應洗衣機使用，1只供給住戶日後設

置水漕或洗地之使用。 

(2) 配合熱水器設置位置，在其下方需設冷熱水管(含制水閥)各 1組。 

(3) 水龍頭設置高度以離地 120公分為原則。 

4. 排水： 

(1) 地板至少需設置 1處地板落水頭，但陽台與室內出入口無門檻或門檻

高度不足 5公分，應在出入口處加設不鏽鋼截水溝，以防止水溢出。 

(2) 需留設 1支 1英吋排水管，作為洗衣機及洗槽排水之用；排水管設置

位置需考量洗衣機及洗槽設置位置。 

(3) 陽台加設溢水孔並於兩側加設不銹鋼孔蓋。 

(4) 排水管需集中設置為原則，並應注意地板洩水坡度。 

5. 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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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設置數位式瓦斯錶，其設置位置應考量日後檢修及查看度數之空

間，並與需遠離電氣管線，且需為通風之處。 

(2) 若陽台設置瓦斯垂直管路時，應注意瓦斯幹管與瓦斯錶和遮斷器之位

置，需符合瓦斯公司之規定。 

(3) 管路需穿越結構體時，在不影響到結構安全下，應預留 PVC 套管供日

後配管穿越之用。 

(4) 瓦斯管路應由合格瓦斯承裝業施工。 

6. 強制排氣型瓦斯熱水器： 

(1) 需設置強制排氣型瓦斯熱水器 1組，其設置位置應考量日後檢修及操

作空間，並與需遠離電氣管線，且需為通風之處。 

(2) 強制排氣管需直接配置戶外外牆，其外牆需設排氣罩。排氣罩外觀顏

色與型式需與外牆景觀一致，且排氣罩需具有防颱、防風逆流入室

內、防止油煙殘留於外牆、防鳥蟲進入等功能，但不能造成排氣量不

足。 

(3) 管路需穿越結構體時，在不影響到結構安全下，應預留 PVC 套管供日

後配管穿越之用。 

(4) 瓦斯管路應由合格瓦斯承裝業施工。 

7. 空調機組： 

(1) 應留設空調室外機安裝位置，其位置需能有良好散熱通風空間及日後

維安裝維護便利性。 

(2) 需留設空調排水管路。 

8. 電動升降曬衣架： 

(1) 需設置鋁質電動升降曬衣架 1組及其電源。 

(2) 雙桿式鋁質電動升降曬衣架需具 T5照明燈及風扇和 4支鋁質伸縮桿。 

(3) 每支鋁質伸縮桿最大伸縮長度至少為 175公分。 

(4) 可遙控升降。 

9. 其他需求事項： 

(1) 應注意曬衣、燃氣設備及空調主機與冷媒排水管線對立面景觀造成之

衝擊影響，必要時，需以格柵或其他建築設計降低衝擊。 

(2) 陽台設有垂直管路時，應考量其穿樓板防水填塞外，亦需考量斷水措

施。 

(六) 浴廁 

1. 淋浴間採乾濕分離設計，淋浴室採橫拉門設置，淋浴間採不鏽鋼截水溝

排水。 

2. 採用省水標章冷熱水混合淋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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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用省水標章二段式反虹吸沖水馬桶。 

4. 採用陶瓷式臉盆，陶瓷內需有填充物，減緩陶瓷破碎瓷器傷害程度。 

5. 臉盆龍頭採冷熱水混合式龍頭，臉盆下方應設有冷熱水製水閥。 

6. 臉盆下方排水管採 P型，以利日後維護。 

7. 天花板內需設置浴廁冷熱水管總制閥，冷熱水管依設備位置配置。 

8. 浴廁地板需設置 1處地板落水頭，但浴廁出入口無門檻或門檻高度不足 5

公分，應在出入口處加設不鏽鋼截水溝，以防止水溢出，並應注意地板

洩水坡度。 

9. 排水管需集中設置且靠近排水管道為原則，給排水管路若需穿越結構體

時，在不影響到結構安全下，應預留 PVC套管供日後配管穿越之用。 

10. 臉盆上方設置除霧鏡子，鏡子旁需設有 1只接地型雙連插座供刮鬍刀或

吹風機及除霧鏡使用。 

11. 馬桶下方至少需離地 30公分以上，設有 1只接地型單連插座供日後住

戶免治馬桶使用。 

12. 浴廁乾區及濕區天花板設置燈具至少各一組；若屬 1~2人房型之浴廁，

則可設一組燈具。 

13. 浴廁照明開關面板設置浴廁門外牆上，作為浴廁照明開啟或關閉之用。 

14. 開關面板採大面板附有指示燈。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開關面板下緣離地

120公分為原則。 

15. 浴廁需設置浴室多用機，作為浴廁排風、暖氣、照明等功能。 

16. 浴設所有用電迴路皆需設有漏電斷路器。 

17. 浴廁相關配件如：除霧鏡子、不鏽鋼雙層毛巾架、附蓋衛生紙架、肥皂

盤…等，需併同規劃設計及設置。 

18. 若為無障礙房或通用房，其浴廁設施需依無障礙房或通用設計相關規定

辦理設計及施工。 

四、 社會公益設施空間(托老中心)機電設備需求 

社會公益設施空間(托老中心)機電設備需求如下，統包商應於得標後，

進行使用單位需求訪談，並依其訪談決議事項辦理規劃設計及施工。 

(一) 插座： 

1. 公共空間每面牆至少需設有 2只(含)以上接地型雙連插座(若有陽台落

地門窗之牆面則免設)，電視機設置位置之牆面應設置 3只(含)以上接

地型雙連插座。 

2. 公共空間每面牆插座不可採同一供電迴路，至少要 2個(含)以上供電迴

路，每個迴路插座設置數量不得超過 5只插座(其中 1迴路應銜接緊急

電源)。 

3. 插座位置需依傢俱配置考量設置。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 公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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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4. 配膳室至少需設有 2只(含)以上接地型雙連插座供一般電器使用外，另

需設置 1只冰箱專用接地型雙連插座(應銜接緊急電源)。流理台或配膳

台上方，亦應設置接地型雙連插座專用迴路供烤箱、微波爐、電陶爐使

用外，並需設置 1只抽油煙機專用插座。本項所有插座皆需依傢俱及設

備設置高度設置，其他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公分為原則，並設

有插座皆設置漏電斷路器。 

5. 浴廁臉盆上方設置除霧鏡子，鏡子旁需設有 1只接地型雙連插座供刮鬍

刀或吹風機及除霧鏡使用。 

6. 馬桶下方至少需離地 30公分以上，設有 1只接地型單連插座供日後住

戶免治馬桶使用。 

(二) 照明：  

1. 各空間或大樑所構之天花板中央至少設置一組以上（含）燈具及其開關

迴路。其照度應符合法規需求。 

2. 開關面板採大面板附有指示燈。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開關面板下緣離地

120公分為原則。 

(三) 空調機組： 

1. 需設置分離式冷氣或多聯變頻冷氣組，並考量室內機配置位置及冷媒管

和排水管路位置。 

2. 冷氣可採分區開啟，其供電迴路需設有漏電斷路器，以防止感電。 

(四) 電話： 

1. 各空間每面牆（浴廁除外）皆需各設有 1只電話插座。 

2. 插座位置需依傢俱配置考量設置。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 公分為

原則。 

(五) 網路： 

1. 各空間每面牆（浴廁除外）皆需各設有 1只網路插座。 

2. 插座位置需依傢俱配置考量設置。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 公分為

原則。 

(六) 電視： 

1. 各空間每面牆（浴廁除外）皆需各設有 1只電視插座。 

2. 插座位置需依傢俱配置考量設置。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 公分為

原則。 

(七) 對講機： 

1. 在主要出入口處或櫃枱之牆面設置 1台 7吋(含)以上彩色影視保全對講

機。 

2. 對講機可以與一樓大門門口機及管理中心影視對講及開啟一樓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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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講機需具有緊急求救按鍵與保全迴路(可接求救押扣、門窗磁簧、瓦

斯偵測器等設備)，當觸發時能立即通報至管理中心對講總機。 

4. 設置影視防盜對講機與緊急求救設施，並連接至管理室。 

(八) 電力及弱電箱體： 

1. 設置 1只電力分電箱及 1只弱電系統整合箱 (DD箱)住戶電力盤及弱電

整合箱應整併美化。 

2. 弱電系統整合箱 (DD箱)所整合四合一數位彩色影視保全對講機、無線

電視共同數位天線、電話、網路、防盜系統等。 

3. 箱體以破壞牆面結構及防火時效，故應以明箱方式設置再以裝修面修飾

美化，且其裝修面需留設檢修門。 

4. 箱體一次側管線採明管或線槽方式設置。 

5. 箱體二次側至設備使用端採 RC配管配置為原則，若配管管徑過大，影

響到 RC結構安全時，採明管或線槽方式設置。 

6. 管線採明管或線槽方式設置時，若有穿樑或牆面時，需以預留套管方式

施作，且其明管或線槽以裝修面修飾美化；若裝修面裡之管路有設備或

接線、結線處時，其裝修面需留設檢修門。 

(九) 給水： 

1. 水槽型式及位置需配合廚櫃整體規劃，水槽應採不鏽鋼材質。 

2. 廚房需供應熱水，龍頭採冷熱水混合式龍頭。 

3. 水槽下方應設有冷熱水製水閥。如無特別規定者，制水閥至少需離地 30

公分以上為原則。 

(十) 排水： 

1. 水槽下方排水管採 P型，以利日後維護。 

2. 廚房地板需設置 1處地板落水頭，但廚房出入口無門檻或門檻高度不足

5公分，應在出入口處加設不鏽鋼截水溝，以防止水溢出。 

3. 排水管需集中設置為原則，並應注意地板洩水坡度。 

(十一) 浴廁： 

1. 淋浴間採乾濕分離設計，淋浴室採橫拉門設置，淋浴間採不鏽鋼截水溝

排水。 

2. 採用省水標章冷熱水混合淋浴龍頭。 

3. 採用省水標章二段式反虹吸沖水馬桶。 

4. 採用陶瓷式臉盆，陶瓷內需有填充物，減緩陶瓷破碎瓷器傷害程度。 

5. 臉盆龍頭採冷熱水混合式龍頭，臉盆下方應設有冷熱水製水閥。 

6. 臉盆下方排水管採 P型，以利日後維護。 

7. 天花板內需設置浴廁冷熱水管總制閥，冷熱水管依設備位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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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浴廁地板需設置 1處地板落水頭，但浴廁出入口無門檻或門檻高度不足

5公分，應在出入口處加設不鏽鋼截水溝，以防止水溢出，並應注意地

板洩水坡度。 

9. 排水管需集中設置且靠近排水管道為原則，給排水管路若需穿越結構體

時，在不影響到結構安全下，應預留 PVC套管供日後配管穿越之用。 

10. 臉盆上方設置除霧鏡子，鏡子旁需設有 1只接地型雙連插座供刮鬍刀或

吹風機及除霧鏡使用。 

11. 馬桶下方至少需離地 30公分以上，設有 1只接地型單連插座供日後住

戶免治馬桶使用。 

12. 浴廁乾區及濕區天花板設置燈具至少各一組；若屬 1~2人房型之浴廁，

則可設一組燈具。 

13. 浴廁照明開關面板設置浴廁門外牆上，作為浴廁照明開啟或關閉之用。 

14. 開關面板採大面板附有指示燈。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開關面板下緣離地

120公分為原則。 

15. 浴廁需設置浴室多用機，作為浴廁排風、暖氣、照明等功能。 

16. 浴設所有用電迴路皆需設有漏電斷路器。 

17. 浴廁相關配件如：除霧鏡子、不鏽鋼雙層毛巾架、附蓋衛生紙架、肥皂

盤…等，需併同規劃設計及設置。 

18. 每間浴廁設施需依無障礙房或通用設計相關規定辦理設計及施工，如：

緊急求救按鈕或無障礙扶手…等。 

(十二) 強制排氣型瓦斯熱水器： 

1. 需設置強制排氣型瓦斯熱水器 1組，其設置位置應考量日後檢修及操作

空間，並與需遠離電氣管線，且需為通風之處。 

2. 強制排氣管需直接配置戶外外牆，其外牆需設排氣罩。排氣罩外觀顏色

與型式需與外牆景觀一致，且排氣罩需具有防颱、防風逆流入室內、防

止油煙殘留於外牆、防鳥蟲進入等功能，但不能造成排氣量不足。 

3. 管路需穿越結構體時，在不影響到結構安全下，應預留 PVC套管供日後

配管穿越之用。 

4. 瓦斯管路應由合格瓦斯承裝業施工。 

(十三) 抽油煙機： 

1. 配膳室需設置抽油煙機。抽油煙機採不鏽鋼材質及雙風扇型式，總排風

量每分鐘至少需達 17立方公尺，其寬度至少需大於雙口瓦斯爐尺寸。 

2. 為使配膳室油煙較有效且迅速排至戶外，抽油煙機排煙管之轉折，應考

量廚房油煙靜壓，排煙管不得有轉折過多之情事。故抽油煙機及爐台設

置位置需配合留設適當位置。 

3. 排煙管應採明管配置，在配膳室內應與櫥櫃或其他裝修美化，若排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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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設置陽台時，需考量其管路安裝固定方式，以不影響到陽台使用為原

則。 

4. 排煙管需直接配置戶外外牆，其外牆需設排氣罩。排氣罩外觀顏色與型

式需與外牆景觀一致，且排氣罩需具有防颱、防風逆流入室內、防止油

煙殘留於外牆、防鳥蟲進入等功能，但不能造成排氣量不足。 

5. 排煙管至室外需穿越結構體時，在不影響到結構安全下，應以預留 PVC

套管，作為日後配管穿越之用。 

(十四) 瓦斯相關設施： 

5. 設置雙口瓦斯爐１具，倘若單人房且廚房未與其他空間以隔間牆區隔

時，該廚房不得配置瓦斯爐具，需改設置電陶爐具１具。 

6. 配膳室天花下方需設置瓦斯探測器及一氧化碳(CO) 探測器至少各 1

只。如警報發生時，需將訊號傳火警授信總機及中央監控系統，並可關

閉瓦斯遮斷閥，停止瓦斯供給。 

7. 瓦斯管路皆採明管配置，若瓦斯管路配置裝修天花板內，則天花板內需

再加設斯探測器 1只。如警報發生時，需將訊號傳火警授信總機及中央

監控系統，並可關閉瓦斯遮斷閥，停止瓦斯供給。 

8. 瓦斯管路應由合格瓦斯承裝業施工。 

五、 樓梯及電梯機電設備需求 

(一) 樓梯 

1. 照明：採壁掛式 LED燈為原則，燈具設置高度需在 2.1公尺(含)以上;設

置照度依法規檢討。 

2. 樓梯間門扇需以常閉為設置，並設有門位偵測裝置，若門扇無法完成閉

合時，可於透過中央監控統於管理中心以圖控作為示警。 

3. 樓梯需設置緊急求救押扣或緊急求救對講影視系統。 

(二) 電梯 

1. 照明：電梯梯廳需配合天花板造型式設置 LED崁燈，若無天花板時則採

吸頂或壁掛式 LED燈設置。電梯車廂內照明採 LED燈，燈具型式配合車

廂天花板型式設置。 

2. 電梯梯廳門扇需以常開為設置原則，並設置磁力扣與火警訊號連動，使

能防火門能自動閉合外，另需於每一門扇設置一組可以人工現場關閉磁

扣裝置，以利以人工方式將門關閉。若防火為雙扇門時，必需確實檢討

左右兩門扇閉合順序。若以常閉為設置，並設有門位偵測裝置，若門扇

無法完成閉合時，可於透過中央監控統於管理中心以圖控作為示警。 

3. 電梯車廂內需設置 IP攝影機。 

4. 電梯車廂內需設置感應式讀卡機，管制人員進出樓層。 

5. 電梯車廂內緊急對講機系統，使電梯內人員可直接與管理中心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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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有電梯需設置緊急發電機電源。 

7. 電梯遇地震或消防警報發生時，可自動停至避難層。 

8. 電梯需設樓層顯示器於管理中心，方便中控可監視電梯現在停靠之樓層。 

9. 若單獨設置防煙設施時，需與消防火警授信總機連動，並銜接緊急發電

機電源。 

10. 需依據建築技術規則 79-2條之規定，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

遮煙性能。該遮煙設施之規格應符合法規需求外，若採防煙布幕或防煙

門設置時，需與消防及中央監控連動。 

六、 公共設施空間機電設備需求 

(一) 入口門廳 

1. 插座：服務台應依使用需求設置足夠之電源插座(含冰箱、咖啡機專用插

座)，並依使用需求留設緊急電源插座。惟會客區位置之牆面必須至少設

置 2只 110V 接地型雙連插座，其它每牆面於適當位置至少設置 1只 110V

接地型雙連插座以供清潔使用。 

2. 照明：應考量整體美觀選用適當照明燈具及光源，平均照度應符合 CNS 標

準，惟服務台區之平均照度至少 300Lux(含以上)。所有照明燈具均接緊

急發電機電源。 

3. 空調機：裝設分離式空調機組、電氣接線盒、冷媒管線及排水管路等。

並考量室內外機裝設空間及管線裝設後之遮蔽與美化規劃。 

4. 電話：於服務台位置電話插座至少 2 組。 

5. 於服務台設置數位電視天線、有線電視插座與網際網路插座，並設置無

線 WiFi 網路，信號至少涵蓋門廳範圍。 

6. 門禁控制：大門裝設磁卡鎖、磁簧開關及防盗主機，並連線至管理室之

中央監控系統。如有遭受破壞或非法入侵，將連動警報響起。 

7. 門廳內外處需設置 IP攝影機，並能清楚且拍攝出入人員，並能同步錄音。

若門禁設施或相關設施有遭受破壞或非法入侵，將連動警報響起，並將

現場畫面立即同步顯示於中控室畫面中。 

(二) 管理中心 (管理員室及中控室) 

1. 插座：每牆面於適當位置至少設置 2 只 110V接地型雙連插座，並需配合

設備配置及家俱配置需求設置。其電源需求應依使用需求銜接 UPS 及緊

急電源(供各類主機用電)。 

2. 照明：提供全面照明，平均照度至少 500Lux。 

3. 空調機：裝設分離式空調機組、電氣接線盒、冷媒管線及排水管路等。

並考量室內外機裝設空間及管線裝設後之遮蔽與美化規劃。 

4. 電話：至少提供 3 組電話插座，配合使用需求位置設置。 

5. 於管理室置數位電視天線、有線電視插座與網際網路插座，並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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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位置設置。 

6. 廁所：提供相關衛浴設備、照明燈具、化妝鏡等相關設備，並於化妝鏡

旁及馬桶下方至少需離地 30公分以上，各設置 1只接地型單連插座(廁

所全有插座均需設有漏電斷路器)；給排水管線依衛浴設備位置配管，排

水管路應依規定設置落水頭、存水彎與通氣管。 

7. 會議區及辦公區皆設置數位電視天線、有線電視插座與網際網路插座。 

8. 管理員室需設冰箱、冰凍櫃及其插座，以便日後代收住戶冷藏或冷凍物

品。且冰箱、冰凍櫃均需接續發電機緊急電源。 

9. 管理中心所有系統電力（含燈具及插座）皆需接續 UPS不斷電系統及發

電機緊急電源。 

10. 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並置放於明顯指示標示處。 

(三) 社區公共服務空間 

1. 插座：每牆面於適當位置少設置１只 110V接地型雙連插座，並需配合設

備配置及家俱配置需求設置。 

2. 照明：適當燈具型式，提供全面照明，平均照度應符合 CNS 標準。 

3. 空調機：裝設分離式空調機組、電氣接線盒、冷媒管線排水管路等。並

考量室內外機裝設空間及管線裝設後之遮蔽與美化規劃。 

4. 依使用需求及配置設置電話插座、數位電視天線、有線電視插座與網際

網路插座至少 1 組。 

5. 廁所：提供相關衛浴設備、照明燈具、化妝鏡等相關設備，並於化妝鏡

旁及馬桶下方至少需離地 30公分以上，各設置 1只接地型單連插座(廁

所全有插座均需設有漏電斷路器)；給排水管線依衛浴設備位置配管，排

水管路應依規定設置落水頭、存水彎與通氣管。 

(四) 社會福利設施空間機電設備需求 

1. 插座：每牆面於適當位置少設置１只 110V接地型雙連插座，並需配合設

備配置及家俱配置需求設置。 

2. 照明：適當燈具型式，提供全面照明，平均照度應符合 CNS 標準。 

3. 空調機：預留分離式空調機組電氣接線盒、冷媒管線套管及排水管路等。

並考量室內外機裝設空間及管線裝設後之遮蔽與美化規劃。 

4. 電話：每一空間或牆面至少設置 2 組電話插座。辦公區則應依使用需求

留設。 

5. 每一空間或牆面需設置數位電視天線、有線電視插座與網際網路插座至

少一組。辦公區則應依使用需求留設。 

6. 門禁控制：大門裝設磁卡鎖、磁簧開關及防盗主機，並連線至管理室之

中央監控系統。 

7. 無障礙廁所：提供洗手台、專用送排風機、吸頂型照明燈具，於化妝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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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及馬桶下方至少需離地 30公分以上，各設置 1只接地型單連插座(廁

所全有插座均需設有漏電斷路器)；並設有緊急求救設施，給排水管線依

衛浴設備位置配管，排水管路應依規定設置落水頭(崁入式取毛髮之集中

落水頭)、存水彎與通氣管。並依無障礙相關法令設置緊急求救按鈕、輔

助設備及相關系統設備。 

8. 洗衣間：配合水槽、洗衣機等設備位置預留給排水管路。 

七、 土城區大安段社會住宅管理站機電設備需求 

(一) 基本需求： 

1. 插座：各空間居室每牆面於適當位置少設置１只 110V接地型雙連插座，

並需配合設備配置及家俱配置需求設置。 

2. 照明：適當燈具型式，提供全面照明，平均照度應符合 CNS 標準。 

3. 空調機：裝設分離式空調機組、電氣接線盒、冷媒管線排水管路等。並

考量室內外機裝設空間及管線裝設後之遮蔽與美化規劃。大廳區天花板

預留最少二組空氣循環扇，輔助大空間空調氣流調節。 

4. 依使用需求會議室、大廳接待區設置電話插座、數位電視天線、有線電

視插座與網際網路插座至少 1 組。 

5. 男女廁所(含無障礙廁所)：提供相關衛浴設備、照明燈具、化妝鏡旁，

於化妝鏡旁及馬桶下方至少需離地 30 公分以上，各設置 1只接地型單連

插座(廁所全有插座均需設有漏電斷路器)；給排水管線依廁所設備位置

配管，排水管路應依規定設置落水頭、存水彎與通氣管。 

6. 廁所通風：設專用抽風機，並確實施作風管連接至當層棟外牆並加裝魚

眼罩，且天花板須留設檢修孔。若設有開向戶外可直接通風之窗戶亦應

設抽風機。 

(二) 其他需求： 

1. 會議室：預留天花板式投影機用電源、影像線路，及預留電動布幕電源。 

2. 茶水間：配合調理台高度，設置 1只 110V 雙聯接地型暗插座，供飲水機

或微波爐設備用。另設置 1只 110V 雙聯接地型暗插座，供冰箱使用。二

組共用電源須採漏電專用迴路設置。 

3. 受理櫃台：設置最少二只 110V 雙聯接地型暗插座、電話及網際網路插座。 

4.14 電氣系統設計原則 

一、 低壓配電設備工程 

(一) 依據最新「經濟部頒布－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台灣電力公司－配電場

所設置標準」、「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則」、[電業供電線路裝置規則]為

設置原則。 

(二) 本案電力供給由基地外台電地下配電引進線路至台電配電場所。 

(三) 台電配電場所除依據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則第五章配電場所之設置辦理

外，本案台電受電場所以設置地上一層(含)以上之空間為原則，若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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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無適合之空間時，則可設置於地下一層，但需檢討設置防水閘門等

相關設施。 

(四) 受電箱設置位置，亦需設置鄰近台電受電場所附近，並設有 1.2 公尺之

通道及維謢空間。 

(五) 有關台電配電場所規劃，統包廠商應於建築規劃時，需依台電公司相關

規定檢附相關圖說資料，向台電公司辦理台電配電場所預審作業，並依

預審核准圖說文件，套繪建築平面圖中，作為本案相關設計之依據。 

(六) 台電配電場所或各電氣室應避免設置於住戶或寢室正下方，以避免變壓

器噪音等因素干擾。 

(七) 各住宅單元、社會福利設施、電信室均設置獨立電錶。建築棟公共區域

依使用性質及範圍設公共電錶(分大公、小公戶)，由該棟住戶分攤該區

電費。供電範圍則依台電公司規定設置。 

(八) 各棟住宅大樓公共區域應採 3ψ4W 380/220-110V AC 60Hz 電源供電。 

(九) 公共區域分大公及小公設置電錶，其台電電錶應設於受電箱旁或其他公

共空間箱，一樓以上各空間及各層住戶，採各層公共區域集中設置台電

電錶箱；電錶箱設置型式及空間需符合台電公司規定，並留設適當查錶

或修護空間。 

(十) 各用戶及大公和小公電錶需向台電公司申請智慧電子式電錶。 

(十一) 各用電戶供電電壓如下表。 

                    表- 1 各用電戶供電電壓表 

設戶概要 

戶 戶    別 供 電 電 壓 供 電 範 圍 

停車場設施 3ψ4W 220/380V 地下層停車場用電 

公共設施 3ψ4W 220/380V 
各梯間之管理中心、公共廁所、電梯、消
防設施、水泵、照明及插座等用電 

電信室 
1ψ3W 110/220V或 
3ψ4W 220/380V 

建築物電信室電源設備 

社會福利設施 
3ψ4W 220/380V或 
1ψ3W 110/220V 

各規劃項目之照明插座及空調等用電 

住宅單元 1ψ3W 110/220V 
住宅單元內客廳、餐廳、臥室、廚房、浴
廁等居住空間用電 

(十二) 依智慧建築標章之規定，公共區域燈具及插座和動力需分開設置電

錶，以作為能源管理之用，故需於大公及小公台電錶後，另依其規定

依供電系統另設置智慧電錶將其信號傳納入中央監控系統送至中控中

心以利能源系統管理；另可透過網路連接個人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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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用電情況。 

(十三) 各私錶盤體需設有電力訊息在線監測系統，其監測內容至少有電壓、

電流、有效功率、電能消耗、諧波、溫度等，並可傳輸至中央監控及

手機。 

(十四) 各層集中錶箱，至地下一層受電箱之電力幹線，採用 IP 68 等級防火

CU BUS WAY 匯流排為原則，按每座受電箱設置一組 CU BUS WAY 匯流排

至錶組設計，並需符合台電最新規定。 

(十五) 低壓配電盤、受電箱、集中電錶箱、電氣設備控制盤等之設置位置依

現行法規辦理。其設置位置以不影響動線及室間整體美觀為原則。 

(十六) 低壓系統需依據設備性質設置主開關及整套型之智慧型主動式靜態電

容電抗器組，內含自動功率改善裝置，能自動將功率因數改善至 95%

以上。 

(十七) 各住宅單元、社會福利設施空間、電信室均設獨立電錶。建築棟公共

區域依使用性質及範圍設公共電錶，由該棟住戶分攤該區電費。供電

電壓則依台電公司規定供給。 

(十八) 電源開關應依負載容量分配適當設置足夠分路開關，另需留設現有分

路數 30%以上之分路開關(至少須有 6 POLE 數，且斷路器及銅排需配

合預留)，作為各用戶日後擴充迴路使用。開關型式均採 MCCB 模殼式

斷路器，總開關框架容量至少 100AF，分路開關框架容量至少 50AF。 

(十九) 電力幹線採用 600V級 XLPE絕緣電纜或 CU BUS WAY為原則，分路開關

(斷路器)至各設備、器具之電力線，採用 600V 級 XLPE 絕緣電纜或採

用 600V級 PVC絕緣電纜(線)為主。；若法規有其他規定者，電線或電

纜材質需從其規定之材質設置。 

(二十) 管線、電纜架(Cable tray)、風管及其他弱電等系統管線等，穿越防

火區劃、管道間、機房及地板時，皆施作防火填塞。 

(二十一) 公共主用電盤及供弱電設備使用之電源盤，須設置金屬外殼接地型

突波吸收器，測試突波耐壓可達 20KV，以確保電源系統設備或感應

雷之突入電壓、電流破壞。 

(二十二) 所有消防用馬達需做不通電絕緣監測，避免發生火災馬達繞組卡死

而無法啟動。 

(二十三) 揚污廢水盤須提供高低水位警報，馬達保護電驛及運轉狀態至中央

監控。 

(二十四) 主要動力盤須加裝集合式電錶並配合中央監控做及 AM、VM、KWH 諧

波指示。 

(二十五) 公共主用電盤及供弱電設備使用之電源盤須設置突波吸收器，以確

保電源系統設備突入電壓、電流破壞。 

(二十六) 主要動力盤須加裝集合式電錶並配合中央監控用電監視與紀錄分

析。 

(二十七) 公共區域及停車場照明插座分電箱，需預留該箱線有 POLE 數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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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備用，且至少預留 6 POLE 數之空位，銅排配合預留。 

(二十八) 各動力管線末端接機器設備部分，需使用可撓式被覆金屬管連接。 

(二十九) 低壓動力最小使用線徑為 3.5mm²，斷路器至插座最小使用線徑為

3.5mm²，插座至分路最小使用線徑為 2.0mm，接地線徑最小使用線徑

為 2.0mm。 

(三十) 各動力管線末端接機器設備部分需使用可撓式被覆金屬管連接。 

(三十一) 須留設中央監控室、行動業者機房及固網業者機房等所需電源如 3

ψ380V 100A及 1ψ110V 50A(註：可依實際容量為準)，並將所需管

路如有遇樑須事先留設穿樑套管。 

(三十二) 中央監控室及資訊機房之電源為獨立迴路，接不斷電系統(UPS)及緊

急供電系統(發電機)，電池能供全給容量 30分鐘以上。 

(三十三) 於地下停車場設置電動汽車充電用電源開關箱、管線。 

(三十四) 電動汽、機車充電設施應含所有設備、計費系統及電源均配置完成，

並應經實際測試檢驗功能正常。 

(三十五) 於本案建物之最高處，提供滿足至少 4 家電信業者架設無線電通訊

改善(基地台)所需電源，並銜接緊急發電機電源。 

二、 系統節能 

(一) 公共照明燈具可分區控制，充份利用晝光，減少照明用電。室內公共空

間設有陽光可窗穿透之門窗，需設置感應設施，當陽光足夠時，靠近門

窗處之照明應可自動關閉。 

(二) 二線控系統需與中央監控系統連結，並有分區圖控圖面，可分區及分時

控制照明燈開啟及關閉。 

(三) 使用照明率高之照明光源或電子安定器之燈具，所有燈具採用 LED 或 T5

或其他取得節能認證標章之燈具，且照度須符合 CNS 照度標準，以符合

政府節能減碳政策。 

(四) 停車場空間照明設計需以車道及停車格作為分區設計智慧照明控制系

統﹒車道區照明採跳盞式作為分區，以二線控作為照明開啟關閉；停車

格區照明需以大樑為分區，採二線控及感應式開關控制。 

(五) 3ψ用電單元使用智慧型主動式靜態電容電抗器組，以提升系統動態功率

因數，並可降低電費支出。 

(六) 主要配電盤(箱)需設置主動式諧波抑制及相關需量控制設備，並與中央

監控連線，以便管理及抑制虛耗之電源。 

三、 照明設備工程 

(一) 各空間照度設計需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

標章」設計為原則。照度(維護係數包含計算)符合 CNS 12112 標準，標

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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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照度設計標準表 

場所 照度(LUX) 場所 照度(LUX) 

大廳 200~300 停車場 150~200 

梯廳 200~300 樓梯間 30~75 

走廊 100~150 機械室 150~200 

辦公區 500~750 住宅 100~300 

會議室 500~750 寢室 150~300 

內庭院 2~5 行人步道 1~10 

(二) 照明設計以實用為原則，以功能、美觀為導向，包括： 

1. 滿足視覺需要。 

2. 能感知空間範圍。 

3. 表達空間用途。 

4. 修飾空間表現。 

5. 智慧控制及節能。 

(三) 公共區域照明的營造，除了舒適度等要求之外，仍需考量節能的條件。

透過燈光的明暗控制、演色性等等的功能，創造並達到適合使用者在該

空間下活動對舒適度的要求；同時可根據室外環境的狀態，例如，氣候、

日光等外部條件主動調整室內的明暗以達到節能的目標。 

(四) 公共區域、景觀照明及地下停車場車道照明，採智慧照明控制及感應式

開關控制燈具為原則。 

(五) 各公共空間 (如：電梯廳、各層公共走道…等)之窗戶裝置照度感知器，

當太陽能光線足夠時，可自動調降或關閉靠窗的燈具；在小型會議室、

公共廁所、電梯梯廳、各層公共走道、地下停車場車位區等公用場所，

裝置紅外線感應裝置，偵測是否有人，自動關燈；所有公共空間照明採

智慧型二線式控制，連結中央監控，可設定時間如上白天、夜晚、半夜，

設定各種模式，避免忘記關燈。 

(六) 照明設計以實際配置為原則，以功能、美觀為導向。並選用如太陽能與

低流明等之(如：矮燈、崁燈…等)照明設備。 

(七) 燈具以設置於人員不易碰觸之處為原則，如有人員碰觸之虞，設置防護

設施，除避免燈具遭損壞外，亦避免人員遭燙傷。 

(八) 所有公共區域之燈具，需依設置區域及使用性能和維護管理便利性，採

用 T5、LED、其他取得節能認證標章之燈具，燈具需具有高效率、電子安

定器、防眩型式。 

(九) 各住宅單元：所有住宅單元之照明燈具，應以節能燈具(例如：LED、螺

旋燈管等節能燈具)為主，照度符合國家標準。 

(十) 社會福利設施空間：於每梁距留設照明出線口，另於室內裝設一盞吸頂

型 40W*3日光燈具，其他則免裝設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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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採用 LED 燈泡者，燈泡系統皆統一為 E27，功率必須在 10W 以上。 

(十二) 挑高空間燈具，需設置容易檢修之設備。 

(十三) 配合建築外觀，廣告看板及庭園配置，設置建築物外牆夜間照明、廣

告照明、夜間庭園景觀及等照明設備。建築物外觀配合整體外型設計，

以燈光襯托，美化都市景觀。 

(十四) 所有照明燈具及插座均配設接地線。 

(十五) 公共照明燈具採二線控分區控制與中央監控系統連結，並有分區圖控

圖面，可分區及分時控制照明燈開啟及關閉。 

(十六) 室內公共空間設有陽光可窗穿透之門窗，需設置感應設施，當陽光足

夠時，靠近門窗處之照明應可自動關閉。 

(十七) 除樓梯及梯廳照明需 100%銜接緊急發電機電源外，其他室內公共空

間、逃生動線、地下室及逃生通道之燈具 (不含緊急照明燈、指示燈)，

應該區域 30％以上照明，需銜接緊急發電機電源，以便停電時仍可提

供照明使用。 

(十八) 所有照明燈具均配設接地線。 

(十九) 庭園景觀燈、戶外車道燈等戶外照明設備，應於迴路上加裝漏電斷路

器及接接地銅棒。 

(二十) 浴廁、茶水間、戶外及潮溼處，所燈具防護等級 IP55以上。 

(二十一) 所有照明開關均採夜光型(二線控系統除外)。 

(二十二) 客廳及主臥室均採用雙切開關控制，玄關應採延遲開關。 

(二十三) 各戶浴廁通風扇應採與浴廁燈具控制開關連動，並設有延遲開關。 

(二十四) 電氣接地導線之線徑大小與配線連接方式，除契約有規定外，均需

依照電工法規規定辦理。 

(二十五) 戶外空間：基於周邊環境建物以住宅為主體，整體的環境空間並無

複雜的商業活動行為，因此夜間應呈現單純靜謐的環境氣氛，另一

方面，為避免建築主體在夜晚，受到住宅與路燈的光源影響，產生

雜亂不均勻的光線分佈，適切的燈光照明表現將有助於夜間突顯建

築本體之自明性，戶外照明設計原則如下： 

1. 建築主體 

(1) 室外照明需配合建築外觀設置時控或光控系統，並與中央監控連結。 

(2) 建築外觀照明(含夜間妝點照明)應設計適當燈具，透過夜間照明突顯

建築物外觀，表現出建築物的特點，作為明顯的地標。 

(3) 建築主體將透過夜間照明吸引眾人目光，故規劃設計上應避免管線箱

體暴露在外牆，避免破壞建築整體之完整與美感。 

(4) 建築主體外表(特別在有夜間燈光突顯投射之區域)需利用容易清潔

之材料，以利未來清潔維護之方便性，突顯美觀以及建築本體之自明

性。 

(5) 為塑造特殊夜間照明效果而於植栽旁設置投射照明燈具時，應考量整

體美觀，並加強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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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節省耗電以符合經濟效益及利用不同的燈光場景控制，因應不同時

段與特殊活動的需求，應依建築造型及量體高度，以地面層開放空

間、建築物底層部及中高層部 3個層次，分段設計夜間照明景觀，並

藉由不同的迴路控制，例如階段性的開啟或關閉電源迴路，來營造不

同的視覺效果。 

(7) 建築物底層部分，應配合建築物造型特色設置夜間照明設施；建築物

中高層部分，則以表現建築物夜間地標性及天際景觀設置夜間照明設

施。 

2. 室外公共空間設置庭園矮燈或立柱高燈以節能燈具為主並採 IP65 以

上，車道採用車道燈。街角廣場須設計營造吸引居民聚集燈光效果。所

有戶外景觀照明採 LED燈具為原則。 

3. 開放空間照明 

(1) 開放空間之夜間照明設計應考量主要人行視覺與活動安全，塑造舒適

之行人光環境，其於夜間平均照度以不得低於 10 Lux為原則。 

(2) 本基地為居住類建築，訴求的是舒適、柔和、明亮之意象，建築主體

夜間戶外照明，應儘量強調此一特色，建議露外結構之投射照明以暖

色系照明為主，其他之燈色為輔，採用省電照明燈具。 

(3) 應透過入口空間的照明，表達明確的入口空間意象。 

(4) 開放空間(或建築主體)進出口及停車場進出口，應配置車道與人行道

入口燈照明設備(含停柵機、收費處等)，除強化主要進出口意象外，

亦可達成引導動線分離之效果；步道或階梯與周邊環境之明暗比不得

大於 1比 3。照明設施平均照度、燈光及演色性應符合新北市都市設

計準則相關規定。 

(5) 公共露臺及頂樓(2樓以上)屬一般住戶可自由出入地方，應配置照明

設備(含壁燈、吸頂燈、桿燈等)。 

4. 夜間照明 

(1) 場所照明(中景)：從使用者的視覺出發，通過照明明確設施架構，因

地制宜選擇與設施、區域相符合的光線類型。 

(2) 節點照明(近景)：針對設施利用者或通行者提供個別照明。 

(3) 照度之計算參照建築技術規則來做規劃。選用明亮柔和的照明系統，

除發揮燈具應有的照明效能，並兼顧視覺上的舒適。 

(4) 基地入口設置景觀矮燈，休閒廣場為確保夜間使用安全將設置景觀高

燈，步道為強化引導設置景觀崁燈(矮燈)，以塑造夜間情景氣氛、修

飾空間並確保安全。 

(5) 為突顯建築夜間自明性，建物立面及週邊採用 LED，但設置位置須考

量便於維修人員操作。 

(6) 考量各空間夜間使用特性，將夜間照明系統劃分為：全區照明、場所

照明及節點照明，並依照使用特性(全開、半開、全關)做時段開關設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4-103 
第四章 初步規劃建築設計及建議 

 

定，以塑造夜間照明景觀美益並達到節約能源之目的。 

(7) 使用光罩抑制炫光，使空間柔和增添美意外，減低燈光對動植物之影

響。 

(8) 汽機車出入口應設置引導式照明及車道指示燈(附警鳴裝置)；地下層

上下車道設置車道指示燈。 

5. 基地照明配置原則： 

(1) 廣場應與環境呼應，除路燈外，增添自發光景觀燈、地面燈或庭園燈，

並採 LED 光源，使不易成為治安死角。 

(2) 車道出入口應增加引導照明及提示行人小心穿越之照明。 

(3) 各棟電梯梯廳及中、高樓層景觀照明及地下停車場車道照明，採二線

式集中控開關控制燈具為原則。 

四、 插座設計原則 

(一) 本報告書各章節所述電源插座，除非有其他電壓或其他型式需求之插座

會另行標明外，所稱 1只插座均為 1ψ110V雙連插座。 

(二) 在配電源插座時，需考量傢俱和動線的位置，避免被傢俱或其他物品遮

蔽無法使用，以不影響設計美觀，以免妨礙人員出入動線為設計原則。 

(三) 插座設置位置需符合各空間需求配置及使用便利性。插座型式均採接地

型，並以接地線與系統連接。 

(四) 門廳、梯廳、走道、室內停車空間等室內大區域空間插座設置，至少需

每 15公尺設置 1組插座；其他公共空間及機房插座設置位置及數量，需

以空間需求為考量，每一獨立空間插座設置數量，應考量日後維護管理

便利及需求檢討設置數量，但不得設置得少於 2組為原則。 

(五) 各住宅單元廁所牆面需於化粧鏡箱設置處留設接地型雙插座 1 組、馬桶

後方及無障礙住宅廁所洗臉台下方設置接地型單插座附防滴蓋板 1組。 

(六) 無障礙住宅除浴廁外所有插座，須於離地 30公分及 80公分(或依當年度

最新無障礙設施相關規定位置)各設 1組接地型雙連插座，並為不同電源

迴路。 

(七) 廚房設置排油煙機單插座 1 組，冰箱專用插座 1 組、備用雙插座 1 組及

20 安培專用迴路插座 1 組(需特別標示)。廚房插座應避免設於爐台之上

方。 

(八) 本案住宅單元部分設置一房型、二房型、三房型，其室內電氣設備設置

至少如下：（若需求書其他章節另有要求或得標後經訪談時，所增設數量

時應配合，不得藉此追加工程費） 

項目 客廳 餐廳 各臥室 廚房 浴廁 陽台 
走道 

(玄關) 

燈具或出線口 1 1 1 1 1 1 1 

開關 2 1 2 1 1 1 1 

接地雙連插座 3 2 3 1 1 2(後陽台) - 

防滴蓋板接地 - - - - 1 1 前(景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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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連插座 (馬桶) 陽台 

專用插座 - - - 1 - 1(後陽台) - 

緊急電源插座 1 - - 
1 

(冰箱) 

1 

(馬桶) 
- - 

冷氣電源 - - - - - 
依房型需求設計

數量及位置 
- 

電視插座 1 - 1 - - - - 

電話插座 1 - 1 1 - - - 

網際網路插座 1 - 1 - - - - 

(九) 插座安裝高度、位置及數量，除以空間需求及用電器具為考量外，並須

依傢具配置考量設置。如無特別規定者以離地 30公分為原則。 

(十) 室外用電、空調(冷氣)電源、洗衣機專用插座、浴廁、廚房等用電插座、

迴路加設 ELCB 漏電斷路器，以防感電傷害。室外用電之插座必需設置防

滴蓋板、防水外罩或相關防水設施。 

(十一) 緊急電源插座需銜接緊急發電機電源，並以紅色插座設置以示區別。 

(十二) 門廳、管理中心及各管理空間，應依使用需求留設插座，以符合將來

營運管理所需。中控中心另須整體規劃各系統所需用電，並具不斷電

設備及需連接發電機迴路電源。 

(十三) 所有開關插座均採不銹鋼蓋板，其材質須為不銹鋼製加深型，盒壁厚

度在 1.2mm 以上。 

(十四) 各插座迴路，由斷路器至插座之主幹線之線徑不得少於 3.5mm²，插座

至主幹線之分路線徑至少需為 2.0mm，接地線徑最小使用線徑為

2.0mm。但若插座為特殊用電規格之插座，其配線線徑依法規規定辦理

設置。 

(十五) 各住宅單元於各戶開關盤內，應設置緊急電源切換(ATS)設備，供緊急

發電源插座使用。 

(十六) 所有住宅單元之客廳設置 1組插座及冰箱、馬桶插座銜接緊急電源。 

五、 緊急柴油發電機組 

(一) 因應台電供電停電及消防所需，需另設置緊急柴油發電機組，作為法令

規定需要緊急供電及一般民生緊急用電之電源。 

(二) 法令規定需要緊急供電之項目如下列各項所示，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1. 消防法規所規定相關系統及設備。 

2. 緊急昇降電梯。 

3. 其他法規所規定相關系統及設備。 

(三) 一般民生緊急用電之項目如下列各項所示，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1. 一般用電梯。 

2. 防水閘門。 

3. 各類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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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中心所有監控及監視系統及設備。 

5. 自動停車管理系統。 

6. 各樓層公共走道、停車場 30%照明設備。 

7. 各樓層公共空間及機房和室內停車場插座 30%(不足 1者，以１計算)之插

座。 

8. 管委會空間及管理中心和警衛室所有設備、燈具、插座用電。 

9. 各住宅單元緊急電源插座。 

10. 保安及維生設施。 

11. 其他民生必需之緊急用電設備或契約需求所需之設備、系統。 

(四) 本案採整組柴油引擎發電機組（含隔音外罩）Stand-by(或以上)及控制

系統，需由符合國際標準認証之製造廠(商)所提供之整組進口產品（組

裝廠為該發電機組廠牌之原廠組裝，不得於大陸組裝)，並需為當年度所

生產出廠之新品(含引擎、電頭)以確保品質。 

(五) 本案機組及控制盤應為同一廠牌，以全系統責任承包。 

(六) 引擎、電機頭及控制器須為西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產品(但不得為大陸

製造或於大陸組裝)，出廠時需附原產地證明、出廠測試報告及原廠出廠

證明。 

(七) 整組發電機組組裝完成後，應實施國外原廠廠驗，經廠驗合後，始可進

口。 

(八) 引擎須為壓燃式、4衝程、渦輪增壓，風扇水箱冷卻型，採用蓄電池組起

動。 

(九) 發電機瞬間承載能力：為使停電時，緊急用電負載設備瞬間投入無虞，

發電機組需有可瞬間承載 100%額定負載一次投入，而能正常運轉無虞者。 

(十) 發電機總設置容量：應依其供給法令規定需要緊急供電及一般民生緊急

用電所需用電負載量，再乘上 150%作為本案發電機設置容量。 

(十一) 本案發電機採 2 台併聯方式設置，每台發電機設置容量至少需大於發

電機總設置容量 50%以上。若每台發電機設置容量少於法令規定需要緊

急供電容量時，則以法令規定需要緊急供電容量設置。 

(十二) 應設有電源自動切換裝置(ATS)，平時接於台電電源(市電)；當停電

時，如緊急發電機啟動，則自動切換置緊急發電機電源。 

(十三) 自動電源切換開關(ATS)均採用 4POLE 瞬間激磁型，並須加設同型之火

警發生負載自動分配遠端控制開關(RCSW)，當火災發生緊急時系統可

將次要負載迴路卸載。 

(十四) 發電機房牆壁天花應採防火吸音性材質施作以有效降低噪音，機房外

1M 處，噪音不得大於 60dBA，並應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噪音管制規

定。 

(十五) 發電機底部應設置浮動地板外，另需加設防震基座。 

(十六) 發電機儲油槽容量可供發電機滿載運轉耗油 8 小時以上日用油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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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消防檢查許可容量(1,000公升以上)時，須依消防法規檢討公共危險

物品之規定設置消防安全設備。 

(十七) 於發電機室裝設進、排風機設備，以確保發電機有良好的散熱效果。

排煙管及進、排風口需引出至戶外適當之位置排放，通、排風百葉其

面風速不得大於 4 m/s，且設於地上層之排氣百葉不可面向住戶，若百

葉面向行人通道時，不可直吹至行人。故其通排風百葉及發電機排煙

管應設置於適當處，以能符合噪音規定及不影響到人員安全,並作適當

綠化遮蔽，並考量美化及防水。 

(十八) 發電機需加裝黑煙淨化設備，並符合環保規定以避免所排出之黑煙造

成環境的污染。 

(十九) 儲油槽需設置液位計(採透明管材，若為玻璃材質，需有防撞擊之防護)

以便維護人員易於檢視。並設置溢位計與中央監控連線，以利管理中

心可監視油量。 

(二十) 需於 1F 設置可供油灌車注油之注油快速接頭及管路和其相關配備設

施。 

(二十一) 需配置油水分離設備外，油槽底部為錐形，以利油水分離。 

(二十二) 火焰滅焰器應設置至戶外通風良好之處，並考量美化及防水，設置

高度需符合法規規定。 

六、 不斷電設備系統(UPS) 

(一) 門禁、電信、資訊、監視、中央監控、緊急求救、消防總機及廣播總機

等大樓重要設備，應分別獨立設置分散式或集中式不斷電系統(UPS)銜

接。 

(二) 不斷電系統(UPS)全容量供應時間，至少為可供給接續負載設備 30 分鐘

之用電。以便市電斷電後，緊急發電機尚未供電時，維持前項各設備或

系統運作正常，待發電機供電後，則 UPS暫停供電。 

(三) 不斷電設備系統設置時，需考量電池通風熱量需求，其排氣管路需單獨

設置排至室外。 

七、 太陽能發電系統 

（一） 再生能源設備(太陽能發電工程)：於屋頂層設置太陽能供電系統，

利用大自然的能源，提供社區再生能源。 

（二） 建置能源資訊顯示設備：在一樓公共區域設置太陽能供電資訊顯示

設備，除可紀錄社區的太陽能供電系統源使用情形外，並可供住戶

了解再生能源使用情形。 

（三） 太陽能系統發電系統採市電併聯為設置原則，將其再生能源供給大

公設備用電使用（如：公共區域照明或電梯或中控室設備用電使

用）。若檢討計算其供電量於用電時，則需設置儲能系統。 

（四） 太陽能系統發電系統設置面積至少為屋頂層面積 5%(含)以上，總設

置容量≧20KWP。 

（五） 太陽能發電系統設計、施工須符合能源局及台電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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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太陽能發電系統申請作業要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除本契約另

有規定外，有關本作業申辦之一切許可之申請手續費，由統包廠商

負責辦理，皆含於契約總價內。 

（七） 太陽能發電系統設備至少包含：太陽能陣列（solar array)、直/交

流轉換器、數位電錶箱(雙向電錶)、陣列板貼片溫度計、日照計、

室外溫溼度偵測器及所需各項配件及管線。 

（八） 太陽能光電板模組為發電設備，為確保安全，每片模組間應以綠色

接地線互相連接後，經直流配線箱(室外防水)連接至接地系統。 

（九） 太陽能光電板安裝於室外，支架材料需具防蝕防鏽能力之不銹鋼架。 

（十） 太陽能光電板模組之結構物或樓板載重、基礎及支架等設計，須經

結構安全計算並依建築法規進行，包括：（1）載重計算（含自重、

風力、地震力）、（2）構材強度計算及應力檢核、（3）基礎座設計

及結構強度計算等，符合各項結構安全後方可施工架設。 

（十一） 於各棟 1F 大廳處設置公共用電(太陽能發電、用電)能源看板(至少

55 吋 HD LED 顯示器)，讓社區住戶適時瞭解社區太陽能發電量及

公共用電情形，達到能源視覺化及最佳控制系統，做為能源控管及

節約能源。顯示資訊至少包含：日期時間、日照量、室外溫溼度、

發電電壓、電流、即時發電量、累積發電量、累積節能減碳量等資

訊。 

（十二） 太陽能系統監控電腦安裝於管理員室，透過光纖網路將資訊傳給中

央監控系統，太陽能監控系統為 WEB-BASE 至少支援 3 種瀏覽器，

監控功能至少包含：即時發電各項資訊、室外日照及溫溼度顯示、

太陽能板各模組溫度、自動異常通報、維護提醒、事件紀錄、發電

資訊儲存、分析、報表產出等功能。 

（十三） 太陽能發電系統需提供 MODBUS TCP、DDE 或 OPC 通訊予 BEMS 系統

界接，於 BEMS系統中也可以顯示各項太陽能發電資訊。 

（十四） 變流器、電力調節器可規劃採用二合一功能設備或分開功能之設

備，二種架構(功能分開或合一)皆可使用。 

（十五） 儲能工程(若檢討計算其供電量於用電時，則需設置儲能系統)：設

置 2 套≧20KW 儲能系統至少 3 小時供電，併入 BEMS 能源管理系

統作為白天電力使用高峰時之調節放電，並於夜間利用離峰用電充

電。停電時優先供應管理員室及 1F 照明之緊急用電(設置專用用電

迴路)。 

（十六） 儲能工程電池放置於屋突層，須經結構安全計算並依建築法規進

行，包括：（1）載重計算、（2）構材強度計算及應力檢核、（3）基

礎座設計及結構強度計算等，符合各項結構安全後方可施工架設。

並設置 2 組交替運轉空調系統，依空間溫度自動啟停降溫。 

（十七） 儲能工程需提供 MODBUS TCP 通訊予 BEMS 系統界接，於 BEMS 系統

中也可以顯示各項電池狀態，至少包含：輸出入電壓、負載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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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電池容量、電池溫度及充放電控制。 

（十八） 設置一套智慧電網管理主機(具電力分配功能)，智慧電網管理主機

為 DC/DC、DC/AC 轉換模組所組成，且 PV 太陽能面板能直接連接

智慧電網管理主機的直流匯流排(DC BUS)，主機須具備最大功率追

蹤(MPPT)功能。智慧電網管理主機可遠端切換透過市電或 PV 太陽

能發電將能量儲存於(鉛碳)蓄電池設備，作為電力調節及備援電力

使用。 

（十九） 設置智慧電網穩壓供電系統設備(含電力切換裝置)，當市電異常及

災難發生時可即時供應電力給防災應變中心使用，切換時間應小於

20mS。 

（二十） 設置深循環鉛碳蓄電池組，將 PV 太陽能發電系統之電力儲存於電

池組內，當市電異常及災難發生時，可立即釋放電池電力給負載使

用。具備可 50%深度放電循環使用達到 2000 次以上。 

（二十一） 設置電力監測裝置系統，將重要設備運作狀況納入監控系統

內，隨時監測及統計系統相關數據及設備狀況。 

（二十二） 智慧電網管理主機系統供電模式如下： 

(1) 正常模式(市電/發電機供電) 。 

(2) 市電異常模式。 

(3) 設備異常模式。 

(4) 設備定期保養模式。 

(5) PV 儲能裝置供電模式。 

(6) 緊急供電模式(智慧供電儲能裝置) 

八、 汽機車充電樁系統 

（一） 於地下層設置電動汽車、機電之充電車位(車位數詳建築章節)。 

（二） 每個充電車位將分別設置快充式或慢充式充電樁。 

（三） 充電樁系統需具有充電樁管理系統，可透過圖形化介面進行遠端設

定、控制、管理與維護充電樁，並且記錄各項充電資訊。 

（四） 充電樁系統需具有計費系統，並可與悠遊卡或其他電子支付結合使用。 

（五） 充電樁系統電源可自公共用電供給，但需設置數位電錶並傳輸至能源

監控系統監控，以建立充電椿用電之能源管理。 

（六） 汽機車充電樁系統需具有充電樁管理系統，可透過圖形化介面進行遠

端設定、控制、管理與維護充電樁，並且記錄各項充電資訊。本案中

監控需預留未來可擴充空間。 

（七） 汽機車充電樁(座)具有過電壓保護、過電流保護及異常漏電保護偵測

等功能。 

4.15 弱電系統設計原則 

一、 接地避雷系統 

(一) 避雷系統設計與施工需符合台電「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

路裝置規則」、以及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二) 依電力、電信、資訊及避雷設備種類分別設置獨立接地系統，其接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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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值詳上表所示。設計單位需依地質狀

