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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4819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鑑於消防安全設備設計及其性能維
護良窳，攸關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之偵知、滅火及人員逃生等
安全事項，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消防法第七
條條文訂定消防專技人員制度，即規範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
計、監造、裝置及檢修業務由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建
築師、七科技師及消防安全設備職類乙級技術士為之；另就
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部分，其中電源、水源及配管施作至關
重要，不可或缺，長期以來皆仰賴 7,310 家「電器承裝業」及
3,847 家「自來水管承裝商」負責施作，然而，由近日重大火
災公安事件可知，消防實務人員維持一定之量能，有其必要
性，惟迄今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業人數全國合計僅 689
人，尚有未足，無法滿足執行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
置及檢修業務需求，實有必要將消防專技人員制度建立前後
，具實務整合執行設計、監造業務者及依據「電業法」及「
自來水法」從事消防安全設備施作者，予以明文入法，以充
實消防專業人力，補足消防專技人員缺口，集各專業之力，
共同維護消防安全，並為保障消防法所定管理權人實際支配
管理場所中，設置與維護之消防安全設備，以及旅館、老人
福利機構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場所管理權人設置之火災警報
器，皆應依規定設置、維護並維持正常運作，爰擬具「消防
法第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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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目前全國 7,310 家電器承裝業、3,847 家自來水管承裝商者係分別依照「電業法」、「自來
水法」之規定登記設立，並聘僱經考試及格之水管、電氣相關類科之技術士（或電匠）
41,950 人及工程現場施作（含勞安、工程品管）等人員 9 萬 2 千餘人，總計高達 13 萬 4 千
餘人，從事水管、電氣工程之施作與檢修，特別在建築物中有關水管、消防水管、電氣工
程配管、配線、插座、發電機與緊急電源等多項工程與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息息相關、
密不可分，施工完成後依「消防法」相關規定交由消防設備師（士）或取得該項資格之暫
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人員簽證報驗，數十年來對落實、提升消費者消防公共安
全，成效顯著。但從近日重大火災公安事件可知，消防實務人員維持一定之量能，有其必
要性，惟迄今消防專技人員執業人數全國合計僅 689 人（消防設備師 181 人、消防設備士
508 人），尚有未足，尤其是南投縣、嘉義縣、宜蘭縣、澎湖縣、金門縣與連江縣無執業之
消防設備師，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及連江縣無執業之消防設備士，無法滿足
執行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業務需求，實有必要將消防專技人員制度建立
前後，具實務整合執行設計、監造業務者及依據「電業法」及「自來水法」從事消防安全
設備施作者，予以明文入法，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部分條文依照用戶用電設備裝置
規則屬電機技師執業範圍之條文，顯見應依專業分工精神，應將消防安全設備涉及電機技
師業務範圍者，交由電機技師辦理，又參照電業法第五十九條、電信法第四十三條、電信
管理法第四十一條之現況立法精神，爰增列第一項後段但書規定「設計、監造、裝置、檢
修涉及電機技師執業範圍者，應交由執業電機技師辦理，消防安全設備之施工得由電器承
裝業或自來水管承裝商辦理。」，以符實際。
二、本法於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修正施行時建立消防專技人員制度，在此之前，原已由建築師
執業之建築消防設備設計、監造或由電機技師執業之消防設備相關電氣工程配管、配線、
插座、發電機及緊急電源等多項工程之設計、監造部分，該業務當時既係其等固有業務範
圍，該建築師或電機技師自可信賴其有該項執業權；而為使消防專技人員制度得以銜接及
過渡之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之相關人員，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
之建築師、土木工程科技師、機械工程科技師、冷凍空調工程科技師、電機工程科技師、
工業安全科技師、環境工程科技師、結構工程科技師及已取得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消防職
類三種以上乙級技術士者，執行迄今已逾二十四年，該等執業人員具備一定之執業技能，
其等具有六樓以上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經驗之既得權自應受相當之尊重。惟其
等執業與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工程品質及公共安全關係至鉅，而建築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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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復與時精進，為兼顧公共利益，爰參酌司法院釋字第 411 號解釋、技師法「各科技
師執業範圍」有關「土木工程科技師」執業範圍但書「但建築物結構之規劃、設計、研究
、分析業務限於高度三十六公尺以下」及其備註「於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十八日以前取得土
木技師資格並於七十六年十月二日以前具有三十六公尺以上高度建築物結構設計經驗者不
受建築物結構高度三十六公尺之限制」之規定，增列第二項。並增訂第三項「八十四年八
月十一日本法修正施行前取得建築師資格並領有建築物建造執照或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消防設備師證書核發前已執業之電機技師並取得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執業證書者，
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得從事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業務。」，對於就此設
計業務具有相當經驗者之既得權予以保護，具有正當性。以近年通過立法之「不動產估價
師法」、「國土測繪法」、「地政士法」及「記帳士法」等為例，均有考慮到原有工作者
之權利：例如「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未取得不動產估價師資格者，不
得辦理前項估價業務。但建築師依建築師法規定，辦理建築物估價業務者，不在此限」、
「國土測繪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建築師依建築師法規定辦理建築物及其實質環境之
測量業務者，以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技術顧問機構、技師事務所或營造業置有測量或相
關專業技師，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技師法或營造業法規定經營之測繪業務係附
屬於工程、技術服務事項或其他勞務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地政士法」第 54 條規定
：「本法施行前，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領有代理他
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而未申領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證書者，應於本法施
行後一年內申請地政士證書，逾期不得請領」因此對於本法於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修正施
行前取得建築師資格並領有建築物建造執照或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消防設備師證書核發
前已執業之電機技師並取得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執業證書者，其等既得權予以保護
，具有正當性。
三、民國六十五年建築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修正規定，除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有
關建築物之結構其設備與專業工程部分，應由專業工程技師負責辦理。為落實上開規定，
有關機關基於技師法之授權，於六十七年九月十九日發布之「技師分科類別」及「技師分
科類別執業範圍說明」，增設結構工程技師類科，有關機關為考量分業當時社會需求及結
構工程技師人數之不足，於技師分科類別執業範圍說明中，結構工程科加註「在尚無適當
數量之結構工程科技師開業之前，建築物結構暫由開業之土木技師或建築師負責辦理」。
八十年四月十九日新修訂之各科技師執業範圍，土木工程科備註欄註明「於民國六十七年
九月十八日以前取得土木技師資格並於七十六年十月二日以前具有三十六公尺以上高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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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結構設計經驗者，不受上列建築物結構高度之限制」，係對於增設結構工程技師類科
以前取得土木工程技師，而於其得執行建築物結構設計業務期間（包括至七十六年暫由土
木技師負責辦理期間），復具有三十六公尺以上高度建築物結構設計經驗者，兼顧尊重其
既得權之規定。此一「土木工程技師」與「結構工程技師分科」案例，皆有執業資格暫行
規定，其相關政策形成過程與本案極為類似，足以做為參考，併此敘明。
四、建築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
築師為限。但有關建築物結構及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且建築法第十條「本法所稱建築物設備，為敷設於建築物之電力、電信、煤氣、給水、
污水、排水、空氣調節、昇降、消防、消雷、防空避難、污物處理及保護民眾隱私權等設
備」。另依據建築法第九十七條「有關建築規劃、設計、施工、構造、設備之建築技術規
則，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規定，綜觀「建築技術規則」篇幅，其「建築設計施
工編」及「建築設備編」中皆訂有消防設備相關章節及條文，因此開業建築師得從事五層
以下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業務，其法源依據甚為明確。再者依建築法第七十
三條訂定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七十七條訂定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七十七條之一訂定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改善辦法」、第七十七條之二訂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皆明定為開業建築師
的工作範圍，爰增訂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開業建築師得繼續從事五層以下、住宅或規模一
定以下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業務。以符合實際需求，避免增加消費者負擔。
五、將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二項刪除、第三項及第四項分別依序移列為第六項與第七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六、參酌「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
士，自取得證書日起每三年應接受講習一次或取得累計積分達一百六十分以上之訓練證明
文件。」，原第七條增列第八項規定建築師、電機技師及暫行執業人員每三年皆應完成之
專業訓練時數，強化渠等確保消防安全之專業能力，以維護公共安全。。
七、現行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
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至於
同條第四項則規定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旅館、老人福利機構
場所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其安裝位
置、方式、改善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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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然在目前第三十五條僅就管理權人於前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項之消防安全設備、火災警
報器在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而致人於死、致重傷時定有刑責，卻並未對消防安全設備、火
災警報器應「維持正常運作」有所規範，為彌補立法之不足，爰將「維持正常運作」內容
新增於修正條文中，盼得完善現行法令未盡之處，維護公眾安全。

