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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投標須知 

壹、總則 

一、依據：參考「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採購法」辦理。 

二、標案名稱：臺中市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管理大樓部分空間租賃經營。 

三、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管理大樓部分空間公告底價－依經營企劃書所使用範圍

，每平方公尺每年設施使用費不低於新臺幣 500元整，租賃經營標的為管理

中心大樓一樓多媒體展示空間，扣除樓梯、電梯、水箱室等面積後，營利使

用面積為約 220 平方公尺。 

管理中心大樓一樓會議室(營利使用面積為約 114 平方公尺)及管理中心大樓

一樓戶外平台(營利使用面積為約 42 平方公尺)如欲納入營運範圍使用(非共

同使用)須將設施使用費計入，並填列於投標單。 

四、領標： 

(一)領標期限：詳公告。 

(二)領標方式：自行於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官網便民服務/水資源回收中心/檔

案下載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30832/799084/1919832/)下載招

租文件。 

(三)公告期間內，於機關上班時間開放現場供廠商實地勘查。如欲現場查看

，請先電洽 04-22289111分機 53875李小姐 

五、投標廠商應於投標前詳閱招租文件，並得自行赴相關履約地點勘查。 

六、廠商對招租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書面向本機關提出，請求釋疑之期限自

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算，不逾截止投標日或資格審查截止收件日之前 1日。 

貳、投標資格 

一、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有權承租不動產之政府機關、學校、公營

事業機構、依法登記之法人及國內合法登記立案公司行號，且符合「建築物

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規定之使用類別與項目辦公服務類(G類)中 G-3

組之第 4及第 5款適用之相關行業(附表一、附表二)，均可參加投標。 

二、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我國廠商所供應財

物或勞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 

參、廠商資格證明文件 

一、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如允許依法令免申請核發本

項基本資格證明文件之廠商參與投標，一併載明該等廠商免繳驗之證明文件

)：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

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明

文件、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

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1.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登記之核准函、公司登記表、公司登記證明書或列

印「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index.jsp)商工登記資料之

公司登記資料查詢網站之「公司基本資料」均屬之)或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登記機關核准商業登記之核准函、商業登記抄本、商業登記證

明書、或列印「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商工登記資料之商業登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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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資料查詢網站之「商業登記基本資料」均屬之)。以上廠商登記或

設立證明，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 

2.廠商附具之證明文件，其內容與招租文件之規定有異，但截止投標前

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該廠商最新資料符合招租文件規定

者，本機關得允許廠商列印該最新資料代之。 

(二)廠商納稅證明文件： 

1.營業稅繳稅證明：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

1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 1期證明

者，得以前 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 1期營業稅繳納

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代之；

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

。(本項適用於依營業稅法須報繳營業稅者之情形) 

2.綜合所得稅證明：最近 1年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或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繳費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 1年證明文件者，得以前 1年之

納稅證明文件代之。(本項適用於以自然人名義投標之情形) 

3.營業稅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

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4.依法免繳納營業稅或綜合所得稅者，應繳交核定通知書影本或其他依

法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廠商信用證明文件：近 5年內非政府採購法第 103條拒絕往來戶或最近

3 年內無退票紀錄之票據交換所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出具之信用證

明文件，並符合下列規定： 

1.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前半年以內。 

2.票據交換所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出具第 1類或第2類票據信用資料

查覆單。 

3.查覆單上應載明之內容如下： 

(1)資料來源為票據交換機構。 

(2)非拒絕往來戶。 

(3)最近 3年內無退票紀錄。(退票但已辦妥清償註記者，視同為無退

票紀錄。機關有證據顯示廠商於截止投標期限前，係拒絕往來戶

或有退票紀錄者，依證據處理。) 

(4)資料查詢日期。 

(5)廠商統一編號或名稱。 

(6)查覆單經塗改或無查覆單位圖章、該單位有權人員及經辦員簽章

者無效。 

(四)依政府機關組織法律組成之非公司組織事業機構，參加投標時，得免繳

驗前項該等證明文件，僅需檢附依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組織章程

，如以自然人身分參加投標時，需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投標廠商應提出之資格證明文件，除招租文件另有規定者外，得以影本為原

則。本機關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正本供查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係偽

造或變造者，不決標予該廠商。前項影本之尺寸與正本不一致，或未載明與

正本相符、未加蓋廠商印章或簽署等情事，而不影響辨識其內容或真偽者，

不影響其有效性。決標後本機關依規定查驗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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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押標金 