況提出接地電阻計算，以確認所設計接

地系統及量體係符合各接地網接地電阻

需求。 

(三) 導體與大地間連接，保持同電位防止感

電。所有用電設備皆應施行接地，而所有電子設備及控制線路皆應施行

雜訊隔離接地，兼顧離訊干擾和安全及諧波改善，並與電力和避雷的接

地系統予以分開，若無法保持充分的距離，則必須加裝避雷器保護。電

源設備接地與電力接地系統應連接，以防高壓及大故障電源。 

(四) 避雷接地電極採用接地網型式，以降低突波阻抗。而電子系統的接地電

極採用接地棒併聯的型式，並儘量縮小接地面積，以避免引入雜散電流，

降低接地阻抗和維持等電位達成安全目的。 

(五) 所有接地極採熱熔接方式，設置接地電阻測試端子箱於大地敷設之接地

網，以檢驗接地電阻值。 

(六) 接地系統採責任施工。 

(七) 獨立於屋頂設置放電式避雷針，並加設雷擊計數器及故障監視器，保護

建築物及內部設備。保護範圍應配合建築需求，涵蓋全棟建物區。必要

時，需於屋頂女兒牆上緣及突出層頂四周，須加設避雷環帶(採用銅片條

或裸銅線)並引接至引下導線。 

(八) 避雷針設備需通過內政部營建署審核認可，避雷針或避電設施至接地極

之接地箱及引線應設置二組獨立接地線路，並與其它接地極保持至少 5m

以上適當距離。其引線若採明管配置時，除以 PVC E 管配置外，其管線

應與其它管線極保持至少 5m以上適當距離，以防雷擊磁波干擾或破壞其

他系統。 

(九) 各系統接地端與測試端之接地棒，應保持保持至少 5m以上適當距離。 

(十) 避雷針支架應採 SUS316 不鏽鋼材質。 

(十一) 接地測試箱應設於接地層之上一樓層適當位置。 

(十二) 航空障礙設備應依國際民間航空條約第十四條附屬書第六章障礙物表

示視覺援助設施，所定之內容予以計畫並設計。 

(十三) 接地線穿越結構體時，應設置止水板，防止毛細作用滲水。 

二、 電話設備 

(一) 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頒佈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

建築物使用類別電信線對數估計，設計、施作所需電信管線。依其需求

設置電信室乙處，符合終期電信需求，以光纖引入系統數據網路化。 

(二) 依規定電信室，供引進線纜及設置第一類電信事業電信設備之專用空

間；所有自來水、污廢水、瓦斯管線不應自電信室上方經過。 

接地網系統種類 接地電阻值 

電力系統 ＜10Ω 

電話系統 ＜5Ω 

資訊系統 ＜5Ω 

避雷系統 ＜1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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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層設置資訊網路接線箱及市內電話主配線箱，再佈設管線引入各單元

戶內之弱電系統整合箱(DD箱)。 

(四) 為符合電信法規要求，各單元室內設置弱電系統整合箱(DD 箱)，整合電

話、網路、電視、影視對講保全等，宅配線箱至各層樓的主配線箱採線

槽/架方式設計施工。 

(五) 各住宅單元之客廳、臥室、廚房適當位置均設置電話插座，各用話點均

應設有符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公布之標準雙孔電話插座。 

(六) 各公共空間、管理中心或其他指定之空間應配合所需設置電信插座，各

用話點均應設有符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公布之標準雙孔電話插

座。 

(七) 所有弱電用主配線箱及弱電箱內均含配線用端子台，各戶 DD箱皆包含各

系統項目用模組。 

(八) 電話引進管應採不鏽鋼管，除主管機關規定之預留管數外，另需再預留

設 3"PVC管 2管。 

(九) 電話配線垂直幹線均以 GRP電纜線槽/架為之。使配線方便且更具有擴充

性，以利日後增加系統配線用。水平配線可採纜線槽/架或 PVC 管配置為

原則。 

(十) 電話採用 CAT-6網路線施作與資訊系統整合為綜合式佈線。 

(十一) 電梯車廂內行動電話及無線電訊線應可正常使用。 

三、 數位電視天線及有線電視系統設備 

(一) 於建築棟屋頂層設置數位電視天線：數位電視天線系統支架採不銹鋼製

品。 

(二) 預留有線電視(CATV)引進管路至各層垂直管路空間及中控中心。 

(三) 所有電視插座應為雙插座分別為有線電視與數位電視出口。 

(四) 各住宅單元客廳及各臥室均設置電視雙插座。 

(五) 各公共空間、管理中心…等空間適當位置均設置電視雙插座。 

(六) 每層弱電機房應設置電視結線箱及分歧器(分配器)，並於適當位置設置

強波器，供各戶 DD箱之電視插座分別引接有線電視及無線電視使用。 

(七) 預留改善鄰近住戶訊號接收，設置支出線口或預留管。分歧器出線口以

60db±5db為標準，確保影像清晰。 

(八) 垂直幹線均以 GRP電纜線槽/架為之。使配線方便且更具有擴充性，以利

日後增加系統配線用。水平配線可採纜線槽/架或 PVC管配置為原則。 

四、 資訊網路設備 

(一) 住宅單元客廳及各臥室均設置資訊插座。公共空間於管理中心或其他指

定之空間設置資訊插座。 

(二) 公共區域設置無線區域網路使用大樓之網路，架設無線分享器；另未來

若需提供新北市服務時亦可使用大樓之網路。 

(三) 各社會福利設施、各公共空間、中央監控室…或其他指定之空間，應配

合所需設置資訊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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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路機房設於管理中心或其他獨立空間；各層預留弱電管道間由電信室

至各層弱電管道垂直主管路採 GRP電纜線槽/架佈設，垂直線路以光纖線

路鋪設至各層弱電機房再分別以 2 蕊光纖線路鋪設至各戶之 DD 箱內收

容符合光纖到府的原則，水平管線自 DD 箱至末端插座出口採 CAT-6 網

路線，以滿足資通需求。 

(五) 設置骨幹網路交換器、防火牆、路由器及各樓層設置邊際交換器提供中

控中心使用，並配合綜合佈線需求提供予其他弱電系統(監視、門禁與監

控系統…等)使用。 

(六) 於大樓公共空間設置無線網路基地台，無線網路基地台應可連回無線網

路管理器，統一控管避免非授權人員使用社區網路，須提供與網路設備

相容之網路管理系統進行中央控管；所有有線(包含路由器)與無線網路

設備系統選用須應考慮後續維護管理便利性。 

(七)  須建置社區管理雲端將社區整合系統設備(如訪客服務系統、安全門禁

系統、能源管理系統、社區資訊…等)資訊上傳至社區雲端；依權限開放

供社區住戶及管理公司、市府…等人員/單位查詢相關資訊。 

(八) 社區管理雲端之軟體須為一般標準通用之通訊協定及軟體，以 OPEN API 

介接 JSON、XML及 EXCEL的方式開放資料架構，以利相關人員瀏覽查詢。 

(九) 設置骨幹網路交換器、防火牆、路由器及各樓層設置邊際交換器提供中

控中心使用，並配合綜合佈線需求提供予其他弱電系統(監視、門禁與監

控系統…等) 使用。 

(十) 因應申請智慧型建築之【資訊通信指標】、【綜合佈線】目標執行，於 1F

大廳適當位置設置 LED 全彩顯示看板，結合應用系統主機將即時資訊或

政令宣導即時提供給住戶，將所有資訊與電信充分整合運用期望能符合

智慧型建築的基礎資訊與電信建設工程。 

(十一) 垂直幹線均以 GRP電纜線槽/架為之。使配線方便且更具有擴充性，以

利日後增加系統配線用。水平配線可採纜線槽/架或 PVC管配置為原則。 

五、 室內彩色影像對講兼防盜及求救系統設備 

(一) 一層大門及住戶玄關門外皆設置含攝影機、對講機之室外主機，各住宅

單元內設置室內影視對講機(不含攝影機)，住戶可經由室內影視對講機

之顯示器內影像，且於開門前亦可清楚看見來訪者，並藉由對講機與訪

客對談，以便認訪客份後再開門，以維護住戶安全。 

(二) 各住宅單元設置室內影視對講機，需連接住宅主入口門及前(景觀)陽

台、後(工作)陽台門窗之磁簧開關，及廚房瓦斯漏氣偵測器，和客廳、

主臥室(含無障礙住宅浴廁)緊急求救按鈕，並可發送防盜、瓦斯漏氣偵

測、緊急求救等警報，連結至中控中心(管理中心)管理總機電腦及門廳

管理中心副機電腦顯示住戶址位之功能。 

(三) 需具備緊急求救及瓦斯洩漏與用戶行動電話手機訊號連線通報之整合。 

(四) 符合智慧建築系統可增設無線副機，無線副機可與住戶、管理員，公共

大門之訪客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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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門門口機呼叫管理總機時，總機螢幕可顯示來電號碼及大門即時影

像，以便管理人員過濾訪客或住戶。 

(六) 管理中心值機台無人接聽時須轉接到管理中心值機台或管理員手機以免

住戶遇到緊急狀況時呼叫無人接聽，並可相互備援或忙線時可轉接至其

它管理主機。 

(七) 保全對講監控系統需能顯示社區各戶保全對講機與主機連線狀況，以分

辨設備與主機是否有連線，如有斷線時即顯示不同顏色並啟動警報通知

管理人員。 

(八) 無障礙住宅之浴室應依無障礙設置設施規範設置緊急求救按鈕。 

(九) 所有區域(含住宅、公共廁所…等)之無障礙廁所，應依無障礙設置設施

規範設置緊急求救按鈕。 

(十) 於各逃生梯設置緊急求救按鈕及頂樓室外設置對講機及緊急求救按鈕

設備，並連結至中控中心管理總機及門廳管理室副機顯示址位以利發

生緊急事件與管理人員連繫。 

(十一) 停車場內適當距離及位置設置室內對講子機及緊急求救按鈕。停車場

出入口設置室外對講子機，連結至中控中心對講管理總機及門廳管理

中心對講並與其通話副機顯示址位。 

(十二) 提供訪客服務系統供訪客來訪查詢接待管理服務、訪客留言或留影及

登入郵件包裹的收發，並可即時通知各住宅單元彩色影視對講防盜兼

緊急求救主機及住戶智慧型手機。 

(十三) 各住宅單元設置彩色影視對講防盜兼緊急求救主機，須可搭配住戶智

慧型手機作為副機，可透過網際網路、3G及 4G達到各項住宅單元內之

需求包含保全設定、即時接收住宅單元內之訊息(警報、社區公告、訪

客服務、包裹通知等)於來電時應可同時響鈴並可接聽進行視訊通話，

為確保通用性，應至少支援 Android 及 iOS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 

(十四) 各住戶與住戶可透過各住宅單元設置的彩色影視對講防盜兼緊急求救

主機進行雙向之通話。 

(十五) 緊急求救按鈕應與建築物中央監控系統連線提供訊號。 

(十六) 管線施作可配合資訊系統水平線槽或線架一併於各層弱電或資訊箱，

並於垂直管道間整合式佈線至機房端。 

(十七) 垂直幹線均以 GRP電纜線槽/架為之。使配線方便且更具有擴充性，以

利日後增加系統配線用。水平配線可採纜線槽/架或 PVC管配置為原則。 

六、 中央監視(CCTV)系統設備 

(一) 各攝影機與裝設於社區中控中心之閉路監視(CCTV)數位錄影平台配線連

接，數位錄影平台之影像編碼方式，採用 H.265 及 M-JPEG格式。並連結

至中控中心閉路監視(CCTV)系統數位監控監視器。 

(二) 系統概要 

1. CCTV監視設備之設置以建築物及人員安全為基本考量，未來可與鄰近警

察單位連線協同打擊犯罪讓社區更智慧化與安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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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管理中心設置閉路監視(CCTV)系統數位錄影平台監控及監視器。數位

監控錄放影採用高解析、高容量數位壓縮錄影系統。 

3. 採用網路攝影機，500萬畫數(含)以上。 

4. 監視攝影機之設置應配合工程整體規劃。 

5. 針對社區內、外的進出動線管制，採用高解析彩色紅外線攝影機，由管

理人員在中控中心及門廳管理中心進行全面的監視及 24hr全天數位錄影

存檔。 

6. 於停車場、停車場出入口、地下層樓梯出入口、電梯、門廳出入口、各

層梯廳、室內外公共活動場所、各層走廊、重力水箱、電梯機房、重點

機房與保全室以及建築物較隱蔽位置等處設置紅外線攝影機，且於上述

各處昏暗處應加裝感應式投射燈，有狀況發生即鎖定，事故解除即回復

原設定。 

7. 所有通往屋頂之安全門出入口及屋頂室外設置紅外線攝影機，且於上述

各處昏暗處應加裝感應式投射燈，有狀況發生即鎖定，事故解除即回復

原設定。 

8. 頂樓室外適當處設置隱形圍籬配合蜂鳴器，若有人員靠近屋頂警戒區則

發送警報連結至中控中心，提醒管理人員加以監看，以避免貧病之弱勢

族群由此輕生。頂樓之安全門禁一經開啟，即啟動監視攝影機提醒管理

人員。 

9. 攝影機位置以設置及調整至最佳視角為原則，於適當範圍可清晰取得影

像可清晰取得臉部影像。 

10. 可遠端監看社區內狀態或依需求設置警民通聯(報)系統。 

11. 當發生狀況時，門廳管理室之監視器應立即顯示現場畫面，並加以警

示，讓管理人員可由監視器上辨識該區，並快速採取通報、搜證及處理

等應變措施。 

12. 攝影機應內置智慧影像分析功能：支援越線檢測、目標遺留/移除、徘

徊、跟隨路徑、防破壞檢測、進入/離開監視區、條件更改、相似點搜

索、人數統計、聲音報警等功能。當發生警報(狀況)時，門廳或管理中

心之監視器應立即顯示警報現場畫面，並於中央監控系統整合平台上以

圖形化顯示警報位置，讓管理人員可於監視器上辨識警報位置，並快速

採取通報、搜證及處理等應變措施。 

13. 網路攝影機須支援 iSCSI直接存儲功能，以避免影像管理平台故障或被

破壞當下或斷線無法錄影。 

(三) 系統功能原則 

1. 監視器至少 50吋以上 LED 4K螢幕顯示器應附有操作選擇器或開關，監

視器數量配合攝影機設置(分割畫面不得大於 16分割)。 

2. 控制主機應具備控制旋轉台全方位旋轉角度，伸縮鏡頭及主監視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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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3. 監視系統利用全方位彩色攝影機監視各地之情形，以減少建物角落危機

狀況之發生，以確保人員之安全。如電梯廳出入口、停車場、出入口、

走廊、室外區及重要公共設備等空間裝置攝影機，以便節省人力巡邏及

24小時監控。中央監控則使用數位影像壓縮保全電腦處理各種畫面，並

可壓縮錄影方便日後查看及紀錄，亦可連結網路做遠端監視。 

4. 本系統儲存應採用 M-JPEG以及 H.265 壓縮技術。系統應設定為每支攝影

機每秒存錄 10個以上畫面，其影像儲存時間需可達 30天以上，儲存之

畫質於畫面回放時，攝影機與車輛距離 4~5公尺處且光源足夠的狀況下，

仍需可辨識車牌號碼為驗收最低標準。 

5. 系統需可於夜間備份大樓所屬影像資料，並可經由網路查詢 30 天內之監

控影像資料。 

6. 系統需具備網路監控機制，並可透過權限控管分級管制。 

7. 室外攝影機所需用電需具有保護裝置以防止漏電。 

8. 所有置於室外及地下室之攝影機若有狀況發生中央監控室或管理中心可

透過廣播通話以遏制犯罪。 

9. 具備與門禁管理系統連動：當門禁感應讀卡啟動時，管理中心監視螢幕

會顯示讀卡機附近的攝影機並將影像儲存及發送到指定人員的手機或電

腦。 

10. 具備防盜系統連動功能： 當保全防盜被闖入或打開時，管理中心監視

螢幕會顯示該處的攝影機，並將影像以單獨儲存為一個事件紀錄檔案及

發送到指定人員的手機或電腦。 

11. 具備與緊急求救及對講連動功能：當遇緊急狀況時按下緊急求救鈕時，

管理中心監視螢幕會跳圖顯示緊急壓扣附近的攝影機畫面，且將錄影影

像可單獨儲存為一個事件紀錄檔案並連動對講系統，管理員可即時透過

對講管理主機與求救人員雙向通話對講。 

12. 攝影機監控螢幕需以圖示連線方式顯示社區各攝影機與監視主機連線

狀況以分辨設備與監視主機是否有連線，如有斷線時既顯示不同顏色並

啟動警報通知管理人員。 

13. 所有置於室外之設備及相關機箱設備(含零件)之材質(機架櫃除外)皆

須為不銹鋼材質，並須要防水、防潮、防雷擊。 

(四) 監視系統應與建築物中央監控系統連線提供訊號。 

(五) 垂直幹線均以 GRP電纜線槽/架為之。使配線方便且更具有擴充性，以利

日後增加系統配線用。水平配線可採纜線槽/架或 PVC管配置為原則。 

七、 安全門禁管理系統設備 

(一) 門禁系統採用電腦連線式，於一樓大門、主要出入口、電梯、屋頂及地

下室安全門、重點機房等重要之處，皆設置具 LCD 顯示幕可配合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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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感應式讀卡機，作為人員進出門禁管制。 

(二) 人員進入各管制區域須刷卡才可進入，以管制閒雜人等進入，若有人員

已不當手段破壞該系統進入，安全系統會發出警報通知管理人員前往處

理。 

(三) 門禁管理系統可與悠遊卡結合，並可於管理中心總機做統一管理及紀錄。 

(四) 系統能對門禁管制區域的範圍、通行對象以及通行時間進行即時控制或

設定程序式控制，訪客或巡邏人員於限定時間未到達目的地系統就應發

出警報聲提醒管理人員。 

(五) 門禁系統能與消防系統連動，在發生火災時能即時啟動消防通道和安全

門。 

(六) 於安全門設置警報器連結至管理中心之門禁管理主機之圖控電腦內。 

(七) 住戶門禁(感應)卡數量依戶數比例提供；2樓(含)以上住戶單元 1房型 2

張、2房型 4張、3房型 6張門禁(感應)卡為原則；社會福利設施、社區

公共部分，至少提供 10張門禁(感應)卡為原則。門禁(感應)卡可評估與

悠遊卡與門禁(感應)卡結合使用。 

(八) 讀卡機配置說明： 

1. 社區大門、地下室安全門、重點機房管制方式為單向管制，管進不管出，

亦即由內往外時，採用開門按鈕不須刷卡，只有進入才須刷卡。 

2. 採用符合消防法規之斷電開門型電磁鎖，亦即當火災或斷電時可自動斷

電，達到安全之原則。 

3. 全區開門按鈕採非接觸式開門。(管制社區以大門、電梯及地下室安全

門)。 

4. 安全門禁管理系統應與建築物中央監控系統連線提供即時訊號。 

八、 中央監控系統 

(一) 系統通則： 

1. 系統目的作為係在整合各相關子系統為同一平台，透過內部高速網路

(INTRANET)傳輸，達到遠端監控資源共享及簡化行政作業程序之目的。 

2. 系統數位輸入輸出、類比輸入輸出各 10%的備份輸出輸入硬體點。 

3. 工作站提供多人多工即時之作業系統軟體及應用軟體，可經各種傳輸界

面以通信電纜傳輸至監控轄區內相對之數位式現場控制器及其他相關設

備，具有中文流程圖方式顯示圖形之能力。 

4. 配合系統界面需求，提供各類標準通訊協定轉換之功能。 

5. 提供伺服器主機與備援伺服器之人機界面，執行工作之命令，兼具有即

時監視、控制、編輯程式等功能，並有獨立自主運作之功能。 

6. 具彈性的軟體應用開發環境。 

7. 系統資訊傳輸之路徑配合光纜、通訊電纜、交換器等建構高速網路主幹。 

(二) 將建築物內之各重要設備整合納入監控自動化系統，以迅速確實的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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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系統及管制各設備狀況，除可有效的防制不當使用外，還可預防緊

急事故、意外等發生。另可將各類機電，保全設備系統納入監控紀錄。 

(三) 中央監控系統由分散式現場控制器(DDC/PLC)收集所有監控信號，可透過

開放性通信協定，如 BACnet IP、BACnet MS/TP、BACnet over Lon、Modbus 

RTU、Lonworks、MBUS、KNX/EIB 等整合第三方控制系統連線；中央監控

軟體為全中文化介面，支援 BROWSER 瀏覽(包括 MENU BAR、TiTLE BAR、

DiALOG BOX 等等)操作介面且為市售標準發展軟體，資料可透過專線網路

(TCP/IP)遠方 IE瀏覽監視控制。 

(四) 以中央監控之工程，作為達到分散控制集中管理效果。並整合各項系統

達到網路雲端化。 

(五) 須建置社區管理雲端將社區整合系統設備 (如訪客服務系統、安全門禁

系統、能源管理系統、社區資訊、…等) 資訊上傳至社區雲端；依權限

開放供社區住戶及管理公司、市府…等人員/單位查詢相關資訊。 

(六) 社區雲端可提供下列功能(以下包括但不限於)： 

1. 訪客服務系統：管理中心可透過雲端傳遞訪客來訪及郵件包裹等訊息通

知供住戶了解及掌握住家情況。 

2. 安全門禁系統：本系統可透過雲端傳遞家人進出社區訊息，供住戶掌握

住家門禁及安全。 

3. 能源管理系統：住戶可透過網路經由社區雲端授權碼進入查詢自家能源

使用狀況。另可經由各項能源使用情況回報異常訊息供住戶及社區管理

中心即時掌握狀況，以達節約能源及維護社區安全。社區公共能源並可

透過社區雲端上傳資訊供住戶、管理公司、市府等查閱及記錄。 

4. 社區資訊：可利用社區雲端將社區各項訊息及各系統資訊/料，定期上傳

供住戶及各相關單位查詢並供管理公司、市府等單位查閱及下載。 

5. 社區管理雲端之軟體須為一般標準通用之通訊協定及軟體，以 OPEN API

介接 JSON、XML及 EXCEL的方式開放資料架構，以利相關人員瀏覽查詢。 

(七) 管理中心設置中央監控系統： 

1. 結合安全管理系統、設備管理系統等，監控範圍：公共電力、給排水泵、

水位、通風、緊急電源、消防設備、二線式照明系統、空調設備、門禁

系統、對講系統、安全監視系統、電梯監視系統、緊急求救系統之監控。

智慧型建築設施管理系統須能整合並監控各項子系統。 

2. 將火警受信、緊急廣播、影視對講防盜兼求救系統設備、門禁、安全監

視…等集中管理，確保社區消防、門禁之安全及提供適時之支援及照顧。 

3. 偵測自來水進水箱、屋頂重力水箱、污水池、廢水池、雨水回收水池、

消防水池之水位。低於最低水位或超出最高水位及不正常溢流時，須顯

示異常位置，並發送警報。 

4. 偵測自來水進水箱、屋頂重力水箱之水箱蓋是否有開啟或閉合，以免社

區生活用水遭到人為污染，以保障社區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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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偵測緊急發電機油槽之最低液面，須顯示異常位置，並發送警報。 

6. 偵測公共區域之污水泵、廢水泵、雨水回收泵、揚水泵、消防泵、泡沫

泵、撒水泵、抽水泵、排煙風機、進氣風機、排氣風機、緊急發電機之

運轉，須有故障跳脫移報顯示之功能。 

7. 偵測公共區域之高(低)壓配電盤主盤之電壓、電流、功率之資訊，須有

故障跳脫移報顯示之功能。 

8. 偵測停車場一氧化碳濃度，當濃度超過標準值時，立即啟動停車場通風

系統以為維持室內環境品質。 

9. 公共區域設置 IAQ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偵測公共區域空氣，並需與該區

通排風系統作連動。 

10. 於機電設備空間等相關場所設置漏水警告及偵測設備，偵測漏水現象，

並自動發佈警告信號。 

11. 於屋頂設置溫溼度偵測器，並提供信號於中控中心與公共資訊顯示設備

提供使用者了解室外環境變化。 

12. 可控制庭院、屋頂綠化噴、澆(滴)灌系統系統開關。 

13. 消防系統訊號須與中央監控系統連動，當消防系統觸發時，需主動解除

門禁供人員逃生使用及將社區公共空間之空調及通風系統自動斷電，以

免火勢擴大延燒。 

14. 各專業子系統之通訊協議均轉換成為 TCP/IP協議整合於中央監控系統

平台。管理層監控管理電腦須可以透過開放性通信協定，如 OPC、Modbus 

TCP、BACnet IP、Onvif、SNMP等整合第三方系統連線。 

15. 提供用戶 Android App及 IOS App 可以透過 Internet進行遠程監控功

能，可設定單點狀況發生時，發送即時 APP推播訊息到管理人員的手機。 

16. 能源卸載功能可依不同情況設定情境群組。 

17. 數位監控模組監視，控制可離線運作、不因與主機斷線而停止運作。 

18. 中央監控螢幕須以圖示連線方式顯示社區各監控模組與主機連線狀況

以分辨監控模組與監控主機是否有連線，如有斷線時既顯示不同顏色並

啟動警報通知管理人員。 

19. 採分散式現場控制器(DDC或 PLC)，由光纖網路傳送至中控中心。 

20. 提供監控網路設備及光電轉換器與監控網路銜接。 

21. 公共區域、停車場等照明及夜間景觀照明開關集中監控，運用智慧照明

控制，結合電腦達到全面自動化，以節約能源。 

22. 中央監控系統與其他子系統連動至少符合下列需求：各有關聯之監視及

控制設備在系統上要能連動，以有效管理能源的使用狀況，以達到節能

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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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子系統 

名稱 
連動 

A 電力監控 
能源管理(含大小公共用電盤)、契約容量監視及控制、通

風監控、照明監控、衛生給排水泵監控(用電紀錄與分析) 

B 
空調通風

監控 

能源管理、消防系統(火災發生時，可主動關閉空調及通風

系統) 

C 照明監控 能源管理(用電紀錄分析) 

D 
衛生給排

水監控 
水位管理、電力監控(用電紀錄與分析) 

E 
通風換氣

監控 

能源管理(用電紀錄與分析)、室內環境品質監控互相連動(

至少與地下室一氧化碳偵測連動) 

F 電梯監控 
與消防系統監控互相連動(火災發生時，至少一般電梯需能

緊急停止，緊急昇降電梯可至避難層待命) 

G 
門禁系統

監控 
與消防系統互相連動 

H 監視系統 公共區域與緊急求救系統互相連動 

I 
緊急求救

系統 

公共區域與監視系統互相連動，與各戶緊急求救系統互相

連動 

J 對講系統 
室外及地下室之攝影機若有狀況發生中央監控室或管理中

心可透過對講廣播通話 

K 
消防系統

監控 
與空調、通風換氣、電梯監控、門禁系統互相連動 

L 
能源管理

系統 

與照明系統、空調、通風換氣、衛生給排水泵等監視及控

制 

(八) 管理中心須留設空間設置設備連接或至少操作本案所需系統(本項系統

得依據建築空間配置及管理模式調整，費用不予增減)。 

1. 社區管理中心設管理員座位(含座椅及電腦、列表機等辦公設備、家具與

充足空間)。 

2. 社區管理中心設置智慧型中央監控主機、螢幕，並須與所有設備、系統

連接(須具能源可視化效能、安全監管、通報及警、消通報功能並於管理

中心設置副機)。 

3. 消防系統受信總機、電力、照明、給水、排水、自動噴灌、數位監控錄

放影機、監視器及對講機(共同出入口)、頂樓監控…等應納入中央監控

系統規劃。 

4. 於 1F大廳適當位置設置至少 50吋以上 LED 4K螢幕顯示器應附有操作選

擇器或開關結合應用系統主機傳達社區重要信息與做為社區公佈欄或政

令宣導即時提供給住戶，將所有資訊與電信配線充分整合運用期望能符

合智慧建築的基礎資訊與電信建設工程。 

5. 於 1樓大廳處設置公共用電(含太陽能發電、用電)能源看板(至少 50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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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LED 4K 螢幕顯示器應附有操作選擇器或開關)，讓社區住戶適時瞭

解社區公共用電情形，達到能源視覺化及最佳控制系統，做為能源控管

及節約能源。 

6. 公共區域照明，夜間景觀照明開關之集中監控，以節約能源。 

7. 運用二線式傳輸結合電腦達到全面自動化。 

8. 運用現今科技可使用網路設備連線至 internet，遠端控制及配電盤現場

控制或管理人員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經現場 Wi-Fi控制。 

9. 整體規劃各弱電系統具不斷電系統並連接發電機迴路。 

10. 社區管理中心周邊可考量社區活化、物業管理所需，結合規劃社區服務

(含公用插座與各項網路預留)。 

(九) 以上俾結合智慧綠建築、智慧社區及物業管理之效能，提供住戶舒適生

活空間，滿足民眾住的需求。 

九、 緊急求救系統 

(一) 於各戶客廳、主臥、公共廁所、直通樓梯、屋頂地下室等區域內適當距

離及位置設置室內視訊對講子機或緊急求救按鈕。 

(二) 停車場出入口設置室外視訊對講子機，連結至中控中心管理總機及門廳

或管理中心副機顯示影像及位址。 

(三) 中心管理總機系統採用 Web 化的管理介面並提供行動式管理功能，可以

藉由行動裝置隨時掌握與處理重要訊息。子機除了基本視訊對講，兼具

廣播、留言與監視功能。 

(四) 可連動監視系統於智慧建築管理平台跳圖顯示警報位置訊號畫面。 

(五) 因應建築智慧化，系統需具備整合介面(API)，保留未來整合的空間。 

十、 HEMS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一） HEMS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透過家電的能源感測裝置，網路相互連結，

蒐集家電的電力使用資訊，以達到能源視覺化及最佳控制系統，並結

合使用者的使用習慣調整節約能源方案。 

（二） HEMS 系統於住戶內，必須安裝各電氣迴路之偵測、開關、以及分段調

節控制之設備，至少須包冷氣、冰箱、照明、插座等迴路，並透過網

路蒐集這些電力使用資訊，將各住戶用電量資訊彙總傳至控制室，達

到能源視覺化，除了做為能源控管，還可將資料傳送至雲端，針對各

系統狀態進行分析，可做為電力控管的參考基準。 

（三） HEMS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需提供 MODBUS TCP 通訊接口予本地控制設

備，以遂行有線/無線開關、調節等能源控制功能。 

（四） HEMS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需具備無線網路操作介面，須提供 IPv6 能力

之無線通訊接口，以利銜接本地之標準 IPv6 端末裝置。 

（五） HEMS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需提供 MODBUS TCP 通訊接口予 BEMS 系統，

於 BEMS 系統中也可以顯示各住戶用電量資訊，至少包含：每個迴路之

電壓、電流、功率因素、開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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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能源管理系統可統計各住戶每日、每月、每年之用電量，並計算每戶

平均用電量(日、月、年)，供住戶查詢參考。 

（七） 住戶可透過 WEB 網頁或 APP 程式查詢住家總用電量及各迴用電量。 

（八） 住戶內 HEMS 偵測設備需預留 4 組智慧家電控迴路，供將來擴充使用。 

（九） 將各住戶內總用電、冷氣、冰箱、照明、插座迴路之用電情況由 HEMS 傳

回中央監控系統，以供住戶可透過社區私有雲端存儲系統了解其住戶

用電情況。 

（十） HEMS 系統可技援智慧家電 Taiseia 通訊規格。 

十一、 BEMS 建物能源管理系統 

（一） BEMS建物能源管理系統：可提供全面性建築物電力監測、需量管理、

空調節能控制、照明節能控制、電腦設備休眠、會議室節能管理、辦

公室節能管理、停車場節能管理、澆灌節水管理等多項節能減碳智慧

控制措施。 

1. 能源監視：於公共電盤設置數位電表、溫度偵測監測各用電數據。於地

下蓄水池及頂樓水箱出入水管設置數位水表監測記錄。 

2. 建物能源管理系統將主要耗能，如空調、動力、照明、插座設備等各幹

線或分路之能耗，即時視覺化顯示於電能管理系統(固裝或手持式)監視

控制盤。顯示值至少含電壓、電流、實(虛)功率、功因及累積瓩數(kWh)

等，並具數據庫與功能及分析軟體。 

3. 需量控制管理：能源管理系統可依總用電需量，依據圖控卸載策略，即

時進行用電設備卸載，以達電力能源管理之功效；卸載控制可依據地理

區域、迴路特性、優先排序策略等進行規劃管理。 

4. 需整合太陽能發電資訊，顯示記錄於管理系統中。 

5. 將儲能系統納入管理系統中，可於用電量大時進行儲能放電供應，以避

免公共用電超約。 

6. 節能技術：將建物中設置之空調設備智慧化節能(如：人感、主機運轉台

數控制、全熱交換器、多聯變頻、變風量、變水量、二氧化碳濃度外氣

量控制、外氣冷房、室內機(窗型、分離型、多聯變頻)內建人體日照感

應技術、App 或 ICT 雲端應用管理等，皆納入建物能源管理系統作智慧

控制管理。 

7. 將大樓照明設備智慧化節能設備(如：採用晝光利用、時程控制、人員感

知控制、情境模式控制、調光控制等)，納入建物能源管理系統作智慧節

能控制管理。 

十二、 停車場智慧停車系統 

(一) 建置於建築物地下室停車場，透過智慧停車的引導、尋車讓客戶停車更

便利快速。 

(二) 建立停車場管理系統、標誌工程及其它附屬設施，設置完整之指示標誌，

令駕駛人清楚瞭解行車動線及行人進出停車場之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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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下層、車道出入口應設置車道柵欄門自動控制、停車場紅綠燈及出車

警告閃爍燈、紅外線攝影機(含紅外線偵測)、車輛和車牌號碼自動識別

功能、RFID eTag 辨識系統監視車輛進出監視車輛進出，並設置感應讀卡

機配合控制鐵捲門/柵欄機之主機連線。 

(四) 車輛進入及離開停車場時，經由感應式讀卡機或車牌辨識或 RFID eTag

辨識系統，傳出信號自動開啟或關閉鐵捲門/柵欄機。另當車輛離開或進

入停車場時，於出入口捲門前裝設紅外線偵測器與主機連線，自動關閉

鐵捲門/柵欄機。 

(五) 車鐵捲門應有故障感知安全裝置，市電停電時可轉換由緊急電源供電，

若無電源供應時仍可以手動方式開啟。 

(六) 停車場需設置出車牌辨識系統、RFID eTag 辨識系統、席位車牌定位辨

識系統、車位指示燈、車位引導方向燈、觸控式尋車系統、停車位即時

資訊、柵欄機、LED 紅綠燈及管理系統、空氣品質監測等，並各層設置

車位計數顯示器、1F 停車場出入口設置滿車燈及汽機總車位計數顯示

器，以利民眾便於了解停車場狀況。並預留繳費(收費)系統管路予營運

管理單位。 

(七) 以網路攝影機偵測車輛停放之狀態，提供車輛停放導引用途，暨與停車

場內車輛使用停車位監控及提供車輛停放位置追蹤；其包含在席偵測攝

影機、LED 指示燈等。在席偵測攝影機組，其組件配置應容許與實際停

車格及車輛通道位置於中央管理主機做配置調校，以利提供最佳化之系

統性能。而每一偵測控制器本體應包含其可顯示多種以上不同顏色之 LED 

車位在席指示燈，以利配合各不同停放車種應用，至少可顯示 3 種以上

顏色指示需求，且不需變更任何硬體。所有停車格都可利用本系統來監

控停車場停車格位使用狀態，車牌辨識功能可於在席車位攝影機組，也

可由後端主機提供車牌辨識功能，來執行車輛停放位置搜尋功能 (可使

用車位智慧尋車查詢機平台查詢場內車輛停放位置)、車位使用監看、移

動偵測、保全錄影等系統特性功能。本系統需含蓋建置智慧尋車查詢機，

提供車輛停放位置搜尋功能。 

(八) 停車場內樓梯間適當距離及位置設置室內對講子機及緊急求救按鈕。停

車場出入口設置室外對講子機。 

(九) 停車場需設置 LED 車位引導指示燈，1F 停車場出入口設置滿車燈及汽機

總車位計數顯示器，以利民眾便於了解停車場狀況。 

(十) 智慧停車系統主要項目包含： 

1. 車位顯示屏：入口處剩餘車位顯示屏、車道上車位導引顯示屏 

2. 車輛進場入口與離場出口車牌辨識攝影機 

3. 在席車位攝影機組、智能辨識主機、錄影主機 

4. 在席車位管理系統、LED 指示燈、智能控制器 

5. 網管型 POE 網路交換器及機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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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停管中控伺服主機 

7. 車位查詢觸控螢幕機組 

8. 多媒體看板 

9. 影像錄影主機 

(十一) 車輛進入及離開停車場時配合車牌辨識器，傳出信號自動開啟或關

閉鐵捲門/柵欄機。另當車輛離開或進入停車場時，於出入口捲門前裝設

紅外線偵測器或車輛感應線圈與主機連線，自動關閉鐵捲門/柵欄機。 

(十二) 地下層、車道出入口應設置車道柵欄門自動控制、停車場紅綠燈及

出車警告閃爍燈、攝影機(含紅外線偵測器)、車輛和車牌號碼自動識別

功能、監視車輛進出，並於柵欄機出入口處設置影音對講機，可直接與

停車中控室對講。 

(十三) 停車場需預留停車收費管理系統之設備空間及相關系統配管(需留

設水線)及不銹鋼出線口含蓋板。 

(十四) 地停車場出入口應設置燈光警示或照明設施提醒往來之民眾。 

十三、 公眾行動強波系統設計與施工 

(一) 於地下室停車場、樓梯間及電梯內設置行動強波器，讓撥接電話及無線

電收訊無死角。 

(二) 行動強波系統提供至少 2 個系統頻段(含)以上。 

(三) 行動強波系統至少支援 3 家電信業者(含)以上之收訊強波。 

(四) 傳輸線材採用 1/2”洩漏電纜，並依需求設置分歧器及雙向放大器。 

十四、 視訊會議系統 

(一) 設於會議室、集會所及業主指定空間設計規劃。 

(二) 視訊會議系統，至少包含網路攝影機、50吋以上 LED 4K螢幕顯示器、會

議室專用麥克風（含擴音器）。 

(三) 可同時讓兩方或多方人員都可以影像、聲音、文字及圖形等方式溝通。 

(四) 傳送到對方的影像畫面與聲音無延遲現象。 

十五、 設施管理 

(一) 設施管理服務除了基本的物業管理外，服務內容需涉及設置或使用目的

機能的「作業流程規劃與執行、效益評估與監督管理」。並參酌新北市政

府公宅規範設計，並留有未來調整之彈性空間，各案物業管理平台應能

與新北市政府使用需求統一，及具備雲端管理功能，未來需可提供新北

市政府作為建築物連結管理。 

(二) 整合建物作業管理系統功能包含資產管理、效能管理、組織管理、維運

管理功能，說明如下： 

1. 資產管理：對建築物未來固定資產的管理方式，應提供其相關辦法或應

用作業系統的管理規範。訂定各項設施設備使用管理規範應依建築物權

屬型態、各空間及設備的預期規劃的使用目的，作相對應的研訂各項使

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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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效能管理：與設施管理相關之管理辦法或作業系統，需建置在一個屬於

設施管理的整合作業平台。 

3. 組織管理：提供未來設施管理的組織型態、業務職掌及人員編制方式。

設置所需的專業或證照人員。 

4. 維運管理：提供未來各項設施設備的維護保養方式與相關計畫或應用作

業系統的管理規範。且整合平台可依各項建築設備可依需求設定其偵

測、控制、運轉記錄、產製報表、異常警告及與其他設備的連動。 

5. 資產、效能、組織與維運管理應用單項或是整合作業系統，且提供詳實

規範文件制度管理，且能應用系統產製及儲存報表。 

6. 提供資訊收集、記錄、儲存及傳輸的決策支援系統功能(產製各類管理報

表)。 

7. 訂定品質管理制度，如：ISO、SOP 包括各項管理作業的作業流程標準及

作業規範。 

8. 提供設施使用動態管理(包括設施使用對象、申請、計費、紀錄等管理) 。 

(三) FM 資產設施管理應該連接的訊息簡單和完全多元化的應用，建置一個綜

合性有形資產完全的連結。 

(四) 設施管理應以 BIM 為基礎，除運用在於竣工 BIM 模型的空間資料、相

關設備的維護手冊等外，還需整合新北市政府所訂定的設施維護管理流

程，並另行建置符合營運管理人員使用的系統。 

(五) 設施管理操作介面需簡易，避免過多資訊：尤其 BIM 軟體對於設施管理

人員而言介面過於複雜，故維護管理功能應以簡易操作概念建置軟體介

面，提升使用效率。 

(六) 設施管理需有獨立資料庫：管理功能應著重於資料統計及搜尋速度，且

要能與外部系統溝通，故從 BIM 模型輸出能獨立的資料庫是必要的，建

立類似傳統設施管理應用的「設備資料卡」。 

(七) 設施管理需具有行動化：特定設備，如：偵溫感知器等中央控制系統監

控，以 ICT 技術主動傳遞及感知相關資訊，主動顯示故障位置；廣泛型

的設備，如機電管線及一般辦公家具，則以行動設備(平板電腦或智慧型

手機)及二維條碼進行數位式盤點，縮短盤點及維護周期，有任何更新資

料都可以同步到統一資料庫，成為設施歷史紀錄，供統計查詢使用。 

(八) 設施管理需具有主動預警功能：在重要設備中需註記使用年限資料，設

施管理系統就能預警顯示，並顯示設備在 3D空間的位置，提升維護效率

及安全性。 

(九) 設施管理需具有空間管理功能：設施維護管理另外一塊是空間使用的管

理，包含空間租借管理、空間設施分佈管理、空間使用性質及空間坪數

資訊。 

(十) 設施管理需具有後續維護功能： BIM 模型更新與優化，空間及設備的更

替是一定會發生的，所以 BIM 模型必須持續維護相關的變動，設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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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也必須很簡易的與 BIM 模型同步化，提升管理資訊的有效性，使得

設統管理得以永續經營。 

(十一) 設施管理透過 BIM 的實踐，在工程專案的設計與施工階段，擷取能供

竣工移交到營運、維護及資產管理階段所需的資訊。但資訊及相關表

格，應為可相同用之格式和軟體。必要時，廠商應可建置

COBie(Construction Operation Building Information Exchange，

施工營運建築資訊交換)，作為設施管理人員所需的資訊在生命週期中

擷取和交付的一種資訊交換規範。 

(十二) 統包商應就所規劃設計之建築材料和機電系統及設備，除提出維護、

保養、更換之頻率及維護費用和更換費用外，並應就管理人事費和相

關行政管理費，作出 20年財務費用評估，以作為設施管理費用及管理

費評估。 

十六、 智慧建築計畫 

(一) 本案智慧建築應取得「智慧建築標章」合格級標準 (含)以上，建置智慧

化設施，利用建築物為載體，導入綠建築設計與智慧型高科技技術、材

料及產品之應用，使建築物更安全、健康、便利、舒適、節能減碳又環

保。另應考量公共住宅為開放式設計 (未有圍牆規劃)，為保障住民安

全，應併同物業管理機制評估規劃智慧安全管制系統。 

(二) 廠商應依「智慧建築標章」基本規定評估表(詳下表)作為「智慧建築標

章」基本規定評估及設計依據。 

「智慧建築標章」基本規定評估表 

項目 評估內容 備註 

一 綜合佈線-基本規定評估內容  

1.1 

佈線

規劃

與設

計 

1.1.1佈線規劃應涵蓋納入設計之各佈線系

統，並分別或合併提出各系統之規劃設計概

述、相關網路架構圖、佈線配管/配線昇位

圖、佈線平面配置圖，與佈線設備設計清單

等基本圖說文件。 

 

1.1.2佈線設計應就引進設施、電信室/設備

室/配線箱等配線空間、主幹水平佈線與工作

區等子系統，依法定規範或公認標準之基本

基準值進行設計配置。 

  

1.2佈

線應

用與

服務 

1.2.1佈線系統應支援電信服務、寬頻服務、

資訊服務與衍生之智慧服務。 
  

1.3佈

線性

能與

整合 

1.3.1電信佈線系統與資訊佈線系統應依循

共通化標準配置。 
  

1.3.2資訊佈線系統等級應依 TIA或 ISO/IEC

設定之等級基準配置。 
  

1.3.3佈線系統應具備未來擴充與配線空間

應用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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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基本規定評估表 

項目 評估內容 備註 

1.4佈

線管

理與

維運 

1.4.1電信佈線系統之標示識別及圖資管理

應符合 EL-3600規範之基本基準。 
  

1.4.2佈線系統應具備佈線系統審驗與檢測

計畫說明、竣工測試報告(正式標章階段)、

及後續維管理計畫說明。 

  

二 資訊通信-基本規定評估內容  

2.1廣

域網

路之

接取 

2.1.1設置寬頻電路接取廣域網路。   

2.2數

位式

(含

IP)電

話交

換 

2.2.1具有數位式(含 IP)公眾電話網路連線

通話功能，且具備對內及對外之連接介面。 

2.2.1：「住宿類」

僅用於公共區域 

2.2.2具有不斷電設備，停電後能提供電話交

換功能。 

2.2.2：依需求設置

即可 

2.3區

域網

路 

2.3.1設置網路管理系統。 
2.3.1：「住宿類」

視需求設置 

2.3.2設置適當的資訊安全保障設備。   

2.4公

共廣

播 

2.4.1作為平時與緊急廣播用外，並可提供作

為背景音樂播放之用。 
  

2.4.2可以依區域別控制不同區域之播放與

否。 
  

2.5公

共天

線 

2.5.1依需求在適當地點裝置公共電視天線

或衛星直播電視天線，該地區如有有線電視

系統，則可以接有線電視系統來加以放大分

配至建築物各區域。 

2.5.1：「住宿類」

視需求設置 

三 系統整合-基本規定評估內容  

3.1系

統整

合基

本要

求 

3.1.1應提出完整系統整合之系統架構圖與

規範文件，包含整合各子系統之架構圖與規

範等。 

3.1.1： 

系統架構圖須清楚

標示各系統實際整

合連結方式而非僅

示意圖 

3.1.2中央監控管理之納管設備需提供納管

監控整合接點介面圖與監控功能總點數表

(具備監控點數與軟體功能) 。 

  

3.1.3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供各自專屬通

訊協定名稱與整合說明。 
  

3.1.4 提供各監控主機操作、管理之集中處

所 
  

3.2系

統整

合程

中央監

控系統 

3.2.1中央監控系統須採 Web化操作

環境，並採用國際或工業標準化整合

平台，且具可明確顯示設備處所相關

未設置中央空調、電

梯及瓦斯設備則免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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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基本規定評估表 

項目 評估內容 備註 

度 位址之圖資視覺化操控、遠端緊急通

報之機能。 

3.2.3：若有不需設

置之系統則可免檢

討。 

3.2.4：「住宿類」

適用 

3.2.2電力、中央空調、照明、衛生

給排水、送排風、電梯、消防系統如

有設置者均須納入中央監控系統，至

少具設備使用狀態與故障監視及事

件發生之處置及歷史紀錄功能。 

整合子

系統 

3.2.3整體系統需具整合連結監視

攝影、門禁管理、保全、對講、停車

管理、緊急求救等子系統之功能。 

3.2.4整體系統需具整合連結智慧

家庭自動化功能/系統，應具影音對

講、防盜保全、緊急求救等之功能。 

系統間

之互動

關連 

3.2.5消防系統需與門禁、中央空

調、照明、電梯、送排風整合連動。 

3.2.6公共共用電錶耗電狀況需與

空調、照明、動力設備整合連動。 

3.2.7具消防、防盜保全、對講、緊

急求救與中央監控系統(室)訊號連

線與預警之整合性功能。 

3.2.8瓦斯洩漏信號與中央監控系

統(室)訊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如建

築物已具備瓦斯能源公司所設置之

微電腦瓦斯表且兼具瓦斯洩漏、偵

測、通報等功能，提出證明則免檢討。 

3.3整

合安

全機

制 

3.3.1各種應用系統之人機介面均需具備操

作使用管理權限功能。 
  

3.3.2各系統需具備電源備援之設備機制。   

3.3.3中央監控與各服務子系統完工需提出

相關系統整合相關資料，包括：測試報告、

竣工圖、操作手冊、系統回復光碟(具有電腦

主機者)、通訊協定文件、出廠證明等。 

  

3.3.4提出整體整合系統之資安防護機制。   

四 設施管理-基本規定評估內容  

4.1資

產管

理 

申請候選證書階段： 

4.1.1對建築物未來固定資產的管理方式，應

提供其相關辦法或應用作業系統的管理規

範，固定資產系統如係應用既有系統應提供

含系統架構及功能的作業手冊，如係新開發

系統應提供含系統架構及功能的系統規格

書，候選證書階段僅作形式審查，其詳細內

容及功能於申請正式標章時作實質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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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基本規定評估表 

項目 評估內容 備註 

申請標章階段： 

4.1.1訂定固定資產管理制度，包括：購置、

分類、編號、登錄、建檔、報廢等行政作業

程序，及數量、價值、運轉狀態、履歷記錄

等資訊，是資產的權責移交等管理規範。 

申請候選證書階段： 

4.1.2訂定各項設施設備使用管理規範應依

建築物權屬型態、各空間及設備的預期規劃

的使用目的，作相對應的研訂各項使用管理

辦法，如停車空間、會議室、共用設施等，

其相關辦法或應用作業系統的管理規範僅作

形式審查，其詳細內容及功能於申請正式標

章時作實質審查。 

 

申請標章階段： 

4.1.2訂定各項設施設備使用管理規範，包

括：公寓大廈規約(非區分所有建築物不適

用)、各項共用設施或設備的使用管理辦法。 

  

4.2效

能管

理 

申請候選證書階段： 

4.2.1與設施管理相關的管理辦法或應用作

業系統，必需建置在一個屬於設施管理的整

合作業平台，如係應用既有系統應提供含系

統架構及功能的作業手冊，如係新開發系統

應提供含系統架構及功能的系統規格書，候

選證書階段僅作形式審查，其詳細內容及功

能於申請正式標章時作實質審查。 

 

申請標章階段： 

4.2.1設施管理的整合作業系統，需整合各項

管理作業子系統或模組所產生的資訊，建立

互動式作業平台提供資料登錄、查詢、變更、

業務申辦作業、諮詢、申訴、資訊公告與查

閱、資訊發佈等功能。 

  

4.3組

織管

理 

申請候選證書階段： 

4.3.1對建築物未來設施管理的組織型態、業

務職掌及人員編制方式僅作形式審查，其詳

細內容及組織運作於申請正式標章時作實質

審查。 

 

申請標章階段： 

4.3.1管理組織型態與編制，包括：設施管理

權責部門的業務職掌，及管理單位職掌與組

織編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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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基本規定評估表 

項目 評估內容 備註 

申請候選證書階段： 

4.3.2對建築物未來設施設備的建置後，各項

設施設備在管理維護時對應具備所需的專業

或證照人員列表僅作形式審查，申請正式標

章時此等人員應列入自聘或委外廠合約中作

實質審查。 

 

申請標章階段： 

4.3.2配合法令規範配置專業或證照人員，設

施管理執所需證照資格等。 

  

申請候選證書階段： 

4.3.3設施管理人事管理如係應用既有系統

應提供含系統架構及功能的作業手冊，如係

新開發系統應提供含系統架構及功能的系統

規格書，候選證書階段僅作形式審查，其詳

細內容及功能於申請正式標章時作實質審

查。 

 

申請標章階段： 

4.3.3建立設施管理人事管理制度，包括：人

事基本資料、勤務管理、工作紀錄及移交。 

  

4.4維

運管

理 

申請候選證書階段： 

4.4.1對建築物未來各項設施設備的維護保

養方式，應提供其相關計畫或應用作業系統

的管理規範，管理維護計畫如係應用既有系

統應提供含系統架構及功能的作業手冊，如

係新開發系統應提供含系統架構及功能的系

統規格書，候選證書階段僅作形式審查，其

詳細內容及功能於申請正式標章時作實質審

查。 

 

申請標章階段： 

4.4.1訂定年度設備管理維護計畫(含預

算)，包括：年度各項設備的維護方式、週期

及計畫內容與預算經費等。 

  

申請候選證書階段： 

4.4.2系統整合中有關各項建築設備可依需

求設定其偵測、控制、運轉記錄、產製報表、

異常告警、及與其他設備的連動等設施管理

維運的相關作業系統，如係應用既有系統應

提供含系統架構及功能的作業手冊，如係新

開發系統應提供含系統架構及功能的系統規

格書，候選證書階段僅作形式審查，其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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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基本規定評估表 

項目 評估內容 備註 

內容及功能於申請正式標章時作實質審查。 

 

申請標章階段： 

4.4.2各項設施設備的機能運作具備智慧化

自主性的作業管理(e化整合)，包括：各項設

備系統單獨的智慧化程度、各項設備系統相

互間的系統整合程度等。 

五 安全防災-基本規定評估內容  

5.1防

火系

統 

5.1.1管理員室或各監控主機與子系統操

作、管理之集中處所內，應設置系統主機、

監控主機、火警廣播設備控制裝置及消防專

用通信設備。 

  

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 

5.1.2系統設置火警自動探測設

備，以探測煙霧濃度、溫度差、光

電或其他可燃性氣體濃度等。 

  

5.1.3系統設置火警警鈴、緊急廣

播等警報避難系統。 
  

5.1.4系統能檢測火警自動探測

設備之警報正確性。 
  

5.1.5系統對火警自動探測設備

提供可靠的監測數據和警報資訊。 
  

可顯示火

災處所相

關室內位

址 

5.1.6系統可自動顯示火警區域

或火警點的狀態信號及其平面位

置。 

  

5.1.7建築物各區域或樓層設置

識別火警位置的聲光顯示裝置。  

5.1.7：「衛生福利

更生類」適用 

防火系統

故障之自

動回報及

記錄系統 

5.1.8系統平時與各子系統動作

迴路自動檢測並記錄其檢查結

果，故障時即發出信號警報。 

  

可自動啟

動之滅火

設備及防

止火災擴

大 

5.1.9系統能顯示所有消防設備

之狀態，如：以 LCD中文顯示幕或

圖控軟體顯示監測消防設備狀態

等。 
本項依法規定無需

設置的項目免檢討。 
5.1.10系統能擔負整體滅火的聯

絡與調度功能。 

5.1.11系統能監控排煙設備。 

5.1.12系統能監控主要動線上的

防火門及防火鐵捲門。 

火災發生

後即時自

動引導人

員避難系

5.1.13設置符合需求之緊急廣播

系統 
  

5.1.14火災發生時，系統能以自

動或手動方式控制昇降機依次迫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4-130 
第四章 初步規劃建築設計及建議 

 

「智慧建築標章」基本規定評估表 

項目 評估內容 備註 

統 降於避難層，並使一般昇降機停止

運轉，而緊急昇降機待命。 

5.2防

水系

統 

5.2.1抽排水設施：建築物之地下室或低窪地

區依據該區域之災害潛勢分析，設置抽排水

設施。 

檢具災害潛勢分析

結果若無淹水情形

則免檢討。 

5.3防

盜系

統 

設置防盜

自動警報

設備 

5.3.1建築物於重要出入口及區

域，安裝如熱感應或微波等防盜警

報設備。 

  

5.3.2系統能顯示警報位置和相

關警報資訊，並能記錄及提供連動

控制所需之介面信號。 

  

5.3.3系統能按照時間或位置之

需求，限制防盜警報設備之解除或

設定。 

  

5.3.4系統能對自動防盜警報設

備之運轉狀態和信號傳輸線路進

行檢測，並及時發出故障警報和指

示故障位置。 

  

5.4監

視系

統 

設置人車

自動監視

設備 

5.4.1系統能依據建築物安全維

護設計之需要，對主要公共活動場

所、通道以及重要區域能進行有效

監視並錄影記錄。 

  

5.4.2系統的監視畫面能夠任意

組合，可自動或手動切換畫面，在

畫面上應有攝影機編號、位置、錄

影時間等相關資訊。 

  