一、本案押標金金額為新臺幣 10萬元整(抬頭寫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二、押標金有效期：為第陸節第十一項第一款投標文件有效期長 30日以上，若

廠商延長報價有效期則其押標金有效期應一併延長之。 

三、押標金得以下列一種以上方式繳納： 

(一)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支票、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 

(二)現金。 

四、押標金繳納期限：廠商應於截止投標期限前，以投標廠商名義繳納押標金，

並以其正本投標。 

五、押標金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繳納及發

還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繳納： 

1.投標廠商以現金繳納至臺灣銀行臺中分行，帳號：010045000088，戶

名：臺中市市庫總存款戶，並取得收據聯附入投標文件中參與投標

。 

2.投標廠商以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繳納者

，應為即期並以本機關為受款人：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並直接附入

投標文件中參與投標。 

 (二)發還： 

1.未得標廠商應於接獲未得標通知後，洽本局無息領回押標金。並依下

列方式處理： 

(1)廠商辦理押標金領回時，應委任代理人持公司印鑑、負責人印鑑

及代理人被授權證明文件辦理。 

(2)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支票或保付支票由本機關加蓋機關章戳後

，由廠商出示身分證明，並填妥退還押標金及投標文件申請單後

發還。 

(3)郵政匯票者由本機關加蓋機關章戳後，由廠商出示身分證明，並

填妥退還押標金及投標文件申請單後發還。廠商得持原郵局發給

之收據聯及本匯票向郵局申請退還匯款。 

(4)現金繳納者，需填妥押標金領回申請書、押標金領回收據，經本

局審查後退款。 

七、本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標之廠商。廢標

時亦同。因故停止招標、流標、或其他原因，致證件封未予開封審查，由廠

商自行剪開標封取出押標金領回。 

八、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扣除溢繳之金額後全部不

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 

(六)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金轉換為履約保證金。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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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投標廠商或本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押標金應予發還： 

(一)未得標之廠商。 

(二)本機關宣布廢標或因故不予開標、決標。 

(三)廠商投標文件已確定為不合於招標規定或無得標機會，經廠商要求先予

發還。 

(四)廠商逾期繳納押標金或繳納後未參加投標或逾期投標。 

(五)已決標之案件，得標廠商已依規定繳納履約保證金。 

伍、共同投標：本案不允許共同投標。 

陸、投標 

一、投標廠商標價幣別採新臺幣。 

二、投標廠商應詳閱招租文件之各項規定，並詳估算其標價，以不易塗改之書寫

工具，依規定格式填寫或鍵入相關投標文件。除招租文件另有規定者外，廠

商不得擅改本機關原訂內容或附加任何條件(附有條件者，視為未附有)。 

三、採一次投標不分段開標，所有投標文件置於一標封內，不必按文件屬性分別

裝封，裝入投標封套(箱)內書面密封後，於截止收件期限前以郵遞或專人寄

(送)達本機關投標，如有延誤，喪失投標資格。 

四、廠商投標應附文件如下，：  

(一)押標金繳納單據(正本) 

(二)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三)廠商資格證明文件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2.廠商納稅證明文件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 

4.依政府機關組織法律組成之非公司組織事業機構，參加投標時，得

免繳驗前項該等證明文件，僅需檢附依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組織章程，如以自然人身分參加投標時，需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 

(四)投標單(正本) 

(五)投標企劃書(1式 10份，以 50頁為限不含封面、目錄、附件及封底，

裝入投標封套(箱)即可，無須分別密封。) 

五、投標廠商資格不符招租文件者，不得參與評定 

六、投標文件內記載金額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文字為準；文字與文字不符時

，以較低者為準。但投標單之報價不符招租文件規定者為無效標。 

七、投標封套(箱)，係指投標文件最外層之封套或不透明之容器，其封面應標示

廠商名稱、地址及標案案號或案件名稱。其封面內容應標示明確，以避免開

標審標發生錯誤  

八、同一廠商對同一標案只能寄送一份投標文件。廠商與其分支機構，或其二以

上分支機構，均不得對同一標案分別投標。 

九、經寄(送)達本機關之投標文件，投標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發還、作廢、

撤銷、更改。 

十、截止投標日或開標日為辦公日，而該日因故停止辦公，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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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標時間代之。 

十一、廠商投標時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投標文件(含報價有效期，下同)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 30 日止，

如機關無法於前開有效期內決標，得於必要時洽請廠商延長投標文件之

有效期。 

(二)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應僅限於招租文件有規定，且與招標標的有關者

。其他文件，應避免附入投標文件內，投標文件如附有非屬招租文件規

定之文件，視同未附，且本機關不予審查，投標廠商亦不得以此文件向

本機關有所主張。 

(三)投標文件以中文為準。 

(四)投標廠商因投標所需之任何費用，不論本標案有無決標，均由投標廠商

自行負擔。 

十二、投標無效：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標無效，原件退還。 

（一）投標資格不符規定者。 

（二）投標信件內所附文件（含證件影本）缺件、填寫不全（實）或經審查

不符規定者。 

（三）投標信件逾規定期限送達公告或規定之地址。 

（四）投標信件未密封或封口破損，有影響開標決標公正之虞者。 

（五）投標未使用本機關所提供之投標單及投標封套者。 

（六）同一人對同一標號投寄二張以上之投標單，或同一標封內附入二標號

以上之投標單者。 

（七）投標標價低於本案公告底價者。 

（八）其他違反法令之情形者。 

（九）受主管機關停業處分期限未滿者。 

（十）涉及走私及逃漏稅捐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十一）壟斷市場物資經法院判決確定或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確定者。 

（十二）具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迴避義務者。 

柒、開標及審標 

一、本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及單位，依招標公告所定之時間及地點：公開開標，並

以本機關名義決標。但招租文件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二、開標現場注意事項： 

(一)投標廠商請依照公告開標之時間及地點(本機關不另行通知)，由負責人

或代理人攜帶授權委託書正本參與開標，並依本機關要求出示之。 

(二)廠商負責人如未到場或代理人未攜帶授權委託書，視同放棄參與開標或

當次提出說明、加價、比加價格之權益。 

(三)開標案件每一投標廠商得參加人數為[ 3 ]人。 

(四)開標現場使用語言、文字等皆以中文表達。 

三、開標時應宣布投標廠商名稱或代號、家數及其他招租文件規定宣布之事項。 

四、開標審標之順序，資格與價格一次投標不分段開標。 

五、本機關審查廠商投標文件時，發現其內容不明確、不一致或明顯打字或書寫

錯誤情形者，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以確認其正確之內容。如係明顯打

字或書寫錯誤且與標價無關者，得允許廠商更正。 

六、廠商之投標文件於開標審標時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判定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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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標文件未依第陸節投標之規定辦理者。 

(二)押標金及資格文件經審查結果有下列情形者： 

1.押標金： 

(1)押標金未依第肆節規定繳納或逾期繳納。 

(2)押標金低於規定金額。 

(3)押標金以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繳納，而其受款

人欄與本機關名稱不符者為無效標，但不符合之原因，非可歸責

於廠商者，不在此限。受款人欄空白未填者，本機關即逕予填入

本機關名稱全銜，並作為有效標處理。 

2.資格文件：未依本須知規定檢附廠商資格文件者。 

(三)價格文件審查結果未合招租文件規定者： 

1.投標單： 

(1)與本機關提供樣式不符。 

(2)未依規定格式填寫或鍵入。 

(3)使用鉛筆或其他易塗改工具書寫。 

(4)擅改本機關原訂內容。 

2.投標單除前目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屬無效標： 

(1)報價未以中文數目字填寫或鍵入。 

(2)書寫或列印模糊不清，難以辨識。 

(3)破損致部分文字缺少。 

(4)未加蓋廠商或負責人印章或簽署，或其印文或簽署不能辨識。 

(5)塗改處未加蓋廠商或負責人之印章或署名。 

(6)未能辨識標價之情形者。 

七、廠商投標文件，原則不予發還，但有下列情形得發還之： 

(一)本標案開標後因故廢標時，其投標文件原則不發還，但得經廠商要求並

簽收後，留存一本正本，其餘發還。 

(二)採一次投標分段開標者，未通過前一階段審標之廠商，其尚未開標部分

之投標文件得由廠商簽收後領回。 

捌、決標 

一、決標方式：參考最有利標精神。 

二、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管理大樓部分空間公告底價－依經營企劃書所使用範圍

(詳第壹節第三項規定)，每平方公尺每年設施使用費不低於新臺幣 500元整

。 

三、決標原則：資格經審查合格之廠商，由本機關通知參加評定。評定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依招租文件及評定須知相關規定進行評定。本機關於評定小組會成立時