5.4.3系統能與防盜報警系統、門

禁管制系統連動，根據需要，手動

/自動把現場畫面切換到指定的監

視器上顯示，並自動錄影。 

  

5.4.4系統應能對重要區域和設

施的特殊位置進行長時間(至少一

個月以上)的錄影。 

  

5.5門

禁系

統 

設置自動

門禁管制

設備 

5.5.1依據建築物公共安全防範

管理之需要，在通行門、出入口通

道、昇降機等位置設門禁管制設

備。 

  

5.5.2系統能對門禁管制區域的

範圍、通行對象以及通行時間進行

即時控制或設定程序式控制。 

  

5.5.3門禁系統能與消防系統連

動，在發生火災時能即時啟動消防

通道和安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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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基本規定評估表 

項目 評估內容 備註 

5.5.4系統對於重要門禁區域能

與監視系統連動以錄製現場聲音

及現場影像畫面。 

  

5.6停

車管

理 

5.6.1設置停車管理設備：具有汽車停車場智

慧化門禁自動控制功能(如：柵欄門自動控

制) 。 

法規規定無設置汽

車停車場者免檢討。 

5.7有

害氣

體防

制 

設置致命

有害氣體

之偵測設

備或措施 

5.7.1系統能偵測各種對人體有

害氣體如瓦斯、一氧化碳等氣體，

並發出警報或引導疏散。 

本項設置於有瓦斯

等氣體處，無使用瓦

斯者免檢討。 5.7.2設置排除或稀釋或阻斷有

害氣體之裝置或空間設計。 

5.8緊

急求

救系

統 

5.8.1設置緊急求救按鈕或可對外聯繫之緊

急電話：在建築物昇降機、直通樓梯、室內

停車場等處設置緊急求救按鈕或對講設備

等。 

  

5.8.2緊急求救系統需與監視攝影系統整合

連動(重要出入口、停車場區、屋頂區) 。 
  

六 節能管理-基本規定評估內容  

6.1能

源監

視 

6.1.1設置數位電錶、數位水錶。  

6.2能

源管

理系

統 

6.2.1具備將主要耗能，如空調、動力、照明、

插座設備等各幹線或分路之能耗，即時視覺

化顯示於電能管理系統(固裝或手持式)監視

控制盤。顯示值至少含電壓、電流、實(虛)

功率、功因及累積瓩數(kWh)等。 

  

6.2.2數據庫：具備將即時監測電力及水需量

數據儲存資料庫。線上(on-line)數據庫至少

需能儲存系統上各類別數據達一年量以上。 

6.2.2：建築物為集

合住宅類者，得依實

際申請用電及實際

負載配置情況，檢討

如何符合本規定實

情 

6.2.3功能及分析：即時用電、用水量視覺化

管理；監視功因改善；累計主要耗電設備運

轉小時數、設備運轉可靠度分析；協助電力

故障/事故分析等。可以選擇時間(日、週、

月、年)起止，以圖型表示(如：曲線、圓餅、

棒狀圖等)即時及累計用電情形等。可支援時

間電價(Time Of Use)用電管理。 

6.2.3：設計者應主

動提供能使智慧建

築功能正常運作之

主要設備運轉審查

文件 

6.3設

備效

率 

6.3.1冰水主機應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

「空調系統冰水主機能源效率標準」；窗(壁)

型、分離型及箱型空調機應符合「無風管空

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6.3.1：所稱之能源

效率標準或容許耗

用能源基準係以經

濟部公布之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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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基本規定評估表 

項目 評估內容 備註 

本為準。惟符合舊版

本基準，且在最新版

本規定公告之舊版

適用期限內的機

種，得適用舊版本 

※「住宿類」：僅評

估公共空間之空調

設備 

6.4需

量控

制 

6.4.1能源管理系統可依用電需量，即時進行

用電設備卸載，以達電力能源管理之功效。 

6.4.1、6.4.2：建築

物為非高壓用戶者

或建築物屬表燈用

電之非時間電價計

費者得免檢討 

※「住宿類」：僅評

估公共空間之空調

設備 

七 健康舒適-基本規定評估內容  

7.1室

內高

度 

7.1.1 住宿類建築物之居室天花板淨高需大

於 2.35 公尺。 
  

7.1.2 非住宿類建築物之居室天花板淨高需

大於 2.5 公尺。 
  

（一） 倘若廠商承諾「智慧建築標章」可取得較合格級更高等級時，應於投標階段

階段承諾可取得之等級及提送下表之評估項目及自評分數，作為契約履約之

承諾項目，並不得藉此追加工程經費及工期。 

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一 綜合佈線-鼓勵項目評估內容    

1.1佈

線規

劃與

設計 

1.1.1 佈線規劃完整涵蓋：電

信佈線、資訊佈線、建築物控

管佈線、宅內/工作區佈線、

同軸佈線與其他佈線(如：

DAS)等需求。 

提出系統規劃設計概述

說明與相關配線圖說。 

1分：3/6涵蓋率 

2分：5/6涵蓋率 

2  

1.1.2 佈線相關設備室採高架

地板設計。 

提出相關配線圖說或竣

工圖說。 
1  

1.1.3 主體佈線採用光纖化架

構設計。 

提出光纜配線相關圖

說，如光纜配線昇位圖、

平面配線圖等。 

1  

1.1.4 工作區(10m²)/住宅內

廳房配置 RJ-45 插座三組以

上。 

提出相關配線圖說(平面

配線圖)或竣工資料等。 

1分：30％涵蓋率 

2分：60％涵蓋率 

3 分：100％涵蓋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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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註：涵蓋範圍內之 WLAN

視同一組 RJ-45 納入計

分 

1.1.5水平/工作區，或宅內佈

線系統全數採用同一等級之

線纜與接續器材(例如：使用

Cat6等級之 UTP水平配線，搭

配同等級之出線匣、跳線與接

續面板)。 

提出相關配線圖說。 1  

1.2佈

線應

用與

服務 

1.2.1 支援進階之電信、數位

匯流相關等服務。 

提出系統規劃設計概述

說明與相關配線圖說 

電信相關服務：VoIP、

VoBB、OTT或其他電信應

用等服務。 

數位匯流相關服務：視訊

服務、數位電視、網路電

視、有線寬頻或等同之匯

流服務。 

2  

1.2.2 支援光纖資通訊相關服

務(如：FTTB或 FTTH、光纖區

域網路、光纖社區網路等)。 

提出光纜配線相關圖

說，如光纜配線昇位圖、

平面配線圖等。 

1分：FTTB或等同之服務 

2分：FTTH、光纖區域網

路或等同之光纖網路服

務 

2  

1.2.3 支援建築物控管系統

(電力、空調、照明、衛生給

排水、通風、電梯、消防系統)。 

提出相關系統配線設計

說明含相關配線圖。 

1分：1/7涵蓋率 

2分：5/7涵蓋率 

2  

1.2.4 支援智慧服務系統(監

視攝影、門禁管理、保全、對

講、停車管理、緊急求救、智

慧家庭自動化)。 

提出相關服務系統之配

線設計說明含相關配線

圖。 

1分：1/7涵蓋率 

2分：4/7涵蓋率 

2  

1.3佈

線性

能與

整合 

1.3.1 佈線「系統等級」可達

Cat 6(或等同)以上之標準。 

提出系統規劃設計概述

說明與相關配線圖說。 
1  

1.3.2 配置之佈線可支援

300Mbps(含 )以上之傳輸速

率。 

提出系統規劃設計概述

說明與相關配線圖說。 

1分：可達 300Mbps 

2分：可達 1 Gbps 

3分：可達 10Gbps 

3  

1.3.3 電信佈線與資訊佈線

(CA/OA)達成整合建置。 

提出系統規劃設計概述

說明與相關配線圖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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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1分：主幹、水平或出線

匣任一項達成整合 

2分：主幹、水平與出線

匣完整達成整合 

1.3.4 電信佈線、資訊佈線與

建築物控管佈線(CA/OA/BA)

達成整合建置。 

提出系統規劃設計概述

說明與相關配線圖說。 
1  

1.4佈

線管

理與

維運 

1.4.1 應用進階標示與識別

(如：TIA-606規範、電子條碼

等)。 

提出進階標示、識別相關

之設計與施作佐證說明。 

1~3 分：依設計成效計分 

3  

1.4.2 具備佈線系統竣工測試

報告或測試計畫說明。 

提出佈線測試報告；候選

階段採提測試計畫說明。 

1 分：提出資訊佈線(含

光纖)測試報告/測試計

畫說明 

2分：悉數提出 1.1.1項

納入之佈線系統的測試

報告或測試計畫說明(候

選階段) 

2  

1.4.3具備維運管理計畫。 

提出佈線系統維運管理

說明。 

1分：提出完整佈線維運

管理計畫說明 

2分：納入設施管理系統

維運 

2  

 鼓勵項目得分小計  30  

二 資訊通信-鼓勵項目評估內容    

2.1廣

域網

路之

接取 

2.1.1 設置微波或衛星等裝置

或引進第二路由寬頻電路，作

負載共擔(Load sharing)或備

援通訊使用。 

依使用者或現況需求設

置即可得分。 
2  

2.2數

位式

(含

IP)電

話交

換 

2.2.1 具有雙重處理能力(雙

套)，至少包括控制與電源供

應單元。 

1分：僅具其中一項 

2分：具其中二項(含)以

上 

2  

2.2.2 整合公眾行動通信提供

無線分機的功能。 

依使用者或現況需求設

置即可得分。 
2  

2.3區

域網

路 

2.3.1 在適當公共空間配置適

量無線區域網路。 

依使用者或現況需求設

置即可得分。 
2  

2.3.2 網管系統提供中文圖形

化介面操作功能。 
確認功能設置即可得分。 1  

2.3.3 網管系統提供遠端監控

及操作功能。 
確認功能設置即可得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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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2.4公

眾行

動通

信涵

蓋 

2.4.1 以室內天線系統、微基

地台等輔助涵蓋設施，提供建

築物內(含地下室、電梯間等)

行動通信無死角。 

設置範圍： 

1分：僅地下室裝設輔助

涵蓋設施者 

2分：提供基地全區包含

地下室與電梯間

皆裝設輔助涵蓋

設施 

設置功能： 

1分：提供 1個系統頻段 

2分：提供 2個系統頻段

(含)以上者 

(候選階段可提出切結書

方式) 

4  

2.4.2 提供建築物內多家行動

通信業者通信無死角。 

1分：提供 2家電信業者 

2分：提供 3家電信業者

(含)以上者 

(候選階段可提出切結書

方式) 

2  

2.5視

訊會

議 

2.5.1 可同時讓兩方或多方人

員都可以影像、聲音、文字及

圖形等方式溝通。 

1分：僅提供影像及聲音

方式 

3分：上述功能外，另可

以文字及圖形方式 

※「住宿類」不適用。 

3  

2.5.2 整合專屬空間及會議設

備。 

應整合專屬空間及會議

設備，以提昇視訊會議之

效率。 

※「住宿類」不適用。 

2  

2.5.3 傳送到對方的影像畫面

與聲音無延遲現象。 

須設置專屬視訊軟體，確

認功能設置即可得分。 

※「住宿類」不適用。 

1  

2.6公

共資

訊顯

示 

2.6.1 在適當公共空間設置明

顯之資訊顯示設備，平時可顯

示各種固定或動態訊息或影

音多媒體畫面等。 

依使用者或現況需求設

置即可得分。 
2  

2.6.2 緊急狀況時可以顯示相

關之緊急訊息。 
不可僅設置於電梯內。 2  

2.7公

共環

境資

訊導

覽 

2.7.1 於建築物之適當公共地

點設置資訊站進行建築物內

部及週遭環境之導覽。 

依使用者或現況需求設

置即可得分。 

※「住宿類」不適用。 

2  

2.7.2 導覽系統提供觸控式螢

幕、RFID 或語音辨識等操作功

能。 

依使用者或現況需求設

置即可得分。 

※「住宿類」不適用。 

1  

2.7.3 導覽系統提供可攜式設依使用者或現況需求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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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備隨身操作功能。 置即可得分。 

※「住宿類」不適用。 

 鼓勵項目得分小計  30  

三 系統整合-鼓勵項目評估內容    

3.1中

央監

控系

統之

整合

效能 

3.1.1 納入中央監控系統之設

備均可依時間或事件發生時

進行遠程控制之能力。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

得分。 

※遠程控制乃指具備可

在建築物內外，不在特定

位置，可透過智慧終端設

備連線做監控管理之機

能。 

2  

3.1.2 具監控系統動態數據資

料庫之產出能力、結構內容項

目與整合銜接方式。 

2分：確認功能規劃設置

即可得 

3分：採用標準開放動態

數據資料庫者。 

3  

3.1.3 具監控系統動態資料圖

形化分析之功能、內容項目。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

得分。 
2  

3.2系

統整

合平

台 

3.2.1 各專業子系統之通訊協

議均需轉換成 TCP/IP 協議整

合於中央監控系統平台。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

得分。 

※各專業子系統乃指系

統整合指標基本項目之

系統 

3  

3.2.2 中央監控系統之空調與

電力監控採同一通訊協定平

台整合。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

得分。 
2  

3.3系

統整

合之

具體

互動

關聯 

3.3.1 可具與對講系統相關之

連動作為。 

於規劃說明書中即明確

表示可具與對講系統相

關之連動作為，確認功能

規劃設置即可得分 

(註：此連動非指基本規

定所訂定之項目，且本項

中彼此不能重複)。 

2  

3.3.2 可具與停車管理系統相

關之連動作為。 
2  

3.3.3 可具與防盜保全系統相

關之連動作為。 
2  

3.3.4 可具與門禁系統相關之

連動作為。 
2  

3.3.5 可具與監視攝影系統相

關之連動作為。 
2  

3.3.6 可具與緊急求救系統相

關之連動作為。 
2  

3.4系

統整

合之

操作

與管

理 

3.4.1 設置提供各監控系統操

作與管理之專屬中央監控室。 

1 分：有專屬專用房間

(具電子門禁管制設備) 

2 分：有專屬專用房間

( 具 電 子 門 禁 管 制設

備)，且常設監控管理人

員之具體環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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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3 分：有專屬專用房間

( 具 電 子 門 禁 管 制設

備)，且具高架地板，及

常設監控管理人員之具

體環境 

3.4.2 影像攝影系統採 Web 化

操作環境。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

得分。 
2  

3.4.3 門禁管理系統採 Web 化

操作環境。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

得分。 
2  

3.4.4 整合系統具跨不同智慧

終端設備操作功能(非以 Web

瀏覽器方式)。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

得分。 
2  

3.5系

統整

合之

安全

機制 

3.5.1 整合系統之主機具設置

系統備援機制。 

有關系統備援之內容至

少具備數據與影像資料。 

(註：異地係指非同一棟

建築物) 

2  

3.5.2 整合系統之主機具設置

系統異地備援規劃設置。 
3  

3.5.3 整合系統設置系統自動

與手動轉換操作之功能。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

得分。 
2  

 鼓勵項目得分小計  40  

四 設施管理-鼓勵項目評估內容    

4.1資

產管

理 

4.1.1 資產管理制度(包括不

動產標的產權、租賃管理)。 

1 分：具備詳實規範文

件。 

3  1 分：應用單項作業系

統。 

2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

統。 

4.1.2 設施使用動態管理(包

括設施使用對象、申請、計

費、紀錄等管理) 

1 分：具備詳實規範文

件。 

3  1 分：應用單項作業系

統。 

2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

統。 

4.2效

能管

理 

4.2.1 預期使用機能需求評估

與規劃(包括使/建照記載、各

空間機能用途配置計畫等)。 

1分：具備使/建照記載 

1分：具備各空間機能用

途配置。 

1分：具有未來變更用途

配置作業規範。 

3  

4.2.2 訂定管理績效評估標

準，包括訂定管制事項、績效

目標及評估方式等。 

1 分：具備詳實規範文

件。 

1分：應用作業系統。 

2  

4.2.3 提供資訊收集、記錄、 1 分：具備彙整報表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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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儲存及傳輸的決策支援系統

功能(產製各類管理報表)。 

件。 

1分：應用系統產製及儲

存報表。 

1分：具備雲端儲存及備

份機制。 

4.2.4 訂定品質管理制度，

如：ISO、SOP包括各項管理作

業的作業流程標準及作業規

範。 

1 分：具備詳實規範文

件。 

3  1 分：應用單項作業系

統。 

2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

統。 

4.3維

運管

理 

4.3.1 訂定專業協約廠商的管

理制度(包括招標、契約、監

管、履約等)。 

1 分：具備詳實規範文

件。 

3  1 分：應用單項作業系

統。 

2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

統。 

4.4維

運管

理 

4.4.1 訂定各項設施設備管理

維護規範(例：法規規範、作

業週期、費用預算、水質管

理、耗材明細、技術規範、人

資需求、證照項目、管理辦法

等)。 

1 分：具備詳實規範文

件。 

3  1 分：應用單項作業系

統。 

2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

統。 

4.4.2 訂定智慧化設施設備危

機處理與緊急應變計畫(包括

資安、當機、駭客入侵等)。 

1分：具備詳實規範文件

或系統功能。 

1 分：應用具體防範措

施。 

1 分：建置應變處理設

施。 

3  

4.5長

期修

繕 

4.5.1 訂定長期修繕計畫(含

預算)(以建築生命週期為基

礎編訂包括建物、設備的整

建、維護及更新時程計畫及經

費)。 

1 分：具備詳實規範文

件。 

1分：應用作業系統。 

2  

4.5.2 訂定長期修繕財務籌措

計畫(長期修繕計畫預算的經

費源)。 

1分：具備詳實規範文件

或系統功能。 

1分：設置經費專戶。 

2  

 鼓勵項目得分小計  30  

五 安全防災-鼓勵項目評估內容    

5.1防 5.1.1 可顯示火災處所相關室 1分：在各區域或樓層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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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火系

統 

內位址：建築物各區域或樓層

設置識別火警位置的聲光顯

示裝置。 

有聲光顯示裝置。 

2分：在各區或樓層裝有

圖控軟體等聲光顯示裝

置。 

※「衛生福利更生類」為

基本項目，不予加分 

5.1.2 可自動啟動滅火設備及

防止火災擴大：二段式下降防

火鐵捲門。 

※適用「衛生福利更生

類」、「商業類」、「公共

集會類」 

N/A N/A 

5.1.3 火災發生後能自動並即

時有效引導人員避難：系統採

用具有聲響的避難方向指示

燈。 

具有聲響的避難方向指

示燈之控制邏輯。 
1  

5.1.4 防火系統故障時發出信

號警報並標示出故障位置。 
經查核確實裝設。 1  

5.2防

水系

統 

5.2.1 設置漏水警告設備：於

機電設備空間等相關場所偵

測漏水現象並自動發佈警告

信號。 

經查核確實裝設。 1  

5.2.2 設置淹水偵測設備：建

築物之地下或低窪地區設置

淹水偵測設備。 

設有淹水偵測裝置並可

顯示水位高低，發出不同

警報。 

1  

5.2.3 設置防水閘門：建築物

之地下入口設置防水閘門並

與監控設備連動。 

防水閘門連接監控設備

並且可自動(手控裝置為

輔)開啟與關閉。 

1  

5.2.4 設置抽排水設施之備援

裝置：建築物之地下室或低漥

地區設置抽排水設施之備援

裝置。 

符合基本性規定設置之

抽排水設施，並增設備援

裝置。 

※適用「住宿類」或「衛

生福利更生類」者 

N/A N/A 

5.3門

禁系

統 

5.3.1 系統具有讓使用者進行

遠端遙控開啟或關閉入口的

控制裝置。 

讓使用者進行遠端遙控

開啟或關閉入口的控制

裝置。 

※「住宿類」給 2分。 

1  

5.3.2 系統提供使用者向中央

監控室直接報警之功能。 

提供使用者向中央監控

室直接報警之功能。 

※「住宿類」給 2分。 

1  

5.3.3 設置自動門禁管制設

備：設置系統指紋或虹膜或靜

脈或紅外線臉部辨識系統等。 

符合自動門禁管制設

備，並優於傳統感應式

IC 卡管制。 

※「住宿類」給 2分。 

1  

5.4停

車管

5.4.1 系統具有汽車停車場進

出口及停車場內通道的行車

具有汽車停車場進出口

及停車場內通道的行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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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理系

統 

信號指示、車位狀態顯示功

能。 

信號指示、車位狀態顯示

功能。 

5.4.2 系統具有車輛和車牌號

碼自動識別功能 (或如 e-Tag

及其他類似之車輛與車牌之

自動識別系統)。 

具有自動識別車牌之功

能。 
1  

5.5緊

急防

災求

救系

統 

5.5.1 具消防、防盜、對講、

緊急求救與用戶行動電話手

機訊號通報之整合性功能。 

經查核確實有規劃設置

者即可得分。 
1  

5.5.2 具瓦斯洩漏與用戶行動

電話手機訊號連線之整合性

功能。 

經查核確實有規劃設置

者即可得分(使用瓦斯器

材之建築物適用)。 

1  

5.5.3 具遠端控制或自動遮斷

有害氣體外洩之整合性功

能，或裝設微電腦瓦斯錶。 

經查核確實有規劃設置

者即可得分(使用瓦斯器

材之建築物適用)。 

1  

5.5.4 緊急求助系統能與監視

系統連動：系統能顯示求救訊

號之樓層或位置。 

經查核確實有規劃設置

者即可得分。 
1  

5.5.5 緊急求助系統能與監視

系統連動：系統可與防盜系統

之監視設備連動攝錄求救地

點之畫面。 

經查核確實有規劃設置

者即可得分。 
1  

5.5.6 設置偵測系統連線裝置

並連接至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0.5 分：僅共用空間設置 

1 分 ：各專有空間至少

設置 1處 

※「住宿類」適用 

N/A N/A 

5.5.7 地震時可自動關閉瓦斯

及控制升降機至最近樓層部

分之設施。 

經查核確實有規劃設置

者即可得分。 
1  

 

註：5.5 緊急防災求救系統之

項目最高給 5分，住宿類則給

6分。 

   

 鼓勵項目得分小計  17  

六 節能管理-鼓勵項目評估內容    

6.1能

源管

理 

6.1.1 空調、照明、動力、插

座設備等設備具有運轉狀態

之監視功能。 

經查確實設置者即可得

分。 

(註：建築物公共區空調

系統採用窗型、分離型

者，得免設「運轉狀態」

紀錄項目) 

1  

6.1.2 具自行定義區域設備群

組(如建築內某一區)管理及

設定功能，能修改群組成員及

需 具 前 述 評 估 內 容

6.1.1 項功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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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時段設定；管理系統具定時回

復設定之功能，允許現場操作

設定面板臨時開機或更改設

定，管理系統能在短時間內自

動回復系統原始設定。 

6.1.3 將建築物內空調、照

明、動力、插座設備等設備用

電皆納入監視及控制範圍，設

置統一且集中之管理中心，能

有效調整設備之運轉狀態，計

費試算機制一併納入管理。 

需具前述 6.1.1、6.1.2

項功能。 

※「住宿類」建築得免設

「計費試算機制」。 

1  

6.1.4 空調之基本設備運轉監

視，冰水機系統增設水側系統

設備(含冰水泵、冷卻水泵、

冷卻水塔、冰水機)之耗電與

實際製冷能力之比(kW/RT)。 

可每小時監控量測數

據，每月作統計報表，每

年有詳細紀錄之功能。 

2  

6.2設

備效

率 

6.2.1 採用優於經濟部能源局

公告之能源效率標準的冰水

主機、窗(壁)型、分離型及箱

型空調機。 

1分：優於能源效率標準

5%以上的冰水機，或符合

無風管冷氣機 2 級能效

標示以上之窗(壁)型、分

離型及箱型冷氣機之使

用率≥80%以上者。採用率

≥50%者，得分採半計算。 

2分：優於能源效率標準

10%以上的冰水機，或符

合無風管冷氣機 1 級能

效標示以上之窗 (壁 )

型、分離型及箱型冷氣機

之使用率達 80%以上

者。採用率≥50%者，得分

採半計算。 

前項設備須提出相關資

料經審查通過；採用率須

依前項設備的製冷能力

進行計算。 

2  

6.2.2 光源及燈具採用符合節

能標章之比例。 

1分：所有螢光燈具有節

能標章認證，且該燈具數

量占所有燈具數量之

80%以上。 

2分：所有燈具有節能標

章認證，且該燈具數量占

所有燈具數量之 80%以

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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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6.2.3 高效率之動力設備(如

泵或送排風扇等旋轉機械)，

並設置有諧波偵測、抑制或改

善之管理系統或設備。 

1分：高效率之動力設備

採用率達 80%以上，於配

有變頻器控制之旋轉機

械供電源之相關聯整體

電力迴路上，設置有諧波

自動偵測系統或設備，經

提出機電設計圖說及產

品功能型錄資料佐證者。 

2分：高效率之動力設備

採用率達 80%以上，除設

有上開偵測系統或設

備，自動查知電力迴路已

有諧波現象產生外，並設

置有諧波自動抑制或改

善之系統或設備，進行電

力品質管理，經提出機電

設計圖說及產品功能型

錄資料佐證者。 

2  

6.3節

能技

術 

6.3.1 建築外層智慧化節能

(如：建築外殼、屋頂、樓梯

間、通風管道等設置具有可感

知室內外環境，可以自動調整

之遮陽、窗戶、通風管道、追

日型 BIPV 等降低室內耗能)。 

可採計一項技術，每項技

術可得 3分。 

1分：可以連動控制之元

件或部位占建築外殼面

積之 5%以上 

2分：可以連動控制之元

件或部位占建築外殼面

積之 10%以上 

3分：可以連動控制之元

件或部位占建築外殼面

積之 15%以上 

3  

6.3.2 空調設備智慧化節能

(如：人感、主機運轉台數控

制、全熱交換器、多聯變頻、

變風量、變水量、二氧化碳濃

度外氣量控制、外氣冷房、室

內機(窗型、分離型、多聯變

頻)內建人體日照感應技術、

App 或 ICT 雲端應用管理等系

統，具有智慧控制技術之節能

效益)。 

可採計四項技術，每項技

術可得 1分。 

1分：具有智慧控制技術

之空調面積佔總空調面

積之 50%以上 

※「住宿類」建築外殼係

指公共區域之開窗或外

牆或屋頂面積 

4  

6.3.3 照明設備智慧化節能

(如：採用晝光利用、時程控

制、人員感知控制、情境模式

控制、調光控制、App 或 ICT

可採計四項技術，每項技

術可得 1分。 

1分：具有智慧照明控制

之場域占總樓地板面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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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雲端應用管理等智慧照明技

術)。 

之 20%以上或所有相同

活動種類(例如停車場、

樓梯間等)之空間全面採

用智慧照明控制技術 

6.3.4 動力設備智慧化節能

(如：泵、排風扇、電梯及熱

泵等動力設備具有自動控制

技術之節能效益)。 

可採計三項技術，每項技

術可得 1分。 

1分：有自動控制技術之

設備數量占該設備總數

量之 80%以上 

※「住宿類」建築係指公

設空間之動力設備 

3  

6.3.5 調降空調、動力設備之

電源幹線(分路)等線路電壓

降使小於 2%：較「屋內線路裝

置規則」要求標準，調降線路

電壓降 1%以上，使線路設備端

電壓更接近於設備銘牌額定

電壓，提昇設備運轉效率及降

低線路運轉壽年電能損失。 

經查確實設置者即可得

分。 

※「住宿類」係指公設空

間之空調、動力設備之電

源幹線(分路)等線路 

1  

6.4再

生能

源設

備 

6.4.1 產生電力等替代能源

(如：設置太陽光電、風力發

電等系統)。 

可採計一項技術，每項技

術可得 4分。 

1分：總裝置容量 5瓩以

上 

2 分：總裝置容量 20 瓩

以上 

4 分：總裝置容量 40 瓩

以上 

4  

 鼓勵項目得分小計  30  

七 健康舒適-鼓勵項目評估內容    

7.1室

內空

間健

康舒

適 

7.1.1 居室天花板淨高度均大

於 2.7 公尺。 
經查核確實者即可得分。 2  

7.1.2 在居室設置室內溫度偵

測與資訊顯示裝置並與空調

設備連動。 

依施作設施影響範圍，經

查核確實裝設裝置即可

得分。 

2  

7.1.3 在居室設置室內濕度偵

測與資訊顯示裝置並與空調

設備連動。 

依施作設施影響範圍，經

查核確實裝設裝置即可

得分。 

2  

7.1.4 於大型會議室等使用者

可能聚集處，設置 CO2濃度偵

測系統與資訊顯示裝置並與

空調系統連動提供必要換氣

量。 

依施作設施影響範圍，經

查核確實裝設裝置即可

得分。 

※「住宿類」不適用 

※「辦公服務類」、「休閒

文教類」給 3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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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7.2健

康管

理系

統 

7.2.1 具傳輸功能之生理監測

裝置(如血壓偵測、心跳偵

測、血糖偵測等)。 

設置相關感測裝置即可

得分。 
1  

7.2.2 照護資訊及視訊傳送至

遠距照護服務系統。 

可兩方或多方端以影

像、聲音或文字圖形方式

溝通並連線區域診所或

醫院進行照護服務。 

※適用「住宿類」、「衛

生福利更生類」 

※「衛生福利更生類」給

1分 

N/A N/A 

7.3生

活服

務系

統 

7.3.1 具數位化生活服務平

台，提供使用者方便快速的生

活資訊查詢。 

本項依設置之項目給

分，最高給 6分。 

※「住宿類」適用 

N/A N/A 

7.3.2 於公共區域提供具有多

樣性的娛樂服務(如影音的隨

選視訊、多方遊戲競賽以及視

訊享受等)。 

N/A N/A 

7.3.3 利用數位工具，透過有

線或無線網路，取得數位教

材，進行線上或離線學習活動

之設施設備(如電子圖書館、

遠端教學系統等)。 

N/A N/A 

7.3.4 可有效協助料理事務，

如提供即時料理食譜查詢、影

音料理教學、食材物流查詢和

訂購。 

N/A N/A 

7.3.5 可偵知環境和植栽土

壤、水層狀態，進行自動澆

灌，其水源可結合雨水利用。 

N/A N/A 

7.3.6 結合資訊平台、安全監

控、使用者習慣以及時程進行

適宜之管理、提醒與服務，且

介面可簡易操作，並可快速與

使用者互動。 

N/A N/A 

 鼓勵項目得分小計  10  

八 智慧創新-鼓勵項目評估內容    

8.1智

慧建

築標

準符

號 

8.1.1 於智慧建築弱電系統設

計圖說使用智慧建築標準符

號。 

全部弱電系統設計圖說

皆使用智慧建築標準符

號，即可得 3分，否則不

予計分。 

3  

8.2智 8.2.1 提出智慧創新設計手應用創新之建築規劃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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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配分原則 分數 
自評

結果 

慧創

新設

計 

法，對於建築物之安全、健

康、舒適、效率及維護等具有

效益。 

計手法技術，對建築之安

全、健康、舒適、效率及

維護等具有效益，經評定

小組會議認定具創新意

義者並依其創新之程度

給予適當分數，最高 5

分。 

8.3應

用創

新設

備系

統 

8.3.1 應用創新設備或系統，

對於建築物之安全、健康、舒

適、效率及維護等具有效益。 

應用創新設備或系統，對

於建築物之安全、健康、

舒適、效率及維護等具有

效益，經評定小組會議認

定具創新意義者並依其

創新之程度給予適當分

數，最高 5分。 

5  

 鼓勵項目得分小計  13  

4.16 給水系統設計原則 

一、 設計單位應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及國內最新自來水相關法規，提供本案自來

水系統之完整設計、各項簽證等。送請自來水主管機關審查，並取得核可

文件。 

二、 設計單位需於基本設計時，提出本案每日用水量及各蓄水池（水箱或水塔）

之設計資料（含計算書），供建築師平面空間規劃設計之依據。如細部設

計時，需提出各管路水壓及流量計算資料，供檢核設計是否符合需求。 

三、 為避免用水短缺，水箱(塔)之儲水量設置依「臺灣自來水公司」最新 105

年 12月實施之相關水箱容量規定設置(水箱之儲水量設置至少需提供正

常用水量一天以上為設計原則)。並以揚水泵浦將水箱之自來水輸送至屋

頂水塔，再以自然重力方式供水，接至各層用水設備，水壓不足 1.5kg/cm² 

部分之樓層需設置恆壓變頻加壓設備維持用水設備適宜之給水壓力。水壓

超過 3.5kg/cm² 設置減壓閥，調整水壓在 1.5~3.5kg/cm² 以達舒適之用

水壓力。 

四、 本工程需向自來水公司申請智慧型水錶，並留設智慧型水錶所需電子資料

傳輸線之配管。 

五、 本工程應按個別使用區分及範圍分別設置水箱及水管系統，引進管尺寸大

於 2吋時，以持壓閥及定水位閥控制進水及水池水位。其設計須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六、 由基地外道路之自來水幹管引接至地下室蓄水池。於引進之給水管路設置

用水計量、計費水錶(智慧型總水錶)。便於落實節約水資源總量管制。自

來水池水箱為免用水短缺，水箱之儲水量設置至少需提供正常用水量一天

以上為設計原則。 

七、 建築物之自來水用水總水錶，應裝設於室外易於檢查處所。若基地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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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全開挖方式則採立式總錶為原則，設置位置則應考量整體美化。若地下

室無全開挖，則採臥式總錶為原則，錶箱應採鋼筋混凝土造表箱，上部開

口尺寸應符合自來水錶箱框蓋。自來水用水總錶型式，統包廠商應經機關

及自來水公司審查核可為依據。 

八、 給水管進入各戶前需設置閘閥及水錘吸收器以利未來調整及系統維護，並

依序標示住宅單元號碼，並依自來水公司相關規定設置。 

九、 公共區域空間依棟別需加裝設水分錶。另於住戶單元與社會福利設施、新

北市政府社會住宅管理站各使用單元之自來水分戶錶設置方式，原則採分

棟分層分戶集中設置水錶組(水錶位置於使用層之上一層)，建築平面須配

置水錶間以利抄表，水壓不足 1.5kg/cm² 須設加壓泵之樓層表組則設於

屋頂層，並依序標示住戶單元號碼與空間名稱，相關規定依臺灣省自來水

公司規定為主(本項設計原則，統包廠商須事先協調當地自來水公司，取

得預審同意採分層設置集中表組)。若採集中於屋頂層設置分戶水錶時，

需考量屋頂之動線及美觀外，其管路穿越樓版時，其防水及斷水規劃設計

及施工，需與建築師共同研討，提出較佳設計。 

十、 水錶設置處，需依自來水公司規定，於本工程設置日後數位水錶傳輸線之

配管及尼龍線（水線）。 

十一、 便於給排水管路日後維護及管理，應於管道間、暗架包梁處設置設檢修

門，檢修門設置尺寸應考量日後可便於更換管材及人員進出維護。給排水

管路均不可直接穿越屋頂樓版(落水頭除外)，應於屋頂樓版設置 RC管道

屋頂突台方式配管。 

十二、 各住宅單元之後(工作)陽台需設置供強制排氣型熱水器專用之冷水進水

管、熱水出水管、給水水龍頭及地板排水(含落水頭)；另加設洗衣機專用

給水水龍頭(離壁面約 8至 10公分)及排水管(高出地板約 5公分)。留設

牆面裝設強制排氣型熱水器(排氣管採 SUS 304 材質)、配管位置及排氣

空間；住宅單元配置 2間浴廁者，應設計熱水出水管管徑足以供應 2 間

浴廁同時使用熱水之需要。 

十三、 揚水泵採兩台為一組之變頻自動交互方式運轉(電源及控制盤均由泵浦廠

商提供)；加壓泵均採兩台交替運轉方式，並設緩啟停裝置，以延長使用

壽命。 

十四、 自來水幹管、冷水給水管、熱水給水管均採用 SUS 304 Sch.20S 加包覆

PE發泡保溫。幹管並以明配管為之以確保供水品質。另件須依規範要求

配管，所有給水配管閥件均須耐壓 16kg/cm²。 

十五、 冷熱水給水管管徑 2 1/2”(含)以下採雙壓接式或三壓接式另件，另件需

保溫另件包覆，2 1/2”以上，採機械接頭另件。 

十六、 給水管進入各戶前，需設置總制水閥，以便住戶日後維修管路時，不需至

戶外水錶處關閉水閥。其他給水器具需視情況，必要時需設置制水閥。 

十七、 社會福利設施單元給水管徑須依訪談及配合空間等需求設置，冷水管至各

戶前需設置閘閥以利後續施工廠商銜接施做及系統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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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社會福利設施需留設牆面需考量強制排氣型熱水器配管位置及排氣空

間；另需設置供強制排氣型熱水器專用之冷水進水管、熱水出水管，熱水

出水管應於室內留設閘閥供後續施工廠商銜接，其留設管徑應足以供應 2 

個水龍頭同時使用熱水之需要。 

十九、 各戶後(工作)陽台均設置洗衣水栓、洗槽水栓設備，廚房洗滌槽採單槍冷

熱水混合龍頭(長頸旋轉式)。 

二十、 浴廁洗臉盆採單槍冷熱水混合龍頭。浴廁淋浴採單槍冷熱水混合龍頭附加

蓮蓬頭及花灑設備。浴廁馬桶後方牆面下方設置冷水管出口，銜接馬桶水

箱。 

二十一、 揚水主幹管採用 SUS 304加 PE被覆，底部並加設同口徑之水錘吸收

器及中段最少設置 1組緩衝逆止閥，底部另加角應力吸收器，其水平管應

設置微震動消減器。 

二十二、 衛生設備皆採具省水標章之省水器具，馬桶需採二段式省水設備。 

二十三、 配合消防法規，於屋頂層獨立設置消防專用水箱。 

二十四、 自來水蓄水池(水箱)及屋頂水塔（箱)，均採組合式不鏽鋼子母水箱（需

符合自來水及飲用水之規定）設置，以便清洗時無停水之虞。 

二十五、 水箱及水塔水位偵測器應設置維修口旁，以便於檢修。 

二十六、 水箱及水塔維修口應預設感應器設置空間，以便可監控維修口是否被開

啟。 

二十七、 水箱及水塔維修口淨空間尺寸至少需 60公分。並需設置溢水口、通氣

口、排放閥、排水管，並於溢水口、通氣口需設置不鏽鋼防蟲網。 

二十八、 垃圾集中室需設置洗槽及水栓（附鎖）。 

二十九、 太陽能板設置區域需留設太陽能板維護清洗所需之水栓（附鎖）。 

三十、 自來水及熱水給水管均以採明管或暗管配置為原則，水平管至給水器具

之牆面配管採暗配或埋管置為原則；倘若統包廠商有其他創新工法，在

不影響管路滲漏或變更之情形，經專案管理單位審定，經主辦機關核定

後，在不增加工程經費及時程之下，始可作為設計及施工之依據。 

三十一、 給水管及制水閥等日後需維修或使用之設施或管路，若採暗管設置時，

需設置檢修門，以方便日後住戶檢修之用。檢修門尺寸需依管路及設施

所需維修空間作為檢討，其維修門材質除依裝修面材質作為整體考量

外，若法防另有規定時，亦從法規規定之材質設置。 

三十二、 水塔、水箱之裡內外側，應設不鏽鋼爬梯。若其高度高於 1.2 公尺時，

該爬梯應設相關防人員墜落措施。 

三十三、 水塔、水箱離牆面至少要有 60公分以上(含)空間，其底部高度應有適

當洩水坡度及管閥安裝操作之高度，以便日後人員管便及修護便利。 

三十四、 管路穿越水箱、外牆、樓板或有水易滲漏之處，管路應施作止水板或止

水帶或相關止水措施，防止水之滲漏。 

三十五、 各類水源運用： 

(一) 自來水由外管引進供給民生用水、清潔用水、消防用水源(備用)及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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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噴、澆(滴)灌系統用水(備用)等。 

(二) 雨水由屋頂回收雨水經簡易處理後進入回收水系統，供景觀綠化噴、澆

(滴)灌系統使用。 

(三) 雨水系統由屋頂雨水經雨水管收集後，排至初步處理槽過濾後回收至筏

基貯存。雨水回收水若不敷使用時以自來水補充。 

(四) 屋頂及 1樓公共區域留設附鎖式水栓供清潔使用。 

三十六、 給、排水管應分水平、垂直 2道分開試水。 

三十七、 管路若有跨過伸縮縫時，應設置不鏽鋼撓管或同材質避震之設施。 

三十八、 管路切割時，需確認將切割磨順平，避免產生旋渦聲響。竣工時，管路

應清潔，並進行水質檢驗，以確保管內水質無施工之雜質或油質。 

4.17 雨污排水系統設計原則 

一、 設計單位應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及國內最新污水、廢水、雨水、環保相關法

規，提供本案污水、廢水、雨水系統之完整設計、各項簽證等。送請污水、

廢水主管機關審查，並取得核可文件。 

二、 設計單位需於基本設計時，提出本案污水、廢水、雨水之設計量體資料（含

計算書），供建築師平面空間規劃設計之依據。如細部設計時，需提出各管

路流量計算資料雨水排水量檢討資料（以上資料含計算書），供檢核設計是

否符合需求。 

三、 排水系統 

(一) 收集方式採雨、污、廢水分流方式，除空調冷凝水、雨水外，其餘生活

排水一律排至公共排水系統。 

(二) 地下室廢水、滲透水，經筏基集中至廢水池透過廢水泵排至一樓屋外排

水溝。 

(三) 水箱、水塔採間接排水，排入雨水回收池再利用，並設置防蟲網確保衛

生。 

(四) 冷氣室內機必需設置冷凝排水管(採明管保溫以免管路結露滴水)，並排

入雨水回收池再利用。冷凝排水管排入雨水回收池時，採間接式排水配

管，以防臭味四溢。 

(五) 垃圾集中室需設置洗槽水栓與落水頭相關設備。 

(六) 浴廁乾、濕區洩水方向應不同向，並各設置 1處地板排水(含落水頭)。 

(七) 於各戶浴廁之天花板上設置檢修口，以便日後檢修浴廁給排水管路之用。 

(八) 各戶後(工作)陽台均設置洗衣水栓、洗槽水栓設備，並裝設天然氣內管

及留設強制排氣型熱水器擺放位置。 

(九) 沉水式污廢水泵浦應採不銹鋼或鑄鐵材質。並需考量設備運轉噪音，至

少應採避震器或其他方式以降低運轉噪音，並有導軌及著脫裝置，便於

維修，並有交替並列運轉之控制。 

(十) 除停車場落水頭採鑄鐵或其他耐車輛輾壓之材質外，其他所有地板排水

及屋頂落水頭均採用不銹鋼材質。排水管應設有存水彎。停車場排水應

先經過截油槽及沉砂後再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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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管道間設有樓板之樓層及各種機房應設置地板排水(含落水頭)。管道

間地板排水管應獨立設置，以防臭味四溢。 

(十二) 污、廢水系統之立管、橫支管，採吸氣閥通氣系統，以保持各衛生      

器具水封完整，避免臭氣散逸及維持管路水流通暢，安裝於隱蔽空間

內者應設有維修口。 

(十三) 管路需考量防水、防火區劃。並於有樓板之管道設置排水管，其管路

單獨設置並設置存水彎，以免臭味四溢。 

(十四) 排水系統於適當樓層 (每 6 層樓或 18 公尺以內)規劃兩階段截斷式排

水為原則，高樓層排水應設 S 型緩衝管(最少 1 處)。 

(十五) 以鄰近共用區域及明管設置，且需考量後續維修之便利性。 

(十六) 廚房及浴廁排水管以獨立幹管為原則配置，排水口採防臭型不銹鋼落

水頭。 

(十七) 除埋設於屋外道路內之污、廢水排水管，採用橘紅色 PVC(厚)管外，其

餘污、廢水排水管，不論屋內外皆採用環氧樹脂橘紅色 CIP 管。。 

(十八) 住宅陽台，應設置生活雜排水之排水管路，以避免洗衣機產生之生活

雜排水接入下水道幹管。 

(十九) 消防栓水箱、水帶箱底應設置排水口，其排水管路為單獨設置，不得

與其他廢水或雨水等管路連接，以防管路臭氣四溢；其排至廢水池或

與廢水幹銜接排入污水下道設施時，應設置存水灣，以防管路臭氣四

溢。 

(二十) 廢、雨水及通氣管設置應考量本案室內空間淨高需求，在設計之初應

配合建築樑、版、牆之設置尺寸，檢討各空間平、立、剖圖管路設置

位置及高程。 

(二十一) 管路穿越水箱、外牆、樓板或有水易滲漏之處，管路應施作止水板

或止水帶或相關止水措施，防止水之滲漏。 

四、 污水系統 

(一) 基地周邊之下水道幹管尚接管完成，但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107年 5月 2日營水授北字字第 1073604435 號書函覆（詳附件），本案附

近污水下水道系統已於 107 年 3 月 29 日發包，工期預計為 107 年 6 月 5

日至 110 年 1 月 8 日；故統包團隊於設計階段應再向內政部營建署下水

道工程處及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確認該污水下水道工程是否能於本案完工

後啟用，以確認本案是否免設污水專用處理設備，可直接納管接入下水

道幹管。如本案竣工後，尚無法納管時，統包商應於本案設置污水處理

設備及未來銜接污水下道之管路和相關切換裝置，所需費用均應含於工

程費用中。 

(二) 廚房及浴廁排水管以獨立幹管為原則，排水口採防臭型落水頭。 

(三) 住戶單元之排水管路，應依實際規劃空間，檢討以優先滿足各戶獨立分

別匯流集中至管道間共同幹管為原則。另後(工作)陽台、廚房、浴廁之

排水可考量以降板方式處理（應需配合建築設計），以當層樓板收納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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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原則。 

(四) 其他非大樓日後管理單位空間，應獨立設置污水幹管至污水排放口，不

得併入大樓住宅幹管，以利大樓日後維護管理。 

(五) 其他非住戶空間之廚房，應依下水道法檢討設置油脂截留器。 

(六)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編第 29 條規定，食品調理場所、店舖均裝設通過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的油脂截留器。停車場、洗衣、理容場所裝設        

截留器或分離器。 

(七) 所有污水坑、集水坑、雨水回收池及雨水滯留池等，均須連接通氣管，

避免臭氣散逸及維持管路水流通暢。 

(八) 排水垂直管道間預留適當之維修空間。 

(九) 各器具及地面排水應設有存水彎，管末或適當處需設置清潔口。 

(十) 除埋設於屋外道路內之污、廢水排水管，採用橘紅色 PVC(厚)管外，其餘

污、廢水排水管，不論屋內外皆採用環氧樹脂橘紅色 CIP管。 

(十一) 高樓層建築時，於每 6 層樓(18 公尺以內)規劃一處污排水(含雨水)緩

衝彎。 

(十二) 樓高超過 50公尺，各項配管材皆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7 條規定

採不燃管材。 

(十三) 污水及通氣管設置應考量本案室內空間淨高需求，在設計之初應配合

建築樑、版、牆之設置尺寸，檢討各空間平、立、剖圖管路設置位置

及高程。 

(十四) 管路穿越水箱、外牆、樓板或有水易滲漏之處，管路應施作止水板或

止水帶或相關止水措施，防止水之滲漏。 

五、 雨水回收系統 

(一) 雨水管設置管徑及落水頭設置數量，設計單位需依其雨水收集區域面積

及本案最大爆雨之每小時強降水量計算設計。 

(二) 回收雨水經沉澱及簡易過濾後供應庭園景觀及屋頂噴、澆(滴)灌系統使

用。雨水未經沉澱過濾設置，不可將雨水排入筏基，以免日後筏基泥砂

或其他異物沉澱不易清除。 

(三) 配合綠建築標章取得，設置雨水回收設備。雨水回收區域及水池容量，

依建築技術規格及綠建築相關規定設計。 

(四) 雨水管採明管設置不得埋於柱內或牆內。回收池輸出壓力管採 SUS 304 

Sch.20S，閥件耐壓採 16kg/cm²。 

(五) 筏基層連通管則可採 PVC管為原則。 

(六) 除埋設於屋外道路內之雨水排水管，採用橘紅色 PVC(厚)管外，其餘雨水

排水管，不論屋內外皆採用環氧樹脂橘紅色 CIP 管。管顏色依法規規定

設置。 

(七) 高樓層建築時，於每 6層樓(18公尺以內)規劃一處雨水管緩衝彎。 

(八) 管路穿越水箱、外牆、樓板或有水易滲漏之處，管路應施作止水板或止

水帶或相關止水措施，防止水之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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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瓦斯設備系統設計原則 

(一) 瓦斯管須由統包廠商委請瓦斯公司設計施工。 

(二) 瓦斯表進及瓦斯表位置需選擇便利查錶及檢修操之處。 

(三) 瓦斯管需有明顥之標示，並與電氣管路保持安全距離。 

(四) 天然瓦斯得以明管方式配管，但其設置位置應結合建築物外觀造型整體

設計，並應考量美學視覺感受。 

(五) 統包廠商與當地天然瓦斯供應商之整合設計、施工界面及管理維護細

節，應相互協調配合。 

(六) 天然瓦斯設計、施工項目原則上包括微電腦型瓦斯錶、錶內管、錶外管、

供給管、電腦型瓦斯錶、遮斷閥、後陽台斯偵測器(配合瓦斯公司有漏氣

語音警告及遮斷功能)。 

(七) 強制排氣型熱水器安裝須達到強制排氣效果，由具備合格暨技術證照人

員安裝。 

(八) 統包廠商負責申請瓦斯及裝錶工程等相關費用(已含於契約總價內，由統

包廠商負擔)。 

(九) 瓦斯遮斷閥應具有(一)瓦斯流量突然大增時，立即遮斷瓦斯。 (二)使用

時間超過設定時間時，即予遮斷。 (三)瓦斯遇 5級以上大地震，立即遮

斷瓦斯等功能；另可與偵測器搭配具自動遮斷功能及另選擇自動讀抄功

能，以維大樓住戶安全。 

(十) 統包廠商應於廚房空間內另設置瓦斯感知器，並與消防火警授信總機連

動。 

4.19 消防系統設計原則 

一、 設計原則 

(一) 依據內政部「消防法」、「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

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建築技術規則」等

最新版法令暨相關規定為設計準則，提供本案消防安全設備及系統之完

整設計、各項簽證(含消防設備、發電機設備、避難逃生設備固定之結構

強度等相關簽證)等。 

(二) 設計圖說應依相關法令要求，送請消防主管機關審查，並取得核可文件。 

(三) 工程竣工後，統包廠商向相關主管機關(消防署或消防局)辦理竣工查

驗，含申請消防安全各項檢查通過。 

(四) 消防安全系統使用之各種設備、材料，應符合國家標準或經認可，未定

國家標準或國內無檢驗之消防安全設備，須檢附國家標準、國外(內)檢

驗報告、試驗合格證明，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審查認可。 

(五) 明管以樑下施工為原則，如需於結構體中預留套管或穿牆管，套管或穿

牆管之位置應配合結構設計，穿越屋頂、水池/水塔或建築物外牆等處

時，應加設止水措施，要求應於設計圖標明清楚。 

二、 設計需求 

依內政部消防署頒佈之最新「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為設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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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並考量建築物使用用途、面積、高度等條件後，檢討設置以下之消防安全設

備： 

(一) 滅火設備工程 

1. 滅火器 

(1) 滅火器應放置於明顯及方便取用之處所。 

(2) ABC乾粉滅火器使用於一般場所，CO2滅火器使用於電氣設備機房。 

(3) 樓地板面積每 100 m² (含未滿)應有一滅火效能值。 

(4) 供電氣設備使用處所，每 100 m² (含未滿)另設一滅火器。 

(5) 自樓層任一點至滅火器之步行距離不超過 20 m。 

2. 室內消防栓箱設備 

(1) 於地下層設置消防幫浦，緊急電源連接緊急發電機，採自動啟動方式

啟動，設置立管及消防栓箱，立管連接屋頂水箱，使配管平時充滿水，

消防栓箱採嵌入式為原則，完成面與牆面齊平，各層任一點至室內消

防栓箱水平距離≦25m。 

3. 自動撒水設備 

(1) 於地下層設置撒水幫浦，立管連接屋頂水箱，使配管平時充滿水，並

設置流水檢知器及電源連接緊急發電機。 

(2) 樓地板面積每 3,000 m²應裝設流水檢知裝置 1套，超過 3,000 m²應

裝設流水檢知裝置 2套。 

(3) 撒水頭於設有天花板之區域需裝設優美型，撒水頭的防護範圍 2.3m，

其放水量不得小於 80 Lpm，且壓力不得小於 1 kg/cm²。 

4. 泡沫滅火設備。 

(1) 設置於地下層停車場，於地下層設置泡沫幫浦，設置立管及流水檢知

裝置。 

(2) 泡沫噴頭防護半徑 2.1 m，每 50~100 m²設置一個泡沫分區，泡沫分

區不能跨越防火區劃。 

(3) 每一泡沫分區設置 50A或 65A一齊開放閥一只及手動啟動開關。 

(4) 感知方式採感知撒水頭或探測器設置，感知撒水頭採用易熔金屬型，

樓板高度超過 5公尺則採定溫式探測器偵測。 

(5) 泡沫原液槽採全隔膜式。 

(二) 警報設備工程 

1.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1) 本案採智慧型(R型)火警受信總機設置於管理中心，若有地上層兩棟

以上(含)之建築物，各棟一層管理中心或門廳旁應設置各棟副機受信

總機，並以原廠網路訊號移報至管理中心之火警受信總機。 

(2) 智慧型(R 型)火警受信總機須具備 10英吋以上觸控式彩色液晶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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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面板，可顯示中、英文字訊息及警報處理程序引導之功能，系統

故障與火警警報信號輸入時須提供不同之中文語音警示，及模擬受信

總機警報狀況處理之教學功能，以便於管理人員平時之對系統操作維

護知熟悉度並於火災發生時能即時掌握現場狀況即時處理。 

(3) 本案智慧型(R型)火警受信總機採全定址式附圖控面板，並附緊急電

話一組。 

(4) 各層依場所用途及裝置高度分別就偵煙式、差動式或定溫式探測器選

擇設置。 

(5) 探測器除集合住宅戶內外，均採用定址式類比探測器。 

(6) 探測器連接受信總機，於火災發生時除能連動標示燈閃爍及火警鈴鳴

動，並能連動緊急廣播鳴響。 

(7) 受信總機能顯示探測器現場之溫度或煙濃度。 

(8) 每一火警分區不超過一層樓且在 600 m²以下，但上下二層樓地板面積

和在 500 m²以下時，得二層共用一分區。 

(9) 樓梯或斜坡適度垂直距離每 45 m 以下為一火警分區，但地下層應為

另一分區。 

(10) 每一分區均設置手動報警機(梯間除外)。 

2. 手動報警設備。 

(1) 每一火警分區設置一只手動警報器。 

(2) 裝設於火警時人員避難通道內適當而明顯之位置。 

(3) 手動警報機並附設電話插孔，可與設置於管理中心之智慧型受信總機

通話。 

3. 緊急廣播設備。 

(1) 緊急廣播主機設置於管理中心，並兼為業務廣播使用。可分區、分層

廣播或業務播放，依法規應在火災時能遮斷業務廣播。 

(2) 廣播主機瓦數及迴路數依建築空間計算。 

(3) 於各空間區域設置廣播喇叭，廣播喇叭採用 L級 6W，防護距離水平

10ｍ。 

(4) 採用分層鳴動方式，每一廣播分區不得超過一樓層，警急廣播設備於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連動。各樓層任 1點至啟動裝置之步行距離在 50

公尺以下。 

(5) 功率放大器應採用符合標準檢驗局認可之產品，輸出功率應配合揚聲

器所需瓦數之 1.5倍設置。 

(6) 緊急廣播系統須有完整的系統監測及警示功能，例如系統通訊、電

源、回路短路等。 

(三) 避難逃生設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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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示設備：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避難指標。 