，一併成立工作小組，協助本案評定委員會辦理與評分評定有關作業。 

(二)「評定項目」及「配分」依評定須知規定。 

(三)開標作業依資格、廠商評定順序辦理。資格合於招租文件規定且經評定

委員會評分之方式評定，總平均分數 80 以上之投標廠商，始可進入最

後的價格比價決標程序，若所有廠商平均未達 80 分時，則廢標。評定

結果應經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定後，取得比價資格。審查結果依評

定評分表及評定評分總表，並依前點各款之規定辦理。 

(四)投標廠商依招租文件規定進行簡報時，應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限，如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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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不納入評定。 

(五)評定委員會評定時，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問答者，不影響其投標

文件之有效性。但評定項目列有簡報項目者，該項目以零分計。 

(六)評定方式由評定委員就個別廠商評分後，總平均分數 80 以上之投標廠

商，始可進入最後的價格比價決標程序，另未達 80 分者不得列為比價

對象。 

(七)取得比價資格之廠商，以標價(每平方公尺每年設施使用費)最高者為得

標廠商，標價相同者由評定委員會以抽籤決定得標廠商。 

(八)本案所稱抽籤決定，其程序為:先由招標機關就該等廠商名稱或代號製

作籤條或籤球，置入不透明之容器或籤筒內，再由開標主持人員(或評

定委員會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廠商。 

四、投標廠商一經投標後，無論在開標前或正在開標時不得申請撤回其報價，否

則無論得標與否，押標金概不予退還。 

玖、履約保證金 

一、履約保證金： 

(一)履約保證金：新臺幣 10萬元整。 

此項保證金責任期間，應與契約之起迄日期相符，於期限屆滿無違約情

事者，無息發還，得標人如不履行契約約定，履約保證金不予發還，並

由本局依契約規定處理標的物。 

(二)保證金應以得標廠商之名義繳納。 

(三)得標廠商以其原繳納之押標金轉為履約保證金者，押標金金額如超出規

定之保證金金額，超出之部分應發還得標廠商。 

(四)履約保證金之繳納期限為決標日次日起 15日內，簽約前繳交。 

(五)履約保證金有效期：廠商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

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履約保證金者，其有效

期應較契約規定之最後租賃期限長 90 日；廠商未能依契約規定期限履

約者，履約保證金之有效期應按遲延期間延長之。 

二、得標廠商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履約保證金或繳納之額度不足或不合規定程式者

，本機關得沒收押標金。 

三、投標廠商得以下列一種以上方式繳納履約保證金： 

(一)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 

(二)郵政匯票。 

(三)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 

(四)現金 

(五)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

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 

保證金以金融機構簽發之支票、本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繳納者，應為即

期並以本機關為受款人(受款人：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以設定質權之金融機

構定期存款單者，依其性質，應分別記載本機關為質權人。 

四、履約保證金之發還詳契約約定。 

拾、簽訂契約 

一、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經本機關通知日起 15日內至本機關辦理資格文件正本

核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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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經本機關通知日起 15日內，按照本機關所規定之格式

及所需文件，與本機關簽訂契約。契約書之製作裝訂由得標廠商為之，其所

需費用由得標廠商負擔。 

三、後續擴充申請 

(一)合約期限屆滿，如履約績效良好，經機關審查同意，得辦理後續擴充 3

年，最多後續擴充 2次。 

(二)契約有效期限屆滿前 3個月，廠商應提出繼續經營意願或不再經營之書

面申請，未於期限提出申請者，視同不辦理後續擴充。 

(三)廠商應自簽約日起計第 1 年度，並於每年度屆滿前 90 日將未來管理營

運計畫(該年度營運績效)及其他必要資料提送予本局辦理予以評鑑，綜

合 3 個年度評鑑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經機關核准者，由雙方議約，契

約另定之，以換文方式辦理；未符合前述條件者不予後續擴充。參考資

料：營運績效說明書（含財務報表）、未來管理營運計畫、價格與回饋

機制等及機關查核督導紀錄、經營企劃書履約執行情形、財產與設施維

護情形等。 

(四)至契約期滿前雙方仍未達成契約之合意者，廠商即喪失優先後續擴充權

，機關得另行公開辦理招商作業。 

第拾節、其他 

一、本投標須知為契約之一部分。 

二、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其他招租文件規定。 

三、各種押標金保證金之繳納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臺灣銀行臺中分行，帳號

:010045000088，戶名: 臺中市市庫總存款戶 

四、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

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繳納，並應符合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