(1) 出口標示燈設於各層主要出入口，居室通往戶外、安全梯、排煙室、

另一防火區或通往走廊或通道之出入口上方，使用 LED燈具，內置蓄

電池。 

(2) 避難方向指示燈設於各層避難路徑上，無法直視出口處，裝設高度距

樓地板 1 m以下，並維持不滅，使用 LED燈具，內置蓄電池。 

(3) 未設置避難方向指示燈或出口標示燈應設置避難指標之處所需設置

避難指標。設於出入口時，裝設高度距樓地板面 1.5 m以下，設於走

廊或通道時，自走廊或通道任一點至指標之步行距離在 7.5 m以下，

設於易見且採光良好處，且優先設於走廊或通道之轉彎處，周圍不得

設有影響視線之裝潢及廣告招牌。 

(4) 具有聲響之避難方向指示燈，即時有效引導人員避難。 

2. 避難器具：緩降機、避難梯等避難器具。 

(1) 地下層及二層以上各樓層，均需檢討設置避難器具，避難器具之固定

金具採不鏽鋼製，以防銹蝕。 

(2) 設置位置應在避難易接近處，且與安全梯保持適當距離(採反向避難

原則)，若設置於窗邊需開口，高 80公分寬 50公分以上或高 100公

分寬 45 公分以上。 

(3) 緩降機設置原則，以下降時使用繩子避免於牆面或突出物接觸為原

則，避難梯裝置於場所必須為構造上較堅固或加強部分。 

(4) 緩降機下降處或避難梯出口處，不可設置障礙物影響逃生。 

3. 緊急照明設備 

(1) 緊急照明燈應使用 LED或 PL燈，內置蓄電池型，其照度於地板面應

達 2 Lux 以上。 

(2) 當火災發生時造成停電，則緊急照明燈亮，提供避難人員逃生照明使

用。 

(3) 各層居室及居室通往避難層所需經過之走廊、樓梯間及通道等設置緊

急照明燈。 

(4) 在走廊折點處增設緊急照明燈。 

(四) 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工程 

1. 連結送水管。 

(1) 連結送水管立管與消防立管兼用，採整體外粉塗裝可抗 UV 且符合

CNS4626 壓力配管用內外鍍鋅鋼管。 

(2) 立管管徑 100 mm，並連接屋頂水箱，使配管平時充滿水，出水口設於

各層樓梯間或緊急昇降機間等(併設於室內消防栓箱內)，各層任一點

至出水口之水平距離 50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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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一採水口至建築物各部分之水平距離在 100公尺以下。 

(4) 採水口設於消防車能接近至其 2 公尺範圍內，易於抽取處。 

(5) 採機械採水、泵浦室設於地下三層，由配管方式將水輸送至地上一層

採水口。 

2. 排煙設備(緊急昇降機間、特別安全梯間排煙設備、室內排煙設備) 

(1) 樓層檢討若為無開口樓層且各樓層地板面積若超過 1,000 m²，為應設

排煙設備場所，除供集合住宅使用外，均須檢討設置排煙設備。 

(2) 10樓以下除非居室(以防煙垂壁區劃小於 100ｍ2)及居室面積小於 100 

ｍ2以防火時效一小時之牆及 F60A防火門區劃分隔之場所、11樓以

上居室及非居室面積小於 100 ｍ2均需以防火時效一小時之牆及 F60A

防火門區劃，可免設排煙設備外，其餘均需設置排煙設備。 

(3) 排煙探測器與火警探測器共用(可避免探測器重複設置)。 

(4) 特別安全梯與緊急升降機者及排煙應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

標準第 190條檢討進風及排煙設備。 

3. 緊急電源插座 

(5) 各層及緊急昇降機間均需檢討設置緊急電源插座，設於樓梯間或緊急

昇降機間等。 

(6) 各層任一點至緊急電源插座之水平 50 m以下。 

(7) 緊急電源由緊急用發電機供給。 

4. 其他依消防法規適用於本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 

(五) 管材及線材使用規格 

1. 消防栓、撒水、泡沫系統使用之鋼管，採環保預塗裝鍍鋅鋼管。管徑 2 

1/2”(含)以下採牙接另件，2 1/2”以上，採機械接頭另件。 

2. 消防栓、撒水、泡沫系統之水管立管底部水平管位置應設置微震動消減

器，減少管線振動波經波紋管後傳遞，有效消減隔絕振動噪音。 

3. 消防栓、撒水、泡沫系統之水管立管底部立管位置應設置角應力吸收器，

用於吸收立管底部之角位移，以避免立管角應力作用，導致下方隔振接

頭扭轉失效。 

4. 警報等系統使用之電氣配管，均採金屬 EMT管。 

5. 線材部分，配合法規規定，使用耐燃、耐熱並符合認可標準之電線。 

6. 撒水頭與撒水管之銜接需按裝可撓性消防撒水軟管，除減少施工時間，

減少因地震時因管路配管彎頭銜接產生漏水。同時可讓日後住戶裝修方

便、美觀、經濟與安全性。 

(六)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 79-2條之規定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

樓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份，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

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昇降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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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該遮煙設施之規格應符合法規需求

外，若採防煙布幕或防煙門設置時，需與消防及中央監控連動。 

4.20 管線設施設計原則 

一、 除其他章節有述明其配管方式者，從其方式配置管路，其餘管路原則上為利日

後管線維修及抽換方便，管線採用露明配置(例如：公共區域管道維修間)。 

二、 管線於垂直部分設置獨立的管道間收容，水平部分之電氣管線採電纜架或線槽

或吊管方式，水管則採吊架方式收容。 

三、 管路設於天花板或管道間內，其天花板或牆面須預留檢修口。天花板檢修口尺

寸長寬至少需 60CM（含）以上；管道間檢修門寛度至少需 60CM（含）以上，高

度至少需 180CM（含）以上。相關檢修口及檢修門之防火時性依法規檢討設置。 

四、 閥件或清潔口或其他需日後維護之器具或物件，應設置檢修門附近，以便維修

便利。 

五、 統包商需提出管路色彩計畫，各系統管路採不

同顏色標示，並以中文及英文標示管路名稱。

水管部份，則要標示流向。其相關標示不能以

電腦印製，應採專用標示告示牌。 

六、 各系統管路需於每 1.5公尺標示其管路名稱

(有方向性者，需標示方向；電力及弱電管需

標迴路名稱)，並以顏色區分各系統管路；有

閥件部份，需以壓克力材質標示常開或常閉之

告示牌。 

七、 電力線設置線架或線纜上時，需將同一迴路線

纜以塑膠束帶捆綁在一起，並標示其迴路名

稱，以便日後維護管理方便。 

八、 各管路設計時，應以實際外徑尺寸繪製設圖

說，並考量施工所需空間(如：扳手、壓接器

具…等)和管路銜接空間(如：順 T、斜 T、三

通接頭…等)。 

九、 各式管路採吊桿安裝設計時，直線管於至少每

1.5~2公尺施作 1 處吊桿，管路轉折時，應於

轉拆處兩側至少每 1.5~2公尺施作 1處吊桿。 

十、 管路以管排或線架或線纜設置時，請於設計時

提出載重設計檢討。 

十一、 管路採明管安裝及穿越樓板時，應考量地震或管路本身震動，必要時檢討相關

防震措施之設計。 

十二、 金屬管不可直接固定於管架或管排或金屬物上，需以整組絕緣被覆吊掛另件作

為隔離，以防電位差產生，造成管路或吊件鏽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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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所有給排水配管閥件均至少須耐壓 16kg/cm²(含)，閥件需設置「常開」或「常

閉」之壓克力或不鏽鋼製標示牌。 

十四、 各式管路安裝方式，統包廠商應於細設階段提出設計詳圖(詳圖比例至少為

1/50)審查。並需製作各配管型式安裝樣品供審查，並放於工務所樣品室或會

議中，作為施工依據。 

十五、 各管材及線材除型錄送審外，應製作管材、線材、五金另件樣品板供審查，並

放於工務所樣品室或會議中，作為施工依據。 

十六、 高層建物時，管線材質及管路設置方式，則優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二章高

層建築物第 247 條規定為設計準則。 

十七、 電氣系統 

(一) 其他依經濟部頒布「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內政部消防署頒布之「各類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為設計準則。 

(二) 電力幹線配管線採用電纜線架/槽及 600V級 XLPE絕緣電纜設置，或採 BUS 

WAY匯流排設置為原則。管道間或機房內電氣及通信線敷設採用電纜線架

(槽)(Cable Tray)方式，以減少傳統管線施工之紊亂，方便日後維護保

養。 

(三) 電纜線架(槽)鋪設之電纜面積應不大於法令規定，舖設之電纜不設置第

三層。 

(四) 動力配管線不可採用 PVC管或其他非金屬材質之管材，均需採用電纜線/

槽架或 EMT 無螺紋鋼管或 RSG螺紋厚鋼管，600V 級 XLPE絕緣電纜或 BUS 

WAY匯流排為原則。 

(五) 緊急供電系統配管線採電纜線架/槽或 EMT 無螺紋鋼管或 RSG 螺紋厚鋼

管，600V級 840℃耐燃電纜、380℃耐熱電纜或 BUS WAY匯流排為原則。 

(六) 所有與消防逃生有關之動力設備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 照明開關及插座配管線採 PVC管，600V 級 PVC電線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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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庭園景觀照明配管線採 PVC 管，600V 級 XLPE 絕緣電纜或防水電線(纜)

為原則。 

十八、 弱電系統 

(一) 電信系統 

1. 電信系統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頒佈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

術規範】。 

2. 電話配線垂直幹線均以 GRP電纜線槽/架為之。使配線方便且更具有擴充

性，以利日後增加系統配線用。 

3. 室內埋管配管採用 PVC導線管，明管或暗管採 EMT無螺紋鋼管或 GRP電

纜線槽/架佈設。 

4. 電話採用 CAT-6網路線施作與資訊系統整合為綜合式佈線。 

(二) FTTH光纜系統 

1. 由電信室至各層弱電管道垂直主管路採 GRP電纜線槽/架佈設，垂直線路

以光纖線路鋪設至各層弱電機房，再分別以 2蕊光纖線路鋪設至各戶之

DD箱內收容，符合光纖到府之原則。水平管線由 DD 箱至末端插座出口，

採 PVC管及 CAT-6網路線，以滿足資通需求。 

2. 室內埋管配管採用 PVC導線管，明管或暗管採 EMT無螺紋鋼管或 GRP電

纜線槽/架佈設。 

(三) 共同電視數位天線系統 

1. 共同電視數位天線系統各層弱電機房垂直主管路採 GRP電纜線槽/架佈

設。 

2. 室內埋管配管採用 PVC導線管，明管或暗管採 EMT無螺紋鋼管或 GRP電

纜線槽/架佈設。 

(四) 其他弱電系統 

1. 室內埋管配管採用 PVC導線管，明管或暗管採 EMT無螺紋鋼管或 GRP電

纜線槽/架佈設。 

2. 監視攝影機佈線依其系統型式，距離等整體考量選用適當之線材(UTP/光

纖)。 

十九、 給水系統 

(一) 自來水幹管、冷水給水管、熱水給水管均採用 SUS 304 Sch.20S 加包覆

PE發泡保溫。 

(二) 揚水主幹管採用 SUS 304加 PE被覆，底部並加設同口徑之水錘吸收器及

中段最少設置 1 組緩衝逆止閥，底部另加角應力吸收器，其水平管應設

置微震動消減器。 

(三) 冷熱水給水管管徑 2 1/2”(含)以下採雙壓接式或三壓接式另件，另件需

保溫另件包覆，2 1/2”以上，採機械接頭另件。 

(四) 自來水及熱水給水管均以採明管或暗管配置為原則，水平管至給水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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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牆面配管採暗配或埋管置為原則；倘若統包廠商有其他創新工法，在

不影響管路滲漏或變更之情形，經專案管理單位審定，經主辦機關核定

後，在不增加工程經費及時程之下，始可作為設計及施工之依據。 

(五) 溢水口、透氣口需設置不鏽鋼防蟲網。 

(六) 管路穿越水箱、外牆、樓板或有水易滲漏之處，管路應施作止水板或止

水帶或相關止水措施，防止水之滲漏。 

(七) 管路若有跨過伸縮縫時，應設置不鏽鋼撓管或同材質避震之設施。 

(八) 管路切割時，需確認將切割磨順平，避免產生旋渦聲響。竣工時，管路

應清潔，並進行水質檢驗，以確保管內水質無施工之雜質或油質。 

二十、 雨、污、廢排水系統 

(一) 除埋設於屋外道路內之污、廢、雨水排水管，採用橘紅色 PVC(厚)管外，

其餘污、廢、雨水排水管，不論屋內外皆採用環氧樹脂橘紅色 CIP管。 

(二) 筏基層連通管則可採 PVC管為原則。 

(三) 高樓層建築時，於每 6 層樓(18 公尺以內)規劃一處污排水(含雨水)緩衝

彎。 

(四) 樓高超過 50 公尺，各項配管材皆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7 條規定採

不燃管材。 

(五) 管路穿越水箱、外牆、樓板或有水易滲漏之處，管路應施作止水板或止

水帶或相關止水措施，防止水之滲漏。 

(六) 水系統於適當樓層(每 6層樓或 18公尺以內)規劃兩階段截斷式排水為原

則，高樓層排水應設 S 型緩衝管(最少 1 處)。 

(七) 管路若有跨過伸縮縫時，應設置不鏽鋼撓管或同材質避震之設施。不鏽

鋼製標示牌。 

二十一、 瓦斯系統 

配管需以當地瓦斯公司所核准之管路設置。 

二十二、 消防系統 

(一) 消防栓、撒水、泡沫系統使用之鋼管，採預環保預塗裝內外鍍鋅鋼管。 

(二) 撒水頭若設於天花板區域，該撒水頭應安裝於消防暑認可及 UL 認證之一

體成型無編織網可撓性管上，以便日後天花板維修或撒水頭更換位置。。 

(三) 警報等系統使用之電氣配管，採金屬 EMT管。 

(四) 線材部分應配合法規規定，使用耐燃、耐熱並符合認可標準之電線。 

4.21 噪音防制設計原則 

一、 下列設備所產生之噪音，應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規定。 

(一) 空調設備。 

(二) 通風設備。 

(三) 泵浦。 

(四) 變壓器。 

(五) 發電機。 

(六) 其他易產生噪音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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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電機房、進排氣機房、泵浦機房牆壁天花應採防火吸音性材質施作以有效降

低噪音，機房外 1M 處，噪音不得大於 60dBA，並應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噪音

管制規定。 

三、 噪音防制設計檢討時，統包廠商需依實際使用之設備廠牌、型式、型號，提供

該型號八音頻相關資料作為設計計算基準，若設計之初檢討設備廠牌、型式、

型號有異動時，其噪音防制需重新設計檢討，以符合契約需求噪音值。 

四、 噪音防制所設置材料規格，均需依法規檢討其防火、耐燃、綠建材等相關規格。 

五、 設置消音箱時，應考量系統或設備通風量及壓損。 

六、 設置外牆消音百葉時，應考量雨水之滲漏至室內空間。必要時，室內應設置排

水溝及落水頭等排水設施。 

4.22 公共設施及共用設備規劃需求 

一、 機電需求 

(一) 機電設備規劃前，應就各空間類型及各系統之使用人數、頻率、需求品

質特性、智慧化程度及節能性等加以釐清並界定。 

(二) 各管線系統應統一規劃，並考慮各管線間之相互關係和自然因素之影

響，以維護安全；應避免箱體管線外凸影響室內外動線，並適當予以遮

蔽或美化，避免影響建物外觀。 

(三) 設備管路規劃應與結構規劃相互配合，並預留未來擴充之管道間和機

房，且應避免有穿樑柱等主要結構之情形。若需穿樑之需求，應於規劃

設計之初提出機電穿樑計畫圖說，並與建築及結構設計一併彙整規劃設

計檢討。經設計建築師及設計結構技師確認可行後，需將相關穿樑位置

於結構圖及機電圖說上標示，併同建築執照申請審查時，送主管機關審

查核可後，始可進行管路穿樑。 

(四) 各空間配置位置除依建築需求設計外，相關機電機房(含電氣室、電信

室、緊急發電機室、通排風機房、水箱及泵浦機房、消防泵浦機房…等

等)及管道間配置位置，應考量各系統管路之引進及引出位置之便利性及

管道間垂直配置作為機電空間配置位置之考量原則。 

(五) 各機電機房及管道間之空間，應考量日後維護管理便利性及安全性為原

則，機房空間內設備與牆面、天花板距離，至少應保持 60公分空間；設

備與設備距離至少應保持 60 公分空間(若設備設有檢修門，則以檢修可

90 度開啟為設置距離，但其距離不得少於 60 公分)，作為機電空間規劃

之依據。 

(六) 在兼顧空間機能合理前提下，管線應集中或明管設置，方便日後維修；

若管路設置於管道間內，應每樓層設置檢修門，以便日後維護管理。 

(七) 公共區域或集中式幹管管道間設置空間，應可使人員可進入管道間內檢

修。 

(八) 各系統管路應標示其用途，水管需增加標示其流向；管路標示原則為垂

直管部分應於每層樓均標示 1處，水平部分應於每 1.5公尺標示 1處。 

(九) 各式閥件應懸掛「常開」或「常閉」之壓克力標示牌，以便日後管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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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 

(十) 各系統於系統分戶處(如：電錶、水錶、電信配線箱、電視分歧器、對講

機…等)，應有各住戶門號及樓層之標示，其標示方式如主管機關有制式

規定從其規定，若無規定者，其標示方式以不易脫落方式(如：壓克力、

不鏽鋼刻字…等)標示，不得以筆書寫或紙張、貼紙張貼方式標示。 

(十一) 各系統機房、維修空間、管理中心位置之考量，應以結構安全、管線

設備易於安裝、維修方便、不妨礙空間使用並配合服務動線以利於管

理為原則。 

(十二) 弱電系統整合箱(DD 箱)，整合三合一數位彩色電視對講、無線電視共

同數位天線、電話、網路系統，需經宅配線箱至各層樓的主配線箱採

線槽/架方式設計施工。 

(十三) 給水設備方面必須考慮水壓、管路口徑、制水閥之有無、廢(污)水排

除等設備之設置及位置之擺放，以安全易維修為主要設置原則。 

(十四) 各棟自來水進水箱、抽水泵得設於地下層，但應明確區劃便於計算各

棟各棟住戶分擔公共區域面積；另水箱外爬梯應考量設置位置，便於

攀爬檢修作業。 

(十五) 瓦斯管路及相關設備設置位置，應與加熱設備或電氣設備設置位置，

保持必要之安全距離，以免造成意外。 

(十六) 公共設施空間、住戶空間等需依照該環境之使用用途及環境設計條件

設置適當冷房能之之分離式空調機組，並需留設分離式空調機組之室

外機及室內機裝設空間，並配設電源、排水及相關管線。 

(十七) 公共設施空間、住戶空間均需預留電視、電話、有線網路、無線網路

之管線，並設有對講機、緊急求救系統。 

(十八) 住宅各戶廁所排氣管、廚房排油煙管、熱水器強制排氣管等皆需設計

至外牆並加防風魚眼罩(型式及色澤需配合建築外觀整體規劃)，其配

管路徑不得正中穿越卧室、客廳、餐廳之天花板，且其管路配置於室

內時，需採暗管配置。 

(十九) 馬達、變壓器、壓縮機等易發生低頻噪音之設備，亦需檢討其噪音防

制。 

(二十) 電氣室、泵浦室、通排風機房、水箱室…等機房，其地板應採環氧樹

脂(Epoxy)或其他可防粉塵耐磨之材質地板。 

二、 維生設備 

(一) 維生設施、設備應考慮使用安全性、容納量、美觀、維修方便、低維護

費等要因。應配合建築主體提供或自設安裝支架、保護、彈性接頭或固

定點，以防老或外力(地震、颱風等)發生設備位移破壞情形。另應確保

管道間留設檢修工作空間。 

(二) 建築空間應設置管道間容納各種管路，不同的系統管路以不同的顏色標

示，以便日後維修；管道間應依規定留設維修門(維修門需依規定檢討防

火及防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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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弱電、給水、排水或消防管道應與電氣管道分別設置，謹守水電分離原

則。 

(四) 設備均應採用防水、防鏽、防蝕之材料固定為原則。 

4.23 停車場通風系統設計原則 

(一) 停車場通風系統設計，需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篇第 102 條之規定，停

車場通風量不得小於樓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所需通風量為 25 立方公尺/

小時。 

(二) 地下一層停車通風可考慮自然引進新鮮空氣或機械進風機將新鮮空氣引

入地下室內，並由室內配置之誘導風機以接力方式，將廢棄導向排風機，

再經管道間排出地面。 

(三) 地下二層(含)以下之樓層，進氣以或機械進風機將新鮮空氣引入地下室

內，並由室內配置之誘導風機以接力方式，將廢棄導向排風機，再經管

道間排出地面為原則。 

(四) 通、排風百葉其面風速不得大於 4 m/s，且設於地上層之排氣百葉不可面

向住戶，若百葉面向行人通道時，不可直吹至行人。故其通排風百葉應

設置於適當處，以能符合噪音規定及不影響到人員安全,並作適當綠化遮

蔽。 

(五) 停車場之進氣風機及排氣風機，除設置定時啟動裝置外，應加裝一氧化

碳偵測器，控制區域模組式誘導風機啟動及停止，維持穩定均勻之空氣

條件，並達節約能源之功能。 

(六) 空氣標準一氧化碳濃度應不超過 75 PPM，並以 50 PPM為計算空氣濃度之

標準；CO 感測器偵測空氣中一氧化碳濃度超過標準時，應立即啟動通排

風系系統。 

(七) 送排風機房應採吸音性材質施作降低噪音，送排風機房噪音值於機房四

週外 1M處及屋外排氣管末端 1M處測試，均不得大於 60 db(A)。 

(八) 送排風機房及地面送排風口(百葉)應設置消音設備並依據噪音管制法

規，分類作噪音分析並視分析結果設置。 

(九) 有關停車場通排風設備運轉狀態及 CO 濃度，均需傳輸中央監控系統及有

相關歷史資料及 CO濃度圖形可供查詢。 

4.24 空調及通風系統設計原則 

(一) 本需求書各章節所稱冷氣或空調機組，皆為能源效率一級之變頻分離式

冷、暖氣或多聯變頻冷、暖氣組。 

(二) 社會福利設施空間、入口門廳、信箱區、會客區、管理中心、兒童遊憩

設施…等室內公共空間，應依照使用用途及環境控制條件，設置分離式

空調機組系統，並留設分離式空調機組之室外機及室內機設置空間，及

留設電源、排水等相關管路。公共空間分離式冷氣採一對一或一對多型

式設置。 

(三) 住戶層需依建築計空間及環境控制條件，設置分離式空調機組系統。住

戶層分離式冷氣採一對一或一對二型式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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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分離式冷氣室外機留設位置，除應考量建築外牆計空間外，需注意室

外機散熱空間和日後維修空間。 

(五) 各分離式冷氣冷媒管、電源、排水配置，均採適當建築裝修材料包樑、

包板美化空間方式，以暗管設置。設置時需考量日後維修，必要時需設

置維修門或檢修口。 

(六) 室內牆面應預留分離式冷氣主機至室內機之冷媒銅管配管開口，其開口

應設置套管專用活動式修飾蓋板。修飾蓋板顏色應與牆面相同。 

(七) 分離冷氣電源應設置 ELCB漏電斷路器，以防感電。 

(八) 冷氣室內機必需設置冷凝排水管，明管設置則採保溫施工以免管路結露

滴水，並排入雨水回收池再利用。 

(九) 一般居室及浴廁和廚房通風設計，需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

第 43條之規定辦理。 

(十) 各空間設置機械通風設備時，其通風量需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篇第 102

條之規定(詳下表摘要)，檢討設置。 

空間用途 樓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所需

通風量(立方公尺/小時) 

臥室、起居室、私人辦公室等容納人數不多

者 

8 

辦公室、會客室 10 

工友室、警衛室、收發室、詢問室 12 

非營業用廚房 35 

衣帽間、更衣室、盥洗室、樓地板面積大於

15平方公尺之發電或配電室 

10 

茶水間 15 

住宅內浴室或廁所、照相暗室、電影放映機

室 

20 

公共浴室或廁所，可能散發毒氣或可燃氣體

之作業工場 

30 

蓄電池間 35 

汽車庫 25 

(十一) 一般居室及浴廁之窗戶或開口之有效通風面積，小於該室樓地板面積

百分之五時，應設置符合規定之自然或機械通風設備。 

(十二) 廚房之有效通風開口面積，小於該室樓地板面積十分之一，且小於 0.8

平方公尺時，應設置機械通風設備。 

(十三) 自然通風設備之構造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44條之規定

辦理。 

(十四) 熱水器應設置通風良好之空間，並設置強制排氣裝置，可將廢氣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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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至戶外。 

(十五) 自然通風設備設置於外牆時，其百葉、格柵、風罩等各型式進排風設

施，其顏色和型式應配合建築外觀設計予以美化。通排風口應考量防

蟲及易物進入，必要時需設置不鏽鋼防蟲網及逆止風門和防火防風。 

(十六) 通、排風百葉其面風速不得大於 4 m/s，且設於地上層之排氣百葉不可

面向住戶，若百葉面向行人通道時，不可直吹至行人。故其通排風百

葉應設置於適當處，以能符合噪音規定及不影響到人員安全,並作適當

綠化遮蔽。 

(十七) 設於外牆通、排風百葉應採防颱型百葉，並設有不鏽鋼防蟲網及與管

理中心連動之漏水偵測設置。 

(十八) 設置一樓地面 120CM 之百葉(格柵)，應設置防水閘門，以防淹水流入

室內。 

(十九) 一樓冷氣室外機設置位置，需考量其熱氣不可直接吹向行人，必要時

需設置導風片。其設置位置需考量景觀植裁美化及維護便利性。 

(二十) 浴廁通風管為當層獨立設置為原則，抽風機本體附逆止風門型，以減

少臭氣迴流。浴廁通風管設計至外牆時，並加防風魚眼罩(型式及色澤

需配合建築外觀整體規劃)，其配管路徑不得正中穿越卧室、客廳、餐

廳之天花板，且其管路配置於室內時，需採暗管配置。若無法當層獨

立設置，需將管路集中設置，經由屋頂排放時，屋頂排氣墩需考量抽

排氣強度、防水、防火區劃及逆風防制，並應以加設免動力自然通風

器或機械抽排氣機強制排氣方式進行規劃，以避免管道間氣體蓄積無

法排出，影響居室空氣品質。 

(二十一) 於各戶浴廁之天花板上設置檢修口，以便日後檢浴廁風機及排水管

路之用。 

4.25 主要材料與設備計畫 

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一) 電氣系統     

1 低壓配電盤 

1.配電盤須通過全國認證基

金會(TAF) 認 可之檢驗

機構依 CNS 13542及 CNS 

13543之標準。 

2.箱體以全新鋼板焊製，粉

體塗裝烤漆裝(屋外型則

採不銹鋼板)。 

3.箱門採用3.2㎜厚之鋼板

，其餘採用2.3㎜厚鋼板全

部機械加工成型，並由角

鐵作成骨架，經銲接組立

而成白立堅固體。角鐵應

宏于、銓興、

東金、佳興或

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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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為50×50×5㎜以上。所有箱

面開孔一律用沖模加工。 

4.箱體加工及開孔完成後，

必須整個經除銹處理及磷

酸鹽被膜，再用防銹底漆

及烤漆各噴二次以上或用

靜電粉體烤漆，以防生銹

， 漆之厚度應在50μ以上

。 

5.配電盤不得委外發包製作

。 

2 

受電箱、配電

箱、端子箱、

測試箱及其

他箱體 

1.箱體以全新鋼板焊製，粉

體塗裝烤漆，尺寸依實際

設計需求及相關規定。箱

體厚度均為2.0mm以上。 

2.各箱及各迴路應有壓克力

明牌標示其用途名稱(含

中文)。 

3.箱體置於室外時應採不銹

鋼(SUS304)防水型。 

4.為求統一管理規劃，箱體

須與低壓配電統一廠商。 

宏于、銓興、

東金、宇貫或

同等品 

  

3 用戶開關箱 

1.箱體以全新鋼板焊製，厚

度1.6mm以上，防銹處理後

經粉體塗裝烤漆。 

2.各箱及各迴路應有壓克力

明牌標示其用途名稱。 

3.箱內迴路數必須依圖面說

明，再預留兩迴路空位，

門板內側需附線路圖置放

槽。 

4.箱體內接地電阻需小於10

Ω以下，須附接地線端子

板。 

5.箱體內應附中性線端子板

。 

6.為求統一管理規劃，箱體

須與低壓配電統一廠商。 

宏于、銓興、

東金、宇貫或

同等品 

  

4 

智慧型自動

功率因數調

整電容電抗

器組 

1. 低壓乾式電容器組，具全

自動功因改善功能。 

2.電容器必須為乾式介質

(Dry Type Dielectric) 

MR、SIEMENS

、 ABB、 VMR

或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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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無油式鋁合金一體成型預

力防爆之構造。 

3. 容許連續過載電壓︰額

定電壓之130%。 

4.容許連續過載容量︰額定

電流之150%以上。 

5.含放電電阻之損失值︰不

得超過0.3W/KVAR。 

6.放電特性︰採節能型主動

電子式放電裝置電容器切

離電源後1分鐘內，其殘留

電壓應降至50V以下。 

7.電容器應考慮諧波造成損

害，需加裝13%電抗器以保

護電容器，並提供諧抗計

算書。 

5 
自動功率因

數調整器 

1.微處理型，LCD顯示幕。 

2.需附RS485及232通訊連接

埠。 

3.具低電壓、過電壓、低電

流、過電流、功因不足、

過電流、過溫度等警報功

能。 

4.控制段數：6段或12段(配

合系統需求)。 

5.功因改善及諧波改善裝置

，功因改善後需達95%以上

。 

MR、SIEMENS

、ABB或同等

品 

  

6 突波吸收器 

1.為保護建築物內重要設備

及其他精密電子設備，其

分電箱應裝設符合 UL或

CSA或DE等規範之適當突

波抑制保護器。 

2.本設備應為 IP65 保護等級

(容量依系統圖面或標單規

格選用)，設計並適用於配

電盤內或獨立空間安裝之

固定型。視系統之需求可為

三相三線或三相四線型

式。突波吸收器之二次側應

共同連接至最近之接地銅

排。 

MEM、H/W、P/S

、VMR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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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3.反應速度：<1ns。 

4.可選配 1C 遠端搖控接點，

可與監控系統連結。 

5.耐電壓等級 20KV/10KA。 

6.需提出法人機構試驗報告

含外接4位數軌道模組型計

數器，可置於顯眼處且無需

另行配置操作電源，便於查

詢。 

7 
低壓自動切換

開關 

1.電源自動切換開關應為瞬

間激磁式，配合自動切換

開關本身之操作線圈作互

相切換。 

2.控制元件採用微處理式盤

面型，具市電及發電側之

高/低電壓、欠相、相序、

高/低頻等保護功能，可顯

示系統V、A、HZ、PF、KW

、KVA值，W/RS485通訊埠

。 

3.三相四線式之電源採4P。 

H/W、OSS、GE

、P/S或同等

品 

  

8 

多功能集合

式電錶(公共

設施盤) 

1.可量測三相電壓、電流、

功因、頻率、KW、KWH、KVA

、KVAR、KVARH  LCD中文

顯示螢幕工作電流起始值

：0.05A各項電力數據中文

化顯示功能，可簡化操作

人員判讀步驟，最大/最小

值記錄及可程式輸出設定

同時具有RS485輸出，傳輸

速率可達38400，以備監控

需求。 

2.電表需可設定密碼，以防

非相關人員操作，具節能

背光時間設定，不得為中

國生產或經第三方轉運之

產 品 ， 防 護 等 級  DIN 

EN60529 IP65正面。 

SIEMENS、H/W

、 S/D、 VMR

或同等品 

  

9 
低壓乾式變

壓器 

1.變壓器應為乾式60Hz，H級

絕緣，符合CNS或IEC之規

定。 

2.噪音需符合CNS標準。 

大同、士林、

華城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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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10 
智慧照明系

統 

網路控制系統主機應符合： 

1.主機採用圖型化控制介面

。 

2.採用網路線Cat 5e或Cat 6

控制方式可從電腦端修改

設定各元件位址及功能。 

3.由單一電腦有效監控使用

狀況，並自動設定使用時

間及操作模式。 

4.必須依社區空間提供足夠

控制之區域數及迴路數。 

MICRO-XIN、

VIPTECH、HC

或同等品 

  

11 

壁式日光燈吸

頂日光燈 

(無燈罩型)吸

頂日光燈(有

燈罩型) 

1.採LED燈具。 

2.細設階段提送燈具型式型

錄或大樣圖。 

3.採室外裝置時，應符合 

IP65 以上。 

原長、世大、

菲力克或同

等品 

  

12 嵌燈 

1.採LED燈具。 

2.細設階段提送燈具型式型

錄或大樣圖。 

3.廁所、淋浴間或潮濕處所

燈具，應符合IP55以上。 

原長、世大、

菲力克或同

等品 

  

13 吸頂燈 

1.採LED燈具。 

2.細設階段提送燈具型式型

錄或大樣圖。 

3.廁所、淋浴間或潮濕處所

燈具，應符合IP55以上。 

原長、世大、

菲力克或同

等品 

  

14 景觀高燈 

1.燈具上蓋由耐撞擊，耐腐

蝕，耐高溫非烤漆工程樹

脂(RESIN)填充一體模注

成型製成，抗鹽害，且經

抗UV處理. 

2.燈具透光罩由4mm厚，經抗

UV處理之一體模注成型透

明色耐撞擊工程塑膠材質

(PMMA)製成，燈罩不易變

黃，且燈罩無任何接縫，

燈具透光罩上緣有模注一

體成型。 

3.燈桿最內層為熱浸鍍鋅鋼

管構成，中間層為具絕緣

效果之熱塑性乙稀聚合填

充物，最外層為耐撞擊塑

原長、世大、

菲力克或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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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脂聚合物構成，並經特殊

抗UV穩定及自滅性處理，

且最低及最高溫度可分別

介於-60℃~80℃之間。 

5.防護等級須符合國際防護

等級標準IP65以上。 

6.細設階段提送燈具型式型

錄或大樣圖。 

15 景觀矮燈 

1.鋁合金擠壓成型，表面經

粉體烤漆處理，具耐撞抗

候之特性。 

2.頂部採用鋁合金材質防眩

罩。 

3.乳白色PC材質，防水抗候

。 

4.防護等級符合國際防護等

級標準IP65以上。 

5.採用LED燈。 

6.細設階段提送燈具型式型

錄或大樣圖。 

原長、世大、

菲力克或同

等品 

  

16 嵌壁燈 

1.燈具由耐撞擊，耐腐蝕，

耐高溫之黑色非烤漆工程

樹脂(RESIN)填充一體模

注成型製成。 

2.燈具透光罩由塑膠材質

(PMMA)製成。 

3.本燈具之絕緣防護等級為

Class Ⅱ。 

4.採用LED燈。 

5.防護等級符合國際防護等

級標準IP65以上。 

6.採用LED燈。 

7.細設階段提送燈具型式型

錄或大樣圖。 

原長、世大、

菲力克或同

等品 

  

17 照樹燈 

1.燈具上蓋由耐撞擊，耐腐

蝕，耐高溫之黑色非烤漆

工程樹脂(RESIN)填充一

體膜注成型製成。 

2.燈具透光罩由霧面耐撞擊

工程塑膠材質(PC)製成。 

3.本燈具之絕緣防護等級為

Class II。 

原長、世大、

菲力克或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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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4.防護等級符合國際防護等

級標準IP65以上。 

5.採用LED燈。 

6.細設階段提送燈具型式型

錄或大樣圖。 

18 車道燈 

1.燈具由耐撞擊，耐腐蝕，

耐高溫之黑色非烤漆工程

樹脂(RESIN)填充一體模

注成型製成。 

2.燈具透光罩由塑膠材質

(PMMA)製成。 

3.本燈具之絕緣防護等級為

Class Ⅱ。 

4.固定方式為嵌壁式。 

5.防護等級符合國際防護等

級標準IP65 以上。 

6.採用LED燈。 

7.細設階段提送燈具型式型

錄或大樣圖。 

原長、世大、

菲力克或同

等品 

  

19 

導線用鋼管 

(RSG 厚鋼管

) 

1.需符合CNS 2606標準。 

捷欣、鑫陽、

高興昌或同

等品 

  

20 
導線用鋼管 

(EMT 管) 
1.需符合CNS 2606標準。 

捷欣、鑫陽、

高興昌或同

等品 

  

21 

單暗開關、暗

三路開關、門

鈴按鈕 

1.開關配合設備電壓選用為

原則。 

2.附同廠牌彩色或歐風蓋板

及金具(或固定片)。 

3.貼商品檢驗局檢驗合格標

籤。 

4.採大型捺面附夜光指示開

關。 

5.除住宅外其他空間及公共

區域採不銹鋼蓋板，其材

質須為不銹鋼製加深型，

盒壁厚度在1.2mm以上。 

國際、東芝、

台昱或同等

品 

  

22 
單暗插座、雙

暗插座、專插 

1. 所有普通插座均採用

110V系統、標稱125V/15A

為原則，220V系統採用標

稱250V/20A為原則。 

國際、東芝、

台昱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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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2.插座均採接地型。 

3.貼商品檢驗局檢驗合格標

籤。 

4.除住宅外其他空間及公共

區域採不銹鋼蓋板，其材

質須為不銹鋼製加深型，

盒壁厚度在1.2mm以上。 

23 
鋁製電纜線

槽/ 架 

1.材質：鋁類材料。 

2. 烤漆膜厚 60μm。 

3. 1.5C 級，跨距1.5m，安

全荷重200kg/m含以上，撓

度試驗荷重300kg/m。 

4. 鋁製電纜托架邊深度為

100mm，長度為3,000mm，

橫桿間距至少為250mm。 

殷里、駿閎、

奇玖或同等

品 

  

24 
GRP電纜線槽

/ 架 

1.材質：GRP材料。 

 2.防焰試驗防焰一級。 

3.安全荷重，每米承載重量

 100㎏以上。 

4.電纜托槽邊深度為100mm

，長度為3,000mm。 

殷里、駿閎、

奇玖或同等

品 

  

25 
緊急發電機

設備 

1. 發 電 機 組 型 式 為

Stand-by，須為橫軸、

無碳刷、自冷式、旋轉

磁場、交流三相四線式

，380/220V、60 Hz ，

功 率 因 數 0.8遲 相 、 Y

接線、中性點接出、 H

級 溫 昇 ， 轉 速 為 1800 

rpm，且附有隔音罩之

發電機組。  

2. 引 擎 須 為 壓 燃 式 、 4

衝程、渦輪增壓，風扇

水箱冷卻型，採用蓄電

池組起動。  

3.自 動電 壓調 整 器 須為

固態式，具有±5%電壓

調整範圍，從空載至

滿載能自動調整電壓

維持在±1.0%以內。  

4.電訊諧波因數 (T.H.F)

組裝廠牌：

Kohler 、

Mitsubishi

、Cummins或

同等品 

 

引擎：Kohler

、John Deere

、Volvo或同

等品 

 

電頭：Kohler

、 Leroy 

Somer 、

Marathon 或

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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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符 合 IEC或 相 當 標 準

之有關規定，小於 3%

。  

5.發 電機 包括 交 流 激磁

機 必 須 承 受 2100RPM

的過速，而不發生機

械損壞。  

6.控 制 盤 須 符 合 UL-508

或 CE之相關規定。  

7.採用歐、美微電腦控制環

保2期引擎(符合歐美環保

第二期排放標準並提供證

明)。 

8.柴油引擎發電機組須附隔

音罩， 排氣系統須裝設消

音器(住宅級(含)以上)及

排氣管至屋外，管路需做

防震處理。 

9.引擎及電頭不得為大陸製

品或生產或進口。 

10.須採用經內政部或消防

主管機關核可之產品。 

26 黑煙淨化器 

1.為觸媒型，內部為蜂巢式陶瓷

貴金屬觸媒濾心，需符合環保

署之規定。 

2.須符合環保署最新版之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其餘詳發電機

規範辦理。 

鑫瑞城、喬英

、東元或同等

品 

  

27 無熔絲開關 
須符合CNS14816-2及商檢局標

章。 

東元、士林、

三菱或同等

品 

  

28 漏電斷路器 須符合CNS5422規定。 

東元、士林、

三菱或同等

品 

  

29 電磁開關 須符合CNS2930規定。 

東元、士林、

三菱或同等

品 

  

30 電線電纜 

1.2.0mm至250mm²，符合CNS

相關規定。 

2.最小線徑為2.0mm，並依屋

內線路設置規則辦理。 

太平洋、華新

麗華、宏泰或

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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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31 匯流排 

1. 材質為銅，模鑄式IP68，(現場

灌注式)緊急用須通過消防署核

可，提供核可書。 

2. 需通過國家地震中心2.2G以上

耐地震測試。 

3. 匯流排瞬時短路強度，應提供3

秒之短路電流強度報告，且經UL

或KEMA或Dekra等國內外第三公

正機構報告。 

4. 外殼接地需1G。 

WTI、SIEMENS

、NAN YA或同

等品 

  

(二) 弱電系統     

1 

無線電視共

同數位天線

系統 

1.責任施工。設置分頻器，

預留有線電視台接線端子

。 

2.數位天線及天線腳架採不

銹鋼製。 

3. 天 線 至 少 採 不 銹 鋼 

SUS304以上材質為原則。 

4.規格依實際設計需求及相

關規定 

金隆、尚福、

英仕或同等

品 

  

2 避雷系統 

1.須內政部營建署審核認可

證明。 

2.接地導線、高度等依實際

設計需求及相關規定。 

3. 固 定 架 以 至 少 不 銹 鋼

SUS304以上材料製作。 

4.設置雷擊計數器及故障監

視器。 

Forend 、

NLP-2000 、

AP0LL0 或 同

等品 

  

3 
宅內配線箱 

(DD 箱) 

1. 設4孔插座，為整合電話

、網路、電視、防盜及對

講等系統電源。 

2.宅內箱需至少具備下列模

組： 

(1)電源模組，有1進1出，1

個DC 5V 6A的電源。 

(2)5埠100/1000 RJ45網路交

換器模組。 

(3) 2進8出RJ45電話模組，

能實現2根外線同時接入

，並對2根外線進行分配。 

(4) 1進6出電視分配器 

金隆、尚福、

英仕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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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4 
電話、資訊、

電視插座 

1.附同廠牌彩色或歐風蓋板

及金具(或固定片)。 

2.貼商品檢驗局檢驗合格標

籤。 

3.電話及資訊插座採RJ-45。 

4.除住宅外其他空間及公共

區域採不銹鋼蓋板，其材

質須為不銹鋼製加深型，

盒壁厚度在1.2mm以上。 

國際、東芝、

台昱或同等

品 

  

5 
建築物電信

電纜 

1.PE-PVC屋內電纜 

A.PE-PVC 屋內電纜(以下簡

稱 PE-PVC)係彩色聚乙烯

(PE)絕緣聚氯乙烯(PVC)被

覆之簇型星絞電纜，對數為

10~400對。 

B.適用於建築物內主幹配線

及屋內配線。 

2.FRPE-LSNHPE屋內電纜 

A.FRPE-LSNHPE屋內電纜(以

下簡稱FRPE-LSNHPE)係彩色

耐燃聚乙烯(FRPE)絕緣鋁箔

低煙無毒聚乙烯(LSNHPE)被

覆之簇型星絞電纜，對數為

10~400對。 

B.適用於建築物內主幹配線

及屋內配線。 

3.FS-JF-LAP市內電纜 

A.FS-JF-LAP市內電纜( 以

下簡稱FS-JF-LAP)係發泡聚

乙烯雙層絕緣充膠積層被覆

之簇型電纜。 

B.適用於社區型建築物間屋

外主幹配線。 

4.UTP及ScTP/STP 對絞型屋內

電纜 

A.UTP係指非遮蔽對絞型

(Unshielded TwistedPair)

屋內電纜(以下簡稱UTP)， 

ScTP/STP係指屏蔽對絞型(S 

creened Twisted Pair/ 

Shielded Twisted Pair)屋

內電纜(以下簡稱ScTP/STP)

太平洋、華新

麗華、紀泰或

同等品 

 

 

 

 

 

 

 

 

 

 

 

 

 

 

Molex 、

Gnewtech 、

Jitang 或 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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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 

B. 種 類 ：  [cat.6] 

[cat. 6A ]。 

C.連接電話插座及資訊插座

之每一條UTP/ScTP/ STP電

纜不得共用。 

D.適用於建築物內主幹配線

及屋內配線。 

6 
建築物電信

光纜 

1.屋內光纜使用單模光纖，

其 規 格 應 至 少 符 合 

[ITU-T G.652D][ITU-T 

G.657A]之規定。屋內光纜

應具不延燒性。 

2.屋外光纜使用[單模光纖]

， 其 規 格 應 至 少 符 合 

[ITU-T G.652D] [ITU-T 

G.657A]之規定。屋外光纜

應具防水及耐候性，適用

於建築物間屋外配線。 

3.光纖連接器：建築物內使

用之[SC]光纖連接器，其

特 性 須 符 合

[TIA-568-C.3] 規定。 

4.施工方法 A.依據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頒布之「

CLE-EL 3600-9建築物屋內

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

」規定辦理。 

Gnewtech 、

TELDOR 、

Jitang 或 同

等品 

  

7 

骨幹網路交換

器 (網際網路

設備) 

1.模組化機架式設計，具有3

個(含)以上模組擴充槽。 

2.提供沒有阻塞的交換引擎

，系統效能 (Forwarding 

Rate) 達 760M pps ，

1100Gbps 背板交換頻寬。 

3.本機須具備10GB SFP+(或

XenPak)模組插槽，原機最

高可支援52個10-GbE 埠(

不 含 堆 疊 埠 ) 或 24 個

40-GbE 埠。 

4.具備 sFlow，支援可達

512,000(含 )以上之 MAC 

Addresses。支援L2/L3/L4

Netgear、 HP

、 Brocade或

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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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功能、提供RIP ， OSPF ， 

BGP 、IS-IS 、VRRP、MPLS

與IRF的BFD功能，可監控

網路中鏈路連通狀況。 

5.具 備 智 慧 備 援 堆 

疊  IRF (Intelligent 

Resilient Framework)功

能，最多可將4台交換器引

擎虛擬整合為單一台。 

8 

防火牆 

(網際網路設

備) 

1.整體處理效能應可於滿載

時達到防火牆工作處理

3Gbps(含)以上效能及IPS 

效能為1.5Gbps(含)以上

效 能 SSL VPN 效 能 為

400Mbps(含)以上。 

2.提供3,200,000個(含)以

上之 ConcurrentSessions

能力，最大IPSec VPN 通

道可達2,000個(含)以上。 

3.原機內建(不含外接埠) 8

個 ( 含 ) 以 上 10/100/ 

1000Mbps自動偵測之乙太

網路埠(copper)。 

4.支援IPS功能提供即時防

護以防駭客入侵。 

5.支援  Active-Active HA 

模式。  

Sophos 、

Fortinet 、

Zyxel或同等

品 

  

9 

邊際交換器 

(網際網路設

備) 

1. 設 備 本 身 具 備 有 24 埠

RJ-45 10/100/1000與4 埠

1000/10000 SFP+ 介面， 

具 備 IEEE 802.3af PoE 

(Power over Ethernet)與

IEEE 802.3at PoE+功能。 

2.提供128 Gbps(含)以上的

系統交換頻寬，支援線速

(Wire Speed)交換能力，

交換速度可達96 Mpps(含)

以上。 

3.具備備援堆疊功能，可將9

台交換器引擎虛擬整合為

單一台。 

4 具 備 Multicast IGMP 

Netgear、 HP

、 Brocade或

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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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snooping 、 MLDsnooping 

、IPv4 and IPv6 multicast 

VLAN 與 IPv4/IPv6 PIM 

snooping 、RIP，OSPF功

能。 

5. 設備提供五年(含)以上

，與骨幹網路交換器同一

廠牌。 

10 

無線網路管理

器 

(網際網路設

備) 

1.最多可集中控管256台(含

)以上同廠牌的無線基地

台AP及8,000台(含)以上

使用者，系統防火牆效能

最大可達12Gbps (含)以上

，可提供1,000,000(含)以

上防火牆連線數。 

2. 可 支 援  802.11 

a/b/g/n/ac無線傳輸標準

，並通過Wi-Fi 認證。 

3.支援無線網路認證上線後

，可依不同種類之無線行

動設備，分別賦予不同的

無線網路系統防火牆政策

(FirewallPolicy)。 

4. 支援HA備援架構，備援技

術支援VRRP備援模式。 

5. 提 供 2 個 ( 含 ) 以 上

10GBase-X和4埠(含)以上

Combo(10/100/1000Base-

T或1000Base-X埠)網路埠

，自動 MDX，自動感應

10/100/1000 Mbps網路埠

並符合RJ-45接頭。 

6.設備提供三年(含)以上，

與骨幹網路交換器同一廠

牌。 

Netgear 、

Aruba 、

Ruckus 或 同

等品 

  

11 

無線網路基地

台 

(網際網路設

備) 

1. 支 援 IEEE 802.11 

a/b/g/n/ac無線網路傳輸

標準，802.11n最高可達

300Mbps，801.11ac最高可

達867Mbps無線傳輸速率。 

2.整合多輸入多輸出(MIMO)

技 術 ， 提 供 2x2 RADIO 

Netgear 、

Aruba 、

Ruckus 或 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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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CHAINS ， 提 升 802.11 

a/b/g/n/ac無線傳輸速率

。 

3.須提供集中控管功能，多

顆不同的AP只需透過同一

個管理IP設定，不須逐顆

設定， 以簡化管理工作，

不需搭配控制器可由群組

內其中一顆AP充當控制器

，提供集中控管功能。 

4. 設備提供三年(含)以上

，與無線網路管理器為同

ㄧ品牌。 

12 

電話交換機與

話機 

(電信設備) 

1.交換主機單一套系統設計

最高容量須可擴充至達

200門(含)以上之容量。 

2.所採購之設備包含IP全數

位網路電子式自動電話交

換 機 、 數 位 式 話 機 、

ISDNPRA(包含E1以及T1共

兩種)中繼介面，皆須依交

通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

」、「PSTN01公眾交換機

電話網路終端設備技術規

範」、「CNS13438電磁相

容 」 、 「 電 氣 安 全

CNS14336-1」、「IS6100 

ISDN用戶終端設備審驗作

業要點」檢驗合格。 

2.系統需具備外線(來電顯

示類比迴路外線和數位

ISDN T1及E1外線)及內線(

數位話機與來電顯示類比

單機)來電號碼顯示功能

。另配合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之規範，來電顯示功

能需符合DTMF和FSK雙模

模式(來電顯示功能需通

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

驗合格。 

3.需提供可整合OUTLOOK功

Panasonic 、

TECOM、Unify

或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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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能。 

4.未來語音迴路可擴充至24

迴路(含以上)。 

5.數位化機與電話交換機同

廠牌，至少具8(含)個可程

式化外線功能鍵，可ㄧ對

ㄧ對應顯示本單位外線迴

路。 

6.具通話中手動啟動錄音功

能，通話錄音內容可直接

用話機操作來聽取錄音內

容並可選購轉發功能至個

人E-mail。 

13 

門禁讀卡機 

(安全門禁管

理設備) 

1. 128x64以上三行大型圖文

型液晶顯示幕。 

2. 2組以上數位輸入，1組電

鎖輸出，2組以上擴充輸出

。 

3.觸摸式藍光顯示按鍵，數

字1~9，#，*，功能鍵4只

以上。 

4.防水等級：IP65以上。 

5.門禁控制軟體需於啟動時

輸入帳號密碼權限控管機

制，若無權限則無法進入

軟體設定頁面。 

VIPTECH、SCS

或同等品 

  

14 

非接觸式開門

按鈕 

(安全門禁管

理設備) 

1. 紅外線感應式。 

2. 不鏽鋼材質薄型面板。 

3. 待機及動作雙色指示燈。 

VIPTECH、SCS

或同等品 

  

15 
監視主機 

(監視設備) 

1.作業系統需為WINDOWS專

業版或嵌入式作業系統，

且需建立於至少16G以上

SSD中。 

2.雙螢幕輸出，一螢幕為即

時影像畫面，另一個為對

應攝影機及緊急求救之電

子地圖配置畫面。 

3.可同時連線256支以上網

路攝影機，可同時監看16

支以上網路攝影機，可同

一時間做影音同步錄存及

Bosch 、 

Pelco 、 

Panasonic或

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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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回放功能。 

4.可載入自訂地圖，地圖上

自行放置攝影機圖示、警

報圖示以及控制設備圖示

。直接點選圖示可觀看攝

影機、設定警報、控制外

部接點等功能。 

5.電子地圖與警報連動，當

警報觸發時自動跳出對應

之電子地圖圖面及攝影機

畫面。 

6.可同時回放16支以上攝影

機錄影影像。 

16 
錄影主機 

(監視設備) 

1. 儲存裝置容量：128TB以

上。 

2.單機可接收256支以上網

路攝影機，可做影音同步

錄存及回放功能。 

3.系統需為Windows專業版

或嵌入式作業系統。 

NetApp 、 

Bosch 、 

Supermicro

或同等品 

  

17 

高解析網路型

攝影機 

(監視設備) 

1.感光元件：1/2.9”以上

Full HDProgressive CMOS 

Sensor。 

2.解析度：3072x1728以上，

每秒可達30幅以上即時影

像。 

3.具備機械式紅外線濾光模

組自動切換功能。 

4.內建電動變焦3mm ~10mm百

萬畫素鏡頭。 

5.具備1組警報輸入接點，1

組聲音輸入輸出。 

6.具備第三公正機構檢驗之

IP67防水認證測報。 

7.最低照度：彩色模式0.25 

Lux，黑白模式0.01 Lux。 

Pelco 、 

Panasonic、 

Bosch或同等

品 

  

18 

高解析網路半

球型攝影機 

(監視設備) 

1.感光元件：1/2.9”以上

Full HDProgressive CMOS 

Sensor。 

2.解析度：3072x1728以上，

每秒可達30幅以上即時影

像。 

Pelco 、 

Panasonic、 

Bosch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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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3.具備機械式紅外線濾光模

組自動切換功能。 

4.內建電動變焦3mm ~10mm百

萬畫素鏡頭。 

5.具備1組警報輸入接點，1

組聲音輸入輸出。 

6.最低照度：彩色模式0.1 

Lux，黑白模式0.01Lux。 

19 

全功能網路型

攝影機 

(監視設備) 

1.攝像元件： 1/2.8"以上

CMOS ImageSensor。 

2.解析度：1920x1080每秒可

達30幅以上以上即時影像

。 

3.最低照度：彩色0.1Lux以

下，黑白0.01Lux以下。 

4.鏡頭光學變焦30倍以上，

數位變焦12倍以上自動對

焦。 

5.防水等級：IP66以上。 

6.可360度以上水平旋轉。 

Pelco 、 

Panasonic、 

Bosch或同等

品 

  

20 
警報控制器 

(監視設備) 

1.具備1組警報輸入及1組警

報輸出。 

2.可透過網路將警報狀態傳

送到監視主機做儲存。 

3.具備RS-485或IP通訊介面

。 

4.內建硬體檢測機制(Watch 

Dog)。 

5.具備1組DC12V 8W以上電源

輸出。 

6.外部面板具備電源、網路

及狀態指示燈。 

SIEMENS、

HANSEN、

AZBIL或同等

品 

  

21 

數位訊號控制

器 

(監視設備) 

1.至少具備4組以上警報輸

入及4組以上警報輸出。 

2.可串接8台以上，支援32組

以上警報輸入。 

3.具備RS-232/RS-485通訊

介面。 

4. 16組以上ID選擇。 

SIEMENS、

MHANSEN、

AZBIL或同等

品 

  

 
大門彩色影視
門禁數位門口
機(防盜保全

1.訪客語音導引功能。 
2.不銹鋼外殼(SUS 304以上)。 
3.整體防水處理（防水等級：

中華電信、中
興保全、研華
智能或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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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系統) IP56含以上）。 
4.通話時間：SIP通話迴路。 