法規定之格式。 

第拾壹節、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投標須知。 

■部分空間租賃經營說明書。 

■契約書及契約封面。 

■契約附件-供應膳食者一律使用國產生鮮肉品條文。 

■評定須知。 

■評鑑作業規定。 

■投標廠商聲明書。 

■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 

■投標單。 

■投標封套。 

■授權委託書。 

■退還押標金及投標文件申請單。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及填寫範例。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員工與廠商互動倫理須知。 

■其他：押標金領回申請書、押標金領回收據(以現金繳納方式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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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 

類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Ａ類 公共集會類 
供集會、觀賞、社交、等候運

輸工具，且無法防火區劃之場

所。 

Ａ-１ 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席之場所。 

Ａ-２ 供旅客等候運輸工具之場所。 

Ｂ類 商業類 
供商業交易、陳列展售、娛樂

、餐飲、消費之場所。 

Ｂ-１ 供娛樂消費，且處封閉或半封閉之場所。 

Ｂ-２ 
供商品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且使用人替換頻率

高之場所。 

Ｂ-３ 供不特定人餐飲，且直接使用燃具之場所。 

Ｂ-４ 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 

Ｃ類 工業、倉儲類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

研發、組裝及修理物品之場所

。 

Ｃ-１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工

業物品，且具公害之場所。 

Ｃ-２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一

般物品之場所。 

Ｄ類 休閒、文教類 
供運動、休閒、參觀、閱覽、

教學之場所。 

Ｄ-１ 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 

Ｄ-２ 供參觀、閱覽、會議之場所。 

Ｄ-３ 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Ｄ-４ 
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

除外） 

Ｄ-５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

。 

Ｅ類 宗教、殯葬類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 
Ｅ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Ｆ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供身體行動能力受到健康、年

紀或其他因素影響，需特別照

顧之使用場所。 

Ｆ-１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Ｆ-２ 
供身心障礙者教養、醫療、復健、重健、訓練、輔

導、服務之場所。 

Ｆ-３ 供兒童及少年照護之場所。 

Ｆ-４ 供限制個人活動之戒護場所。 

Ｇ類 辦公、服務類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

或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

之場所。 

Ｇ-１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且使用人替換頻率

高之場所。 

Ｇ-２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Ｇ-３ 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Ｈ類 住宿類 供特定人住宿之場所。 
Ｈ-１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Ｈ-２ 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Ｉ類 危險物品類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

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

體之場所。 
Ｉ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

高壓氣體之場所。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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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類 組  使 用 項 目 舉 例  

A-1 

1.戲（劇）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觀覽場等類似場所。 

2.觀眾席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體育館（場）及設施、音樂廳、文康中心、社教

館、集會堂（場）、社區（村里）活動中心等類似場所。 

A-2 

1.車站（公路、鐵路、大眾捷運）。 

2.候船室、水運客站。 

3.航空站、飛機場大廈。 

B-1 

1.視聽歌唱場所（提供伴唱視聽設備，供人唱歌場所）、理髮（理容）場所（將場所加以區隔或包

廂式為人理髮理容之場所）、按摩場所（將場所加以區隔或包廂式為人按摩之場所）、三溫暖場

所（提供冷、熱水池、蒸烤設備，供人沐浴之場所）、舞廳（備有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場所

）、舞場（不備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場所）、酒家（備有陪侍，供應酒、菜或其他飲食物之

場所）、酒吧（備有陪侍，供應酒類或其他飲料之場所）、特種咖啡茶室（備有陪侍，供應飲料

之場所）、夜總會、遊藝場、俱樂部等類似場所。 

2.電子遊戲場（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定義）。 

3.錄影帶（節目帶）播映場所。 

4.B-3使用組別之場所，有提供表演節目等娛樂服務者。 

B-2 

1.百貨公司（百貨商場）商場、市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場）、展覽場（館）、量販

店、批發場所（倉儲批發、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等類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店舖、當舖、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等類似場所。 

B-3 

1.飲酒店（無陪侍，供應酒精飲料之餐飲服務場所，包括啤酒屋）、小吃街等類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餐廳、飲食店、飲料店（無陪侍提供非酒精飲料

服務之場所，包括茶藝館、咖啡店、冰果店及冷飲店等）等類似場所。 

B-4 

1.觀光旅館（飯店）、國際觀光旅館（飯店）等之客房部。 

2.旅社、旅館、賓館等類似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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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1.變電所、飛機庫、汽車修理場（車輛修理場所、修車廠、修理場、車輛修配保管場、汽車站房

）等類似場所。 

2.特殊工作場、工場、工廠（具公害）、自來水廠、屠（電）宰場、發電場、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