品 

22 

停車場等公共

空間緊急影像

對講機 

(彩色影視對

講設備) 

1.免持聽筒單按鍵操作。 

2.高畫質彩色攝影鏡頭，具

備夜間自動補光以及強光

補償功能。 

3.採用標準TCP/IP全數位化

方式進行雙向影音傳輸。 

4.IP56以上防水認證。 

VIPTECH、KCA

、HF或同等品 

  

23 

住戶網路型彩

色觸控室內對

講主機 

(彩色影視對

講設備) 

1.採用標準TCP/IP全數位化

方式進行雙向影音傳輸。 

2.全彩TFT液晶觸控螢幕，圖

形化介面。 

3.接收管理中心所發佈文字

圖片之個人或公共訊息，

並具備瓦斯抄表功能。 

4.具備住戶語音留言功能。 

5.4組以上保全區域迴路，可

針對各種警報狀態啟動對

應之防盜設備。 

6.具備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

腦APP，可在任何有網路收

訊的場所遠端連線進行對

講、開門、訊息通知、影

像監看、智能居家功能。 

VIPTECH 、

HF、KCA 或同

等品 

  

24 

網路型影視對

講小門口機 

(彩色影視對

講設備) 

1.免持聽筒單按鍵操作，具

備防盜設定、解除功能及

狀態燈號指示。 

2.高畫質彩色攝影鏡頭，具

備夜間自動補光以及強光

補償功能。 

3.具備Mifare讀卡功能，防

盜保全感應設定。 

4.採用標準TCP/IP全數位化

方式進行雙向影音傳輸。 

5.具備APP影像對講暨開門

功能。 

6.IP56以上防水認證。 

VIPTECH 、

HF、KCA 或同

等品 

  

25 

網路型彩色觸

控式警衛管理

台 

(彩色影視對

1.採用標準TCP/IP全數位化

方式傳輸影(音)、保全狀

態，可與各住戶對講機互

相對講。 

VIPTECH 、

HF、KCA 或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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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講設備) 2.全彩TFT液晶螢幕。 

3.住戶家中遇有防盜警報、

瓦斯外漏、求救啟動時管

理中心軟體顯示異常住戶

名稱及狀態信息。 

4.可設定多處管理中心，並

支援中心與中心通話。 

26 

網路型社區大

門口機 

(彩色影視對

講設備) 

1.具備4.3吋以上液晶顯示

螢幕。 

2.具備紅外線人感語音引導

功能及獨立警衛鍵。 

3.具備高畫質彩色攝影鏡頭

。 

4.採用標準TCP/IP全數位化

方式進行雙向影音傳輸。 

5.具備APP影像對講暨開門

功能。 

6.IP56以上防水認證。 

7.不鏽鋼SUS 304外殼或保護

罩。 

VIPTECH 、

HF、KCA 或同

等品 

  

27 

對講系統伺服

器含軟體 

(彩色影視對

講設備) 

1.具備門口機及緊急門口機

刷卡進出紀錄。 

2. 以設定瓦斯抄表時段，並

將住戶填寫瓦斯度數彙整

給瓦斯公司。 

3.住戶家中遇有防盜警報、

瓦斯外漏、求救啟動時管

理中心軟體顯示異常住戶

名稱及狀態資料，並將相

關資料傳送至連動設備做

其他應變處理。 

4.可偵測所有大門口機、小

門口機、緊急影像對講機

、室內對講主機、警衛管

理台等設備之在線狀態。 

5.可針對社區全體、群組、

個別住戶做文字或圖片訊

息傳送如：社區停水、停

電、開住戶大會或住戶有

掛號信包裹等文字或圖片

訊息發送。 

6.提供住戶行動裝置透過網

VIPTECH 、

HF、KCA 或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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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路即時收到保全警報及社

區相關訊息推播。 

28 

智 慧 住 宅 

APP(彩色影視

對講設備) 

1.支援 Android 5.0或 IOS 

5.0以上之版本。 

2.可支援訪客或管理員呼叫

住戶室內機時手持設備也

同時被呼叫，接通時可與

訪客對講並支援執行開啟

電鎖動作。 

3.支援警報觸發後推播通知

至住戶行動裝置並且可隨

時查看迴路狀況。 

4.支援社區訊息或個人訊息

通知推播並可查詢訊息內

容。 

5.支援可隨時查看住戶保全

現狀並支援遠端保全設定

及解除設定。 

VIPTECH 、

HF、KCA 或同

等品 

  

29 
中央監控圖控

軟體 

1. BMS軟體必須同時具有以下

開放式通訊協議，無需在透

過任何閘道器(Gateway)來

完成與子系統之通訊及資

料傳遞。 

(a) BACnet IP：具有BTL B-AWS

認證，須提供BACnet 官方

正式認證文件。 

(b) 本系統必須提供免費的 

WSI / Mobil App 於 Google 

Play 及 IOS App Store 上

提供使用者安裝。 

(c) IEC 61850： Power SCADA 

meter and relay相容。 

(d) 符合ANSI/ASHRAE 135規

範及 ISA-99/IEC 62443 

Security Level： SL1 IT

安全認證以及 UL864 相容

性認證。 

(e) Validation驗正支援：符

合FDA 21 CFR Part 11以

及 GMP Annex 11 標準。 

(d) Mobil APP 功能 

a.手機與 BMS 主機連線後，可

IEI、艾訊或

、研華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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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自動收到主機的警報事件推

撥通知，並可透過 App 進行

監控點警報確認、重置、靜

音、監控點狀態瀏覽及監控

點遠端控制等能力。(甲方/

業主需自設提供一組於網際

網路 Internet上的 DNS 名

稱或是固定 IP位址) 。 

b.可透過 BMS主機自我簽發的

CA認證安裝，採用 HTTPS：

//... 安全連線管理。 

c.警報及事件過濾。 

d.用戶可透過 App 以 Email 

或 SMS分享訊息。 

e.上線操作必須輸入"ping" 

密碼,以確任操作安全性。 

30 能源報表文件 

i. 建築之空調或動力系統之

總用電需量(kW)時間趨勢

圖，及逐月累積用電量

(kWh) 與 樓地板面積之

比值(EUI )圖表。 

ii. 總用電量需量(kW)與外氣

溫度(℃)迴歸分析圖 

iii. 系統累積用電量(kWh)佔

整體建築之用電餅狀圖。 

iv. 單位用電月報表：各單位

之每日實功用電量，並依

日製作柱狀圖。 

v. 同期比較趨勢圖：選擇二

表，輸入時段進行需量比

較，以趨勢圖表現。 

vi. 同時段比較趨勢圖：選擇

一表，輸入時段進行需量

比較，以趨勢圖表現。 

vii. 使用者可自由選擇欲匯出

的欄位資料及格式，以方

便進一步匯入EXCEL，WORD

或其他相關監控軟體之中

。 

viii. 契約容量試算表 

ix. 契約容量統計圖 

x. 具有空氣線圖及時趨勢圖

SIEMENS 、

JOHNSON或、

AZBIL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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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形,可在即時畫面讀取配

置點落於空氣線圖 

xi. 節能報表可依據時程利用

E-MAIL方式傳送日,月,

年報表檔案至使用者指

定之xxxx@gmail.com信

箱 

xii. 每個設備於每一時間週期

，將於本機端產生Raw 

Data之檔案，將讀取到各

監控點之資料寫入此檔

案，其檔案名稱定義為

yyyymmdd@ 

ControllerID.csv。 

xiii. 警報發生時，可透過E-mai

傳送警報信息至指定操

作者信箱內 

xiv. 電費成本分析可由操作者

自行選擇二段電費或三

段電費計價,自動產生用

電電費,並可由操作者自

行查詢電費某段區間,可

產生word格式之每月用

電電費報表。 

xv. 電力報表須可顯示各負載

單元之用電量，並可將報

表輸出為 Excel 或 PDF

或csv或word 等格式儲

存供日後分析用。 

31 
中央監控圖控

軟體 

1. BMS軟體必須同時具有以下

開放式通訊協議，無需在透

過任何閘道器(Gateway)來

完成與子系統之通訊及資

料傳遞。 

(a) BACnet IP：具有BTL B-AWS

認證，須提供BACnet 官方

正式認證文件。 

(b) 本系統必須提供免費的 

WSI / Mobil App 於 Google 

Play 及 IOS App Store 上

提供使用者安裝。 

(c) IEC 61850： Power SCADA 

SIEMENS 、

JOHNSON或、

AZBIL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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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meter and relay相容。 

(d) 符合ANSI/ASHRAE 135規

範及 ISA-99/IEC 62443 

Security Level： SL1 IT

安全認證以及 UL864 相容

性認證。 

(e) Validation驗正支援：符

合FDA 21 CFR Part 11以

及 GMP Annex 11 標準。 

(d) Mobil APP 功能 

a.手機與 BMS 主機連線後，可

自動收到主機的警報事件推

撥通知，並可透過 App 進行

監控點警報確認、重置、靜

音、監控點狀態瀏覽及監控

點遠端控制等能力。(甲方/

業主需自設提供一組於網際

網路 Internet上的 DNS 名

稱或是固定 IP位址) 。 

b.可透過 BMS主機自我簽發的

CA認證安裝，採用 HTTPS：

//... 安全連線管理。 

c.警報及事件過濾。 

d.用戶可透過 App 以 Email 

或 SMS分享訊息。 

e.上線操作必須輸入"ping" 

密碼,以確任操作安全性。 

32 
設備整合控制

器 

1.控制器須為 32 bit 高效能

微處理機，具有 BTL標誌並

通過 UL、AMEV以及 CE 認

証，確保品質穩定。 

2.具有64Mb SDRAM, 存放歷

史趨勢記錄，以電池以保

存其資料，最少可提供2週

資料記憶保存。 

3.支援透過RS485/232整合 

MODBUS RTU、M-BUS、SCL

通訊協議的設備。 

4.支援透過KNX TP 網路通訊

整合 KNX 網路通訊協議

的設備。 

5. 控制程序及database儲

SIEMENS 、

JOHNSON或、

AZBIL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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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存於Flash 記憶體ROM，至

少32MB以上，無控制器停

電而造成資料遺失問題，

無需電池保持記憶。 

6. 產品需符合ISO-14001 

(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 EPD)產品環

境標誌與宣告(RoHS)RoHs

並需提送正式文件。 

33 

網路系統整合

控制器 

(中央監控設

備) 

1. 採用高效能Atmel ARM9高

效能微處理機，並內建

256MB Flash ROM 存放系

統程式及64MB SDRAM資料

暫存緩衝，提升系統運轉

品質及穩定效率。 

2. 具 有 BACnet/IP 與 

BACnet/Lontalk及 BACnet 

MS/TP三種BACnet 通訊網

路介面。 

3. 支 援 BACnet BBMS 及 

Foreign 裝置標準。 

4.雙乙太網路10/100 Mbps自

動切換介面。 

5. 支 援 SNMP(V2) 通 訊 及

MIB-2管理資訊庫。 

6.需與中央監控系統主電腦

工作站同一廠牌。 

SIEMENS 、

JOHNSON或、

AZBIL同等品 

  

34 
WEB伺服整合

控制器 

1.採用高效能Atmel ARM9高

效能微處理機，並內建

256MB Flash ROM 存放系

統程式及64MB SDRAM資料

暫存緩衝，提升系統運轉

品質及穩定效率。 

2.可同步支援10台現場觸控

人機同時連線及3台外部

設備採網頁瀏覽登入操作

。 

3.雙乙太網路RJ45 Port， 可

支援鍊狀乙太網路連線。 

4.採BACnet IP 標準通訊協

定與 BACnet IP、 BACnet 

Lon 及MS/TP DDC直接存取

SIEMENS 、

JOHNSON或、

AZBIL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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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連線而不須經由MLN管理

電腦主機。 

5.內建256MB flash 記憶體

存放資料及24MB SDRAM 支

援作業系統。 

6.內含歷史趨勢及排程程式

，可直接讀取BACnet DDC

趨勢點歷史資料及排程物

件。 

7.需與中央監控系統主電腦

工作站同一廠牌。 

35 

現場直接數位

控制器 

(中央監控設

備) 

1.控制器須為高效能微處理

機，而且是獨立、多工、

和即時的數位控制器，具

有BTL標誌並通過UL、AMEV

以及CE認証，確保品質穩

定。 

2.支援BACnet/IP通訊協議

，乙太網路 TCP/IP 100Mhz 

通訊網路連接。 

3. 控 制 器 為 模 組 化

(Modular) 設計，其擴充

模組具有可熱插拔式(Hot 

swap)的輸入/輸出監控點

模組，更換模組時可不須

停電，影響到系統操作。

每一可程式控制器機板上

均有日曆時間晶片，採用

鋰電池供電。 

4.控制器採用FLASH快閃記

憶體ROM作為系統邏輯程

式及資料庫database 儲

存，至少32MB以上，不受

系統斷電影響。 

5.可選擇圖控WEB網頁化介

面，不需經由管理層電腦

直接以IE瀏覽器操作。 

6.需與中央監控系統主電腦

工作站同一廠牌。 

SIEMENS 、

JOHNSON或、

AZBIL同等品 

  

36 

IO擴充模組 

(中央監控設

備) 

1.功能：具熱抽換功能(Hard 

Swap)使接線及維修更容

易。 

SIEMENS 、

JOHNSON或、

AZBIL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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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2.需與中央監控系統主電腦

工作站同一廠牌。 

37 

室內型一氧化

碳感測器 

(中央監控設

備) 

1. 感測範圍：0~250ppm。 

2.精確度：0~100ppm±5%以內

。 

SIEMENS 、

JOHNSON或、

AZBIL同等品 

  

38 

室內溫濕度型

二氧化碳感測

器 

(中央監控設

備) 

1.感測範圍：CO2：0~2000 ppm

，溫度：0~50℃，RH：0~100%

。 

2.精確度：CO2±1.5%以內，

溫度±0.5℃以內，RH±2%以

內。 

SIEMENS 、

JOHNSON或、

AZBIL同等品 

  

39 

網路型燈控數

位控制模組 

(中央監控設

備) 

1. 控 制 器 為 模 組 化

(Modular) 設計，其擴充

模組具有可熱插拔式(Hot 

swap)的輸入/輸出監控點

模組，更換模組時可不須

停電，影響到系統操作。

控制器採用FLASH快閃記

憶體作為系統邏輯程式及

資料庫database 儲存，無

需電池記憶保護，不受系

統斷電影響。 

2.雙乙太網路 RJ45 10/100 

Mhz通訊埠。 

3.模組式I/O控制模組擴充

支援。 

SIEMENS、

OSRAM、ABB

或同等品 

  

40 

室內環境感測

器 

(中央監控設

備) 

1.可感測室內溫度0…50°C

、濕度0…100 % r.h.、二

氧化碳0…5000 ppm，可以

需求單一或多項組合，並

可支援外接溫度感測器與

數位輸入接點(2點)訊號

，透過KNX通訊傳輸。 

2.具有可變化LED狀態指示

燈，可依據感測二氧化碳

設定指示燈燈號顯示(綠

燈、黃燈、紅燈)。 

SIEMENS、

OSRAM、ABB

或同等品 

  

41 

戶外環境感測

器 

(中央監控設

1.可感測溫度-25°C ~ 55°C

、照度感測1~100000 Lux

，透過KNX通訊傳輸。 

SIEMENS、

OSRAM、ABB

或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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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備) 2. 氣 候 條 件 符 合 EN 

50090-2-2。 

42 

露明式磁簧開

關 (防盜保全

系統) 

1.有效磁引：2.5 公分以上

。 

2.接點容量：5W以上。 

SCS、ARRISON

、HANSEN或同

等品 

  

43 

緊急求救押扣

(防盜保全系

統) 

1.輸出接點：NC或NO(1A/125 

VAC)。 

2.具面板保護開關(TAMPER 

SWITCH)容量1A125 VAC。 

SCS、ARRISON

、HANSEN或同

等品 

  

44 

瓦斯偵測器 

(防盜保全系

統) 

1.工作電壓： AC110/220V 

DC12V。 

2.檢知方式：金屬氧化物半

導體式。 

3.警報方式：蜂鳴器(自動復

歸)。 

4.偵測氣體：天然瓦斯、液

態瓦斯。 

5.反應時間：18秒以下。 

6.訊號輸出：NO/NC。 

SCS、ARRISON

、HANSEN或同

等品 

  

45 

車道紅綠燈 

(停車場管理

設備) 

1.應採平面式LED 設計。 

VIPTECH、GTI

、DMSS或同等

品 

  

46 

車道控制器 

(停車場管理

設備) 

1.具備方向辨識功能。 

2.具備控制接點與周邊設備

銜接。 

VIPTECH 、

GTI、DMSS 或

同等品 

  

47 
停車場自動停

車管理系統 

(1)可以中文交談方式設定儲存

、更改、查詢資料。電腦系統之

功能使用，需設密碼以防止非管

理人員操作。 

(2)本系統顯示器在操作者查詢

資料時，顯示器字幕應逐頁顯示

，頁與頁間之轉換應可由操作按

鍵控制。 

(3)支及每日停車量情形，並按

時列印日報表、月報表及年報表

。 

(4)腦收費管理設備之警報信號

包括：硬幣不足之信號。硬幣錢

箱滿、紙鈔錢箱滿之信號。接收

出票機票券補充信號。 廢票資

料，存入資料庫管理。各機器及

VIPTECH 、

GTI、DMSS 或

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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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系統連線發生故障時，警示信號

。配合營運管理需求，可設置柵

欄機擋桿以中控電腦開啟擋桿

功能，並由電腦記錄開啟機號與

時間等資訊，以供管理單位後續

查核。 

(5)供應用程式介面(API)、通訊

協定格式及範例程式(Sample 

Code)給智慧建築系統整合商驗

證。 

(三) 給排水系統     

1 閘門閥 

1.管徑50公厘(2吋)及以下

者：使用不銹鋼材料閥體

，楔型整片閥門，非昇桿

式閥桿及手輪，螺紋接口

。 

2.管徑65公厘(2-1/2 吋)及

以上者：使用不銹鋼材料

閥體，楔型整片閥門，昇

桿式閥桿及手輪，凸緣接

口。 

東光、富山、

金口或同等

品 

  

2 球塞閥 

1.管徑50公厘(2 吋)及以下

者：使用不銹鋼材料閥體

，桿式手柄， 螺紋接口。 

2.管徑65公厘(2-1/2 吋)及

以上者：使用不銹鋼材料

閥體，桿式手柄(稱謂口徑 

250mm 及以上之球塞閥採

用齒輪帶動之手輪)，凸緣

接口。 

東光、富山、

金口或同等

品 

  

3 Y型過濾器 

1.每一水泵的入口必須裝置

過濾器。 

2.安裝於螺紋接頭管路中的

過濾器可為螺紋接頭，但

是為了容易拆卸，提供一

活管套節，其它管路的過

濾器，皆為法蘭式接頭。 

3.過濾篩籃的總開口面積必

須是管子內部面積的三倍

以上。過濾器須鑄殼體及

多孔的不銹鋼篩籃。 

東光、富山、

金口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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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4.所有的過濾器篩籃必須容

易拆卸，以便清潔。 

5.不銹鋼材質。 

6.50公厘(2吋)及以下者螺

紋接口。 

4 底閥 

1.管徑65公厘(2-1/2 吋)及

以上者：不銹鋼閥體及閥

盤，NBR閥座、附不銹鋼洗

桿及濾網，法蘭端口。 

東光、富山、

金口或同等

品 

  

5 蝶型閥 

管徑65公厘(2-1/2 吋) 及

以上者： 

1.一般規定：具有緊密封閉

性，薄餘型，閥座環須能

覆蓋閥體內表面，並延伸

至閥體未端或使用 o 型

環，使閥體能以螺栓密封

在兩平面击緣間，不須額

外其他密合墊及最小之螺

栓負荷。 

2.閥體使用不銹鋼材料，使

用於保溫管路者，須使用

延伸軸頸，控制把手須能

固鎖於任何位置，或使用

每隔 10”~15”一個凹口

的固定板來固定閥盤至所

選 擇 的 位 置 。 管 徑 為 

150mm 及以上者， 須使用

齒輪式操作器，或密閉型

蝸輪操作器，手動或電動

需符合規範辦理。 

3.不銹鋼材質。 

東光、富山、

金口或同等

品 

  

6 
雙瓣式止回

閥 

1.管徑65公厘(2-1/2 吋)及

以上者：不銹鋼閥體不銹

鋼彈簧，二片式不銹鋼閥

盤，可更換閥座及閥盤，

壓夾式。 

東光、富山、

金口或同等

品 

  

7 無聲止回閥 

管徑65公厘(2-1/2 吋)及以

上者： 

1.每一水泵出水口應裝置中

心軸引導雙門式無聲止迴

閥。 

2.不銹鋼材料閥體，昇降型

東光、富山、

金口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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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組合式，能經由中心軸的

引導而自由浮動，其移動

藉流速來控制，不須用滑

脂或配重平衡的幫助。閥

體上方設彈簧控制裝置，

能在管內流體回流前將閥

盤送回閥座上，閥體設有

旁通閥以排洩反衝水壓，

以消除水錘衝擊，凸緣接

口。 

管徑50公厘(2吋)及以下者： 

1.不銹鋼材料閥體。 

2.採用螺紋接口。 

3.工作壓力 16Kg/cm²。 

8 減壓閥 

1.不銹鋼製為直動式，如無

外加過濾器時須附過濾器

。 

2.口徑 1/2”(含)以下為直

接驅動式。 

3.口徑 2”(含)以上為嚮導

子閥驅動模式。 

4.工作壓力16Kg/cm²。 

5.須符合CNS 15274 K61161

標準。 

6.經減壓後其一、二次側流

量變動率須為70%(含)以

上。 

PROGRESSIVE

、WATTS、OHO

或同等品 

  

9 水錘緩衝器 

1.應有防止水錘作用之功能

。 

2.不銹鋼材質。 

3.2”(含)以上本體應附原

廠裝配之充氣嘴。 

PROGRESSIVE

、WATTS、OHO

或同等品 

  

10 組合式水箱 

1.材質應為 GRP，符合 CNS 

13023之規定及CNS 6532二

級耐燃測試合格，玻璃纖

維含量、物理性能、溶出

性能等部份檢驗法則，應

依CNS 13024之檢驗法，符

合規定。 

2.製造商必須具備WQA(水質

品質協會)會員證明。 

3.構計算書經國內專業之結

SEJIN、AQUA

、三菱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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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構技師簽證，並取得國家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耐震測

試證明。 

11 
子母型定水

位閥 

1.定水位閥安裝於配水管線

上，使用流力控制閥門的

開啟與關閉。 

2. 型式：為子母型水力操作

式閥體，介由活塞與活塞

缸操作，利用電力磁性控

制閥門的開啟與關閉。 

3.連接子閥(浮球開關)傳訊

而開啟與關閉。主閥連接

子閥(浮球開關)之管線裝

置一關斷閥(閘閥或球塞

閥)，必要時可由人工手動

操作全開或全關。 

4.不銹鋼材料：  

(1)口徑50mm(含)以下採用

牙口式。 

(2)口徑65mm(含)以上採法

蘭式。 

PROGRESSIVE

、WATTS、OHO

或同等品 

  

12 
冷(給)水管

、熱水管 

1.材質符合 SUS 304 以上標

準。 

2.冷水管採 PE 被覆(明管)

： 

(1)2"(含)管材應採AISI 304

壓接用不銹鋼，其管壁厚

應符合CNS 13392 G3258以

上之規定。 

(2) 2-1/2"含以上採20S不銹

鋼管採滾溝式機械接頭，

管材需符合CNS 6331認證

。 

3.熱水管採PE發泡材：厚度

6mmt(含)以上且無毒材質

。 

(1)採保溫被覆不銹鋼壓接

式銜接。 

(2)保溫須符合JISA950熱傳

導係數須低於 0.065w/mk 

以下。 

4.另件：壓接式須符合CNS 

管材： 

美亞、燁輝、

高興昌或同

等品 

 

壓接另件： 

BEGIN III、

U.P.T、Cheng 

Feng或同等

品  

 

 

機械接頭： 

高極、總緯誠

、楷德或同等

品 

 

 

 

保溫配件： 

BINGFU、J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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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14645標準，另件需使用保

溫配件包覆。 

、BENKAN或同

等品 

13 PVC排水管 

1.標稱管徑與管材依實際設

計需求及相關規定。 

2.使用於CNS 1298規定表B管

之標準。 

3.使用於牆內配管或筏基。 

南亞、華夏、

大洋或同等

品 

  

14 揚水泵 

1.泵浦外殼及葉輪為不銹鋼

304材質。 

2.轉軸為不銹鋼304材質。 

3.馬達需通過CNS認證。 

4. 馬 達 轉 數 為 1,750RPM~ 

3,600RPM。 

5.絕緣等級為F極。 

6.須採用變頻交互運轉。 

宏旭、三太、

高豐或同等

品 

  

15 
沉水式污水

泵、廢水泵 

1. 泵 浦 本 體 須 採 用 鑄 鐵

FC200材質。 

2.葉輪須採用鑄鐵FC200材

質。 

3.通過粒徑需為泵浦口徑

70%。 

4.驅動馬達須採用不銹鋼

304材質。 

5.馬達絕緣等級為F極且為

乾式馬達。 

6.馬達轉數為1，750RPM ~3

，600RPM。 

7.附著脫裝置以利維修。 

宏旭、三太、

高豐或同等

品 

  

16 

陸上型恆壓

變頻加壓機

組 

1.泵浦外殼及葉輪為不銹鋼

304材質 

2.轉軸需為不銹鋼304材質 

3.控制箱需為屋外型箱體 

4.泵馬達變頻器設置數量需

與馬達數量相同 

5.恆壓控制器之面板需具觸

控增加鍵或減少鍵以設定

所需壓力 

6.變頻器採PWM控制 

7.馬達需通過CNS認證 

8.馬達須採用變頻專用馬達 

9.絕緣等級為F極 

10.馬達轉數為1，750RPM ~3

宏旭、三太、

高豐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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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600RPM (單相電源不在

此限)。 

11.附著脫裝置以利維修。 

17 
環氧樹脂塗

裝鑄鐵管 

1.污排水管.汙廢水管不論

屋內外，皆採用環氧樹脂

塗裝(橘紅色)鑄鐵管。 

2.接頭：採用不鏽鋼壓環接

頭，台灣製造，須符合

CISPI310標準，止水墊圈

需符合ASTM C-564及ASTM 

C1277規範，並經IAPMO之

UPC認證。 

SPT 、 DUKER

、AB＆I或同

等品 

  

18 吸氣閥 

  1.依據「建築物給水排水設

備設計技術規範」4.3.1估算

環狀通氣方式之通氣管徑尺

寸，選用同等吸氣量的吸氣

閥及排水立管底部管徑放大

等正壓緩和措施，其技術規

範及品質檢測均依據4.3.16

規定申請取得內政部營建署

認可通過文件。 

  2.吸氣閥作動是利用重力排

水系統之差壓原理，完全不

藉助任何機械力或電力，；

由ABS(丙烯晴－丁二烯－苯

乙烯共聚合樹脂) 材質的閥

頂、可動閥盤、閥缸體，以

及EPDM(三元乙丙聚合物) 

材質的橡膠黏封片等元件所

組成。 

DURGO 、 MEC

、STUDOR或同

等品 

  

19 
截留器或 

分離器 

1.油脂截留器設備性能通過

CNS14431 Q3001標準 

2.地下室停車場排水設置 

  除油沉砂器 

山水城、金高

電、德歡或同

等品 

  

20 淋浴間 

1.隔間及門採≧TH8㎜無邊

框式強化清玻璃。 

2.拉門式軌道採用不鏽鋼或

鋁合金材質，開門式鉸鍊

採不鏽鋼材質。 

和成(HCG)、

TOTO、隆昌或

同等品 

  

21 蓮蓬頭 
1.單槍混合式蓮蓬頭。 

2.軟管為金屬材質。 

和成(HCG)、

TOTO 、 電 光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4-198 
第四章 初步規劃建築設計及建議 

 

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3.符合國家省水標章規範。 

蓮蓬頭滑桿架附皂盤 

1.尺寸L≧70 公分，材質為

不鏽鋼。 

2.掛座可上下調整。 

(ALEX) 或同

等品 

22 洗臉台 

1.人造石檯面及塑化材質防

水浴櫃尺寸配合現場整體

規劃設計。 

2.單槍混合龍頭，瓷面須經

奈米抗汙處理。 

3.符合國家省水標章。 

4.公用廁所為自動龍頭。 

和成(HCG)、

TOTO 、 電 光

(ALEX) 或同

等品 

  

23 
人造石洗臉檯

面 

1.寬度≧80公分，不鏽鋼單

槍混合龍頭。 

2.符合國家省水標章規範。 

和成(HCG)、

TOTO 、 電 光

(ALEX) 或同

等品 

  

24 
除霧鏡附置物

平台 

1.檯面式洗面盆除霧鏡尺寸

≧W80×H60 公分，一般面

盆除霧鏡尺寸≧W60×H45 

公分。 

2.附玻璃平台。 

和成(HCG)、

TOTO 、 電 光

(ALEX) 或同

等品 

  

25 馬桶 

蹲式馬桶(公共空間使用) 

1.符合國家省水標章。 

2.附腳踏式沖水凡而。 

3.瓷器及同配件須由同一廠

牌之產品裝配而成。 

4.蹲式馬桶尺寸≧L70×W27

公分。 

 

感應掛牆式小便斗(公共空

間廁所使用) 

1.符合 CNS 3220-2 R2061-2 

規定之產品。 

2.瓷器及銅配件須由同一廠

牌之產品裝配而成。 

3.選用嵌入式AC 感應式沖

水器，並附有穩壓電路。 

4.採省水標章之設備。 

5.採壁掛式不落地，較易保

養清洗。 

 

單體馬桶(住宅單元內及公

和成(HCG)、

TOTO 、 電 光

(ALEX) 或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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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共空間廁所使用) 

1.牆璧至排水管中心±30公

分。 

2.需具省水標章之設備，二

段式沖水。 

26 浴室沐浴組件 

1.應包括雙層毛巾架、置衣

架、雙層轉角置物架。 

2.採用不鏽鋼材質。 

3.提供型錄送審。 

4.無障礙戶及公共廁所應符

合無障礙設施規範裝設。 

和成(HCG)、

TOTO 、 電 光

(ALEX) 或同

等品 

  

27 熱水器 

1.屋外強制排氣型(溫升25

度出水量多寡視現場情形

調整規劃，1房型至少須

12L/min 以上，2房型【含

】以上，至少須16L/min以

上)。 

2.天然瓦斯。 

3.符合 CNS 國家標準、具標

檢局標籤、瓦斯器材公會 

TGAS 標章認證及節能標

章。 

4.熱效率80%以上。 

5.需具數位恆溫系統、防空

燒安全裝置。 

6.提供型錄送審。 

7.需由專業技術士安裝。 

和成(HCG)、

櫻花、莊頭北

或同等品 

  

28 雨水回收 

1. 微電腦砂濾過濾器 

2. 微電腦活性碳過濾器 

3. 微電腦軟水器 

4. UV紫外線 

涵翔、宸上、

綠洋或同等

品 

  

(四) 消防系統     

1 火警受信總機 

1.具原廠內置10英吋以上觸

控式中文彩色液晶顯示器

，操作面板可顯示年、月

、日、時、分之時鐘功能

及中英文字訊息及警報處

理程序引導之功能。 

2.故障時操作面板須具備系

統故障及一般故障不同燈

號顯示，與火警警報信號

HOCHIKI、OKI

、 KIDDE   

FENWAL 或 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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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須有所區別，並具備中文

語音警報功能。 

3.火警警報時具手動靜音功

能，可停止警鈴等示警裝

置之鳴響。 

4.具備模擬受信總機警報狀

況處理之教學功能引導。 

5.可監視及記錄所有設備動

作狀況及時間，顯示探測

器煙濃度及溫度趨勢圖。 

6.具主機直接網路連線功能

及副機接續功能。 

7.通信方式須採用RS-232或

RS-485之國際標準通信協

定介面。 

8.符合「火警受信總機認可

基準」之規範，並取得個

別認可之產品。錄所有設

備動作狀況及時間。 

6.通信方式須採用RS-232或

RS-485 國際標準通信協

定。 

7.具有副機接續功能。 

8.須採用消防安全基金會個

別認可之產品。 

2 
R型火警探測

器 

1.探測器需為定址式，具備

探測及傳輸煙濃度及溫度

之功能，並具備自我功能

檢測功能，附底座含確認

燈。 

2.符合「火警探測器認可基

準」之規範，並取得個別

認可之產品。 

HOCHIKI、OKI

、 KIDDE 

FENWAL 或 同

等品 

  

3 
消防、泡沫、

灑水送水口 

1.雙口式埋入型附防塵蓋板

及標示牌。 

遠東、安立威

、駿揚或同等

品 

  

4 
消防栓箱及火

警綜合盤 

1.箱體採厚度2.0mm以上鋼

板烤漆製造，字體為每字

20cm²以上。 

2.箱體安裝方式採嵌入式為

原則。 

3.箱內器材須採用經個別認

遠東、安立

威、駿揚或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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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可之產品。 

4.發信機須為定址式可復歸

型，附電話插孔。 

5 滅火器 

1.10型ABC乾粉滅火器(應放

置消防箱內或滅火器放置

架)。 

2.符合「滅火器認可基準」

之規範，並取得個別認可

之產品。  

遠東、安立威

、駿揚或同等

品 

 

  

6 

陸上型全套式

消防泵組、陸

上型全套式泡

沫泵組、陸上 

型全套式灑水

泵組 

1.電壓、馬力、揚程、水量

等諸元依實際需求及相關

規定。 

2.需檢附原廠有關規格、性

能說明資料及出廠證明。 

3.50HP(含)以上時應附輔助

幫浦， 1〞Φ以上口徑

40L/min以上出水量，揚程

與主幫浦同。 

4.符合「消防幫浦認可基準

」之規範，並取得個別認

可之產品。 

至盛、九如、

川源或同等

品 

  

7 
陸上型消防採

水泵 

1.陸上型消防採水幫組不包

括壓力槽、補助幫浦及其

相關設備，但另包括採水

幫浦標示牌、採水口之

ON/OFF 控制開關(附不銹

鋼箱)等。 

2.電壓、馬力、揚程、水量

依實際設計需求制訂。 

3.需檢附原廠有關規格、性

能說明資料及出廠證明。 

4.符合「消防幫浦認可基準

」之規範，並取得個別認

可之產品。 

至盛、九如、

川源或同等

品 

  

8 一齊開放閥 

1.口徑依認可之最大流量值

應大於或等於放射區域需

求之最大流量。 

2.原廠規格、性能測驗合格

報告或認可證明文件。 

3.符合「一齊開放閥認可基

準」之規範，並取得個別

認可之產品。 

HOCHIKI 、

SENJU 、

VIKING 或 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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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9 
自動警報逆止

閥 

1.口徑依認可之最大流量值

應大於或等於系統之最大

流量。 

2.各樓層警報逆止閥制水開

關應設置於明顯處並加標

示。 

3.原廠規格、性能測驗合格

報告或認可證明文件。 

4.符合「流水檢知裝置認可

基準」之規範，並取得個

別認可之產品。 

HOCHIKI 、

SENJU 、

VIKING 或 同

等品 

  

10 泡沫原液槽 
1.須檢附原廠規格、性能說

明資料。 

遠東、安立威

、駿揚或同等

品 

  

11 泡沫原液 

1.輕水泡沫原液，適用3％混

和比，須為消防署認可之

產品。 

DARCON 、

ANGUS、GF或

同等品 

  

12 泡沫頭 

1.輕水泡沫水溶液用泡沫頭

。 

2.原廠規格、性能測驗合格

報告或認可證明文件。 

3.符合「泡沫頭認可基準」

之規範，並取得個別認可

之產品。 

HOCHIKI 、

SENJU 、

VIKING 或 同

等品 

  

13 感知撒水頭 

1.向上型、一種感度，易熔

片型。 

2.原廠規格、性能測驗合格

報告或認可證明文件。 

3.符合「密閉式撒水頭認可

基準」之規範，並取得個

別認可之產品。 

HOCHIKI 、

SENJU 、

VIKING 或 同

等品 

  

14 比例混合器 

1.口徑及混和比應符合系統

需求。 

2.原廠規格、性能測驗合格

報告或認可證明文件。 

遠東、安立威

、駿揚或同等

品 

  

15 自動撒水頭 

1.優美型、一種感度。 

2.原廠規格、性能測驗合格

報告或認可證明文件。 

3.符合「密閉式撒水頭認可

基準」之規範，並取得個

別認可之產品。 

HOCHIKI 、

SENJU 、

VIKING 或 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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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16 防震接頭 

1.不鏽鋼配管採不鏽鋼防震

接頭，具耐壓耐蝕耐高溫

及防震、伸縮等特性。 

鑫銘，晨峰，

晟策或同等

品 

  

17 
水鐘、水流警

報器 

1.標稱管徑依實際設計需求

及相關規定。 

2.原廠規格說明書。 

遠東、安立威

、駿揚或同等

品 

  

18 緩降機 

1.本體應為採游星齒輪或滑

車齒車式。 

2.本體強度390Kg以上、繩索

強度990Kg以上、安全環帶

強度650Kg以上。 

3.附不鏽鋼固定支架，其承

受拉力應在200KG以上。 

4.符合「緩降機認可基準」

之規範，並取得個別認可

之產品。 

SKK、大川、

ORIRO或同等

品 

  

19 

出口標示燈、

避難方向指示

燈 

1.SMD型LED，交流全電壓型

，內置可充電乾式蓄電池

，有效照明90分鐘以上。 

2.設置及等級尺度須符合消

防法規規定。 

3.符合「出口標示燈、避難

方向指示燈認可基準」之

規範，並取得個別認可之

產品。 

遠東、安立威

、駿揚或同等

品 

  

20 緊急照明燈 

1.SMD型LED，交流全電壓型

，內置可充電乾式蓄電池

，有效照明90分鐘以上。 

2.設置及照度須符合消防法

規規定。 

3.符合「緊急照明燈認可基

準」之規範，並取得個別

認可之產品。 

遠東、安立威

、駿揚或同等

品 

  

21 緊急廣播系統 

1. 廣播主機：AC/DC兩用，DC

備用電源須能維持滿功率輸

出十分鐘以上，附桌上式或

掛櫃式麥克風，可調式前級

放大器，具背景音源播放及

復歸功能，自動分區、群組

及全區廣播功能，並具雙語

RADITEK 、

BOSCH 、

HONEYWELL或

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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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功能(火警鈴鳴動後廣播)，

瓦數依實際需求及相關規

定。主機具短路遮斷保護功

能並可復歸無需更換保險

絲。主機具系統自動偵測及

警示功能。 

2. 廣播喇叭採用6吋3W以上，具

多組分接功率配合建築空間

配置。 

3.配線需使用600V級耐熱電

線，並符合CNS11175。 

4.廣播主機須為消防署認可

之產品；廣播喇叭須符合

「緊急廣播設備用揚聲器

認可基準」之規範，並取

得個別認可之產品。 

22 
消防排煙、進

風風機 

1.馬達須耐溫300℃達1小時

以上並取得證明。 

2.經實驗室TAF認證之風量

、馬達效率須符合CNS 7779

規定。 

陽鼎、雍久、

罡鼎或同等

品 

  

23 消防鋼管 

1.管材：外粉體或預塗裝鍍

鋅鋼管，須符合CNS6445或

CNS4626，鋼管本體須內外

鍍鋅。鍍鋅鋼管外表面需

預塗裝環保塗料。 

2.另件： 

  2”含以下採熱浸鍍鋅

300PSI石墨鑄鐵牙另件，  

2 1/2”含以上採用滾溝

式機械接頭.須有UL.FM及

CNS11612認證證書 

SPT、鑫陽、

、美亞或同等

品 

  

24 消防管配件 

1.50㎜ψ(含)以下採螺紋式

接頭接合，材質ASTM A536

球狀石墨鑄鐵(Ductile)

。65㎜ψ(含)以上採用機

械溝槽式另件接合，材質

ASTM A536 球狀石墨鑄鐵

(Ductile)。 

2. 符 合 UL 及 FM 認 證 耐 壓

鑫銘、高極、

楷德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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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300psi以上。 

3.立管使用撓性機械接頭允

許接合管線有某種程度之

角度偏斜、收縮及膨脹。 

4.水平管使用公母榫剛性機

械接頭，避免造成蛇管及

現性延伸現象。 

5.歧管須採標準之異徑三通

。 

6.接頭之橡膠墊圈採用EPDM

材質，並符合ASTM D2000

標準。 

25 
可撓性消防

撒水軟管 

1.每只消防撒水頭前端須安

裝不銹鋼可撓性軟管是以

SUS-304 不銹鋼厚薄板製

成之伸縮囊為軟管主體，

不須外覆編織網以降低天

花板荷重。 

2.一端管徑為25mm (1”)不

銹鋼外牙接頭，一端管徑

為15mm (1/2”)內牙出口

，兩端接頭與軟管須焊接

一體成型，轉接頭用以連

接安裝管徑 15mm(1/2”) 

撒水頭使用。 

3.可撓性軟管應具附一組開

放式固定配件，確保日後

可以任意拆卸移動的功能

，使撒水頭位置可輕易快

速調整高低左右。 

4.管材上標示廠商名稱及壓

力等級；產品應持有UL認

證合格證明與內政部消防

署審核認可書，以確保產

品品質安全。 

鑫銘、鵬宇或

同等品 

  

26 
角應力吸收

器 

1.不鏽鋼角應力吸收器(给

水、消防、空調)：不鏽鋼

角 應 力 吸 收 器 ， 是 以

SUS-304 不銹鋼板製成之

伸縮囊外加平衡環；其作

用在吸收因地震於區塊間

所產生之側向扭力，以確

鑫銘、晨峰、

銀侖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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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保管線安全。 

2.法蘭接頭：兩端法蘭接頭

，依照JIS 之規定，SUS304 

不銹鋼或同管線系統材質

製成。 

3.口徑：2”以上(含)使用之

，並用法蘭接頭。 

27 
微震動消減

器 

1.微震動消減器本體由三組

伸縮囊組成，材質為不銹

鋼製，並以拉桿或平衡筒

機構使三組伸縮囊達到壓

力平衡的狀態，有效消減

管線的振動噪音。 

2.法蘭接頭：兩端法蘭接頭

，依照JIS 之規定，SUS304 

不銹鋼製成 ，同管線系統

材質。 

3.口徑：2”以上(含)使用之

，並用法蘭接頭。 

鑫銘、晨峰、

銀侖或同等

品 

  

28 防火填塞 

1.CNS 15814建築物管路貫穿

部耐火試驗法。 

2.工廠互助保險協會(FM)。 

3.廠商須提出原廠材料製造

商經內政部建築物新技術

、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

料認可通知書。認可通知

書須含金屬導管、PVC水管

、電纜槽、匯流排、金屬

保溫管、金屬風管…等穿

樓板、水泥及石膏版牆最

少18種以上之工法。 

國碳INCA、AD

、NUCO或同等

品 

 

 

(五) 空調系統     

1 

多聯變頻式

空調系統機

組 

1. 須採用具中華民國節能

標章證明之產品。 

2. 室外機組： 

(1)外殼(含底部)採用鍍鋅

鋼板並加防蝕處理。 

(2) 具有相關保護及偵測元

件為原則。 

3. 室內機組： 具有故障自

我診斷訊息顯示、斷電復

大金、開利、

日立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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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歸(自動再起動)等功能。 

4. 集中控制系統： 

(1)可使用無極性雙線傳輸

線連接該建物以內的室內

機。 

(2)可集中管理控制器直接

管理該室內機之運轉、停

止與溫度設定。 

5. 此系統需由設備供應商

原廠施工或具實際能力者

執行為宜。 

2 

分離式冷氣

或多聯變頻

冷氣 

(變頻式空調

系統機組) 

1. 須採用具中華民國節能

標章證明之產品。 

2. 附原廠出廠證明。 

3. 室外機組 

(1) 冷暖氣專用型。 

(2) 採用高效率變頻驅動。 

4. 室內機組 

(1) 冷氣暖專用型 

(2) 室內機可使用液晶顯示

遙控器進行設定。 

大金、LG、日

立江森或同

等品 

  

3 
機械進排風

機 

1.採軸流動翼直結風機或多

翼離心式，依安裝環境需

求選配最高效率之葉片型

式。 

2.機殼材質為鍍鋅板需符合

CNS1244 之規定。 

3.機殼與法蘭一體成型不得

電銲。 

4.馬達軸承須具有ABMA L10 

20000小時之操作壽命。 

5.TAF認証實驗室廠測性能

包含風量、馬達效率，並

依據CNS 7779標準測試。 

豐緯、陽鼎、

科祿格或同

等品 

  

4 浴廁換氣扇 

1.崁入型附逆止風門。 

2.風量 150CFM噪音小於 70 

dBA。 

阿拉斯加、順

光、香格里拉

或同等品 

  

(六) 廚房設備     

1 
廚房流理台

及上方櫥櫃 

1.門片使用18mmF3木心板面

貼0.8mm以上美耐板，ABS

封邊。 

和成(HCG)、

櫻花、林內或

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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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2.櫃體板材採用18mmF3木心

板面貼0.3mm美耐板PVC封

邊；需與門片同色，並提

供美耐板目錄送審。 

3.木心板材應符合國家標準

CNS1349 F3等級。 

4.整體式櫃體廚具人造石檯

面流理檯，人造石厚度1.2

公分以上)、洗滌檯(不銹

鋼單水槽W≧60㎝)、瓦斯

爐或電陶爐。 

5.櫥櫃尺寸不得小於180公

分；一房型台面長度應大

於180㎝以上，二、三房型

台面長度應大於210㎝及

240㎝以上。型式配合現場

整體規劃設計，並提供型

錄送審。 

6.流理台上方之儲物櫃(下

肢障無障礙戶附下拉式昇

降式置物架且應考量輪椅

動線)配合流理台、爐台、

水槽、抽油煙機之位置進

行整體之設計，其設備係

本工程範圍，需依並考量

其實用及便利性及通用無

障礙性。 

7.人造石須符合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之施工鋼要規

範第04730章仿造石材各

節之規定。 

8.廚具五金需使用鋁合金暗

把手、緩衝式鉸鏈及緩衝

式抽屜滑軌。 

2 排油煙機 

1.隱藏式抽油煙機(一、二、

三房型)。 

2.符合CNS3805 C4127國家標

準。 

3.尺寸：雙口瓦斯爐配置

W≧79㎝抽油煙機、單口爐

配置W≧60㎝抽油煙機。 

和成(HCG)、

櫻花、林內或

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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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3 瓦斯爐 

1.雙口檯面式瓦斯爐(二、三

房型)。 

2.材質：不鏽鋼或強化玻璃

。 

3.具節能標章。 

4.符合 CNS 13604 S1236 國

家標準、具標檢局標籤、

瓦斯器材公會 TGAS標章

認證及節能標章。 

5.熱效率45%以上。 

和成(HCG)、

櫻花、林內或

同等品 

 

  

4 電陶爐 

1.單口檯面式，須具火力分

段、定時設定、餘溫警示

及兒童安全鎖定等功能。(

一房型) 

2.材質：陶瓷加熱爐心及陶

瓷微晶玻璃面板。 

3. 電 源 ： 110V/60Hz 、

220/60Hz。 

4.符合 CNS 國家標準，具標

檢局標籤、認證標章。 

5.功率：1500W 以上。 

和成(HCG)、

櫻花、林內或

同等品 

  

5 
不鏽鋼曬衣

架 

1.不鏽鋼製，SUS304。 

2.手拉或自動昇降式。 

配合現場整體規劃設計，提

供型錄送審。 

和成、夏至島

、芯宇或同等

品 

  

6 
固定式系統

衣櫃 

1.門片使用18mm F3木心板面

貼0.8mm以上美耐板，ABS

封邊。 

2.櫃體板材採用18mm F3木心

板面貼0.3mm美耐板PVC封

邊；需與門片同色，並提

供美耐板目錄送審。 

3.木心板材應符合國家標準

CNS1349 F3 等級。 

4.衣櫃 

(1)深度60公分，高度180公

分，寬度：單人房≧90㎝

；雙人房≧120㎝；主臥室

≧160㎝。 

(2)內配置鋁合金吊衣架、旋

轉式穿衣鏡(主臥)、緩衝

式鉸鍊五金等。 

和成、櫻花、

德盟或同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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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選用

廠牌(至少

2家) 

備

註 

5.櫃體尺寸依室內天花板淨

高量製(無天花板櫃體高

至樑下)，並依平面配置整

體規劃設計及提供板材、

五金配件色樣型錄送審。 

6.無障礙住戶衣櫃設置下拉

式伸縮吊衣架。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4-211 
第四章 初步規劃建築設計及建議 

 

一、 建築材料 

1. 門窗工程             

         

項次 項目 規格 五金配件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
位置) 

1 建物
門窗 

1. 需 符 合 CNS 3092 
A2044相關規定。 

2. 抗 風 壓 強 度 ： 360 
kgf/m²。 

3. 採中性 Silicon 塞水
路 

4. 氣密性：符合 CNS 

11527 A3236 所規定門窗
氣密性規定。氣密性(漏
氣量)在 2m³/h.㎡。 

5. 水密性：符合 CNS 

11528 A3237 所規定門窗
水密性規定。水密性達
50kgf/㎡。 

6. 隔音性：符合 CNS 3092 
A2044 與 ASTM E413 
STC30等級相關規定窗戶
隔音性試驗表示等級線。 

7. 表面處理：粉體塗裝
應符合 CNS9278 G3195規

範，面塗膜厚 45μ以上。 
8. 窗框鋁料採用 10公分
推開窗，紗窗採隱藏式設
計，及窗扇鋁料應符合
CNS2257【鋁擠型】所規
定之 6063-T5、CNS2253
【鋁及鋁合金片及板】所
規定之1100、3003、5005。 

9. 鋁窗附紗窗及鋁窗限
開安全裝置。 

 寶緯、 

正新、 

錦鋐或同

等品 

  

3 車道

入口

門 

快速捲門： 

1. 開啟速度每秒 0.1m以

上。 

2. 風速達 9 級風之狀態

下，仍可正常使用。 

3. 安全裝置：門板底部

裝有安全感知開關，如遇

輕微物品之觸碰，門會自

動反彈往上，不會造成人

員及物品的損害。 

1. 門寬度 6 公尺

以上(含)時，應

加 做 防 颱 搭 扣

(密閉式捲門的

防颱設計)。 

2. 附內外啟停開

關及遙控裝置。 

3. 捲門底部角鋼

上應附設安全感

應 器 或 類 似 裝

元群、 

宏陽、 

鎧擴或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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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規格 五金配件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

位置) 
4. 停電時，可以手動開

啟。  

置。 

4. 左列設備統包

商依空間防火需

求選用。  

4 防火

設

備：捲

門類 

1. 防火捲門應依”建築

技術規則”檢討設置，

尺寸、功能之設置應合

乎法規之各項消防，逃

生設備並符合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 

2. 防火捲門應符合 CNS 

4122 之規定。 

3. 戶外型捲門採用不銹

鋼(SUS304) 材料 ，室

內型捲門採用鍍鋅烤漆

鋼板材料。 

4. 葉片、座板、導軌板

厚≧1.5mm(防火捲門可

另依其防火證書規格，

但應提出內政部之認可

證明)。 

5. 具防火阻熱防煙功能

(功能與時效視空間不

同，依法規檢討定之)。 

1. 設置地點、數

量於細設階段議

定。 

2. 所有捲門應附

設安全感應器或

類似裝置，感應

器應沿捲門底部

座板全長裝設。 

3. 左列設備統包

商依空間防火需

求選用。 

元群、 

宏陽、 

鎧擴或同

等品 

  

5 地下

室車 

道出

入口 

1. 防水閘門(板)應依”

建築技術規則”第 4-1

條(防洪安全條件) ，應

設置高度自基地地面起

算 90cm 以上之防水閘門

(板)。 

2. 車道之防水閘門應以

手動扇形開啟式防水閘

門之設計為優先，若因建

築條件須採其他形式

(如：插板式防水門板方

式)，須先行提出申請核

准。 

3. 材料：扇形開啟式防

水閘門之門扇及框架應

採用 CNS8499 G3164規定

之 304 型不銹鋼表面氟

碳烤漆處理。插板式防水

防水閘門 

(手動開啟式閘門) 

元群、 

宏陽、 

鎧擴或同

等品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4-213 
第四章 初步規劃建築設計及建議 

 

項次 項目 規格 五金配件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

位置) 
門則採用鋁合金材質(材

質輕易搬動)。 

6 住
戶 
大
門 

1. 門片內外≧1.2mm 後
冷軋鋼板，框料及支撐
料≧ 1.6mm 以上後門
扇，內填防火材。 

2. 含數位感應門鎖裝
設，附設不銹鋼防盜
鍊、門檔。 

3. 熱浸鍍鋅鋼板表面為
粉體烤漆處理膜厚 40μ

以上。 
4. 採用熱浸式鍍鋅銅
板 ， 其 規 格 需 符 合
CNS1244 之標準。 

5. 符合 CNS11227，含五
金配件、防火壓條(防火
時效 1 小時以上、阻熱
性 1小時以上) 。 

6. 提供型錄送審。 
7. 特殊單元之住戶大門
應設置自動回歸門弓
器。 

1. 開門方式/感
應晶片 /密碼 /
鑰匙。 

2. 密碼可設定
6-12 位數字。 

3. 侵入警報提
醒功能。 

4. 內鎖安全機
制。 

5. 關門手自動
上鎖。 

6. 觸控數字面
板。 

7. 防止高壓電
擊。 

8. IC 面板自動
偵錯功能。 

9. 每樘門附原
廠卡片 5張及鑰
匙 5 支。 

10. 提供型錄送
審。 

吉霖、 
立延、 
立宸或同
等品 

  

7 不
銹
鋼
防
火
門 

1. 符合規定。 
2. 不鏽鋼板符合 SUS 
304規定。 

3. 門片框料≧1.5mm 後
之無磁性不銹鋼板。 

4. 符合 CNS11227(防火
時效 1 小時以上、阻熱
性 1小時以上) 。 

5. 提供型錄送審。 
6. 須設置自動升降條。 
7. 管理員室之防火門應
符合 2 小時防火時效。 

 

1. 本工程所有
五金材料，凡屬
國內製造者，有
國家標準 CNS之
產品均應優先
採用，且凡有無
符合國家標準
CNS 之產品，均
附出廠證明。 

2. 凡進口材料
者，應符合 ANSI
標準或 JIS 標

準，並有海關進
口證明。 

3. 防火門用門
樘五金應符合
CNS 11227 試驗
規定。 

安和、 
吉霖、 
立延或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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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規格 五金配件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

位置) 
8 烤

漆
鋼
板
防
火
門 

1. 採冷軋鋼板 SGCCD。 
2. 降伏強度須符合 CNS 
1244(205N/mm²) 。 

3. 抗拉強度須符合 CNS 
1244(205N/mm²) 。 

4. 防 火 性 須 符 合
CNS11227-1 (防火時效
1 小時以上、阻熱性 1
小時以上) 。 

5. 表面處理：烤漆膜後
40μ以上。 

6. 提供型錄送審。 
 

1. 本工程所有
五金材料，凡屬
國內製造者，有
國家標準 CNS之
產品均應優先
採用，且凡有無
符合國家標準
CNS 之產品，均
附出廠證明。 

2. 凡進口材料
者，應符合 ANSI
標準或 JIS 標
準，並有海關進
口證明。 

3. 防火門用門
樘五金應符合
CNS 11227 試驗
規定。 

安和、 
吉霖、 
立延或同
等品 

  

9 住
戶
室
內
門
( 臥
室) 

木門門扇需使用 3.5mm 厚
耐燃一級複合美耐板均需
達以下標準： 
1. 耐燃一級符合美耐板
須符合內政部建築新技
術、新工法、新設備及
新 材 料 認 可
(CNS14705-1)。 

2. 板材應符合經濟部
CNS 製訂之測試標準 F1
等級，游離甲醛式出量
低於 0.3mg/L 以下，須
符合 CNS-1349 相關規
定。 

3. 使用之美耐板採用防
霉抗菌美耐板面材須符
合 下 列 CNS11366 及
CNS7614 防焰標準。 

1. 門鎖：不銹鋼
水平鎖。 

2. 鉸鍊：不銹鋼
蝴蝶鉸。 

3. 門止：不銹鋼
半圓橡膠門止。 

 
 

吉霖、 
昇毅、 
聖多力或
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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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規格 五金配件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

位置) 
10 
 
 
 

浴
廁
門 

塑鋼門： 
1. 門淨寬≧80cm，門框
高≧210cm，門扇下方嵌
百葉。 

2. 特定單元浴廁門不設
門檻，以有加蓋不銹鋼
槽型落水地板取代(同
門寬)，其餘設置大理石
或人造石門檻。 

3. 無障礙廁所門採上軌
道橫拉門。 

1. 門鎖：單開門
採用不銹鋼水
平鎖。無障礙廁
所採用不銹鋼
橫拉鈎式指示
鎖搭配不銹鋼
ㄇ型把手。 

2. 鉸鍊：不銹鋼
蝴蝶鉸鍊。無障
礙廁所橫拉門
採用鋁擠型凹
槽滑輪滑動式
吊軌。 

南亞、 
得崴、 
三鑫或同
等品 

  

11 鋁
合
金
窗
簾
軌
道 

1.鋁合金強化結構, 不變
形。2.白色粉体烤漆 或 
鋁銀本色陽極處理. 不刮
漆 / 掉漆。適合高溫, 高
潮溼地區採用. 無氧化生
銹問題。3.軌道可彎曲. 
高承載彎軌造型所必須採
用.遠東公証 /S GS 滑輪
破壞測試最大破壞荷重(k 
gf)37.7 Kgs. 壁架測試 4 
4.6 Kgs 報 告 號 碼 
HL70002A/2009.4.五金零
組件均採用粉体烤漆及 
不銹鋼圈 以避免生銹。5.
免天架設計. 施工方便. 

 DD 佳汎、
邑特、安
利織品或
同等品 

 客
廳、
臥
室、
浴廁
等類
似空
間 

12 防
焰
窗
簾 

1.尺寸配合現場整體設計
2.紗簾材料： 梭織布(防
焰級紗簾)(亞克力或聚酯
纖維混紡)3.布簾材料： 
梭織布(防焰級三明治遮
光布)(棉或亞麻或聚酯纖
維混紡)4.不含磷苯二甲
酸；斷裂強力(kgf)：經
向：144.7/緯向：106.3
撕裂強力(kgf)：經向：
5.6/緯向：4.75.布簾收邊
尺寸及皺褶布之布料,加
工費用均含於契約單價內
6.上下摺布 10~12cm，遮
光 99%以上。 

 DD 佳汎、
邑特、安
利織品或
同等品 

 客
廳、
臥
室、
浴廁
等類
似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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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內外磁磚材料 

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位
置) 

1 霧面石英磚 需符合 CNS9737 R1018規定 
1. 尺寸 80*80cm。 
2. 吸水率(Ib)3%以下。 
3. 具備再生性綠建材及環
保標章。 

冠軍        
三洋        
白馬 
或同等品     

  客廳 
餐廳 
主卧 
次卧地坪 

2 防滑石英磚 需符合 CNS9737 R1018規定 
1. 尺寸 30*30cm。 
2. 吸水率(Ib)3%以下。 
3. 具備再生性綠建材或環
保標章。  

冠軍        
三洋        
白馬 
或同等品 

  廚房 
主卧浴廁 
次卧浴廁 
工作陽台 
公共廁所 

店鋪廁所 

3 霧面壁磚 需符合 CNS9737 R1018規定 
1. 尺寸 30*60cm。 

2. 吸水率(Ib)3%以下。 
3. 具備再生性綠建材或環
保標章。 

冠軍        
三洋        

白馬 
或同等品         

  廚房 
主卧浴廁 

浴廁 
公共廁所 
店鋪廁所 

4 拋光石英磚     
(室內地坪)    
(木化石) 

需符合 CNS9737 R1018規定 
1. 尺寸 80*80cm。 
2. 吸水率(Ia)0.5%以下。 
3. 具備再生性綠建材或環
保標章。 

冠軍        
三洋        
白馬 
或同等品 

  一樓入口
門廳 
會客區 
信箱區 
各樓層電
梯廳 (含

一樓) 

5 瓷質防滑地磚       需符合 CNS9737 R1018規定 
1. 尺寸 15*15cm。 
2. 吸水率(Ia)0.5%以下。 
3. 具備再生性綠建材或環
保標章。 

冠軍        
三洋        
精工 
或同等品        

  

陽台露台 

6 丁掛磚              
(含山形磚及平
面磚) 

需符合 CNS9737 R1018規定 
1. 山形磚厚度≧1.2cm 
2. 平面磚厚度≧1cm。 
3. 吸水率(Ⅱ)10%以下。 
4. 背溝深度 2.0mm以上，
確保外牆與丁掛 接合

預防掉落。 
5. 具備再生性綠建材及環
保標章。 

冠軍        
白馬        
光明 
或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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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車道磚 需符合 CNS9737 R1018規定 
1. 尺寸 9*19*2.8cm。 

2. 吸水率(Ⅱ)10%以下。 
3. 具備再生性綠建材或環
保標章。 

光明、 

精工、 

全盛興 

或同等品 

 地面層至
地下一層

之車道 

3. 室內及外牆塗料材料 

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位置) 

1 水性水
泥 漆
( 乳 膠
漆) 

1. 符合 CNS4940水性水泥漆第一
種室內用之品質要求。 

2. 耐污染性：以 CNS10757規範，
白板筆、鉛筆、蠟筆、油墨、
口紅，結果無變化。 

3. 耐洗刷性(往反 32000次)以
上,CNS10757。 

4. 抗菌：以 JISZ2801 規範，大
腸桿菌 R值>6.4。 

5. 防霉性：以 JISZ2911 規範，
防霉等級需為 0 級。 

6. 具綠建材標章。 

立邦、平坦
適、虹牌或
同等品 

 地下室、地上層
室內無天花板
之樓板及牆面。 

2 外牆耐
候性紋
理塗料 

1. 符合 CNS8082外裝薄塗材 E之
品質要求。 

2. 透水性：符合 CNS8082  0.2
㎡以下。 

3. 附著強度：符合 CNS8082 標準
狀態：70N/C㎡以上、浸水後：
50N/C ㎡以上。 

4. 耐候性：符合 CNS11231 3000
小時。 

5. 耐屈曲性：符合 CNS10757無
龜裂、剝落現象。 

6. 伸長率%：符合 CNS10757  20%
以上。 

7. 具綠建材標章。 

愛克、鈴
鹿、國泰塗
料或同等品 

 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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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水及耐磨樹脂材料－塑膠及化學類 

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 
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位
置) 

1 耐磨樹
脂地坪
(5mm) 

1. 耐磨樹脂地坪由樹脂砂漿+花崗彩片組
成花崗石紋止滑面地坪，針對地下室停車
空間濕氣、水氣較嚴重者，其潮濕面皆可
施工，完成面抗刮痕、耐髒污、抗汙染之
功能。 

2. 中塗樹脂砂漿放射性核種活度符合綠建
材評定報告。 

3. 面塗樹脂：耐磨耗<0.7g依CNS 10757 
CS-17耗輪500g/500轉；耐火性以低壓瓦斯
槍明火800℃燃燒10秒，其表面無燃燒焦

黑、無發火(得現場測試)；符合耐候性40
週外觀無異狀，依CNS 15200-7-6之規定，
可提送以往試驗合格報告，試驗項目TAF認

證。  

冠杰、
鏮達、
群升或
同等品 

 機房及停
車空間 

2 預舖式
防水膜 

1. 預舖式防水膜係由一層高密度PE薄膜複
合一層能與後澆置混凝土起作用而結合之
黏膠層所構成之預舖式防水膜，其抗拉及
撕裂強度為170kgf/c㎡及100kgf/cm，依
CNS 15606-3之規定。 

2. 大底預舖式防水膜掩埋試驗26週其抗
拉、撕裂強度不得低於掩埋前80%，可提送
以往試驗合格報告，試驗項目TAF認證。 

3. 預埋式防水連接帶： 
(1) 抗拉強度≧90kgf/c㎡，CNS 15606-3。 
(2) 單位重量≧1.3kg/m(得現場測試)。 

冠杰、
中平、
鏮達或
同等品 

 適用於基
礎大底 

3 防水層 1. 面塗防水膜： 

(1) 抗拉強度110kg/c㎡以上、伸長率400%以

上，依CNS 10757；撕裂強度75kg/cm以上，

依CNS 8644。 

(2) 老化試驗(加熱安定性50℃ 40週)：抗拉

強度≧ 50kgf/c㎡及外觀不變化， CNS 

10757，可提送以往試驗合格報告，試驗項

目TAF認證。 

2. PE防水保護毯： 

(1) PE防水保護毯：PE厚度≧0.4m/m。 

(2) 面層環保PE薄膜：耐燃等級V0，CNS 

14535；燃燒無黑煙(得現場測試)。 

冠杰、

中平、

鏮達或

同等品 

 適用於地

下 室 外

牆、頂版

及屋頂平

台(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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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 

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位

置) 

4 彈性高

分子複

合樹脂

防水材 

1. 面塗高分子防水膜： 

(1) 抗拉強度23℃≧100kg/c㎡，CNS 10757。 

(2) 伸長率23℃≧400%，CNS 10757。 

(3) 撕裂強度23℃≧70kg/cm，CNS 8644。 

(4) 抗拉強度泡水23℃ 168小時≧70kg/c

㎡，CNS 10757。 

2. 浴廁門檻內需加裝工字止水條，以達

100%防水。  

冠杰、

中平、

鏮達或

同等品 

 適用於廁

所、淋浴

間、公共

廚房 (茶

水間)、陽

台、外牆

窗框四周 

5 PVC 踢

腳板 

1. 高度為100±5mm，厚度為8±1mm高分子PVC

立體中空成型，且表面木紋處理，及同紋

路轉角接頭收邊處理。 

2. 色樣另選定。 

台丁、

松磐、

南亞或

同等品 

 非石材、

磁磚之室

內牆面底

部收頭，

詳裝修需

求表 

6 停車場

柱角防

撞條 

1. 尺寸： 

[9mm(W)*99mm(W)*900mm(L)]±2mm。 

2. 材質說明： 

(1) 緩衝彈性體防撞條：為耐磨損，具有柔

軟彈性緩衝力之防撞體。 

(2) 固定方式：為白鐵膨脹螺絲固定。 

(3) 收孔蓋：為塑膠材質射出成型之弧形帽

蓋，並與本體同色。 

(4) 顏色：黃黑彩紋反光為一體成型，非貼

紙。 

台丁、

群升、

松磐或

同等品 

 地下室停

車空間 

7 汽車輪
擋 

1. 尺寸： 
[135mm(W)*113mm(W)*630mm(L)]±5mm。 
2. 材質說明： 
(1) 輪檔本體：為鋁鎂合金材質。 
(2) 固定方式：需白鐵套管式膨脹螺絲。 
(3) 顏色：鋁鎂合金亮面本色，非電鍍及噴
烤漆。  

台丁、
群升、
松磐或
同等品 

 地下室停
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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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隔間牆及天花板材料 

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位置) 

1 室內
分間
牆 

1. 板材採用 19mm 強化（防潮）石
膏板。 

2. 通過內政部健康及再生綠建材
標章認證。 

3. 原廠須保證依回收辦法回收工
地石膏板零廢料，以減少廢棄物。 

4. 彎曲破壞載重：依 CNS 4458測
試，乾燥時長度方向須大於 77.1 
kgf，寬度方向須大於 28.5 kgf。 

5. 全吸水率：符合 CNS 4458 規
定，小於 10%。 

環球、 
象牌、 
優吉時或同
等品 
 

 室內隔間 

2 室內
分間
牆 
(管道
間) 

1. 板材採用15mm 抗水纖維石膏
板。 

2. 須通過內政部健康及再生綠建
材標章認證。 

3. 原廠須保證依回收辦法回收工
地石膏板零廢料，以減少廢棄物。 

4. 彎曲破壞載重：依CNS 4458測
試，乾燥時長度方向須大於66.9 
kgf，寬度方向須大於23.1 kgf。 

5. 全吸水率：須符合CNS 4458規
定，小於10%。 

6. 磁磚接著抗拉強度38 N/cm²以
上。 

7. 材採用25.4mm強化石膏板。 
8. 彎曲破壞載重：依CNS 4458測
試，長度方向須大於104.5 kgf，
寬度方向須大於38.9 kgf。 

環球、 
象牌、 
優吉時或同
等品 
 

 管道間 

3 明架
岩棉
天花
板 

1. 板材規格尺寸為：2'×2'×12mm。 
2. 密度：依CNS 15967≦100kg/m³。 
3. 須通過內政部健康綠建材標章
認證。 

4. 懸吊系統符合ASTM C635重級
(垮距1200mm具重級載重)之規
定。 

洛克風、 
優聲克、 
柏樂客或同
等品 

 社 區 公 共 空
間、管理中心、
辦公室、會客
室、備勤室 

4 明架
PVC天
花板 

1. 板材規格：2'×2'×6mm以上。 
2. 防焰性：依CNS 7614試驗，達
防焰一級。 

3. 懸吊系統符合ASTM C635重級
(垮距1200mm具重級載重)之規
定。 

瑞商、 
良鑫、 
盈健或同等
品 

 浴廁、廚房、公
共廁所、店鋪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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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位置) 

5 暗架
天花
板 

1. 板材採用 12mm防潮石膏板。 
2. 須通過內政部健康及再生綠建
材標章認證。 

3. 原廠須保證依回收辦法回收工
地石膏板零廢料，以減少廢棄物。 

4. 彎曲破壞載重：依 CNS 4458測
試，乾燥時長度方向須大於 51.7 
kgf，濕潤時長度方向須大於 30.8 
kgf。 

5. 全吸水率：須符合 CNS 4458規
定，小於 10%。 

環球、 
象牌、 
優吉時或同
等品 
 

 公共走道、門
廳、梯廳 

6 防颱
鋁企
口天
花板 

1. 條型鋁板天花：鋁板寬 ≧
85mm，厚度≧0.5mm。 

2. 塗裝：表面烤漆，正面膜厚為
20μm 以上。 

3. 面板支架經風壓測試可達 15級
風壓測試以上。 

東齊、 
青鋼、 
長仕或同等
品 

 陽台、半戶外空
間 

7 吸音
材 

1. 厚度：15mm，纖維寬度 2.5mm
以下。 

2. 為確保工程品質，材料不得含
水泥成分，產地不得為大陸地區。 

3. 耐候性：耐候測試達 2065 小時
(CNS 11231) 

4. 通過內政部綠建材標章認證之
環保材料。 

5. 吸音率：0.4以上(CNS 9056)。 

AMF、
CELENIT、 
TECTUM或同
等品 

 機房內牆 

8 樓板 
衝擊
音緩
衝材 

1. 厚度：8mm波浪型橡膠捲材。 
2. 隔音性能：△Lw ≧20dB(需 TAF
實驗室測報)。 

3. 動態剛性 ≦30MN/m³。 
4. 八大重金屬 、TDI(甲苯二異氰
酸酯)及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不
得檢出。 

5. 密度 CNS 2230 800±50 kg/m³ 。 
6. 通過內政部高性能綠建材標章
認證之環保材料。 

BSW、潤泰精
密、 
G+H或同等
品 

 分戶樓板（居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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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築設備計畫 

1. 指標工程 

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
位置) 

1 地下
室標
誌燈
箱 

面板：3mm 厚耐衝聚光板 
1. 抗折強度 CNS 4392(1978)-測試試驗為
TAF認可項目：1000 kgf/c㎡以上。 

2. 衝擊強度 CNS 13334(1994)-測試試驗
為 TAF認可項目：95 kgf-cm/cm以上。 

塗料：粉體氟碳烤漆處理 
1. 氟碳粉體塗料須符合下列規範： 
(1) 耐鹽霧試驗 (24小時)：外觀無起泡、
膨脹、剝離、生銹等異狀。 

(2) 粉化度評級：達 7以上。 
(3) 塗膜減損試驗：塗膜無減損。 
燈具：T5 燈管 
圖文內容：電腦切割鏤空，面貼彩色阻光膠
膜。 

長圻興業、
彥達、英丞
或同等品 

 地下
室停
車場 

2 地上
層室
內標
誌 

面板：5mm 厚強化聚酯聚合板 
1. 壓縮試驗 CNS12781 (kgf/c㎡)：須≧
1440。 

2. 巴氏硬度 CNS12785 須≧43。 
3. 薄材料防焰性試驗 CNS7614 符合防焰
一級。 

塗料：防霉抗菌塗裝處理 
1. 防黴抗菌塗料須符合下列規範：  

(1) 防黴抗菌持久性：依 ASTM F1980 試驗
法，模擬老化試驗五年後針對大腸桿菌抗
菌率達 95%以上。 

(2) 動物皮膚刺激性及敏感性試驗：未產生
皮膚刺激反應及過敏性反應。 

2. 防黴抗菌塗料之抗菌測試規範：在 24
小時測試時間內，針對大腸桿菌、金黃色
葡萄球菌殺菌率達 95%以上。 

圖文內容：以戶外專用電腦噴繪輸出貼附，
外加抗紫外線 PVC。 

長圻興業、
彥達、英丞
或同等品 

 室內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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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用
位置) 

3 戶外
標誌 

面板：10mm 厚耐化鋁板 
1. 剝離強度 ASTM D903-98：10 kgf/cm
以上。 

2. 抗折強度 CNS 4392(1978)-測試試驗為
TAF認可項目：530 kgf/c㎡以上。 

(2) 粉化度評級：達 7以上。 
(3) 塗膜減損試驗：塗膜無減損。 
燈具：T5 燈管 
圖文內容：高耐候全彩影像印刷 
1. 耐磨耗性 ASTM D4060-07：無露出底材。 
2. 耐化學性 CNS 10757：無異狀。 
3. 硬度 ASTM D3363-05：達 3H。 

4. 耐候試驗 ASTM G154-06：2000 小時
後，無退色。 

長圻興業、
彥達、英丞
或同等品 
 

 戶外
引導 

4 無障

礙引

導標

誌 

2mm厚抗壓粒紋耐衝板： 

1. 抗折強度 CNS 4392(1978)-測試試驗為

TAF認可項目：1200 kgf/c㎡以上。 

2. 熱 老 化 後 之 抗 折 彈 性 係 數  CNS 

4392(1978)：110℃ 72 小時後，最大抗折

強度 29000 kgf/c ㎡以上。 

3. 衝擊強度 CNS 13334(1994)-測試試驗

為 TAF認可項目：達 50 kgf-cm/cm 以上。 

4. 抗 UV 測試 ASTM G154-06(Cycle 1)-測

試試驗為 TAF認可項目：168小時後黃色

度變化 0.6 以下。 

5. 光線擴散透過率 (%)(YD)(2/C) ASTM 

D1003-07e1：60以上。 

圖文內容：圖文內容以電腦噴繪輸出 

長圻興業、

彥達、英丞

或同等品 

 無障

礙 

2. 櫥櫃工程 

項

次 

項

目 
規格 參考廠牌 

廠商

選用

廠牌 

備註 

(使

用位

置) 

1 衣

櫃 

1. 主臥室衣櫥寬度至少 120cm，次臥室寬度

至少 90cm，深度均為 60 公分，高度至少

230cm(應配合天花板高度設計)，衣櫃應區

隔二至三層，作為抽屜/置衣籃/吊衣空間/

衣被折疊收納等活用空間。 

2. 櫃體使用木心板 18±1m/m，面貼防焰

合野 

盛東 

奇建 

或同等品 

 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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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7614) 抗 菌 防 黴 PVC(JIZ2801 及

ASTMG21)。 

3. 衣櫥門板使用木心板 18±1m/m，面貼美耐

板。 

4. 特定單元衣櫃應設置下拉式吊衣拉桿。 

2 鞋

櫃 

1. 寬度至少 90cm，高度至少 90cm。 

2. 櫃體使用木心板 18±1m/m，面貼防焰

(CNS7614) 抗 菌 防 黴 PVC(JIZ2801 及

ASTMG21)。 

3. 具通風設計 

合野 

盛東 

奇建 

或同等品 

 入口

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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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工程預定綱要進度及預算 
5.1 預定綱要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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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預算表 

 1.原需求說明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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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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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預算差異分析 

(1)大安段原預計興建地下 2層地上 9層，總戶數 145戶住宅單位。 

(2)興建單位造價說明：規劃單位以本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規定每

坪造價 109,200元(含稅)為基礎計算，加計未編列於標準造價之冷氣及其他傢俱費用後、依原

興建計畫所提列之金額計算可興建面積為 3460.62坪，二樓為托老中心，三樓以上為住宅單位

共 88戶。 

(3)本工程規劃為地下三層及地上十層，較原計劃興建之規模增加地下一層及地上一層，因地下層

開挖深度增加，所增加之地,下層主要為停車空間、機電設備空間及儲藏室空間，但限於綠化面

積需求，建蔽減少致當層樓地板面積縮減，致可供住宅使用之面積減少。 

(4)因應建築技術規則第四十六條之六樓板之衝擊音隔音構造定自民國 108年 7月 1日起實施，本

案為配合建築技術規則實施，增加符合建築技術規之構造金額，亦使原有預算可興建之面積縮

減，影響可供住宅單位使用之面積，影響可興建之戶數。 

(5)規劃單位依基地條件、需求書所載需求規定、建造費用及總工程預算限制、規劃興建樓地板面

積及住宅單位戶數，因地下室增加一層及增加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四十六條之六樓板之衝擊音

隔音構造費用，於原有計畫經費不增加之情形下，興建戶數較原計畫減少 57戶住宅單位，但增

加公共托老中心。 

(6)本案允容積為 360%，允建容積為 6656.58㎡(2013.61坪)，限於法令規定、技術規則之變更及

計畫經費之限制，本案規劃容積為 5985.76㎡(1810.69坪)，尚可增加容積為 670.82㎡(202.92

坪)，尚需增加工程費約 33,000,000元。 

 

 

4.預算核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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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術服務費用計算表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第六章 統包履約管理計畫 

 

6-1 

第六章 統包履約管理計畫 

6.1全案品質管理計畫 

 

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基地共預計興建 414戶以上之青

年社會住宅，目前規劃以統包辦理各區段青年社會住宅興建工作。 

一、 統包相關法令認知: 

由統包商統籌辦理設計、施工，具有貫徹設計理念、激發廠商創意、提高廠

商引進新技術誘因及發揮廠商履約能力等優點，並可提升採購效率及品質，有關

採統包辦理安置住宅開發之相關法令依據論述如下： 

按政府採購法第 24條:「Ⅰ機關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得以統包辦理招標。

Ⅱ前項所稱統包，指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施工、供應、安裝或一定期間

之維修等併於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是依上開法律之規定，機關於有效率及

品質之需求時，得以統包之方式辦理招標。 

復按統包實施辦法第 2條規定：「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應先評估確認下列事

項：一、整合設計及施工或供應、安裝於同一採購契約，較自行設計或委託其他

廠商設計，可提升採購效率及確保採購品質。二、可縮工期其且無增加經費之

虞。」；統包作業須知第二點規定：「機關規劃辦理統包，應依本辦法第 2條規定

先行評估，確認可提升採購效率、確保採購品質、可縮減工期且無增加經費之虞，

經機關首長獲其授權人員核准後，方得採行。」，是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非可任

意為之，依上開法律之規定，須先進行評估，確認以統包之方式得提升效率及確

保品質，始得為之。 

「統包」與一般採購案的主要區別在於，一般採購案係由機關將細部規劃設

計結果列入招標文件中，供廠商據以投標；統包案則係由廠商負責規劃設計，機

關於招標文件中僅需列明廠商資格、統包的範圍、須達成的功能或效益、以及得

標廠商應達成的目標，由投標廠商提出設計、圖說、主要工作項目的時程、數量、

價格或計畫內容等基本設計的規劃案，決標後再由得標廠商進行細部設計。為確

保各機關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辦理統包採購，各機關除須依據「統包實施辦法」

相關規範辦理外，並須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

「統包作業須知」及「統包招標前置作業參考手冊」辦

理統包作業。未來城鄉局以統包之方式辦理安置住宅之

興建，亦須依據上開相關規範辦理之。 

二、 BIM品質管控標準 

1. 將一般工程上所使用的品管計畫應用至 BIM

上，經過整理與轉化架構圖。 

2. 設立檢驗點及檢驗任務內容。檢驗點的品質驗

證任務及步驟，包含設計（及施工）者自我檢查，

統包團隊的協調檢查及品質驗證，及業主品質驗證

主管機關 

城鄉局(業主) 

總顧問(PCM) 

統包團隊 

BIM 整合單位 

BIM 模型與應用 

品質確保 

所有 

專案 

參與 

人員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圖 6-1三級品管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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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核。 

3. 品質驗證作業包含三個由設計（及施工）者、設計（及施工）單位及業

主完成的主要任務組成。 

4. 專案檢驗點協議是以專案為基礎。檢驗點將進行更全面之品質驗證。設

計及施工成果提交前亦需要一個設計檢查節點。檢查點應包含於正常時程

內，並預留足夠時間修正。 

 

三、 品質管理組織: 

本團隊將針對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

度」，建立本工程的三級品管體系，並要求各參與成員落實自主品管，將品質規範

與標準落實於施工程序中。                                

1. 建立本工程的三級品管體系(圖 6-1)，由統包商負責自主品質管制，，本

團隊代表城鄉局負責品質保證及品質稽查工作。在此三級施工品質管理架構

下：由統包商負責第一級之施工品質試驗、管制作業；監造單位依核定之監

造計劃進行第二級之施工及材料設備的查核與檢驗及承商品質控制程序的之

檢核；並由本團隊擬定品質稽查計畫，依定期、不定期查核施工成果、材料、

設備以及施工品管程序，發掘施工品質的潛在問題，尋求改善品質的方法，

定期向城鄉局報告工程品質施作成果。 

2. 本團隊將研擬契約相關規定，於各成員加入本工程初期所舉行之專案起

始會中，要求所有參與成員應秉持自主管理之精神，主動積極執行品管，而

非以重複之監督來牽制彼此。 

3. 施工過程中，本團隊並會加強對監造單位及統包商之溝通，建立彼等自

我品管之意識，及嚴謹執行品質保證之態度，將品質規範與標準落實於施工

程序(圖 6-3)中，務期達成本工程之品質目標 

 圖 6-2三級品管制度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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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團隊將依照工程會頒訂之「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制定品

質管理之標準作業程式書，督導監造單位擬定監造計畫書，經本團隊審定、

業主核定後，作為品質管理之準則，詳見 6-2所示。 

四、 施工品質管理重點與計畫: 

1. 辦理品質抽查及稽查:為確保施工品質管制之成效，施工期間本團隊將依

據工程契約規定，執行施工品質查證(統包商辦理 100%自主品管，監造單位辦

理不低於統包商自主檢查頻率 15%之抽查、抽驗與停檢點之檢驗，專案管理單

位執行不低於統包商自主檢查頻率 5%之查證工作之規定)工作.。 

2. 材料與設備管理措施方面，以審定之施工計畫、合格供應廠商及相關出

廠證明等文書為材料抽查及抽驗之依據。 

3. 有關監造計畫書、施工品質及材料設備審驗、稽查，本團隊將依照工程

會頒訂之「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督導監造單位及統包商擬定品

質計畫書及施工計畫書（含各分項施工計畫書），經本團隊核定後送城鄉局備

查，作為品質管理基準。本團隊彙整各項施工階段品質文件，建立施工品質

管理準則，如表 6-1所示。 

 圖 6-3品質稽查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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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施工品質管理準則 

項

次 
品質管理作業項目 管理措施 

1 監造計畫書訂定 
訂定監造作業方式，載明監造重點及流

程 

2 品質計畫書審查 
訂定審查作業方式，載明審查重點及流

程 

3 施工計畫書審查 
訂定施工方法及程序，載明施工流程及

停檢點 

4 材料設備抽驗 

訂定材料設備抽驗計畫，載明抽驗程

序、時機、項目、頻率、採用規範及使

用表單等 

5 施工查核作業 
訂定施工查核計畫、載明查核程序及標

準、查核時機及使用表單等 

6 安全衛生查核 
訂定安全衛生查核計畫、載明查核程序

及標準、查核時機及使用表單等 

7 環境保護查核 
訂定環境保護查核計畫、載明查核程序

及標準、查核時機及使用表單等 

8 記錄建檔保存 各類品質文件均予建檔並妥善保存 

4. 施工品質查核作業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70條第 2項規定，將由主管本計畫之上級機關成立

施工查核小組督導本工程施工品質。本團隊將協助城鄉局依據「公共工程

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 15條規定成立「工程督導小組」隨時進行施工

品質督導工作。本團隊除將依據契約規定及前述相關施工督導計畫執行施

工品管管理作業，建立專案管理各項施工稽查成果與督導紀錄外，並參考

本團隊過去執行優良之經驗，要求設計監造廠商及施工廠商自日常做起建

立包括自主檢查、材料檢驗、施工查驗等計畫執行期間各項文件之完整紀

錄，落實執行品質計畫，以管制施工成果；遇有缺失亦將執行矯正及預防

措施，來改善作業成果及防範再度發生，以符合工程品質標準。 

五、 規劃階段工作執行流程 

1. 規劃階段執行:為確保本階段之規劃成果能符合規劃品質之目標，建立規

劃品質保證系統，成立品質管理組織、訂定品質保證計畫，達到全面提昇規

劃品質之目標。 

(1) 建立品管組織 

(2) 訂定工作執行計畫：依本工程規劃特性訂定工作執行計畫，作為規劃品

質管理工作之準則。 

(3) 規劃執行、管制及校核：針對於本案於規劃階段及招標階段間權責訂定

規劃之執行項目、流程及校核等，以確保規劃階段之品質。 

(4) 紀錄建檔保存：針對各類文件、會議紀錄及審查紀錄表，留存建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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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執行、管制及校核 

(1) 權責 

A. 評估與決策：計畫主持人 

B. 圖面繪製：設計人員 

C. 規劃審查：部門主管 

D. 規劃內容調整需求提出/審核/變更與通知：各部門/設計主管/設計部。 

(2) 規劃階段搜彙集基地資料與基地調查，根據可能產生之問題初擬規劃方

案及相關配套措施。經由使用單位審查及業主確認相關計畫需求，訂定

工程費用及設計原則等內容。 

 

 

 

 

 

 

 

 

 

 

 

 

 

 

 

 

 

 

 

 

 

 

 

 

 

(3) 工作計畫制定 

A. 輸入：依據招標文件及合約需求。 

B. 輸出：工作執行計畫書。 

 

規劃管理程序 

工作執行計畫書 

規劃報告書 

招標文件 

（含需求計畫書、契

約範本…等） 

公開閱覽 

開標 

需求確認 

主辦機關審查 

使用單位確認 

否 

 

是 

 

圖 6-4規劃作業流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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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審查：經由計畫主持人複核。 

D. 確認：工作執行計畫制定後，提送業主審查確定。 

(4) 規劃報告書制定 

A. 輸入：依據招標文件及合約需求。 

B. 輸出：規劃報告書。 

C. 審查：經由計畫主持人複核。 

D. 確認：服務實施計劃制定後，提送專案管理單位審查及業主確認。 

(5) 規劃圖說制定 

A. 輸入：規劃與招標需求之規劃成果。 

B. 輸出：繪製規劃平面圖、剖面圖、立面造型等。 

C. 製作材料及設備規格表、工程經費概算…等。 

D. 紀錄管制：如會各使用單位及業主。 

E. 審查：經由計畫主持人及部門主管複核規劃。 

F. 確認：核准的規劃圖建檔管制。 

(6) 招標文件制定 

A. 輸入：依據規劃圖說及各地方政府頒佈之參考合約範本及相關規定輸入。 

B. 輸出：訂定招標文件及需求。 

C. 審查：經由計畫主持人及部門主管複核。 

D. 確認：招標文件制定後，提送專案管理單位審查及業主確認無誤後，由

業主上網公告及公開閱覽，最後完成開標作業。 

(7) 紀錄保存與管理 

A. 本程序之相關紀錄，由本團隊管理部依記錄管理程序建檔保存與

管理。 

 否 

 
 

固定研討及修
正至定案、 
討論、修正 

 

如有法規疑義 

主管機關釋疑 

否 

 

對主辦機關、使用
單位簡報說明 

是 

 

規劃構想、理念說明 

辦理規劃圖說 

完成規劃圖說內容 

提送主辦機關、使用
單位審查確認 

否 

 

是 

 

圖 6-5規劃作業流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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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規劃品質稽查內容 

1. 品質稽查計畫 

一個良好的規劃成果，除須能充分表達規劃者對工程之初步構想外，更須

達到業主及使用單位之需求，因此在先期規劃階段本服務團針對管理責任、合

約審查及規劃管制提出說明，以達到完善及優良品質。 

(1) 管理責任:建築師定期召開工作會議，針對本案審查進度、人力調度、業

主審查意見、會議中待辦事項執行結果、品保狀況等。設計組應提出與

業主往來處理等報告、各組品保工程師提出管理狀況。會議記錄依「第 X

次內部會議紀錄」建檔管理。 

(2) 合約審查 

(3) 規劃過程中應業主或使用單位意見與合約不同時，需確認合約文件與規

劃有關內容，執行時可能產生之問題，提出相關建議。 

(4) 規劃管制: 為確保規劃過程中圖說能符合約文件、使用單位需求、相關

法令等規定，針對圖說繪製流程、內容及自主檢查表提出相關內容，如

下說明內容。 

(5) 為全盤考核品保計畫相關事宜之執行成效，實施有計畫之定期性品質稽

查。定期稽查依制定之品質稽查計畫執行，以每 2-3天實施一次為原則，

惟得視實際需要，辦理不定期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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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品質管控計畫及流程 

(1) 規劃品質控管流程 

 

 

 

 

 

(2) 圖面審查流程圖 

圖 6-6規劃品質控管流程圖 

主辦機關、使用單位 

審查 

提送規劃圖說 

規劃圖說內容核定 

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

報告書 

否 

 

 
是 

 

 

建築師、專案經理 

檢核圖說 

圖說 

需求及會議記錄整理 

規劃圖說正稿列印 

依檢核表檢討 

問題回復修正 

 

規劃圖說繪製 

建築師規劃圖初稿 

是 

 

 

否 

 

 

圖 6-7圖面審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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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劃階段自主檢查 

在規劃階段，本團隊將依據契約規定及新北市政府最新公佈之相關管制表

格，製作自主檢查表，用以檢核服務工作項目之完整性。 

表 6-2工程規劃圖說內容廠商自主檢查表 

項次 自 主 檢 查 項 目 
不
適
用 

是 否 

1 計畫概要之清晰度    

1.1 是否已說明計畫之目的？    

1.2 是否已簡要說明計畫之概述及內容？    

2 基本資料之調查及分析    

2.1 是否有初步踏勘之資料？    

2.2 是否有工址現況調查之資料？    

2.3 是否有測量資料？    

2.4 是否有地質資料？    

2.5 是否有水文氣象資料？     

2.6 是否有公共管線資料？    

2.7 是否有其他必須資料？    

2.8 上開資料是否足敷分析使用？    

2.9 對於需更進一步調查及分析事項是否已載明？    

3 計畫需求之調查及分析    

3.1 對於計畫需求量（過或不足）是否已調查？    

3.2 對於計畫需求量（過或不足）是否已分析？    

3.3 對於計畫需求品質等級或需求型態是否已調查？    

3.4 對於計畫需求品質等級或需求型態是否已分析？    

3.5 是否已將在地住民之意見納入考量？    

4 土地之取得    

4.1 對於土地取得之方式是否已說明？    

4.2 對於土地取得之困難度是否已說明？     

4.3 對於土地取得之經費是否已分析？    

5 涉及之法規影響分析    

5.1 

本案契約如有規定需就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進行調查及規

劃者； 
   

是否已就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進行調查及規劃？    

5.2 
本案契約如有規定需就水土保持計畫進行調查及規劃者；    

是否已就水土保持計畫進行調查及規劃？    

5.3 是否已有環境影響概述、環境影響說明或環境影響評估？    

6 相關重要課題之考量（視個案委託契約之內容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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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自 主 檢 查 項 目 
不
適
用 

是 否 

6.1 是否有考量都市設計及景觀設計相關課題？    

6.2 是否有考量自然生態之相關課題？    

6.3 
是否有考量綠營建（節約能源、減碳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等）

相關課題？ 
   

6.4 是否有考量公共藝術相關課題？    

6.5 是否有考量防災與減災之相關課題？    

6.6 是否考量設施維護管理相關課題？    

7 可行性分析及建議    

7.1 是否有技術可行性之分析及建議？    

7.2 是否有財務可行性之分析及建議？    

7.3 是否有否投資效益及風險之分析及建議？    

7.4 對於計畫之急迫性情形是否已有分析及建議？    

8 方案比較及分析    

8.1 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或價值工程之分析及比較？    

8.2 是否有民間參與之初步可行性評估（含財務效益評估）？    

     

結果 
□檢查評估通過 

□檢查評估不通過 
規劃單位簽章： 

填表

說明 

 

 

1.依填表人員依「自主檢查項目」欄位所詢問之問題，按個案之情形，

於「不適用」、「是」、「否」欄位打勾（）。當遇到「自主檢查項目」

欄位所詢問之問題是屬於「不適用」者，於該「不適用」之欄位打

勾（）後，其相關之問題，請於「是」、「否」欄位加註「／」。 

2.凡是勾選「否」欄位者，則該項目檢查評估不通過。 

3.凡是加外框之文字，請填表人員填寫實際執行情形。 

七、 設計階段管理作業計畫 

1. 設計審查及設計品質管理策略 

(1) 要求統包商於設計階段設置 QA專業人員，負責各階段圖說送審前之自主

品管與追蹤管理。 

(2) 對於統包設計建築師之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作業，將依據統包契約規

定，檢核設計建築師是否依據統包需求書及或使用單位需求發展基本設

計；並且依據都市設計審議意見、基本設計報告書送工程會審查意見(視

需要)及業主核定之基本設計成果，發展細部設計製作相關書圖。因此本

團隊設計審查將分為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二階段，審查重點為檢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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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業主需求及設計準則相關規定、是否進行完整之設計介面整

合、施工可行性及經濟性是否合宜等相關內容。建議本工程可採用快捷

工法，以分段設計分段施工之作業方式進行，故統包商可依工程施工進

度，分段完成及送審細部設計書圖，督請統包商依核定之工作執行計畫

書提送審查。 

(3) 對於設計書圖之適法性及設計規範之檢核，應屬統包商應自行檢討負責

的部分，為避免功能重疊，本團隊對於該部分係採重點稽核方式，檢核

統包商之設計成果。 

2.  設計進度之掌控 

(1) 訂定設計發展與建照取得里程碑及相關罰則，以確保設計如期完成。 

(2) 設置專責聯絡窗口，透過快速有效溝通協調方式，增進審查效率。 

(3) 統包商應依據主辦機關核定之總體預定進度表安排設計總進度及分項工

作進度計畫，並據以提出設計圖面以供討論及審核作業；若有進度落後

或實際需要，必需調整進度時，本團隊將督導統包商提出進度修正計畫

及趕工檢討以期符合總體進度目標完成各項設計作業，執行程序如下圖

所示。 

 

 

 

 

 

 

 

 

 

 

 

 

 

 

 

 

圖 6-8設計進度管理程序圖 

 

3. 有效溝通會議之安排 

(1) 召開設計起始會議擬定審查作業期程、審查標準、各專業工程審查人員

與專責聯絡人等。 

(2) 專業對口會議: 針對統包商所提各階段設計成果，依據專業工項分為建

綱要進度表 

設計總進度表 

設計三個月進度 

設計月進度表 

設計兩周進度表 

雙週工作檢討會 

工作分析 趕工檢討 趕工計畫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都市設計 

建照申請 

預算編製 

招標文件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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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景觀、大地結構、機電空調、運動設施，每雙週至少開會討論一次，

並得視需要隨時召開專題檢討會議。其程序是先由統包商針對各項設計

原則、設計方法、設計參數之應用等對本團隊進行說明，以加速審查人

員對於設計內容之瞭解。 

(3) 專題檢討會議因應設計及審查工作進展及階段性需要，得針對特定課

題，如：整體配置、空間安排、外觀造型、機電、空調設施等，由本團

隊邀集相關單位，舉行專題檢討會議。另有關外部審查部分(如：都市設

計審議、建管證照、候選綠建築證書審查)，將協同主辦機關、統包商，

配合外審委員時間，先行預審，以期縮短正式審議時間。 

4. 設計審查程序與重點 

設計期間，本團隊將依據統包契約規定，參照「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

業手冊」第三章之規定，依據各案之特性及設計發展進程，辦理有關基本

設計及細部設計之審查與成果校核。 

圖 6-9設計審查程序與重點流程圖 

5. 設計圖說整合 

(1) 機電介面整合圖 (CSD)：要求統包設計建築師將所有機電設備部分，包

括水電、空調、汙水、消防、資訊、廣播視訊、中央監控、等各主要設

備位置與管線、路徑，作整合協調配置。 

(2) 結構、機電介面整合圖 (SEM)：要求統包設計建築師於結構安全考量下，

將土建工程為配合機電系統安裝其所需之開口、基座、套管、預埋件及

管道間等，彙整納入建築╱結構圖中，供統包商製作套合圖及施工大樣

圖（施工製造圖）。 

6. 施工圖套繪整合 

包括設計圖、施工圖等相關圖面，本團隊除於統包設計階段(基本設計

及細部設計)，請統包商提送 BIM 模型檔案，本團隊將據以檢核設計施工

圖、工程數量及規格表之準確性外，施工期間將要求統包商以 BIM 模型檔

案檢討變更設計圖說。避免施工期間因建築、結構及機電間之施工介面，

造成需變更甚或影響工程施工及增加成本之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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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設計圖說審查程序圖 

(1) 基本設計階段 

(2) 細部設計階段 

 

 

 

8. 

 

 

1.設計說明 
2.法令分析 
3.內外裝修材料表 
4.結構系統計畫 
5.設備系統計畫 
6.建築結構機電圖 
7.初步預算書 
8.總預算進度表 
9.需求檢核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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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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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城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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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北
市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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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包
商 

編擬「送審文件」 

◆檢附「文件送審核章表」、「設計需求檢核表」 

◆送審文件修正版之提送填寫「文件審查意見 

暨回覆說明表」 

是 

通過 

修
正 

辦理都市設計審議、建造執照、 

五大管線、候選綠建築…等審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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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見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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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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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初審及複審) 

 是 

書圖審查會議 

 

否 

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 

圖 6-10基本設計審查程序流程圖 

1.詳細配置圖、平立剖面圖、
景觀圖 

2.內外裝修材料表 
3.詳細結構圖、計算書 
4.設備規格、系統圖 
5.建築結構設備系統套合圖 
6.材料、設備參考廠商及型錄 
7.施工說明書 
8.工程預定進度表 
9.施工預算書 
10.需求檢核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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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擬「送審文件」 

◆檢附「文件送審核章表」、「設計需求檢核表」 

◆送審文件修正版之提送填寫「文件審查意見 

暨回覆說明表」 

是 

辦理現場施工 

否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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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意
見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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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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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 

核定 

 

審查(初審及複審) 

 是 

書圖審查會議 

 

否 

通過 

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 

修
正 

圖 6-11細部設計審查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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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設計書圖審查程序 

在設計諮詢審查階段，本團隊將要求統包商設計單位依據契約規定、

新北市政府最新公佈之相關管制表格、並參考本團隊設計成果審查檢核

表，製作設計單位自主檢查表，並於提送設計圖說送審之前，必須先行自

主檢查以確保內容完整詳盡。 

相關表格標準格式參考如下，詳細表格內容將另配合「統包需求書」

內容辦理檢討。 

表 6-3工程設計圖說內容廠商自主檢查表 

項次 自 主 檢 查 項 目 
不
適
用 

是 否 

1 設計內容之正確性：    

1.1 設計內容是否與契約之委託內容不符？    

1.2 
設計內容是否已滿足契約需求（包括廠商服務建議書之承諾事

項）之情形？ 
   

1.3 所編列之工程預算是否在契約所設定之限制範圍內？    

1.4 
設計內容是否未逾越契約所規定之其他限制條件之情形？（譬

如用地限制、施工期限等） 
   

1.5 設計圖面是否已正確地表達設計目的？    

1.6 技術規格規定是否未限制競爭？    

1.7 技術規格規定是否無錯誤？    

1.8 工程項目數量是否計算正確？    

1.9 工程項目數量是否未漏項？    

1.10 單價分析是否正確？    

2 設計內容之完整性：    

2.1 設計圖內容是否完整？     

2.2 技術規範內容是否完整？    

2.3 預算書內容是否完整？    

2.4 單價分析內容是否完整？    

2.5 
是否無應分析而未分析之預算項目？（譬如大項工程項目未做

細項及工料分析，僅以「一式計價」方式簡略為之） 
   

2.6 
是否無應設計而未詳細設計之情形（譬如以簡單草圖附加「本

圖僅供參考」字樣送審）？ 
   

2.7 

其實際提供服務之人員是否已於完成之圖樣及書表上簽署？

（譬如屬執業技師提供者是否已加蓋執業圖記？規劃設計內容

如屬技師或建築師簽證範圍者是否依法辦理簽證？） 

   

3 設計內容之合理性：    

3.1 設計內容是否與環境相協調？    

3.2 設計內容是否與景觀相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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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自 主 檢 查 項 目 
不
適
用 

是 否 

3.3 設計內容是否與人文相協調？    

3.4 

本工程如屬已達新台幣五千萬元之公有新建建築物者；     

是否先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    

契約如有規定設計內容應符合綠建築（綠營建）規定者；    

設計內容是否符合契約規定之綠建築（綠營建）指標要求？    

資料是否已包括節能、減碳設計？    

3.5 是否符合環保要求？    

3.6 

本工程如有剩餘土石方者；    

資料是否已包括規劃合法之棄土場或考量營建剩餘土石方之回

收？ 
   

3.7 

本工程如有產出泥漿者；    

是否已預估泥漿產出之量體？    

是否已依市場行情編列處理泥漿之費用？    

3.8 資料是否包括勞工安全衛生設施圖說？    

3.9 是否符合勞工安全衛生法規要求？    

3.10 是否將生活美學納入考量？    

3.11 設計之工程措施是否符合生態理念？    

3.12 是否符合防災及維護管理要求？    

4 是否符合經濟效益？經費有無浪費？    

4.1 是否未過度設計？    

4.2 是否未刻意使用昂貴材料？    

4.3 是否未高估使用空間情形？    

4.4 
是否未高估使用需求量情形（例如高估交通需求量或高估公共

設施之使用頻率）？ 
   

5 設計內容有無限制競爭情形？    

5.1 
本案如有訂定特殊技術規格者；    

訂定特殊技術規格之原因是否係基於採購特性及實際需要？    

5.2 

本案如己於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

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 
   

是否未於提出招標文件，即前先向招標機關說明其必要性？    

是否已依政府採購法第 26條執行注意事項第 6點第 1項方式審

查之情形？ 
   

5.3 

本案如於招標文件訂定比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較嚴之規格者；    

是否已經機關審查？（政府採購法第 26條執行注意事項第 6點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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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自 主 檢 查 項 目 
不
適
用 

是 否 

5.4 

本案所擬訂定之技術規格無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且無法以精

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必須於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特定之

廠牌者； 

   

是否已註明「或同等品」字樣？    

其所列廠牌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6條執行注意事項第 8點第

1項所規定情形？ 
   

     

結果 
□檢查評估通過 

□檢查評估不通過 
設計單位簽章： 

填表

說明 

 

 

1.依填表人員依「自主檢查項目」欄位所詢問之問題，按個案之情形，於

「不適用」、「是」、「否」欄位打勾（）。當遇到「自主檢查項目」欄位

所詢問之問題是屬於「不適用」者，於該「不適用」之欄位打勾（）

後，其相關之問題，請於「是」、「否」欄位加註「／」。 

2.凡是勾選「否」欄位者，則該項目檢查評估不通過。 

3.凡是加外框之文字，請填表人員填寫實際執行情形。 

9. 作業程序及標準 

本團隊主要成員亞新公司為經 ISO 品質認證之公司，為使各項工作之

執行單位均有可供遵循之程序及作業方式，以提升工作之執行效率，將依

據契約規定，配合城鄉局相關行政作業流程及協調相關單位工作情形後，

訂出各項作業之標準作業程序及作業表格，以符合 ISO 作業精神，並使得

計畫團隊各成員皆可清楚區分各項作業流程及應備文件，以縮短作業時

程，並可達簡明化及標準化之目的，推動工程之進行。 

由於各項作業程序均需考量計畫團隊本身之工作執行狀況，以提升團

隊作業效率為目標加以設計，因此本團隊已就工程執行之實際需要研擬各

項標準作業程序，並納入設計文件審查作業、施工文件審查作業等項目。

相關各項作業程序書可視實際執行情形，予以增訂或修正調整之。   

10. 工作方法及品質保證方法 

(1) 工作方法及流程 

依據本計畫之各工作項目，本團隊已完成原契約之專案管理規劃與準

備作業，將陸續進行基地全區規劃約 1849 平方公尺 （共 1 筆地號），基

地內開闢 110 戶以上只租不售之青年社會住宅。建築規劃、工程施工、工

程完工驗收等各階段作業之諮詢及審查，各階段之作業流程詳圖 6-11~圖

6-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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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階段作業流程圖 

 

是 

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契約成立 

擬定工作執行計畫書 

城鄉局審查 

是 

否 

是 

青年社會社會住宅先期規劃 

基地範圍(四處基地) 

先期規劃 

城鄉局審查 

核定後進入統包招標階段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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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招標(商)階段作業流程圖 

圖 6-14 履約階段作業流程圖 

否 

否 

是 

是 

 三峽國光段社會住宅(220戶)

包 

審查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建管外部審議作業 

審查 

建照執照申辦 

施工階段 

驗收移交 

三峽國光段社會住宅 3.1公頃 

可行性評估與先期規劃 

 

核定結案 

1. 施工進度管理 

2. 施工品質管理 

3. 安全衛生 

4. 環境保護 

5. 工程變更 

1. 查核要項內容與標準 

2. 工程/設備工程系統測試 

青年社會住宅(701戶) 青年社會住宅(70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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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品質保證計畫 

透過品質保證的落實，可確保各項工作的方針以及成果皆能符合目標

或品質需求，進而避免「不符合改正行動」對期程產生的延誤。 

本團隊將貫徹品質保證制度，進行各類文件之管制作業，亦將落實於

本計畫服務中。本團隊除建立各項文件及作業之管理程序外，針對專案管

理服務工作特制訂「專案管理作業標準書」分階段研訂管制工程品質、進

度及成本等各項工作，務使整體服務品質達到城鄉局之要求。其作業方式

說明如下： 

(1) 確立品質基準 

A. 確立品質基準：依據契約規定釐清及確認城鄉局之需求，確立本

工程之品質基準。 

B. 落實品質基準：依據所確立之品質基準，評估對設計監造廠商及

施工廠商所提送文件之審查及現場施工督導等相關作業之品質管理工

作執行方式，落實品質基準。 

(2) 實施自主品管：如圖 6-14所示 

圖 6-15專案管理服務工作自主品管架構 

 

12. 簽證計畫 

為有效控管本工程之品質成效，本工程於規劃設計階段至完工啟用階段

期間，本團隊將就本計畫統包商所提之設計圖說、監造計畫、品質計畫，以

及施工計畫書等相關文件層層把關，並著實審查，於工程施作期間，全職督

導相關單位落實三級品管，及辦理必要文件之簽認保證，保障各項作業如質

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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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制定變更、計價、檢驗驗收作業程序 

一、工程變更控制 

本案工程變更可分為「設計變更」及「契約變更」二部分，如圖 6-15所示。 

 

 

 

 

 

 

 

 

 

 

 

 

 

 

 

圖 6-16變更分類圖 

1. 設計變更： 

統包商基於原設計有不妥或技術上有新的訴求，主動提出辦理圖說或

內容之設計變更。 

2. 契約變更： 

城鄉局基於政策考量、需求變更或調整契約範圍及相關書圖時，通知

統包商就變更範圍、工程標別、估計費用、設計圖作業期程及預估工期影

響予以分析後，經本團隊評估後由城鄉局核定。 

工程變更應於施工前訂定審查作業程序，內容應包括提出之方式，時

機，書面格式，檢討事項等，本團隊辦理審查之重點如下： 

(1) 確立允許變更之原則 

(2) 審查變更之原因與必要性 

(3) 審核監造單位對於變更設計之審查意見 

(4) 工程變更對契約金額與工期之影響分析 

(5) 原契約項目之變更，是否依契約單價計算 

(6) 完成變更後之圖說更新作業 

(7) 工程變更之記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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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二、計價 

1. 計價內容： 

(1) 新北市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

會住宅新建工程專案管理費(含管理、保險、稅捐等一切費用，及乙方提

供契約書第三條(附件)及其相關服務之一切費用(除先期規劃費用之外))

契約價金給付方式係為「建造費用百分比法」。前揭 4分案之專案管理費

採分開列計，並依各分案完成事項或進度個別計價。 

(2) 「先期規劃」其契約價金給付方式為「總包價法」。 

(3) 四分案工程工作範圍若有契約載明以外、甲方基於工程整體需求考量而

增加之工程，其服務費及付款辦法，須經甲、乙雙方共同協商同意後，

以附件補充之。 

(4) 本案總服務費用係包含執行本案所需設備費用、駐府人員勞務服務（含

薪資、加班費及年終獎金等）等，且均攤入各階段服務費用內，不因辦

理方式或契約履約期間之增減，作為服務費用之調整，乙方亦不得另增

名目增加服務費用。 

(5) 與本契約有關之證照或許可，依法規應以甲方名義申請，而由乙方代為

提出申請者，其所需規費由甲方負擔(乙方先行墊付，再檢附收據證明向

甲方申請) 。 

2. 計價方式： 

(1)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A. 本採購案之專案管理服務費用以截止投標日時適用之「機關委託技術服

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附表三、工程專案管理（不含監造）技術

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上限參考表」－以各案建造費用按各級距所示服務

費用百分比計算之加總額度(不含先期規劃作業費用)乘以 90%再乘以議

價後折扣率 97.04%(填折扣率)後給付予乙方，作為乙方提供第三條（附

件）及其相關服務之一切費用。 

B. 建造費用，指經機關核定之工程採購底價金額或評審委員會建議金額。

但不包括規費、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專案管理費、物價指數調整

工程款、營業稅、土地及權利費用、法律費用、主辦機關所需工程管理

費、承包商辦理工程之各項利息、保險費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 

C. 工程無底價且無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額時，建造費用以工程預算之 90%

代之，但仍需扣除前目不包括之費用及稅捐等。 

(2) 總包價法: 本採購案之「先期規劃」係依總包價法計算契約價金，採購預

算金額為新臺幣 624萬 9,581元(新莊安泰段:179萬 7,679元、新店民安

段:218萬 961元、土城永和段:89萬 6,632元、土城大安段：137萬 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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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再乘以議價後折扣率（填折扣率）後計算，各分區金額互不為挪用。 