或處理場、廢棄物處理場、污水（水肥）處理貯存場等類似場所。 

C-2 

1.倉庫（倉儲場）、洗車場、汽車商場（出租汽車、計程車營業站）、書庫、貨物輸配所、電信機

器室（電信機房）、電視（電影、廣播電台）之攝影場（攝影棚、播送室）、實驗室等類似場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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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工場、工作場、工廠等類似場所。 

D-1 

1.保齡球館、室內溜冰場、室內游泳池、室內球類運動場、室內機械遊樂場、室內兒童樂園、保

健館、健身房、健身服務場所（三溫暖除外）、公共浴室（包括溫泉泡湯池）、室內操練場、撞

球場、室內體育場所、少年服務機構（供休閒、育樂之服務設施）、室內高爾夫球練習場、室內

釣蝦（魚）場、健身休閒中心、美容瘦身中心等類似場所。 

2.資訊休閒服務場所（提供場所及電腦設備，供人透過電腦連線擷取網路上資源或利用電腦功能

以磁碟、光碟供人使用之場所）。 

D-2 

1.會議廳、展示廳、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水族館、科學館、陳列館、資料館、歷史文物館

、天文臺、藝術館等類似場所。 

2.觀眾席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體育館（場）及設施、音樂廳、文康中心、社教館

、集會堂（場）、社區（村里）活動中心等類似場所。 

D-3 小學教室、教學大樓等相關教學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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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 
1.補習（訓練）班、文康機構等類似場所。 

2.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等類似場所。 

E 

1.寺（寺院）、廟（廟宇）、教堂（教會）、宗祠（家廟）、宗教設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供香客

住宿等類似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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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1 設有十床病床以上之下列場所：醫院、療養院等類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診所。 

3.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

產後護理機構、屬於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長期照顧機構（失智照顧型

）等類似場所。 

F-2 

1.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全日型住宿機構、日間服務機構、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福利

中心）、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等類似場所。 

2.啟智（聰、明）學校、盲啞學校、益智學校。 

3.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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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機構等類似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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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 
含營業廳之下列場所：金融機構、證券交易場所、金融保險機構、合作社、銀行、證券公司（證

券經紀業、期貨經紀業）、票券金融機構、電信局（公司）郵局、自來水及電力公司之營業場所。 

G-2 
1.不含營業廳之下列場所：金融機構、證券交易場所、金融保險機構、合作社、銀行、證券公司

（證券經紀業、期貨經紀業）、票券金融機構、電信局（公司）郵局、自來水及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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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機關（公務機關）、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廳）、員工文康室、旅遊及運

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未兼營提供電影攝影場（攝影棚）之動畫影片製作場所、

有線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之其他用途場所、少年服務機構綜合之服務場所等類似場所。 

3.提供場地供人閱讀之下列場所：Ｋ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 

4.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 

G-3 

1.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健康中心、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牙體技術所、理髮場所（未將

場所加以區隔且非包廂式為人理髮之場所）、按摩場所（未將場所加以區隔且非包廂式為人按摩

之場所）、美容院、洗衣店、公共廁所、動物收容、寵物繁殖或買賣場所等類似場所。 

2.設置病床未達十床之下列場所：醫院、療養院等類似場所。 

3.樓地板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之診所。 

4.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店舖、當舖、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便利商店等類似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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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包括茶藝館、咖啡店、冰果店及冷飲店等）等類似場所。 

H-1 

1.民宿（客房數六間以上）、宿舍、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招待所。 

2.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產

後護理機構、屬於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長期照顧機構（失智照顧型）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等類似場所。 

3.老人福利機構之場所：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安養機構、其他老人福利機構。 

4.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夜間型住宿機構）、居家護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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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 

1.集合住宅、住宅、民宿（客房數五間以下）。 

2.設於地面一層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設於二層至五層之任一層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且

樓梯寬度一點二公尺以上、分間牆及室內裝修材料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現行規定之下列場所：小

型安養機構、小型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小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小型住宿型精神復健

機構、小型社區式日間照顧及重建服務、小型社區式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等類似場所。 

3.農舍。 

4.社區式家庭托顧服務、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場所。 

I 

1.化工原料行、礦油行、瓦斯行、石油煉製廠、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液

化石油氣分裝場、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液化石油氣鋼瓶檢驗機構（場）等

類似場所。 

2.加油（氣）站、儲存石油廠庫、天然氣加壓站、天然氣製造場等類似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