(3) 本採購案標價依前款 2目合計計算。另前款 2目之折扣率依議約標價訂

定。 

(4) 本契約建造費用遇未能預見之情形須行追加者，得按本目約定之折扣率

辦理契約變更，據以給付因而增加之服務費用。但追加之建造費用達本

契約原建造費用(若曾經契約變更，則為變更後之建造費用)30%以上者，

除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得由雙方就逾 30%之部分另行議定折扣率；未議定

前乙方不得因而暫停或停止服務。 

(5) 檢驗驗收結算作業 

驗收結算階段之工作，係協助城鄉局最終驗收結果，本階段將審查統

包商所提出之竣工圖說、工程結算書、完工報告表等，以及督導統包商辦

理使用執照申請及設備測試運轉等相關工作，查核是否符合各項規定，經

查核無誤後，簽發結算驗收證明書，並連同施工過程中之各項工程變更設

計，綜整辦理工程結算作業。本階段各項工作，均將依服務契約規定之工

作項目及權責辦理。 

6.3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審查及檢驗作業程序 

一、施工計畫審查重點 

施工計畫書關係整個工程品質、進度、安衛、環境等管理的優劣，因此藉由

計畫書之審核，可作為落實施工管理之依據，並引導統包商建立完整的管理系統，

以達到確保工程品質等多項目的。為確保工程能如期順利動員及施工，統包商應

依據契約要求期限內提出整體施工計畫書，分項工程施工計畫應於各分項工程施

工前一個月提報，及明確條列應送審之分項工程施工計畫項目，以作為施工管制

之依據。施工廠商所提之整體及分項施工計畫書審查重點，如表 6-4所示。 

表 6-4施工計畫書審查重點 

施工計畫審查重點 

一、 
工 程 概

述 

1. 有否列出工程之主要施工項目及其材料、規格或工法等，並概

估相關數量？ 

2. 工程契約內容如有特定語意名詞，是否已適當定義清楚？ 

二、 
開 工 前

置作業 

1. 是否依據設計圖所提供之地質調查或土壤分析等資料進行詳細

研判與複勘？ 

2. 是否對工址內地上所有用地、障礙物或既有設施有調查方法之

說明？ 

3. 是否對工址內地下障礙物或既有設施及管線之數量、位置及深

度等有調查方法及處置方法之說明？ 

4. 蒐集工址附近歷年來氣溫、降雨、颱風及河川流域等相關資料

情形，據以作為相關計畫制定之參考？ 

5. 對可能收到施工開挖或因其他施工因素所導致破壞龜裂損毀之

鄰房，提出鑑定檢查做法，並規劃產生糾紛時之處理作業程序？ 

三、 施 工 作 1. 工地組織是否包括必要人員並明訂責任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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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審查重點 

業管理 2. 是否分別對勞動力市場及物料市場進行調查？ 

3. 是否檢討使用之主要施工機具及設備所需數量並有推估依據？ 

4. 是否依工程內容配合工址特性對整體施工程序詳實規劃、並將

臨時道路及附屬工程等納入考量？ 

5. 工務管理是否將主辦機關行政作業納入，並包括趕工協調會之

規劃及各項書、圖之審查流程？ 

6. 是否說明材料進料後之管理方式，包括進料及儲存規劃？ 

四、 
進 度 管

理 

1. 巨額以上之工程，是否依施工步驟繪製施工進度網圖？ 

2. 施工預定進度圖表是否標示要徑作業項目，預定進度是否說明

計算基準？ 

3. 施工前協調會議是否已召開，與施工相關之會議結論是否納

入？ 

4. 各項協調會之召開時機或原則是否已明訂？ 

5. 進度異常之管理時機及方式是否說明？ 

五、 
假 設 工

程計畫 

1. 工區配置是否考量車輛動線與裁量運輸之便利性，並包括材料

加工區、物料堆置區、臨時廠房等？ 

2. 整地計畫是否與工區配置相符，並說明舊有建物與障礙物之處

理方式？ 

3. 是否對臨時房舍、臨時用地及臨時道路、便橋等之使用做規劃？ 

4. 臨時用電所需容量是否合理預估及計算？ 

5. 臨時給排水設施是否包括飲水、盥洗用水、工程用水及污水排

放等之規劃？ 

六、 
施 工 測

量 

1. 是否提出控制測量方法及相關之參考精度？ 

2. 是否提出施工測量方法及放樣方法與項目？ 

3. 是否已依設計圖說提出原地面收方測量方式？ 

七、 

施 工 區

域 排 水

系統 

1. 是否已調查工址範圍內之現有灌排水系統，並充分了解該系統

與工程之關聯性及規劃因應之臨時排水系統？ 

2. 施工中擋水及抽水等措施是否已規劃？ 

3. 如為河川橋或位於堤防者，是否已依工程需要提出防洪方式、

破堤計畫及應變措施？ 

八、 

分 項 工

程 施 工

管 理 計

畫 

1. 是否依契約規定擬訂分項工程施工計畫項目？ 

2. 是否針對各分項工程施工計畫項目間之關聯性作概要說明？ 

3. 是否擬訂分項工程施工計畫提送時程？ 

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計

畫 

1. 是否依工程內容與施工過程所需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並以

架構圖清楚說明及相關單位與人員之工作職掌？ 

2. 是否提出職業安全衛生協議組織及協議方式？ 

3. 是否訂定教育訓練之類別、對象、人數及其實施計畫？ 

4. 是否訂定自動檢查制度、執行方式及執行結果之確認方式？ 

5. 是否檢討職業安全衛生實施細項並概編所需經費？ 

十、 
緊 急 應

變 及 防

1. 緊急應變編組是否完整，及是否規劃緊急應變措施之處理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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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審查重點 

災計畫 2. 緊急應變聯絡及通報系統是否已建構？ 

3. 是否充分考量汛期颱風、豪雨對工地可能造成之影響，妥擬緊

急應變及防災對策，包括定期之演練及整備，並訂定汛期工地

防災自主檢查表？ 

4. 是否對施工中可能產生之災害進行風險評估與因應對策之研

擬，並妥適規劃災害防救之演習計畫？ 

十一、 

環 境 保

護 執 行

計畫 

1. 是否訂定環保組織及說明工作執掌？ 

2. 是否依據相關噪音管制標準提出降低噪音之施工方法及噪音減

輕對策？ 

3. 是否依據相關振動控制標準提出降低振動之施工方法及振動減

輕對策？ 

4. 是否依據相關水污染防治標準提出裸露地表防護、地表逕流處

理、洗車廢水處理、作業廢水處理及生活污水處理等對策？" 

5. 是否依據相關空氣污染防治標準提出對塵土、粒狀污染物質、

煙塵及廢氣排放污染等防治對策？ 

6. 是否依據相關廢棄物清理標準提出對垃圾、使用過或受污染之

泥漿及皂土漿液等營建廢棄物清理對策？ 

7. 是否提出對陸域及水域動植物影響減輕之措施？ 

十二、 

施 工 交

通 維 持

及 安 全

管 制 措

施 

1. 是否歸納與工程相關之法令規章？ 

2. 對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是否充分說明並包括必要之施工圖

說？ 

3. 對於運輸路線上之限制條件是否已充分檢討，包括容許之車輛

型式、運輸條件與限制及運輸路線等？ 

十三、 
移 交 管

理計畫 

1. 是否提出日後擬移交之文件紀錄項目？ 

2. 是否提出日後擬提出之觀禮維護教育訓練計畫項目及時程？ 

 

二、品質計畫書審查作業程序 

品質計畫書關係整個工程品質的優劣，因此藉由計畫書之審核，可作為落實

施工品質管理之依據，並引導統包商建立完整的品質管制系統。亞新團隊將依核

定之品質計畫書對統包商的施工過程，實施督導與查驗，以達到事先預防施工品

質不良的情形。 

表 6-5品質計畫審查重點 

品質計畫審查重點 

一、 計畫範圍 
包含 1.依據 2.工程概要 3.工程主要施工項目及數量 4.適用對

象 5.名詞定義 

二、 管理責任 

1.有訂定品管組織               2.有無訂定工作執掌 

3.有無訂定品管人員輪值或請假、休假時職務代理事項 

4.有無訂定管理審查、包含管理階層對工地之定期審查計畫 

三、 施工要領 

1.是否製作各分工程施工要領一覽表 

2.各分項工程施工要領內容是否包括：施工機具、使用材料、

施工方法、步驟(順序)與流程圖，施工注意事項，施工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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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計畫審查重點 

生與環保規定 

四、 品質管理標準 1.品質管理標準 2.品質管理標準表 

五、 
材料與施工 

檢驗程序 

1.是否訂定材料/設備之預審

作業(例如型錄、相關試驗報

告、相關材料規範、樣品、協

力廠商相關證明資料等之事先

送審程序並訂定) 

2.對材料試驗是否定管制方法 

3.是否明確訂定各施工項目之

自主檢查點 

4.是否配合監造單位訂定檢驗

停留點 

六、 

設備功能運轉 

檢測程序及標

準 

1.設備功能運轉測試抽驗程序 

3.單機設備測試抽驗程序 

5.整體功能試運轉抽驗程序 

7.各項測試結果之處置 

2.機電系統架構 

4.系統運轉測試抽驗程序 

6.是否訂定檢測標準 

七、 自主檢查表 

1.列出擬製作自主檢查表之項

目 

3.自主檢查執行人員及時機 

2.自主檢查表內容 

4.不符合之處置及管制 

八、 不合格品管制 1.不合格材料及設備之管制 2.施工不合格品之管制 

九、 
矯正與預防措

施 
1.矯正措施 2.預防措施 

十、 

內部品質稽核 1.品質稽核權責 

3.品質稽核頻率 

5.矯正回饋措施 

2.品質稽核範圍 

4.品質稽核流程 

十一、 
文件紀錄管理

系統 

1.文件管理 

3.文件紀錄移轉及存檔 

2.紀錄管理 

 

6.4材料及設備檢驗作業程序 

為有效監督統包商履行契約之

要求，亞新團隊將建立一套材料設備

抽驗與查證程序督導及確認統包商

已發揮品管功能，以符合品管要求，

並依工程契約、規範訂定材料品質管

理標準及檢驗程序，其內容至少包括

材料檢(試)驗項目、頻率、方法、標

準及檢驗流程，確保工程使用之各項

材料及組件均能符合品質要求，對於

不合格品則予以退貨或採行必要之

措施。 

辦理品質稽查為確保施工品質

管制之成效，施工期間本團隊將依據工程契約規定，執行施工品質查證(參考統包

商辦理 100%自主品管，監造單位辦理不低於統包商自主檢查頻率 15%之抽查、抽驗與

停檢點之檢驗，專案管理單位執行不低於統包商自主檢查頻率 5%之查證工作之規定)

 圖 6-17施工品質查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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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建檔保存
複驗是否符合
需求

檢驗是否符合需求 督促統包商改善缺失

依據監造計畫執行施工檢驗
並記錄於相關檢驗表單

施工擬定施工監造計畫

是

否

否

材料與設備管理措施方面，以審定之施工計畫、合格供應廠商及相關出廠證明等文書

為材料抽查及抽驗之依據。有關施工期間施工品質及材料設備審驗、稽查，本團隊將

依圖 6-18及圖 6-19所示之施工品質查證程序及材料設備送驗稽查程序辦理。 

一、 施工查核程序及標準 

為確保施工品質，應依契約、規範、圖說及說明書等，訂定各工程項目施工

階段之品質查核程序及標準，以避免工程品質查核標準認定不一所衍生之困擾，

或品質查驗流於形式，期能確保工程品質以符合契約規範之要求，使現場人員執

行並有效整合施工品質管理。 

品質稽查重點 

施工期間本團隊將依各項工程施工品質稽查之要項，落實辦理各項施工品質

稽查作業。將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5年 11月 21日頒布修正之「工程施工

查核作業參考基準」落實辦理施工、製造與施做之相關稽查重點，茲摘錄模板、

鋼筋等查核細項及參考基準，如下表 6-6所示。 

是 

圖 6-18施工品質查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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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鋼筋等查核細項及參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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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建築工程施工查核作業參考基準(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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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原則 

一、 職業安全要求 

統包廠商應確實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並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落

實防護工作，確保安全衛生。 

二、 執行計畫要項 

1.施工安全檢討及防範 

(1)基礎開挖施工安全檢討要點 

(一)、 A.基礎開挖或立坑等開口處，無施工作業期間，其四周應設置

符合規定之安全欄杆，於作業期間則可將護欄暫時拆除；但暫停作業期

間仍須要有護欄等防護措施。 

(二)、 B.護欄於出土時如有被挖土機破壞之虞，開挖面可暫時卸下護

欄，但作業暫停時仍應妥適防護，並指派人員監督管制。 

(三)、 C.垂直開挖深度在 1.5M以上且有崩塌之虞者，應設擋土支撐，

並設有安全上下之設備。 

(2)結構體階段施工安全檢討要點 

(四)、 A.組模作業應架設安全母索，工人應配安全帶，樓板四周、樓

梯、管道開口應施作護欄、護蓋，並注意其牢靠性，安全門禁管理系統

設備工程以維護緊接在後的鋼筋及混凝土搗築作業之勞工安全。 

(五)、 B.模板支撐支柱之腳底部應予以固定，以避免滑動；模板支撐

之支柱，高度超過 3.5m應設置足夠強度之縱向、橫向水平繫條。 

(六)、 C.若以可調式鋼管支柱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應依規定不得使

用 3節以上；連接使用時，應使用 4個以上之螺栓或專用之金屬配件加

以連結。 

(七)、 D.管施工架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應依規定設置交叉斜撐材、

水平繫條及橫拉條。 

(3)裝修階段施工安全檢討 

(八)、 A.護欄拆除、正式扶手未按裝前之粉刷、裝修作業之樓梯開口

應有防護設施，並設有警告標誌。 

(九)、 B.施工架組立應符合勞安規定，使其具備有安全上下設備，施

工架各連接部位應以插銷固定，並應設置護欄。 

(十)、 C.安裝所搭之施工架應每層鋪設工作平台，平台四周並設置上

欄杆、中欄杆及腳趾板。移動式施工架組立條件，亦應符合勞安相關規

定辦理。 

2.施工風險(簡易)評估 

(1)前言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統包廠商應於設計施工過程，分階段實施職業安

全衛生風險評估，以辨識工程設計功能需求、工址環境潛在之風險；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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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納入方案研選考量項目；就設計成果評估可能發生之危險，研擬對策。

倘無法於設計階段消除之剩餘風險，則於施工規範中規定安全作業及防護

設施之設置需求，繪製安全設施圖說，以供編定安全衛生項目及推估量化

計價用途。 

(2)提出施工危害評估 

統包廠商施工前應就本工程特性進行「施工危害評估」，並依「危險

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向檢查機構申請丁類工作場所審查，並副

知工程司代表及工程司備查，另就本工程於施工前提出「施工安全風險控

制對策計畫」，提送工程司代表審核後，據以執行，以落實安全衛生管理

工作。 

(3)分析施工安全危害風險因子 

統包廠商應配合現地環境及融合整體施工計畫，分析掌握危害風險因

子，並訂定詳細風險控制對策，且據以執行，降低施工作業所產生之風險。 

(4)施工作業模擬程序及風險辨識 

本工程主要及分項工程內容除詳統包工程需求計畫書內容外，另依工

作環境及危害因素，提示本工程主要之可能危害事項(包括但不限於下表

所列)工程項目: 假設工程、基礎工程、結構體工程、裝修工程、設備工

程、施工人員、機具及運輸車輛之出入管制及行進動線、密閉局限空間作

業及其它因素等。 

表 6-8施工作業模擬程序及風險辨識表 
主要作業項目

及施工方法 
危害來源 主要影響 預防原則 

一、假設工程 1. 受電設備 

2. 機電設備 

 

1. 人員感電 

 

1. 電焊機安裝防止電擊裝置。 

2. 使用機械設備裝設接地設施。 

3. 受電設備安裝漏電斷路器。 

4. 使用個人防護具。 

1. 吊運作業 1. 物體飛落 

2. 人員墜落 

1. 安全護欄個人防護具。 

2. 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1. 受電設備 

2. 施工電梯 

1. 設備倒塌 

2. 物體飛落 

1. 訂定設備安裝標準作業程序。 

2. 吊運作業安全標準。 

3. 加強設備之安全檢驗及使用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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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業項目

及施工方法 
危害來源 主要影響 預防原則 

二、基礎工程 1. 電焊機 

2. 架空高壓線 

3. 地下高壓線 

4. 供電設備 

1. 人員感電 1. 受電設備安裝漏電斷路器。 

2. 電焊設備安裝防止電擊裝置。 

3. 架空高壓線遷移或絕緣包覆

隔離措施。 

4. 加強各電能使用之檢測及安

全維護。 

1. 土方開挖面 

2. 邊坡滑動 

3. 開挖面崩塌 

4. 於施工構台

上作業墜落 

1. 土方開挖

面崩塌 

2. 施工構台

傾倒 

1. 妥擬土方開挖計劃。 

2. 確實執行監測作業。 

3. 採取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施。 

4. 設置上下設備與安全護欄。 

5. 開挖作業深度在1.5公尺以上

者應設擋土支撐 。 

三、結構體工

程 

1. 電鋸  

2. 供電設備 

3. 鋼構焊接 

1. 人員感電 1. 電鋸使用電源及電線架高。 

2. 受電設備安裝漏電斷路器。 

1. 樓板開口 

2. 電梯管道間

開口 

3. 於臨時工作

平台上作業

墜落 

4. 吊放鋼筋模

板，支撐架 

5. 移動式吊車

吊裝作業 

1. 人員墜落 

2. 鋼筋，模

板，支撐

架等飛落 

 

1. 施工構台，樓板，電梯管道

間，支撐架，開口設置護欄。 

2.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帶。 

3. 確實執行吊運安全作業標準。 

4. 加強移動式吊車吊裝作業維

護。 

5. 吊裝作業須雇用合格吊裝作

業手。 

1. 地下室內局

限空間 

1. 人員缺氧 1.設置通風設備。 

2.適時實施環境測定。 

1. 樓板 1. 樓板倒塌 

2. 人員墜落 

1. 加強結構設計。 

2. 依規定養生樓板，拆除支撐

架。 

3. 加強各作業主管之審核及作

業安全教育宣導。 

1. 地下室側牆

樓板支撐架 

1. 側牆，樓

板支撐架

倒塌 

2. 人員墜落 

1. 確實組立模板，支撐架。 

2. 檢核模板，支撐架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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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業項目

及施工方法 
危害來源 主要影響 預防原則 

2. 鋼筋氧氣乙

炔切斷使用 

1. 氧氣乙炔

爆炸 

2. 氧氣乙炔

使用模板

或引燃易

燃物品 

1. 遵行氧氣乙炔作業相關法規

安全作業原則。 

2. 加強安全作業要領及事故之

預防。 

四．裝修工程 1. 電線落地破

損 

2. 室內作業地

面潮濕 

1. 人員感電 1. 高壓電遷移或隔離防護。 

2. 使用機械裝設接地設施。 

3. 保持安全距離。 

4. 室內電線架高並設漏電斷路

器。 

1. 施工架 

2. 吊運材料 

1. 人員墜落 

2. 物體飛落 

1. 安全護欄，踏板，護網。 

2. 個人安全護具。 

3. 訂定安全作業標準。 

4.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帶。 

1. 施工架 

 

1. 施工架倒

塌 

2. 人員墜落 

1. 確實檢查組立施工架。 

2. 

1. 風力 

2. 吊運作業 

1. 施工架倒

塌 

2. 人員墜落 

1. 檢核施工架強度。 

2. 訂定安全作業標準。 

1. 溶劑或有害

氣體中毒 

1. 人員有害

氣體中毒 

1. 氧濃度測定及檢驗。 

2. 防護具正確使用。 

3. 加強通風設備。 

4. 加強有害氣體之認識及預防

措施有關知識。 

五、設備工程 1. 受電設備 

2. 機電設備 

1. 人員感電 1. 受電設備安裝漏電斷路器。 

2. 使用機械設備裝設接地裝置。 

3. 使用個人防護具。 

1. 移動式起重

機操作 

2. 吊運作業 

1. 人員墜落 

2. 物體飛落 

3. 過負荷吊

舉 

1. 訂定標準作業流程。 

2. 安全護欄個人防護具。 

3. 過負荷安全裝置。 

4. 設置合格之吊裝作業人員。 

1. 受電設備 

2. 電梯工程 

3. 移動式起重

機 

1. 物體飛落 1. 訂定設備標準安裝作業程序。 

2. 吊裝安全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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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業項目

及施工方法 
危害來源 主要影響 預防原則 

1. 筏基水池局

促空間 

2. 設置過濾器

材 

1. 人員缺氧 

2. 中毒現象 

1. 設置通風設備。 

2. 適時實施環境檢測。 

3. 依需要使用氧氣罩。 

六、施工人

員、機具及

運輸車輛

之出入管

制及行進

動線 

1. 機具及運輸

車輛 

1. 車輛系營

建機械翻

落 

2. 發生衝

撞、被撞 

1. 施工人員、機具及運輸車輛之

配置及動線規劃。 

2. 遵守作業區施工管制及安全

規定。 

3. 進入施工區之施工人員應著

反光背心。機具及車輛應標示

警告標誌或號誌。 

七、密閉局限

空間作業 

1. 通風不良 1. 中毒、缺

氧及窒息 

1. 非經測定確認無危險及採取

適當通風換氣後，不得進入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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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招標策略 

7.1 採購策略 

一、 傳統與統包工程作業流程比較 

 

 

 

二、 統包工程特性 

1. 增進採購效率：減少招標次數及行政作業 

2. 提升採購品質：兼採最有利標較易選擇殷實廠商 

3. 縮減整體工期：可採細部設計及施工併行 

4. 預算較易控管：變更設計嚴謹預算追加不易 

5. 降低界面爭議：設計施工由同一廠商負責 

 

 

三、 傳統與統包工程比較 

項目 傳統工程 統包工程 

1.發包時工程範

圍確定性 

多設計申領相關執照再發

包，承商施工範圍、項目明

確 

(1)設計由廠商辦理，範圍

較不明確 

(2)需求規範若不明確易減

少供料。 

2.工程團隊關係 設計與施工專業分工，成員

間易產生對立關係 

設計與施工專業整合，團隊

目標一致，成員間關係較融

洽，建立伙伴關係  

3.工程責任 業主及設計顧問負設計責

任廠商僅負施工責任 

統包商需負設計與施工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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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整體作業時程 需俟分標設計及發包完成

後，才分別進行施工，屬線

性作業方式，工期較長 

決標即進行設計及施工併

行作業，屬同步性作業方

式，發包次數較少，時程上

較傳統發包快 

5.設計與施工整

合性 

設計階段施工性導入差廠

商僅需按圖施工，難能提供

增加價值之意見與業主 

可預先設計與施工整合、設

計之施工性較佳設計創意

性高 

6.發包作業量 分標發包，增加發包次數及

成本 

一次發包完成，減省發包時

間 

7.工程管理 設計與施工分離，各作業階

段業主均需進行監控，致需

投入較多之人力，釐清責任

複雜 

業主僅需對單一廠商督導

及審查(查核)，減少施工界

面衝途與解決時程，責任易

釐清 

8.工程變更、追加

減 

因牽涉業主與廠商權益，相

關審查作業程序長且變更

次數多，增加施工時程與工

程費用 

由於廠商負責專案設計及

施工作業，除屬業主需求變

更外，均由廠商自負變更責

任，業主可降低成本 

9.廠商之能力及

規模 

由於廠商只負責施工作

業，因此只要具備專業施工

能力與一般承攬規模即可 

由於廠商需負責設計及施

工作業，且投標前標費較高

工程風險大，因此非一般廠

商能力所及，統包商之能力

及規模相當重要，有加以規

範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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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標為公開招標，以最有利標方式辦理統包工程招標。允許廠商共同投標，家數以 3 家為

上限，相關法源及檢討結果彙整說明如下表： 

法令文函 規定內容 檢討結果 

一、採購法第 18條 採購之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

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 

本工程屬公告金

額以上採購。 

未符合得採第二

十條(選擇性招

標)及第二十二

條(限制性招標)

方式辦理。 

依採購法第 19條

規定應採公開招

標方式辦理。 

二、採購法第 19條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除依

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辦理者外，應

公開招標。 

三、採購法第 20條 公告金額以上，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採選擇性招標： 

一、經常性採購。 

二、投標文件審查，須費時長久始能

完成者。 

三、廠商準備投標需高額費用者。 

四、廠商資格條件複雜者。 

五、研究發展事項。 

四、採購法第 22條 公告金額以上，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採限制性招標：招標無廠商投

標或無合格標…。 

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無其他合適

替代標的。 

屬不可預見之緊急採購無法以公開或

選擇性招標辦理且確有必要者。 

屬原型或首次製造、供應之標的，以

研究發展、實驗或開發性質辦理者在

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必須追加，非

洽原訂約廠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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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決標原則 

決標原則為異質採購最有利標決標，相關法源及檢討結果彙整說明如下表： 

法令文函 規定內容 檢討結果 

一、採購法第 52條 機關辦理採購之決標，應依下列原則

之一辦理︰ 

一、訂有底價之採購，…最低標為得

標廠商。 

二、未訂底價之採購，…，標價合理，

且在預算數額內最低標為得標廠

商。 

三、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

為得標廠商。 

四、採用複數決標之方式…。 

機關採前項第三款決標者，以異質工

程、財物或勞務採購而不宜以前項一

款或第二款辦理者為限。 

本統包工程屬巨

額工程。 

統包工程廠商需

辦理設計及施

工，不同廠商之

履約能力、工作

項目、技術規

格、施工方法、

進度、品質、界

面管理等事項，

差異程度大，不

宜採最低標決

標。 

本案統包工程屬

異質項目較多，

綜合考量廠商履

約能力、工作項

目、技術規格、

施工方法、進

度、品質、界面

管理等事項於不

同廠商間之差異

程度大之工程，

適用異質採購最

有利標方式決

標。 

透過最有利標評

選，選出最優廠

商，對施工品質

及進度較有保

障。 

二、採購法細則第

66條 

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所稱異質工

程、財物或勞務採購，指不同廠商所

供應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於技術、

品質、功能、效益、特性或商業條款

等，有差異者。 

「機關巨額工程採

購採最有利標決標

作業要點」 

(105年 09月 23日

工程會函頒) 

工程會為…規定辦理巨額工程採購，

採最有利標決標，選擇有履約能力之

優質廠商，以提升採購效率及品

質…。(第一條)。 

機關辦理巨額工程採購，…，綜合考

量廠商履約能力、工作項目、技術規

格、施工方法、進度、品質、界面管

理等事項於不同廠商間之差異，不宜

採最低標決標者，採最有利標決標為

原則。(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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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招標方案比較 

 

 

項目 招標方案 

監造 

(設計) 

3分案合併統包工程 1+2分案統包工程 3分案合併傳統工程 

◼ 合併之建造費用高，

則技術服務費用低 

◼ 拆案後之建造費用

各分案低，則技術服

務費用高 

◼ 合併之建造費用

高，則技術服務費用

低，含設計費用則會

提高 

◼ 設計建築師較易發

想設計理念 

施工 

廠商 

3分案合併統包工程 1+2分案統包工程 3分案合併傳統工程 

◼ 總承攬金額較高，較

易吸引具規模優良之

廠商團隊投標 

◼ 設計施工具有一體

性，確保品質 

◼ 縮短整體期程 

◼ 提升採購效率 

◼ 單一責任契約，便於

工程管理及介面整合 

◼ 利於引進新工法，提

升施工技術與效率 

◼ 設計施工圖未臻明

確，管控風險較高 

◼ 拆案後分案承攬金

額低，較不易吸引具

規模優良之廠商團

隊投標 

◼ 設計施工具有一體

性，確保品質 

◼ 縮短整體期程 

◼ 設計施工圖未臻明

確，管控風險較高 

◼ 總承攬金額較高，較

易吸引具規模優良之

廠商投標 

◼ 工作及責任單純 

◼ 設計、施工分開招

標，作業時程冗長 

◼ 整體期程較長 

◼ 遇設計與施工條件不

同時，需變更設計，

時程、責任與經費控

制不易 

◼ 介面整合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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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建議 

經整體評估及檢討，本公司建議以最有利標方式辦理統包工程招標較有利於

機關。依據「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本工程將依法規規

定採用最有利標進行決標，可排除因最低標決標造成施工廠商品質低落、進度落

後等問題。 

三分案合併統包工程，優點如下：1.總承攬金額較高，較易吸引具規模優良

之廠商團隊投標。2.設計施工具有一體性，確保品質。3.縮短整體期程。4.提升

採購效率。5.一次發包完成，減省發包時間，業主僅需對單一廠商督導及審查

(查核)，減少施工界面衝途與解決時程，責任易釐清，單一責任契約，便於工程

管理及介面整合。6.利於引進新工法，提升施工技術與效率。 

本案建造預算費用新店民安段約 7.12億+土城永和段約 2.56億+土城大安段

約 4.08億=合計約 13.76億，目前規畫出來平均每坪 12.5萬左右(新北市政府所

屬機關建築工程造價編列標準表青年住宅類約 11~13萬)，廠商會依造價金額評估

是否有利潤，而決定是否投標，通常大型營造團隊會以工程造價 10億為基準來評

估是否符合利益而投標，應可吸引具規模優良之廠商團隊投標，建議 3分案合併

招標，以維持公共工程品質。 

土城永和段及土城大安段兩案相鄰不到 700公尺，距離相當近，另新店民安

段與土城兩案距離 15公里內，車程約 20分鐘內，均鄰近第二高速公路安坑及土

城交流道，交通相當便利，工程相關人力、設備、分包商、進度等可靈活調度、

調整、安排，提高效率減少成本，以利工程進度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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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創意與回饋 

8.1 辦理專題講座（住宅設計、智慧綠建築及物業管理） 

為使本計畫發展更完善及層次更多元，擬分別辦理一場「住宅設計」、「智慧綠建

築」及「物業管理」、「P6營建管理軟體或 貴局指定之專題」專題講座，以讓本計

畫參與人員，了解在建築生命週期中之各階段專業與價值，除可對本計畫之興辦

有直接助益外，亦可供未來貴局後續辦理其他地區/標別之參考。 

 
 

8.2 無償提供本公司研發之墜落防止設備元件 

根據行政院勞動部統計資料顯示，工地電梯發生的職災中，電梯直井內材料運送

作業而發生墜落危害者約為 20%。可得知產生災害的危害因子多偏向不安全的環境

因素下，在開口部周圍未設置護欄，以及因配合作業需要需將防墜裝置暫時解除，

另加上作業人員不安全的行為如未確實使用個人墜落防護裝備，以致於勞工作業

時容易產生墜落災害。因此本公司特別委託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研發電梯口的墜落

防止設備。本公司願意無償提供墜落防止設備元件予以廠商訂製使用。 

 

8.3 辦理空拍機野外操作講座 

本公司空拍專業工程師為 貴局人員講解空拍技巧及野外實際操作演練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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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先期規劃圖說 

東北向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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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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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先期規劃法令面積檢討表與樓地板面積概算表 

1. 先期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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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分使用容積方案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附-15 

 
附件 

 

附件三 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有委託專案管理廠商） 

期

程 
項目 

機關 

(業主) 

專案管 

理單位 

設計單位

或統包設

計單位 

監造單

位 

施工廠商

或統包商 
依據 備註 

設 
 
計 
 
階 
 
段 
 

 

1.地質鑽探 核定 審定 辦理   

契約書第八
條（附件）第
2款 
 

契約書第八條（附件）

第 2款期限內辦理，逾

期則依契約書第 14條

第 1款懲罰。 

 

2.測量、地

下管線探測

計畫 

核定 審定 辦理   

契約書第八
條（附件）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懲罰

標準由機關自行訂定。 

3.工作執行

計畫書 
核定 審定 辦理   

契約書第八
條（附件）第
1款第 1目 
 

依契約書第八條（附

件）第 1款第 1目期限

內辦理，逾期則依契約

書第14條第1款懲罰。 

 

4.基本設計 核定 審定 辦理   

契約書第八
條（附件）第
1款第 2目 

依契約書第八條（附

件）第 1款第 2目期限

內辦理，逾期則依契約

書第14條第1款懲罰。 

 

5.細部設計 核定 審定 辦理   

契約書第八
條（附件）第
1款第 2目 

依契約書第八條（附

件）第 1款第 2目期限

內辦理，逾期則依契約

書第14條第1款懲罰。 

 

工

程

開

︵

施

︶

工

前 

1.申請建管

單位各階段

勘驗 

協辦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工契 9 之 2-九

-(二)-16、工契

9 之 2-九-(五)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擬定施工

進度表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工 契 9- 四

-(一)、工契 9

之 2-九-(二)-4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3.合法土資

場或借土區

資料送審 

核定 審定 

依契約

規定辦

理 

審查 辦理 

工契 9-三十

二-(一)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4.向建管單 協辦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工契 9 之 2-九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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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期

程 
項目 

機關 

(業主) 

專案管 

理單位 

設計單位

或統包設

計單位 

監造單

位 

施工廠商

或統包商 
依據 備註 

位申報開工 -(二)-16、工契 9

之 2-九-(五)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5.向業主申

報開工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9 之 2-九

-(二)-6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6.編擬監造

計畫 
備查 核定  辦理  

品管要點八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7.編擬及提

報施工計畫

書（包括向

建管單位及

工程管理單

位） 

備查 
 

核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9 之 2-九

-(二)-4、品管要

點十一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8.編擬品質

計畫書 
備查 核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9 之 2-九

-(二)-11、品管

要點三、六、

十一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9.編擬安全

衛生管理計

畫 

備查 核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9 之 1-五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0. 辦 理 工

程保險 
核定 審查  核定 辦理 

工契 12-二、工

契 13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1. 向 勞 檢

單位申請丁
備查 督導  監督 辦理 

工契 9 之 1-一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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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期

程 
項目 

機關 

(業主) 

專案管 

理單位 

設計單位

或統包設

計單位 

監造單

位 

施工廠商

或統包商 
依據 備註 

種工作場所

審查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工

程

施

工

階

段 

1.填報建築

工 程 監 造

（監督、查

核）報表 

備查 核定  辦理  

品管要點十一

點之（五）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1 填報公

共工程施工

日誌 

2.2 施工月

報 

備查 核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9 之 2-九

-(二)-7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3.填報建築

物施工中營

造業專任工

程人員督導

紀錄表 

備查 督導   辦理 

承攬廠商品質

管 制 規 定 九

-(八)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4.停工、復

工報核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9 之 2-九

-(二)-6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5.營建剩餘

土石方流向

管制 

備查 督導  監督 辦理 

工契 9 -三十、

工契 9-三十一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6.定期召開

工程協調會

議 

核定 辦理 協辦 協辦 協辦 

工契 9 之 3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 完成期  完成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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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期

程 
項目 

機關 

(業主) 

專案管 

理單位 

設計單位

或統包設

計單位 

監造單

位 

施工廠商

或統包商 
依據 備註 

限 限 

7.工程界面

協調 
備查 核定 協辦 辦理 協辦 

工契 9 之 3 
 

完成期限       
 

8.工程材料

送審進度管

制 

備查 
審查 

核定 
 核定 辦理 

工契 11-二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9.1 繪製施

工詳圖 

9.2 設計圖

面補充 

備查 備查  核定 辦理 

工 契 9- 四

-(一 )、工契 9

之 1-六-(一)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0. 工 程 材

料資料送審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11-二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1. 工 程 材

料資料送審

(同等品)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11-二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2. 工 程 材

料試驗結果

之查察（承

攬廠商自主

品管部分） 

備查 督導  審查 辦理 

工契 11-二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3. 工 程 材

料樣品送審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9 之 2-九

-(二 )-3、工契

11-二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4. 施工材 備查 督導  辦理 協辦 工契 11-二、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附-19 

 
附件 

 

期

程 
項目 

機關 

(業主) 

專案管 

理單位 

設計單位

或統包設

計單位 

監造單

位 

施工廠商

或統包商 
依據 備註 

料與設備查

核【包括檢

（抽）驗】 

三、六、七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

限 
 

 
 

15. 施 工 品

質管理 
備查 督導  監督 辦理 

工契 9 之 2-九

-(二)-11、工契

10-三、工契 11 

 

       
 

16. 工 地 安

衛與環境保

護 

備查 督導  監督 辦理 

工契 9 之 1、工

契 9 之 2-七、

工契 9 之 2-九

-(三) 

 

       
 

17. 施 工 進

度管制 
備查 督導  審查 辦理 

工契 10-三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8. 施 工 中

工期核計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10-三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9. 工 期 展

延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7-(附件)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0. 施 工 中

估驗計價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11-三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1. 工 程 變

更設計作業 

（確定變更

後之作業） 

核定 審查 辦理 協辦 協辦 

工契 9 之 2-九

-(二)- 9、工契

19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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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期

程 
項目 

機關 

(業主) 

專案管 

理單位 

設計單位

或統包設

計單位 

監造單

位 

施工廠商

或統包商 
依據 備註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2. 解 釋 契

約﹑圖說與

規範 

核定 
審查 

辦理 
協辦 辦理  

工契 10-三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3. 處 理 鄰

房損害糾紛 
備查 協辦  協辦 辦理 

工 契 9-（二

十）、工契 9-

（三十）、工契

18-（五）、18-

（八） 

 

24. 工 程 爭

議處理 
核定 辦理 協辦 協辦 協辦 

工契 21 
 

25. 申 請 電

信、消防、

電、水、污

排等管線埋

設事宜 

依契約

規定辦

理 

依契約

規定辦

理 

依契約

規定辦

理 

依契約

規定辦

理 

依契約

規定辦

理 

工契 9 之 2-九

-(二)-16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6. 向 建 管

單位申報竣

工 

協辦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工契 9 之 2-九

-(二)-6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7. 準 備 使

用執照申請

事宜 

協辦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工契 15-九、工

契 18-九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7.編擬及提

報分項施工

計畫書 

備查   核定 辦理 

工契 9 之 2-九

-(二)-4、品管要

點十一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工

程 1.辦理使用 協辦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工契 15-九、工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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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期

程 
項目 

機關 

(業主) 

專案管 

理單位 

設計單位

或統包設

計單位 

監造單

位 

施工廠商

或統包商 
依據 備註 

完

工

驗

收

階

段 

執照申請 契 18-九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向業主申

報完工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9 之 2-九

-(二)- 6、工契

15-四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3.竣工確認 核定 審定  辦理 協辦 
工契 15-四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4.核計總工

期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7-附件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5.繪製竣工

圖說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工契 15-四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6.製作工程

結算明細表

及辦理工程

結算 

核定   審查 辦理 

工 契 15- 五

-(一)、二、工契

20-七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7.測試設備

運轉 
核定 督導  監督 辦理 

工契 15-十二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8.辦理工程

驗收 
辦理 協辦  協辦 協辦 

工 契 15- 五

-(一)、(二)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9.填具工程

結算驗收證

明書或其他

類似文件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理 

採 購 法 73

條、細則 10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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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期

程 
項目 

機關 

(業主) 

專案管 

理單位 

設計單位

或統包設

計單位 

監造單

位 

施工廠商

或統包商 
依據 備註 

10. 辦 理 點

交作業 
核定 協辦  協辦 辦理 

工契 15-八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理，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

訂定。 

11. 繕 製 工

程決算書 
核定 辦理  協辦 協辦 

 
 

 

 

 

 

 

工契：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品管要點：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以表格主要名詞之定義 

 

名詞 定義 

辦理 負責執行相關工作事項，製作相關文件以供審核，並針對審核意見辦理後續工

作。 

協辦 協助辦理相關工作事項。 

監督 督促辦理者執行工作，及檢視其辦理情形，如發現有未符合契約與規範之處，

並予以糾正。 

督導 督促並指導辦理者依契約及規範執行工作。 

審查 檢查辦理者之工作執行情形，檢視送審資料是否符合契約與規範提出處置意

見，要求辦理者修正或將檢視結果提供核定者（或審定者）決策之參考。 

審定 

（複核） 

檢視並就技術部分確認辦理者之工作成果或送審資料是否符合契約與規範，將

結果提供主辦機關備查或核定。 

核定 主辦機關：對於辦理單位、審查或審定單位之陳報事項作成決定。 

其他單位：審查或審定辦理者之工作成果或送審資料是否符合契約與規範，作

成決定並將決定送主辦機關備查。 

備查 收執存查或核符後收執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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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四 統包工程土地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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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五大管線列管事項 

一、 電力系統查詢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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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壓線禁限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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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然氣系統查詢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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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信系統查詢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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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雨水/汙水系統查詢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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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自來水系統查詢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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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新北市禁限建管制系統查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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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執行統包工程相關整理表單 

表1-1現場零星變更提議單 

現場零星變更提議單 
工程名稱：  提議編號：  

工程地點：  契約編號：  

承包商：  日    期：  

相關圖說：  圖說版次：  

主  旨：  

  

說  明：  

  

  

  

變更內容：  

  

  

  

  

  

  

  

  

審核意見：  

  

  

  

 

 

 

主辦機關 承 

包 

商 

 

主辦機關人員 專案管理廠商 設計監造單位 

 ︵
無
則
免
︶ 

 

本表係作為竣工圖修正之依據，於不變更工期及經費原則下，由承包商提出。 

簽發份數：承包商1份，監造單位1份，主辦機關3份。 

註：有關設計變更之呈判原則，依據工程會函頒「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

覽表」之規定辦理後生效 

 

本表由承包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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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現場零星設計圖面變更通知單 

現場零星設計圖面變更通知單 
工程名稱：  變更通知編號：  

工程地點：  契約 編 號：  

承包商：  日       期：  

相關圖說：  圖 說 版 次：  

主  旨：  

  

說  明：  

  

  

  

變更內容：  

  

  

  

  

  

  

承商意見： 是否確認設計/監造單位通知之變更內容?  是  □  否  □ 

 是否有下列變更事項之訴求?        （1）工期展延      是  □  否  □ 

 （2）數量調整      是  □  否  □ 

 （3）新增項目調整  是  □  否  □ 

  

 

 

 

主辦機關 承 

包 

商 

 

主辦機關人員 專案管理廠商 設計/監造單位 

 

 

︵
無
則
免
︶ 

  

 

簽發份數：承包商1份，設計/監造單位1份，主辦機關3份。 

本表後附設計變更草圖，設計/監造單位於一定期間內應提出修正變更圖 

註：有關設計變更之呈判原則，依據工程會函頒「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

覽表」之規定辦理後生效 

 

 

 

本表由設計/監造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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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設計變更提議單 
設計變更提議單 

工程名稱：  設計變更編號：  

工程地點：  契 約 編 號：  

承包商：  日       期：  

相關圖說：  圖 說 版 次：  

主  旨：  

  

說  明：  

  

  

變更內容：  

  

  

  

承商意見： 是否確認設計/監造單位通知之變更內容?  是  □  否  □ 

 是否有下列變更事項之訴求?        （1）工期展延      是  □  否  □ 

 （2）數量調整      是  □  否  □ 

 （3）新增項目調整  是  □  否  □ 

  

審核意見：  

  

 

 

 

主辦機關 承 

包 

商 

 

主辦機關人員 專案管理廠商 設計/監造單位 

 ︵
無
則
免
︶ 

 

 

簽發份數：承包商1份，設計/監造單位1份，主辦機關3份。 

本表後應附設計變更修正變更圖 

註：有關設計變更之呈判原則，依據工程會函頒「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

之規定辦理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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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使用需求變更提議單 
使用需求變更提議單 

提  議  單  編  號： 八  －需變－        號 

  

提   議   日   期 ： 年     月     日 

  

擬使用需求變更情節：  

  

  

  

設計/監造單位檢討事項 1. 可能影響工期情形： 

  

 2. 可能追加減工程經費金額： 

  

 3. 可能影響相關工程標之內容： 

  

 4. 如確認仍需要，預計提出設計變更圖說之時限： 

  

審查意見  

  

  

  

主辦機關  

主辦機關人員 專案管理廠商 設計/監造單位 

提議欄 確認欄 ︵
無
則
免
︶ 

 

  

 

本提議單基於主辦機關認知上述檢討事項後仍需變更，設計/監造單位應依據本使用需求變更提議單

於一天內提出零星設計圖面變更通知單由相關承包商會簽即憑辦理。 

簽發份數：設計/監造單位1份，主辦機關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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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主辦機關全銜)        初驗紀錄          □全部/□部分 

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地點： 

案號及契約號  廠商名稱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驗收批次  

採購金額 未達公告金額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 巨額 

履約期限  

完成履約日期 年      月     日 履約有無逾期 逾期     未逾期 

契約金額  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次數  

[初驗經過]： 

 

 

 

 

[初驗結果]：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及其情形：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期限]： 

 

 

 

 

[備註]： 

 

單位          

記 錄 

職稱          

 

初驗

人員 

姓名 

及 

簽章 

 

 

        (簽章) 

本紀錄所定格式僅供參考，使用主辦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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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驗收紀錄 

 
(主辦機關全銜)  驗收紀錄             □全部/□部分 

日期：   年   月   日                                 地點： 

案號及契約號  廠商名稱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驗收批次  

採購金額 未達公告金額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 巨額 

履約期限  

完成履約日期 年      月     日 履約有無逾期 逾期     未逾期 

契約金額  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次數  

[驗收經過]： 

 

 

 

[驗收結果]：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及其情形：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期限]： 

 

 

 

[備註]： 

 

 

主驗 

人員 

上級機關

監驗人員

或 

授權自辦文號 

本 機 關 

監驗人員 

協驗人員 

(無者免 ) 

會驗人員 

(無者免 ) 

廠商 

記錄 
代表 專任工程人員 

（簽章） 

︵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本紀錄所定格式僅供參考，使用主辦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調整。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附-50 附件 

表2-3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主辦機關全銜）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字第       號 

案號及契約號  廠商名稱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採購金額 □未達公告金額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 □巨額 

履約期限  履約地點  

開工日期  預定竣工日期  不(免)計入工期天數  

實際竣工日期  開始驗收日期  驗收完畢/驗收合格日期  

履約逾期總天數  不計違約金天數  應計違約金天數  

逾期違約金  其他違約金  

契約金額  

增
減
價
款 

      次別 

類別 

第 一 次 第 二 次 
合    計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增加金額      

減少金額      

驗收扣款 (不包括逾期違約金及其他違約金) 

結算總價 
（金額中文大寫） 

 

驗
收
意
見 

 

(主辦機關印信) 

主 

驗 

人 

員 

簽 

章 

 

或
授
權
自
辦
文
號 

上
級
機
關
監
驗
人
員
簽
章 

 

︵
未
達
查
核
金
額
者
免
︶ 

主
辦
機
關
監
驗
人
員
簽
章 

 

承
辦
單
位
主
管
及
人
員
簽
章 

 

說明： 

一、本證明書已含有結算內容者，得免附具「結算明細表」，以資簡化；依實做數量或自行購料僱工辦理者，應附具「結算明細表」。 
二、本證明書份數請各機關自行依需要備具，例如由主辦機關自存、送主(會)計單位製作憑證之用、報上級機關備查、交廠商收執。 
三、「驗收完畢/驗收合格日期」，指採購法第 73條所定「驗收完畢」之日期，亦即參加驗收人員於驗收紀錄會同簽認廠商履約與契約、
圖說、貨樣規定相符時之日期。惟其屬減價收受者，指依採購法第 72第 2項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查核金額以上)或經主辦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核准(未達查核金額)之日期。 
四、「逾期違約金」及「其他違約金」以預算外或營業外收入處理，不必扣抵結算總價；「其他違約金」，指例如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8條
第 2項所定之減價收受懲罰性違約金。 
五、「結算總價」之計算方式為「契約金額」加「增加金額」減「減少金額」減「驗收扣款」。至主辦機關供給材料及管理費或作業費等
契約以外之各項支出均不必合併結算。 
六、本證明書所定欄位如不敷使用，得新增其他欄位或增補續頁。 
七、證明書原則不得塗改，並應循公文處理程序簽核後加蓋驗收主辦機關印信；供主辦機關自存者，得免加蓋主辦機關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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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整體施工計畫審查重點表 

工程名稱：        送審日期、文號：                   審查日期： 

                  

項次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情形 

計畫書架構 計畫書內容與工程契約相關規定是否相符。   

一、工程概述 

1.有否列出工程之主要施工項目及其材料、規格或工

法等，並概估相關數量。 
  

2.工程契約內容如有特定語義名詞，是否已適當定義

清楚。 
  

二、開工前置

作業 

1.有否依據設計圖所提供之地質調查或土壤分析等資

料進行詳細研判與複勘。 
  

2.是否對工址內地上所有用地、障礙物或既有設施有

調查方法之說明。 

  

3.是否對工址內地下障礙物或既有設施及管線之數

量、位置及深度等有調查方法及處置方式之說明。 

  

*4.蒐集工址附近歷年來氣溫、降雨、颱風及河川流域

等相關資料情形，據以作為相關計畫制訂之參考。 

  

*5.對可能受到施工開挖或因其他施工因素而導致破

壞龜裂損毀之鄰房，提出鑑定檢查做法。 

  

三、施工作業

管理 

1.工地組織是否包括必要人員並明訂責任職掌。   

*2.是否分別對勞動力市場及物料市場進行調查。   

3.是否檢討使用之主要施工機具及設備所需數量並有

推估依據。 

  

4.是否依工程內容配合工址特性對整體施工程序詳實

規劃，並將臨時道路及附屬工程等納入考量。 

  

5.工務管理是否將主辦機關行政作業規定納入，並包

括趕工協調會之規劃及各項書、圖之審查流程。 

  

四、進度管理 

1.施工預定進度圖表是否標示要徑作業項目，預定進

度是否說明計算基準。 
  

2.施工前協調會議是否已召開，與施工相關之會議結

論有否納入。 

  

3.各項協調會之召開時機或原則是否明訂。   

4.進度異常之管理時機及方式是否說明。   

五、假設工程

計畫 

1.工區配置是否考量車量動線與材料運輸之便利性，

並包括材料加工區、物料堆置區、臨時廠房等。 
  

2.整地計畫是否與工區配置相符，並說明舊有建物與

障礙物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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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情形 

*3.是否對臨時房舍、臨時用地及臨時道路、便橋等之

使用做規劃。 

  

*4.臨時用電所需容量是否合理預估及計算。   

*5.臨時給排水設施是否包括飲水、盥洗用水、工程用

水及污水排放等之規劃。 

  

六、施工測量 

1.是否提出控制測量方法及相關之參考精度。   

2.是否提出施工測量方法及放樣方法與項目。   

*3.是否已依設計圖說提出原地面收方測量方式。   

七、施工區域

排水系統 

*1.是否已調查工址範圍內之現有灌排水系統，並充分

了解該系統與工程之關聯性及規劃因應之臨時排

水系統。 

  

*2.施工中擋水及抽水等措施是否已規劃。   

*3.如為河川橋或位於堤防，是否已依工程需要提出防

洪方式、破提計畫及應變措施。 

  

八、分項工程

施工計畫（含

設施工程） 

1.是否依契約規定擬訂分項工程施工計畫項目。   

2.是否針對各分項工程施工計畫項目間之關聯性作概

要說明。 
  

3.是否擬訂分項工程施工計畫提送時程。   

九、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計

畫 

1.是否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組織，並以架構圖清楚說明

及相關單位與人員之工作執掌。 
  

2.是否提出勞工安全衛生協議組織及協議方式。   

3.是否訂定教育訓練之類別、對象、人數及其實施計

畫。 

  

4.是否訂定自動檢查程序、檢查表格及執行結果之確

認方式。 

  

5.是否檢討勞工安全衛生實施細項並概編所需經費。 
  

十、緊急應變

及防災計畫 

1.緊急應變編組是否完整，及是否規劃緊急應變措施

之處理程序。 
  

2.緊急應變連絡及通報系統、處理程序，是否已建構。   

3.是否充分考量汛期颱風、豪雨對工地可能造成之影

響，妥擬緊急應變及防災對策，包括定期之演練及

整備，並訂定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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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情形 

*4.是否對施工中可能產生之災害進行風險評估與因

應對策之研擬，並妥適規劃災害防救之演習計畫。 

  

十一、環境保

護執行計畫 

*1.是否訂定環保組織及說明工作執掌。   

*2.是否依據相關噪音管制標準提出降低噪音之施工

方法及噪音減輕對策。 

  

*3.是否依據相關振動控制標準提出降低振動之施工

方法及振動減輕對策。 

  

*4.是否依據相關水污染防治標準提出提出裸露地表

防護、地表逕流處理、洗車廢水處理、作業廢水處

理及生活污水處理等對策。 

  

*5.是否依據相關廢棄物清理標準提出對垃圾、使用過

或受污染之泥漿及皂土漿液等營建廢棄物清理對

策。 

  

*6.是否依據相關空氣污染防制標準提出對塵土、粒狀

污染物質、煙塵及廢氣排放污染等防制對策。 

  

*7.是否依據相關廢棄物清理標準提出對垃圾、使用過

或受污染之泥漿及皂土漿液等營建廢棄物清理對

策。 

  

*8.是否提出對陸域及水域動植物影響減輕之措施。   

十二、施工交

通維持及安

全管制措施 

*1.是否已歸納與工程相關之法令規章。   

2.對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是否充分說明並包括必

要之施工圖說。 

  

3.對於運輸路線上之限制條件是否已充分檢討，包括

容許之車輛型式、運輸條件與限制及運輸路線等。 

  

十三移交管

理計畫 

1.是否提出日後擬移交之文件紀錄項目   

2.是否提出日後擬提出之管理維護教育訓練計畫項目

及時程 
  

備註:1. ＊表示未達查核金額工程時，非為必要之項目。 

     2.本表單使用時請再確認使用最新版本。 

監造工地負責（授權）人：         審查人：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附-54 附件 

表 3-2分項施工計畫書檢查重點表 

工程名稱：               送審日期、文號： 
                     審查日期： 

項次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情

形 

一、工項概要 

1.是否對分項工程進行了解及作概要之說明，並作客觀環

境之分析。 
  

2.有否檢討列出分項工程之重要施作項目與數量。   

二、人員組織 
1.人員組織是否包括必要人員並明訂責任職掌。   

2.人員組織是否依工程進度需求檢討配置所須施工人數。   

三、預定作業

進度 

1.是否配合整體施工預定進度表規劃分項工程施工預定進

度。 
  

2.起訖時間是否與工程總進度曲線表所列之分項施工項目

時程一致。 
  

四、分項品質

計畫 

1.是否已考量工程特性及施工環境訂定施工要領，檢討項

目應包括使用材料、機具、施工步驟、施工注意事項等。 
  

2.是否已依據契約內各相關規定訂定品質管理標準，包括

管理項目、標準、檢查時機、方法、頻率、不符合之處理

方式、管理紀錄等。 

  

3.是否已依據整體品質計畫之規定訂定材料及施工檢驗程

序。 

  

4.自主檢查項目是否配合品質管理標準內容訂定。   

五、分項作業

安全衛生管

理與設施設

置計畫 

1.是否針對此分項工程提出所需管理之勞安設施、人員，

並與整體之勞安衛生管理計畫串聯。 
  

2.勞安設施設置是否涵蓋施工項目所需。   

六、施工圖說 

1.是否提供必要與充分之施工圖或計算書   

2.施工圖說是否注意到施工介面之考量與契約相關規定。   

七、相關附件 

1.分項工程施工前協調會會議紀錄   

2.材料比對表   

3.本分項工程相關 CNS規範   

備註:1.請確實依本工程特性檢查計畫書相關內容。 

     2.本表單使用時請再確認使用最新版版。 

監造工地負責（授權）人：          審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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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品質計畫書檢查重點表 

品質計畫書檢查重點表（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一、計畫

範圍 

是否包含 1.依據 2.工程概

要 3.工程主要施工項目

及數量 4.適用對象 5.名

詞定義 

1-1 是否說明撰寫品質計畫之依據：，如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

說)、技師法、建築法、建築師法、營造業法、電業法、勞工安

全衛生法、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勞工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加強公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

業要點、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約約定

權責分工表、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廠商之品

質系統作業規定等。 

1-2 工程概要是否包含下列項目： 

（1）工程名稱 

（2）工程主辦機關 

（3）設計單位及設計人 

（4）監造單位及監造人 

（5）承攬廠商及專任工程人員 

（6）工程地點 

（7）契約工期 

（8）工程規模概述﹝以建築工程為例，如：基地面積、建築面

積、地上層數、地下層數、構造種類⋯等﹞ 

（9）契約金額 

1-3 是否說明工程主要施工項目及數量：包括契約中主要項目、

特殊之材料、規格、工法等，應予表列，以利後續作業。 

二、管理

責任 

1.有無訂定品管組織 組織架構應含管理階層，包括各部門、專任工程人員及工程施工

作業主要人員，其中，品管組織應明確定義承攬廠商執行契約的

工地組織，不可只說明品管人員之職掌與資格。 

2.有無訂定工作執掌 是否依組織架構說明相關部門及人員應辦理之工作內容及重

點，其組織內成員之職掌，應以職稱說明，不宜針對特定人選，

以免人員異動時，尚需修訂計畫。 

3.有無訂定品管人員輪值

或請假、休假時職務代理

事項 

品管人員之輪值或請假、休假等涉及個案履約人員管理事項，相

關約定事項，是否於文件中明訂，且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勞動

基準法施行細則等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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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4.有無訂定管理審查，包含

管理階層對工地之定期

審查計畫 

管理階層對工地品質執行情形之督導審查，包括下列： 

（1）稽核結果及回饋情形。 

（2）已完成部分與契約之符合性。 

（3）預防與矯正措施之狀況。 

（4）對管理階層審查後之改善與追蹤措施。 

管理階層於實施審查後，應提出下列相關措施與決定： 

（1）為維持品質管理系統有效性之改進措施。 

（2）對契約要求之成品的改進。 

（3）資源需求。 

三、施工

要領 

1.是否製作各分項工程施

工要領一覽表 

依契約內容列出各分項工程名稱。 

2. 各分項工程施工要領內

容是否包括：施工機具，

使用材料，施工方法、步

驟（順序）與流程圖，施

工注意事項，施工安全衛

生與環保規定 

2-1.施工機具內容是否包括：名稱、規格、數量。 

2-2.施工方法、步驟：文字是否簡潔扼要，並配合流程圖說明，

未直接翻錄施工規範。 

2-3.安衛環保內容是否包括：噪音、交維、空污。 

四、品質

管理標

準 

1.品質管理標準  是否列出擬製作品質管理標準表之各分項工程。 

2.品質管理標準表 

 

 

 

 

 

2-1.品質管理標準項目是否包含施工流程、管理要領、管理紀錄。 

2-2.管理要領是否包含「管理項目」、「管理標準」、「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檢查頻率」與不符合之處理方式。 

2-3.「管理項目」是否列出各分項工程品質管理項目。 

2-4.「管理標準」是否依契約規定量化並說明管理紀錄方式或符

合管理標準之相關證明文件。 

2-5.「檢查時機」是否清楚說明時間點，自主檢查時點與限止點，

是否清楚區分。 

2-6.「檢查頻率」是否與「檢查時機」混淆。 

2-7.「檢查方法」是否說明檢驗之工具。 

2-8.管理紀錄文件是否與管理項目相符。 

五、材料

及施工

檢驗程

序 

1.是否訂定材料/設備之預

審作業（例如型錄、相關

試驗報告、相關材料規

範、樣品、協力廠商相關

證明資料等之事先審查

程序訂定） 

1-1.是否已訂定材料設備送審規定及流程？ 

1-2.是否已訂定材料設備進料管制程序？ 

1-3.是否已訂定對試驗單位之要求，並符合「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管理標準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 

2.對材料試驗是否訂定管 2-1.是否已訂定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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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制方法 2-2.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內容是否已包含材料名稱、契約數

量、送審情形(包括預定送審日期、實際送審日期、審查核可日

期)、試驗報告、樣品、審查結果、契約詳細表項次、型錄、是

否取樣試驗、是否驗廠、驗廠日期、預定試驗單位、協力廠商資

料等欄位。 

2-3.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內所列管之材料設備是否包含本案

各主要材料設備。 

2-4.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內所列管之材料設備是否已先填列

契約數量、預定送審日期、審查核可日期、試驗報告、樣品、審

查結果、契約詳細表項次、型錄、是否取樣試驗、是否驗廠、驗

廠日期、預定試驗單位、協力廠商資料等欄位。 

2-5.是否已訂定材料/設備試驗相關紀錄表單，如材料/設備檢驗

紀錄表…等。 

2-6.對材料檢（試）驗結果是否已訂定相關之管理機制或管制表

單，如材料/設備退料紀錄表…等。 

3.是否明確訂定各施工項

目之自主檢查點 

3-1.是否已訂定各主要工項施工檢驗流程圖。 

3-2.各施工檢驗流程圖內是否已標註自主檢查點。 

3-3.施工檢驗流程圖內是否已對各施工步驟標註管理項目、管理

標準，並予以明確敘述標準或量化。 

4.是否配合監造單位訂定

檢驗停留點（限止點） 

各施工檢驗流程圖內是否已配合監造單位訂定檢驗停留點（限止

點）並標註清楚。 

六、設備

功能運

轉檢測

程序及

標準 

1.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   

 

是否包含機電系統架構、單機設備檢測、系統運轉檢測、整體功

能試運轉檢測。         

2.機電系統架構 是否繪製系統架構圖，說明零組件、次系統、整體系統間之關聯

性。 

3.單機設備檢測 3-1.是否包含進場前檢驗、進場及組裝之檢驗。 

3-2.檢測計畫內容是否包含測試項目、時機、程序、方法及使用

表單。 

3-3.測試抽驗項目，是否依契約規定及工程設備屬性訂定，包

括：試壓及試漏、機械性能測試抽驗、電器性能測試抽驗、

儀控測試抽驗等。 

4.系統運轉檢測 4-1.是否包含系統運轉測試計畫、個別系統運轉測試程序。 

4-2.系統運轉測試計畫，是否包含下列各項：a.完整之系統分類

及系統組合測試計畫。b.個別系統之完整測試程序。c.相關測試

紀錄或應用表單附件及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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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4-3.個別系統運轉測試程序，是否包含下列各項：a.系統分類及

組合之個別檢測程序。b.個別系統獨立功能性運轉測試程序。c.

系統清理及排放檢測程序。 

5.整體功能試運轉檢測 5-1是否包含整體試運轉測試計畫、實施整體系統連結整合測試

應提出之記錄及報告。 

5-2訂定整體功能試運轉測試計畫： 

  a.個別系統測試完成或整體設備與他項工程介面連結後之系

統功能運轉測試流程，並條列測試項目及重。 

b.試運轉或全程操作應注意事項（含供電方式及其穩定性檢討）。 

5-3實施整體系統連結整合測試應提出之記錄及報告，包括下列

各項： 

  a.全程操作及調整紀錄。 

  b.功能異常時之檢測報告書。 

  c.完整之試運轉報告書。 

  d.各種不同操作模式，包括最佳之操作模式。 

  e.試運轉合格後之點交及操作與訓練計畫。 

6.是否訂定檢測標準 是否對於各項設備功能運轉之檢驗，分別檢討訂定應達到契約所

訂之標準。 

7.各項測試結果之處置 是否與不合格品之管制章節內容連結。 

七、自主

檢查表 

1.列出擬製作自主檢查表

之項目 

是否依契約規定之施工項目及數量，檢討訂定應實施自主檢查之

工項，並列表。 

2. 自主檢查表內容 2-1.是否包含：工程名稱、分項工程名稱、協力廠商、檢查位置、

檢查日期、檢查時機、檢查結果符號說明、檢查項目、檢查標準、

實際檢查情形、檢查結果、缺失矯正處理、缺失複查結果、備註

及檢查人員簽名等欄位。 

2-2.檢查項目是否包含檢驗停留點、施工中檢查、施工完成等各

階段應檢查之項目。 

2-3.檢查標準是否依設計圖說、規範規定，明確訂定，並以數字

表示。 

2-4.實際檢查情形是否加註「量化檢查數據」。 

2-5.缺失複查結果是否分為「已完成改善」、「未完成改善」兩項。 

3.自主檢查執行人員及時

機 

3-1檢查時機是否分為：檢驗停留點、施工中檢查、施工完成檢

查三個階段。  

 

3-2檢查人員是否為「現場工程師」、「工地主任」，「品管人員」

品管人員未列入表單。 

4. 不符合之處置及管制  是否與「不合格品之管制」及「矯正與預防措施」章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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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八、不合

格品之

管制 

1.不合格材料及設備之管

制  

1-1.是否配合材料設備檢驗程序規定，檢討現場檢驗不合格或抽

樣試驗結果不合格情形之處理及儲存方式。 

1-2.是否訂定不合格品後續處置之追蹤管制。 

1-3.對材料及設備不合格率異常時之管制方式，是否與矯正與預

防措施連結。 

2.施工不合格品之管制 2-1.對於可即時改正缺失部分或重大缺失，是否訂定有不同之管

制方法。 

2-2.對不合格施工之後續處理追蹤機制及管制表格，是否訂定核

定權責。 

2-3.對於施工缺失頻率高之項目，是否與矯正、預防措施作連結。 

九、矯正

與預防

措施 

1.矯正措施 2-1.是否訂定矯正作業辦理之時機。 
2-2.是否訂定矯正措施執行之流程。 
2-3.是否包含矯正結果之紀錄。 
2-4.是否有矯正措施成效之評估方法。 
2-5.是否有相關應用表單及使用說明。 

2.預防措施 3-1.是否包含採行預防措施之時機。 
3-2.是否包含預防措施之執行流程。 
3-3.是否包含採行措施之結果紀錄。 
3-4.是否包含預防措施成效之評估方法 

十、內部

品質稽

核 

1.品質稽核權責 是否說明品管人員執行內部品質稽核之權責。 
2.品質稽核範圍 

 

是否包含品質稽核系統要項、實際位置、組織活動及執行稽核前

之稽核通知等擬定計畫。 
3.品質稽核頻率 是否已考量各種影響品質系統之狀況，訂定稽核頻率。 
4.品質稽核流程 是否已詳細說明作業流程及使用之表單。 
5.矯正回饋措施  稽核完成後是否有矯正回饋措施，並與矯正預防措施相連結。 

十一、文

件紀錄

管理系

統 

1. 文件管理 是否對本工程相關文件訂定分類與編碼原則，並製作分類編碼

表。 
2. 紀錄管理 是否包含紀錄的分類、編碼，歸檔等。 
3. 文件紀錄移轉及存檔 是否包含紀錄資料移轉予業主之項目及程序作規劃。 

備註：1.機電設備工程採購金額達公告金額以上者，應增訂機電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等抽驗 

        程序及標準。 

      2.本表單使用時請再確認使用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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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施工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施工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第    頁共    頁 

工程名稱： 

契約編號： 

審查日期： 

                               審 查 意 見 

序 號 

計畫之頁碼

或圖表編號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審查人員簽章 工地監造負責人簽章 

  

備註 1.監造單位簽章欄位，應由監造單位工地負責人或授權人員核章。 

     2.本表單使用時請再確認使用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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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品質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品質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第    頁共    頁 

工程名稱： 

契約編號： 

審查日期： 

                               審 查 意 見 

序 號 

計畫之頁碼

或圖表編號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審查人員簽章 工地監造負責人簽章 

  

備註 1.監造單位簽章欄位，應由監造單位工地負責人或授權人員核章。 

     2.本表單使用時請再確認使用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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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計畫書送審核章表 

送審核章表 

工程名稱： 

計畫書名稱： 

承
攬
廠
商 

(

廠
商
名
稱) 

提報次數：第      次    提報日期： 

文號: 

簽章欄 

【蓋公司章】 【專業技師、工地主任、品

管人員應簽章並簽署日期】 

專
案
管
理
︵
含
監
造
單
位
︶ 

(

單
位
名
稱)

 

審查結果 

□依審查意見重新提報（限定提報日期：   ） 

□ 同意核定  □同意備查 

審查合格日期: 

審查合格文號： 

 

 

簽章欄 

 

【蓋公司章】 
【監造工地負責人或授權人

員應簽章並簽署日期】 

核 

定 

機 

關 

(

機
關
名
稱)

 

□依修正意見重新提報(限定提報日期:         ) 

□同意核定 

核定日期: 

核定文號: 

機關戳章: 

備註: 
1. 計劃書經監造審查，轉請主辦機關核定後函覆監造及承攬廠商，始完成審

核程序。 
2. 本表單應裝訂於計畫書首頁。 
3. 本表單使用時請再確認使用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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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統包決標策略 

 異質最低標決標 
異質最有利標決標(價格不

納入評比) 

異質最有利標決標(價格納入

評比) 

法源 

政府採購法第 52條第 1項
第二款。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第 66條 

政府採購法第 52條、56條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6
條。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政府採購法第 52、56條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6
條。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優點 

1. 已審查程序篩選場商品
質，又有最低標節省公
帑支出的優點。 

2. 有機會評選出設計及施
工合格品質標準，且以
最低價格施作之廠商。 

3. 評選的項目和標準均事
先於招標文件內預告，
承商除自我評估，決定
是否投標外，尚可檢視
評選標準是否合理。 

1. 考量廠商對本案之綜合
能力，較能獲致優秀之工
程團隊。 

2. 可鼓勵廠商提升工程技
術，且於合理利潤內;可
降低工程履約之風險性。 

3. 價格合理下，統包商較有
意願搭配設計高品質材
料及設備，以達成品質及
功能之效益。 

4. 廠商投標意願佳。 

1. 考量廠商對本案之綜合能
力，較能獲致價格合理且
優秀之工程團隊。 

2. 可鼓勵廠商提升工程技
術，且於合理利潤內;考降
低工程履約之風險性。 

3. 廠商若評估本案有超額利
潤情況，藉由價格納入評
比，可節省公帑。 

4. 有機會評選出優質設計及
施工品質完善，且以較低
價格施作之廠商。 

5. 廠商投標意願佳。 

缺點 

1. 審查委員評分無絕對標
準，委員審查易採較寬
鬆標準以避免不合格廠
商之異議及衍生爭議。 

2. 當有「價格僅高於最低
標些微(仍在預算範圍
內)，但品質明顯好很
多」的標的時，可能錯
失最佳的決標對象。 

3. 廠商較容易以進入審查
門檻之設計方案進行投
標，最後再低價搶標。
設計遭到排擠，男已有
優良之設計產生。 

4. 在低價搶標情形下，廠
商面對本案的可能隱藏
之風險能力相對較弱。 

5. 進入審查門檻後，最終
以價格最低取勝，對較
優秀之承商誘因不足。 

1. 評審委員評分無絕對標
準，異導致決標爭議，亦
受限於評選委員之主觀
判斷。 

2. 廠商若評估本案有超額
利潤情形，廠商可能設計
過高規格，以致公帑浪
費。 

3. 有機會提供不肖廠商與
評審委員或相關人員勾
串之平台。 

1. 評審委員評分無絕對標
準，異導致決標爭議。亦
受限於評審委員之主觀判
斷。 

2. 標價列入評分項目，最低
價不壹定得標，標價將較
最低標高。 

3. 評審委員可能之析各廠商
價格高低，而影響廠商其
他評選項目之評分。 

綜合評估建議 
再考量品質、節省公帑及本案風險因子土地交付、地質鑽
探、都市計畫施行細則等本案建議採用異質最有利標決標
(價格納入評比)。 



新莊安泰段、新店民安段、土城永和段、土城大安段四處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先期規劃報告-核定版【土城大安段】 

 

附-64 附件 

附件九 擬定土城都市計畫(大安段 733 地號等 5 筆土地及忠義段 447 地號 1

筆土地)細部計畫書 

細部計畫書圖請至新北市城鄉資訊服網下載: 

https://landzone2.planning.ntpc.gov.tw/urd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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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火蟻標準作業程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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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火蟻偵察、監測及防治效果評估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建立本會所屬單位及其他相關部（會、署）入侵紅火蟻（以下簡稱紅

火蟻）偵察、監測及防治效果評估標準化作業程序。 

2. 適用範圍：凡紅火蟻發生區及發生風險高之地區均適用；本作業程序亦適用

於防治效果之評估。 

3. 權責單位：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本會所屬各區農業改良場、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其他負責執行紅火蟻偵察、監測及防治效果評估之機關（構） 

4. 依據： 

4.1. 植物防疫檢疫法。 

4.2. 國際通行之紅火蟻偵察、監測及防治效果評估技術。 

5. 作業流程：如第 8頁 

6. 作業說明： 

6.1. 偵察及監測方法包括目視法、掉落陷阱法、誘餌誘集法及火蟻偵測犬等

4種，可依需要擇一進行，並儘量選擇天氣晴朗且氣溫適合紅火蟻活動

（21~38℃）時進行，同時記錄調查期間雨量及氣溫等氣候因子，作為

調查結果比較之參考。 

6.1.1. 目視法：以紅火蟻發生風險高之地區優先進行目視檢查。一般而言，

紅火蟻發生風險高之地區包括：（1）休耕或廢耕地、苗圃、水田區

的田埂；（2）機場跑道、道路邊坡、中央分隔島、人行道、高速公

路休息站；（3）新建公園、河岸兩側、電信設施、廢土場等處。紅

火蟻通常在陽光充足的開闊地築巢形成蟻丘，在植栽地際處、水泥

地邊緣及電信設施等處較易發現。新建立的蟻巢並不會有明顯的隆

起，直到蟻巢發育成熟後才會出現蟻丘。判斷未成熟蟻巢可以檢視

是否有被挖出的小土堆，或以鏟子擾動，再觀察有無螞蟻活動。成

熟蟻丘的特徵包括：可於地面上明顯發現隆起高於 10 公分以上之

土丘，或有大片沙堆狀如屋頂形隆起，當受到侵擾時，會有大量螞

蟻從內竄出，如將蟻丘挖開則可發現如蜂巢狀的結構。目視法之優

點為可在短時間內進行大面積清查，缺點則為不夠精細，因此主要

被採用於大範圍偵察紅火蟻發生區域。 

6.1.1.1. 步行目視法：每公里至少調查 3 次，每次逢機調查 100 公尺。              

步行時手持鏟子，並自紅火蟻發生風險高之地區優先檢查，若

發現可疑蟻丘，則以鏟子輕輕擾動，觀察是否有紅火蟻爬出，

並依下列方式擇一評估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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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1. 獨立蟻丘紅火蟻密度：擾動蟻丘時，若 60 秒內有紅火蟻

爬出即視為活動蟻丘，記錄爬出蟻丘之紅火蟻數目，據以

分成 3級，並以不同顏色旗子標示之。 

第 0級：沒有紅火蟻爬出蟻丘。 

第 1級：1至 10隻紅火蟻爬出蟻丘（綠旗）。 

第 2級：11至 100隻紅火蟻爬出蟻丘（黃旗）。 

第 3級：101至 1,000隻紅火蟻爬出蟻丘（紅旗）。 

6.1.1.1.2. 單位面積活動蟻丘密度：依單位面積所發現之活動蟻丘數

目作為分級依據，並以顏色旗子標示該地區之活動蟻丘密

度。 

第 0級：沒有發現活動蟻丘。 

第 1級：輕度發生區，平均每 100平方公尺蟻丘數目介於

1至 5個（綠旗）。 

第 2級：中度發生區，平均每 100平方公尺蟻丘數目介於

6至 20個（黃旗）。 

第 3級：嚴重發生區，平均每 100平方公尺蟻丘數目大於

20個（紅旗）。  

6.1.2. 掉落陷阱法：於調查區域中平均每 100平方公尺設置 1個採樣點（可

依現場作業情況及調查面積斟酌調整採樣點數），各採樣點應相距

10 公尺以上，每採樣點設 4 個掉落陷阱，以各相隔 1 公尺之囗字

型設置。掉落陷阱為直徑 3 公分、深 12 公分之塑膠管，將塑膠管

埋入地下，管口與地面齊平，管中裝入約半滿的 75%酒精。陷阱於

放入 24 小時後回收，鑑定螞蟻種類並計算數量。依據每個陷阱中

所捕捉之紅火蟻數目，區分為以下 5級： 

第 0級：無發生區，陷阱均無捕捉到紅火蟻。 

第 1級：初期發生區，平均每陷阱捕捉之紅火蟻數未滿 5隻。 

第 2級：輕度發生區，平均每陷阱捕捉之紅火蟻數 5至 49隻。 

第 3級：中度發生區，平均每陷阱捕捉之紅火蟻數介於 50至 199 

        隻。  

第 4級：嚴重發生區，平均每陷阱捕捉之紅火蟻數達 200隻以上。 

6.1.3. 誘餌誘集法：誘集時間應介於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之間，紅火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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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較為密集之時段，回收後鑑定螞蟻種類並計算數量。依據每個餌

站所誘集之紅火蟻數目，區分為以下 5級： 

第 0級：無發生區，陷阱均無捕捉到紅火蟻。 

第 1級：初期發生區，平均每陷阱捕捉之紅火蟻數未滿 5隻。 

第 2級：輕度發生區，平均每陷阱捕捉之紅火蟻數 5至 49隻。 

第 3級：中度發生區，平均每陷阱捕捉之紅火蟻數介於 50至 199 

        隻。  

第 4級：嚴重發生區，平均每陷阱捕捉之紅火蟻數達 200隻以上。 

附表、掉落陷阱法及誘集入侵紅火蟻數量分級 

級別 程度 入侵紅火蟻(以 FA表示)之數量 

第 0級 無發生區 FA ＝ 0 

第 1級 初期發生區 FA ＜ 5 

第 2級 輕度發生區 5 ≦ FA ≦ 49 

第 3級 中度發生區 50 ≦ FA ≦ 199 

第 4級 嚴重發生區 FA ≧ 200 

 

6.1.3.1. 小面積調查：採用市售品牌原味洋芋片，剝裂成小片，每片     

大小約 7 ㎝ × 1.4 ㎝，或將人工誘餌（如花生醬、大豆油、

花生醬與大豆油混合物、罐頭鮪魚、熱狗或糖漿等高油脂性食

物）約 3 公克放置於直徑 10 公分且有孔洞的塑膠盒中，利用

鐵絲穿過盒子插到土中用以固定，並利用標示旗標定誘餌位置，

平均每 100平方公尺設置 1個餌站（可依現場作業情況及調查

面積斟酌調整餌站數目），餌站設置後應於 1至 3個小時回收。 

6.1.3.2. 大面積調查：採用市售品牌原味洋芋片，剝裂成小片，每片大

小約 7㎝ × 1.4 ㎝。取 1小片洋芋片放入透明塑膠離心管 (50 

ml，管口直徑 22 mm) 中並拴緊離心管蓋備用。設置餌站時常

選擇較少干擾之陰涼地方，餌站間之距離通常為 100公尺，但

可依現場作業情況而定。選定設置處後，先清除地面雜草或障

礙物，打開離心管蓋，將含洋芋片之離心管置於土表，務必確

定管口緊貼地面，並插上標誌旗(粗鐵線直徑約 2 mm，長約 550 

mm)。所有放置工作完成後，紀錄當時之氣溫及天氣狀況，若

有 GPS定位工具，則一併紀錄該餌站之座標位置。誘餌設置後

約 40至 60分鐘即進行回收，將標誌旗拔起後，迅速上蓋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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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心管，確認已無螞蟻在管外後，攜回室內集中收納於-10℃

之冷凍庫，冰凍 12小時以上，再進行鑑識及計數工作。 

6.1.4. 火蟻偵測犬：以一人一犬之火蟻偵測犬工作小組模式，對於火蟻發

生風險高、低容忍地區及移動管制地區可優先進行火蟻偵測犬檢查。

一般而言，上述紅火蟻風險高、低容忍及移動管制之地區包括：（1）

新建公園、道路邊坡、水利渠道兩側、水田田埂；（2）機場跑道、

電信設施、中央分隔島、人行道、休息站、學校；（3）苗圃、廢土

場、營建基地、資源回收場等處。 

6.1.4.1 火蟻偵測犬工作小組 (合格領犬員 1 人與合格偵測犬 1 隻) ，

領犬員使用指示杖和牽繩或是使用長牽繩來帶領偵測犬搜尋各

種地形上的火蟻，於偵測區域每公頃偵測 30分鐘。偵測犬組穿

越法進行條狀搜索，以 10公尺間距來回搜尋各種地形，例如：

草地邊緣、斜坡面、地表縫隙、石塊等。發現蟻巢後，以指示

棒輕擾動後，觀察確定紅火蟻後，以 GPS 定位，並插上標示旗

子。 

6.1.4.1.1 單位面積活動蟻丘密度：依單位面積所發現之活動蟻丘數

目作為分級依據，並以顏色旗子標示該地區之活動蟻丘密

度。 

第 0級：沒有發現活動蟻丘。 

第 1 級：輕度發生區，平均每 100 平方公尺蟻丘數目介於

1至 5個（綠旗）。 

第 2 級：中度發生區，平均每 100 平方公尺蟻丘數目介於

6至 20個（黃旗）。 

第 3 級：嚴重發生區，平均每 100 平方公尺蟻丘數目大於

20個（紅旗）。  

6.2. 防治效果評估：採計算防治率或發生率之方式評估防治效果。 

 

6.2.1. 計算防治率：施藥前先以目視法調查單位面積活動蟻丘密度，或以

掉落陷阱法、誘餌誘集法調查陷阱或誘餌內紅火蟻密度，施藥後調

查頻率以每月 1 次為原則，持續 6 個月以上（可依現場作業情況

及施用藥劑種類斟酌調整調查次數），並依施藥前後之調查結果，

以下列公式換算成防治率： 

 

附93



7 

 

防治率（%）＝（1－ 
防治後單位面積活動蟻丘密度 

）×100 
防治前單位面積活動蟻丘密度 

防治率（%）＝（1－ 
防治後陷阱內或餌站紅火蟻平均數 

）×100 
防治前陷阱內或餌站紅火蟻平均數 

6.2.2. 計算發生率：施藥前先在區域內設置適當數量之餌站，以誘餌誘集

法進行調查，並計算誘集到紅火蟻之餌站數佔總餌站數之比例，施

藥後調查頻率以每月 1 次為原則，持續 6 個月以上（可依現場作

業情況及施用藥劑種類斟酌調整調查次數），每次調查之結果以下

列公式換算成發生率： 

發生率（%）＝（ 
區域內誘集到紅火蟻之餌站數 

）×100 
區域內總餌站數 

6.3 須辦理解除疫情管制之地區與申請解除疫情管制之條件： 

6.3.1. 須辦理解除疫情管制之地區： 

6.3.1.1.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與金門縣 23 個紅火蟻主要發生地區

內之下列環境：國家公園、都會公園、榮民安養機構與各地方

政府所轄公園、醫療院所、國軍駐地、營區、軍事學校、軍用

機場、電信系統、電力系統、教育部或地方政府所轄學校及社

教館所、高爾夫球場、機場、火車鐵道、國道高速公路及服務

區、國家級風景特定區、商港、高速鐵路、大眾捷運系統及權

管腹地、貨櫃集散站、縣市級風景特定區（如表 1）。23 個地

區是指新北市三峽區、樹林區、鶯歌區、林口區；桃園市蘆竹

區、龜山區、大園區、觀音區、新屋區、龍潭區、大溪區、桃

園區、八德區、中壢區、平鎮區、楊梅區；新竹縣新豐鄉、湖

口鄉；金門縣金沙鎮、金湖鎮、金寧鄉、金城鎮及烈嶼鄉。 

6.3.1.2. 前項 23個紅火蟻普遍發生地區以外之所有縣市與鄉鎮市區。 

6.3.2. 申請解除疫情管制之條件：依據6.2之方式進行防治效果評估結果，

若紅火蟻之防治率已達 100%，或發生率已達 0%，且效果持續 6 個

月以上，可檢附監測紀錄向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申請解除管制，國

家紅火蟻防治中心再將解除管制資料按月彙送本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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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火蟻偵察及監測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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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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蟻

丘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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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螞蟻種類並計算紅火蟻數量 

將餌站固

定，並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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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紅火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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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搜索，以

10 公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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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

擾動 

附95



9 

 

 

表 1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與金門縣 23個紅火蟻普遍發生地區須辦理解除管制表 

權責分工項目 中央主管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 

須

辦

理

紅

火

蟻

解

除

管

制

會

勘

之

發

生

地

或

設

施 

國家公園、都會公園等地區 內政部  

榮民安養機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 
 

公園 內政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醫療院所 衛福部（督導） 
地方政府（督導） 

醫療院所（執行） 

國軍駐地、營區、軍事學校、軍用機場 國防部  

電信系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電信業者（執行） 

教育部所轄學校及社教館所 教育部  

各地方政府所轄學校及社教館所、高爾夫球

場 
教育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電力系統 經濟部  

機場、火車鐵道、國道高速公路及服務區、

國家級風景特定區、商港 
交通部  

高速鐵路、大眾捷運系統及權管腹地 交通部（督導） 營運公司（執行）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 交通部（督導） 營運業者（執行） 

縣市級風景特定區 交通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停

辦

紅

火

蟻

解

除

管

制

會

勘

之

發

居家周圍環境、垃圾掩埋場、焚化廠、腐植

土場、資源回收場等 
環保署（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科學工業園區 科技部（督導） 各園區（執行） 

國有非公用土地 財政部  

工業區、水利用地 經濟部  

縣市工業園區、水利用地 經濟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省縣（代養）道公路 交通部  

縣（自養）、鄉道公路及兩旁綠地、觀光遊

樂業（民營遊樂區）、駕訓班 
交通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綠地、公墓地區、、建築基地＊、市區道路及

兩旁綠地、重劃區建地等地區 
內政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縣市文化館場及機構 文化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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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地

或

設

施 

農田、農村公共地、苗圃＊＊、灌溉溝渠、畜

禽養殖場、牧場、休閒農場、漁塭、漁港、

林地、山坡地、產業道路、荒廢地、小工廠 

農委會（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其他政府機關(構)建築及設施  所屬機關(構)（執行） 

＊  建築基地之移動管制另依據「營建基地紅火蟻偵察、防治及植栽與土石方移動管制標 準作
業程序」辦理。 

＊＊苗圃之移動管制另依據「花卉與種苗及栽培介質防範紅火蟻移動管理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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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火蟻諮詢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建立本會所屬單位及其他相關部（會、署）入侵紅火蟻（以下簡稱紅

火蟻）諮詢標準化作業程序，以提供紅火蟻標準化諮詢服務。 

2. 適用範圍：全國均適用之。 

3. 權責單位：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本會防

檢局）、各區農業改良場及其他負責執行紅火蟻諮詢之機關（構）。 

4. 依據： 

4.1. 植物防疫檢疫法。 

5. 作業流程：如第 13頁。 

6. 作業說明： 

6.1. 接起電話請說「紅火蟻諮詢專線，您好」（語氣委婉，態度謙和）。通話

完畢時，務請說「謝謝來電，再見」。 

6.2. 電話接聽人員依「紅火蟻處理情形表」（如表 2）記錄通話內容，務必留

下通報人之聯絡資料（姓名、電話、詳細地址及發生地點等），並委婉告

知將立即通知專家前往勘查及鑑定。 

6.3. 每日將「紅火蟻處理情形表」傳真至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鑑定通報組，

電話：02-33663360，傳真：02-33663358）彙辦。 

6.4. 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彙整資料後，由該中心派員或將通報案件依紅火蟻

發生地點通知本會各區農業改良場進行勘查與鑑定，或由地方政府農業

單位採樣送上述單位鑑定，結果應由鑑定單位通知通報人，並回報本會

防檢局及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 

6.5. 經鑑定確認為紅火蟻之案件，由本會防檢局委託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依

據「紅火蟻防治督導權責分工表」，將資料函送各相關機關（單位）進行

防治與督導。 

6.6. 診斷服務站、縣市政府及本會防檢局所屬各分局於接獲通報後，請依下

列方式處理： 

6.6.1. 若鑑定為入侵紅火蟻，請立即透過「植物疫情監測通報系統─紅火

蟻專區」及電話通報本會防檢局。 

6.6.2. 若鑑定為熱帶紅火蟻或其他蟻類之案件，請至「植物疫情監測通報

系統─診斷服務區」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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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通報 

1.接起電話請說「紅火蟻諮詢專線，您好」 

2.語氣委婉，態度謙和  

                           

請來電者初步診斷                 欲索取摺頁及光碟 

先請其確認是否有疑似蟻丘及蜂巢狀           記錄機關、地址、聯絡人姓名、 

結構、擾動時是否有大量螞蟻竄出                電話及索取數量後寄送 

             

 

               不是             疑似            疑似            是 

 

 

 

            

                       B 藥劑處理        C 物理處理     

                        

                                 

欲索取餌劑                欲索取觸殺型藥劑 

                                                    

 

D 農民         E 一般民眾，學校等單位    

 

 

 

 

 

 

 

 

 

 

1.防治餌劑，請洽
地方政府或公

所。 

2.自行購買餌劑
者，請購買環保
署所核准之藥
劑。 

1.因住家及學校等環境，須
使用環境衛生用藥，請自
行購買環保署所核准之藥
劑。 

2.可至環保署網站（網址
http://mdc.epa.gov.tw/Publi

cInfo）尋求合格之病媒防
治業者協助防治，學校、
軍事單位或交通單位可分
別電洽教育部、國防部或
交通部索取餌劑。 

結案 

謝謝來電，相關資訊
請參考本會防檢局
網 站 ： http:// 

www.baphiq.gov.tw 

A 
標本寄送 

專家鑑定 

 

通知專家 

實地勘查 

 

防治方法 

如需使用於農地者請自
行至農會或合法的農藥
零售店購買；需使用於
住家及學校等環境，請
自市面購買環保署許可
之殺火蟻藥劑(通常是
噴霧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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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標本寄送專家鑑定 

1. 請通報人設法採集標本（例如以沸水或家庭用殺螞蟻藥殺死紅火蟻）後，

將完整的標本以封口袋密封，標示發生地點、聯絡人姓名及電話後寄送

鑑定。 

2. 可協助鑑定之機關（單位）及聯絡方式： 

(1) 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鑑定通報組─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段 113巷

27號，電話：02-33663360。 

(2)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桃園市新屋區後庄里東福路二段 139

號，電話：03-4768216轉 310。 

(3)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261號，電話：

037-222111轉 351。 

(4)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彰化縣大村鄉松槐路 370號，電話：

04-8523101轉 321。 

(5)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臺南市新化區牧場 70 號，電話：

06-5912959。 

(6)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屏東市長治鄉德和村德和路2-6號，

電話：08-7746761。 

(7)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 2段 150號，電

話：03-8521108轉 360。 

(8)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臺東市中華路 1 段 675 號，電話：

089-325110轉 737。 

B. 紅火蟻藥劑處理法： 

1. 於發生區域均勻撒佈餌劑，可連續施用昆蟲生長調節劑型餌劑（如百利普

芬、美賜平、二福隆等）或毒殺型餌劑（如賜諾殺、因得克、賽滅寧等），

也可以交互施用二種類型餌劑。餌劑處理法建議於春、秋季各施作1~2次，

每次間隔 1~2月，每年共處理 3~4次。發生嚴重區域，可先均勻撒佈昆蟲

生長調節劑型餌劑，經 2至 4週後即進行毒殺型餌劑施撒。 

2. 針對小面積發生、傳播風險高之危險性獨立蟻丘，可直接以觸殺型藥劑（如

2.46%賽洛寧膠囊懸著劑）或以物理防治方法（如高壓熱蒸氣灌注法）進

行處理，再搭配施撒餌劑或長效型粒劑（如 0.0143%芬普尼粒劑），以加

強防治效果。 

3. 使用之藥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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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餌劑： 0.5%百利普芬餌劑（每公頃施用1.6~2.0公斤）、0.5%美賜平

餌劑（每公頃施用1.1公斤）、0.5％二福隆餌劑（每公頃施用2公斤）、

1％芬諾克餌劑（每公頃施用1.7公斤）、0.015%賜諾殺餌劑（每公頃

施用2.8~5.6公斤）、0.045%因得克餌劑（每公頃施用1.7公斤）、0.011

％阿巴汀餌劑（每公頃施用2~4公斤）、0.03％益達胺餌劑（每公頃施

用2公斤）、0.12%賽滅寧餌劑（每公頃施用1.6~2.0公斤）等9種。 

(2) 觸殺型藥劑：0.0143%芬普尼粒劑及2.46%賽洛寧膠囊懸著劑等2種。

0.0143%芬普尼粒劑屬長效型藥劑，使用時應於發生區內全面施撒，

而後定期均勻灑水，使土壤儘可能保持濕潤狀態。2.46%賽洛寧膠囊

懸著劑使用時應先加水稀釋800倍，自蟻丘頂部或周圍外30公分向內

灌注，每蟻丘約灌注5至10公升的藥液，務使讓藥液注滿整個蟻丘，

才能發揮效果。 

C. 物理處理法： 

1. 高溫熱蒸氣灌注法：針對小面積發生、水源區、有機農田等具高傳播風

險之危險性獨立蟻丘。 

(1)熱蒸氣壓力高於7 kg/cm2時開始進行操作，灌注須達深度60公分，但

可視現場蟻丘大小及深度而定。 

(2)灌入後離蟻丘中心灌注點25公分處溫度須達80℃。 

(3)灌注流程： 

( A ) 主要蟻丘處理：灌注蟻丘中心點，將灌注槍插入蟻丘中央灌注 1

槍。處理時間 5 分鐘。 

( B ) 蟻丘外圍蒸氣處理：自蟻丘中心點向外半徑 25公分處，等距離

灌注 8處。8處共處理 5 分鐘。  

( C ) 土層表層蒸氣處理：於蟻丘外圍 20 公分處，等距離灌注 8處。

8 處 共處理 5 分鐘。  

( D ) 熱水灌注處理：將上列處理範圍以 20公升熱水均勻澆灌。 

D. 農民： 

1. 防治餌劑請洽地方政府或公所，若農民欲自行購買餌劑用於居家環境，

可 選 用 環 保 署 核 准 之 一 般 環 境 用 藥 ， 請 參 考 環 保 署 網 站

（http://mdc.epa.gov.tw/PublicInfo）。 

2. 如需使用觸殺型藥劑於農地者，請自行至農會或合法的農藥零售店購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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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一般民眾，學校等單位： 

1. 住家及學校建議使用環境衛生用藥，請民眾自行購買環保署核准之藥劑，

請參考環保署網站（http://mdc.epa.gov.tw/PublicInfo）。 

2. 有關遭紅火蟻叮咬之醫療處置等相關資料，請參考衛福部網站（http:// 

www.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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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紅火蟻處理情形表 

為掌握入侵紅火蟻發生現況，並適時採取防治措施，請將當日紅火蟻通報案件填於下表，每日回傳國家紅火蟻

防治中心（傳真：02-3366-3358）彙整資料後，由該中心或本會各區農業改良場進行勘查及鑑定，或由地方政

府農業單位採樣送上述單位鑑定，如鑑定確認為紅火蟻，由本會防檢局委託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依據權責分工

表，將資料函送各相關機關（單位）進行防治與督導。 

 

□入侵紅火蟻疫情通報表 

□電                話 

通報內容（通報人填寫）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人姓名  

通報人地址  

通報人電話  

發生地作物所有人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地段地號、 

地址(鄉鎮村里)或座標 

(座標系統建議使用 

TWD97_TM2) 

 

 

為害面積（公頃）  

補充說明 

 
 

現場照片  

處理措施回函（處理人填寫） 

案號  回函（復）日期  

收件單位  填表人  

知會單位  

處理措施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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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火 蟻 防 治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6年 7月第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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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火蟻防治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建立本會所屬單位及其他相關部（會、署）共同防治入侵紅火蟻（以

下簡稱紅火蟻）標準化作業程序，以確保防治效果。 

2. 適用範圍：凡屬紅火蟻發生區均適用之。 

3. 權責單位：各防治權責單位執行。 

4. 依據： 

4.1. 植物防疫檢疫法。 

4.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本會防檢局）許

可或核准之紅火蟻防治用藥規定。 

5. 作業說明： 

5.1. 防治時機：全國地區農民或一般民眾申請診斷，經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

及本會 27處診斷服務站鑑定為紅火蟻，即進行防治。 

5.2. 一般防治原則： 

5.2.1. 於發生區域均勻撒佈餌劑，可連續施用昆蟲生長調節劑型餌劑 （如

百利普芬、美賜平、二福隆）或毒殺型餌劑 (如賜諾殺、因得克、

賽滅寧），也可以交互施用二種類型餌劑。餌劑處理法建議於春、

秋季各施作 1~2次，每次間隔 1~2月，每年共處理 3~4次。發生嚴

重區域，可先均勻撒佈昆蟲生長調節劑型餌劑，經 2至 4週後即進

行毒殺型餌劑施撒。 

5.2.2. 二階段處理法：針對小面積發生、傳播風險高之危險性獨立蟻丘，

可直接以觸殺型藥劑（如 2.46%賽洛寧膠囊懸著劑）或以物理防治

方法（如高溫熱蒸氣灌注法）進行處理，再搭配施撒餌劑或長效型

粒劑（如 0.0143%芬普尼粒劑），以加強防治效果。 

5.3. 防治藥劑及其施用法： 

5.3.1. 餌劑： 

5.3.1.1. 在地表溫度 21~38℃的季節（春、秋），於紅火蟻活動覓食時段

（可先以微量洋芋片、餌劑測試）撒佈餌劑，撒佈時地面應保

持乾燥狀態。防治面積小時可用手搖式餌劑撒佈器，防治面積

大時則可選用動力餌劑撒佈機撒佈。餌劑應於紅火蟻發生地區

全面施撒，如紅火蟻僅零星發生，亦可將餌劑撒佈於蟻丘周圍

0.3~1公尺範圍內，直到紅火蟻除滅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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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目前農地上核准使用之紅火蟻防治餌劑包括：0.015%賜諾殺餌

劑、0.045%因得克餌劑、0.5%百利普芬餌劑、0.5%美賜平餌劑、 

1％芬諾克餌劑、0.5％二福隆餌劑、0.011％阿巴汀餌劑、0.03

％益達胺餌劑、0.12%賽滅寧餌劑等 9種（如表 3）。其中賜諾

殺、因得克、阿巴汀、益達胺、賽滅寧為毒殺型餌劑，其防治

效果於撒佈後數週顯現，百利普芬、美賜平、芬諾克、二福隆

為昆蟲生長調節劑型餌劑，效果則需 3~6月後才會顯現。 

5.3.1.3. 餌劑使用時應注意：（1）使用之餌劑宜新鮮；（2）應依正確的

方法與藥量施用；（3）春秋季於早晨或傍晚地表溫度 21~38℃

時（冬季於上午 10 時至下午 3 時）為最佳施用時機；（4）施

用時須地表乾燥，應參考氣象預報選定施藥時間，避開可能於

施用後 12小時內有下雨之情況，且施藥後 24小時內切勿灌溉；

（5）禁止將餌劑與其他物質（如肥料）混合使用；（6）施用

餌劑後 7 至 10 日內勿再使用其他防治紅火蟻藥劑；（7）餌劑

勿施用於水體或潮濕地面。 

5.3.2. 觸殺型藥劑： 

5.3.2.1. 核准使用之紅火蟻防治觸殺型藥劑為 0.0143%芬普尼粒劑及

2.46%賽洛寧膠囊懸著劑（如表 4）。觸殺型藥劑僅建議用於小

面積發生區、紅火蟻低容忍區或傳播風險高區域之危險性獨立

蟻丘處理。其中，0.0143%芬普尼粒劑屬長效型藥劑，使用時

應於發生區內全面均勻施撒，而後定期均勻灑水，使土壤儘可

能保持濕潤狀態；2.46%賽洛寧膠囊懸著劑使用時應先經適當

稀釋，使藥液容易滲透至土壤中，再由蟻丘頂部往下或自蟻丘

周圍外 30公分向內緩緩灌入約 5至 10公升之藥液，灌注時儘

量不要擾動蟻丘。 

5.3.3 物理防治方法： 

 5.3.3.1 高溫熱蒸氣灌注法：針對小面積發生、水源區、有機農田等具

高傳播風險之危險性獨立蟻丘。 

(1)熱蒸氣壓力達7 kg/cm2時開始進行操作，灌注須達深度60公分，但

可視現場蟻丘大小及深度而定。 

(2)灌入後離蟻丘中心灌注點25公分處溫度須達80℃。 

(3)灌注流程： 

( A ) 主要蟻丘處理：灌注蟻丘中心點，將灌注槍插入蟻丘中央灌

注 1槍。處理時間 5 分鐘。 

( B ) 蟻丘外圍蒸氣處理：自蟻丘中心點向外半徑 25公分處，等距

離灌注 8處。8處共處理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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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土層表層蒸氣處理：於蟻丘外圍 20 公分處，等距離灌注 8

處。8 處共處理 5 分鐘。  

( D ) 熱水澆灌處理：將上列處理範圍以 20公升熱水均勻澆灌。 

5.4. 農牧地紅火蟻防治方法 

5.4.1. 水稻田紅火蟻防治 

5.4.1.1. 水稻栽培田：可比照植物保護手冊水稻二化螟蟲防治方法，於

稻田灌水（1~3 公分）後施用 0.0143%芬普尼粒劑。於水田田

埂及附近防風林出現的蟻丘，則以上述餌劑處理法或二階段處

理法進行防治，每年處理 2至 4次。 

5.4.1.2. 可灌水的休耕水稻田：可選擇翻耕或不翻耕，惟均須於灌水

（1~3 公分）後全面施撒 0.0143%芬普尼粒劑。於休耕田田埂

及附近防風林出現的蟻丘，則以上述餌劑處理法或二階段處理

法進行防治，每年處理 2至 4次。 

5.4.1.3. 無法灌水的休耕水稻田：不要翻耕擾動蟻巢，以免迫使紅火蟻

族群散播。防治紅火蟻時，採用上述餌劑處理法或二階段處理

法進行防治，每年處理 2至 4次。 

5.4.2. 果園紅火蟻防治：紅火蟻會取食成熟裂開的果肉、與果樹上分泌蜜

露的小型害蟲共生，危害灌溉系統並會干擾採收操作。果樹開花期

可比照其他果樹害蟲的防治法，全面防除則採上述餌劑處理法或二

階段處理法，每年處理 2至 4次。 

5.4.3. 蔬菜園紅火蟻防治：比照植物保護手冊切根蟲防治法，分別於種植

前 3天及種植後 3天，在畦上撒佈 0.0143%芬普尼粒劑 1次，每次

施藥後以鐵耙拌土 3~5公分。全面防除亦可採上述餌劑處理法或二

階段處理法，每年處理 2至 4次，但應遵守各種藥劑的安全採收期

規定。 

5.4.4. 苗圃紅火蟻防治：紅火蟻能藉種苗、植栽等含土壤的植物產品傳播

蔓延。因此發生紅火蟻之苗圃，其產品未經處理及檢查合格不得移

動及販售。 

5.4.4.1. 栽培區處理：可以二階段處理法進行防治，於苗圃植物栽培區

均勻撒佈餌劑，餌劑施用時地面須保持乾燥，施用後停止灑水

至少24小時，處理標的應包括栽培區之土壤表面及覆蓋物等。

7~10 日後再以觸殺型藥劑處理獨立蟻丘，將紅火蟻殘存群落

消滅，並每隔 2個月檢查 1次，若有新出現的蟻丘，立即將其

清除。如不施用餌劑，亦可直接施撒 0.0143%芬普尼粒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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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完後應徹底灑水，再依慣行管理方式定期噴水灌溉，以發揮

其長期藥效。 

5.4.4.2. 盆栽、草皮及挖起之樹木植栽、扦插苗、球莖處理：前述產品

均必須經過 2.46%賽洛寧膠囊懸著劑藥劑稀釋液的浸漬或灌注

處理，浸漬或灌注時，務必使其土壤或栽培介質完全濕潤；如

屬盆栽，經確認不會造成植物藥害後，則可均勻混拌 0.0143%

芬普尼粒劑於栽培介質內（藥劑有效成分約佔栽培介質之

0.001~0.0025%），施用完後應徹底灑水，再依慣行管理方式定

期噴水灌溉，以發揮其長期藥效。 

5.4.5. 放牧場紅火蟻防治：採用上述餌劑處理法或二階段處理法進行防治，

每年處理 2至 4次。 

5.4.6. 位處紅火蟻發生區之農牧地，應有適當之防範措施，以維持非疫區

狀態，防範措施包括：（1）阻絕：如水泥牆、阻絕溝等；（2）地被

覆蓋：如不織布、塑膠布、水泥、高台栽植等；（3）環境定期檢查

及適當用藥。 

5.5. 藥劑使用注意事項 

5.5.1. 藥劑使用時，應穿戴防護衣物、雨鞋、帽子、護目鏡、口罩及防護

手套。施藥後應立即以肥皂及水清洗身體接觸部位。 

5.5.2. 施用藥劑時應依照包裝上標示之注意與警告事項辦理。 

5.6. 防治工作之管控 

於施藥防治期間，各防治督導單位，可填寫當日防治情形紀錄表（如

表 5）備查或至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植物疫情管理資訊網」之「紅火蟻專

區」登錄案件防治情形。另使用防治中心繪製之航照工作圖者，亦請於每

階段施藥工作完成後，寄回該工作圖。以利彙整防治情形，評估防治成效，

管控防治進度。 

5.7. 發生或防治現場之告示及警戒 

針對傳播風險高之危險性獨立蟻丘，於現場設立明顯告示及適當之黃

色警戒帶，其告示大小不得小於 A3大小，告示內容應包括，註明抬頭(紅

火蟻防治進行中)、施作日期及時間、施作範圍、施作後應注意事項、聯

絡人員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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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農地上核准使用之紅火蟻防治餌劑及其施用法 

作用 
機制 

藥劑名稱 每次施用藥量 施藥方法 

昆蟲生
長調節
調節型 

0.5%百利普芬餌劑 

1.6-2.0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10-20公克/蟻丘 
（獨立蟻丘處理） 

沿蟻丘周圍 1公尺
內均勻撒佈 

0.5%美賜平餌劑 
1.1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0.5％二福隆餌劑 
2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1％芬諾克餌劑 
1.7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毒殺型 

0.015%賜諾殺餌劑 

2.8-5.6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20-30公克/蟻丘 
（獨立蟻丘處理） 

沿蟻丘周圍 1公尺
內均勻撒佈 

0.045%因得克餌劑 
1.7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0.011％阿巴汀餌劑 
2-4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0.03％益達胺餌劑 

2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25公克/平方公尺 
（獨立蟻丘處理） 

沿蟻丘周圍 1公尺
內均勻撒佈 

0.12%賽滅寧餌劑 

2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10-20公克/蟻丘 
（獨立蟻丘處理） 

沿蟻丘周圍 1公尺
內均勻撒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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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農地上核准使用之紅火蟻防治觸殺型藥劑及其施用法 

藥劑名稱 含量及劑型 
*施用藥量或 

稀釋倍數 
施藥方法 

芬普尼 0.0143%粒劑 
95-97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A 

賽洛寧 
2.46% 

膠囊懸著劑 

稀釋 800倍 

（獨立蟻丘使用） 
B 

A：依本標準作業程序，於紅火蟻發生特定地點均勻撒佈後立即灑水，爾後維

持正常噴水灌溉。 

B：經適當稀釋後，由蟻丘頂部或周圍外 30公分向內灌注 5至 10公升之藥液，

使藥液注滿整個蟻丘，灌注前不要擾動蟻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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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入侵紅火蟻防治情形紀錄表 

 

一、防治單位：＿＿＿＿＿部/會/署/縣（市）政府＿＿＿＿＿局（處） 

＿＿＿＿＿＿＿＿鄉鎮（市）區公所（農會/隊）＿＿＿＿＿（其他） 

二、施藥日期：民國＿＿＿年＿＿＿月＿＿＿日 

1.開始時間：＿＿午＿＿＿時  2.結束時間：＿＿午＿＿＿時 

三、防治方法 

1.□餌劑防治 2.□接觸型藥劑防治 3.□物理防治(熱蒸氣) 

四、藥劑種類（在□打ˇ）： 

1.□芬普尼  2.□百利普芬 3.□賜諾殺 4.□美賜平 5.□因得克  

6.□芬諾克 7.□二福隆   8.□阿巴汀 9.□益達胺 10.□賽滅寧 

10.□其他  

五、施藥重量：＿＿＿＿＿公斤 六、施藥面積：＿＿＿＿＿公頃 

七、施藥圖號（在＿＿＿＿填上數字）： 

＿＿＿＿＿＿＿＿＿＿＿＿＿＿＿＿＿＿＿＿＿＿＿＿＿＿＿＿＿＿＿＿＿＿

＿＿＿＿＿＿＿＿＿＿＿＿＿＿＿＿＿＿＿＿＿＿＿＿＿＿＿＿＿＿ 

例如：新北市八里區第 2～10號圖號；即為：249-013-002~249-013-010 

八、施藥人員姓名：＿＿＿＿＿＿＿＿＿＿＿＿＿＿＿＿＿＿＿＿＿＿＿＿＿

＿＿＿＿＿＿＿＿＿＿＿＿＿＿＿＿＿＿＿＿＿＿＿＿＿＿＿＿＿＿＿＿＿＿

＿＿＿＿＿＿＿＿＿＿＿＿＿＿＿＿＿＿＿＿＿＿＿＿＿＿＿＿＿ 

九、監督員姓名：＿＿＿＿＿＿＿＿＿＿＿＿＿＿＿＿＿＿＿＿＿＿＿＿＿＿

＿＿＿＿＿＿＿＿＿＿＿＿＿＿＿＿＿＿＿＿＿＿＿＿＿＿＿＿＿＿＿＿＿＿

＿＿＿＿＿＿＿＿＿＿＿＿＿＿＿＿＿＿＿＿＿＿＿＿＿＿＿＿＿ 

十、填表人資料：（單位）＿＿＿＿＿＿＿＿＿＿＿＿＿＿＿＿＿＿＿＿＿ 

（姓名）＿＿＿＿＿＿＿＿（職稱）＿＿＿＿＿＿＿＿＿ 

1.聯絡電話：＿＿＿＿＿＿＿＿2.辦公室電話：＿＿＿＿＿＿＿＿＿＿ 

3.傳真：＿＿＿＿＿＿＿＿＿＿4.E-mail：＿＿＿＿＿＿＿＿＿＿＿＿ 

十一、其他：＿＿＿＿＿＿＿＿＿＿＿＿＿＿＿＿＿＿＿＿＿＿＿＿＿＿＿ 

 

聯絡電話：0800-095-590；傳真：02-3366-3358 

聯絡信箱：nrifacc@ntu.edu.tw 

聯絡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段 113巷 27號 

※備註：表格內容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加欄位及紙本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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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紅火蟻防治督導權責分工表 

權責分工項目 中央主管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 
一
、
任
務 

統籌推動防治工作；購買農地藥劑；
確立通報、監測、防治；加強教育宣
導及示範觀摩；加強輸入檢疫；農業
用藥登記申請 

農委會  

苗木移動管制 農委會（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環境用藥登記申請 環保署  
購買環境用藥 環保署  
醫療處置；個人衛生教育；醫療人員
教育 

衛福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營建剩餘土方移動管制 內政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砂石移動管制 經濟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二
、
發
生
地
點
或
設
施
之
宣
導
監
測
與
防
治 

農田、農村公共地、苗圃、灌溉溝渠、
畜禽養殖場、牧場、休閒農場、漁塭、
漁港、林地、山坡地、產業道路、荒
廢地、小工廠 

農委會（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國家公園、臺中及高雄都會公園等地
區 

內政部  

各地區榮民安養機構 
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 

 

公園、綠地、公墓地區、、建築基地、
市區道路及兩旁綠地、重劃區建地等
地區 

內政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國軍駐地、營區、軍事學校、軍用機
場 

國防部  

國有非公用土地 財政部  
教育部所轄學校及社教館所 教育部  

各地方政府所轄學校及社教館所、高
爾夫球場 

教育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工業區及電力系統、水利用地 經濟部  
縣市工業園區、水利用地 經濟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機場、火車鐵道、國道高速公路及服
務區、省縣（代養）道公路、國家級
風景特定區、商港 

交通部  

高速鐵路、大眾捷運系統及權管腹地 交通部（督導） 營運公司（執行）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 交通部（督導） 營運業者（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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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自養)、鄉道公路及兩旁綠地、縣
市級風景特定區、觀光遊樂業（民營
遊樂區）、駕訓班 

交通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電信系統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督導） 

電信業者（執行） 

居家周圍環境、垃圾掩埋場、焚化廠、
腐植土場、資源回收場等 

環保署（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科學工業園區 科技部 各園區（執行） 
醫療院所 衛福部（督導） 地方政府（督導） 

醫療院所（執行） 
縣市文化館場及機構 文化部（督導） 地方政府（執行） 

其他政府機關(構)建築及設施  
所屬機關(構)（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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