提案人：陳超明
連署人：曾銘宗

許淑華

謝衣鳯

林德福

葉毓蘭

翁重鈞

鄭天財 Sra Kacaw

林思銘

溫玉霞

張育美

李德維

吳怡玎

林文瑞

徐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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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第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防安
全設備，除本法及其它法令
另有規定外，其設計、監造

第七條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防安
全設備，其設計、監造應由
消防設備師為之；其裝置、

一、目前全國 7,310 家電器承
裝業、3,847 家自來水管承
裝商者係分別依照「電業法
」、「自來水法」之規定登

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其裝
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
消防設備士為之。但設計、
監造、裝置、檢修涉及電機

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
設備士為之。
前項消防安全設備之設
計、監造、裝置及檢修，於

記設立，並聘僱經考試及格
之水管、電氣相關類科之技
術士（或電匠）41,950 人及
工程現場施作（含勞安、工

技師執業範圍者，應交由執
業電機技師辦理，消防安全
設備之施工得由電器承裝業
或自來水管承裝商辦理。
本法修正施行前領有消
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或消防
安全設備裝置檢修暫行執業
證書者，自本法修正施行之
日起，得依其領有證書類別
，繼續從事五層以下建築物
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
或裝置、檢修業務。但於本
法修正施行前具有六層以上
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
、監造經驗者，不受五層以
下之限制。
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本
法修正施行前取得建築師資
格並領有建築物建造執照或
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消防
設備師證書核發前已執業之
電機技師並取得消防安全設
備設計監造暫行執業證書者
，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得從事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
備設計、監造業務。
開業建築師自本法修正
施行之日起，得從事五層以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未
達定量人數前，得由現有相
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
術士暫行為之；其期限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消防設備師之資格及管
理，另以法律定之。
在前項法律未制定前，
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消防設
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
。

程品管）等人員 9 萬 2 千餘
人，總計高達 13 萬 4 千餘
人，從事水管、電氣工程之
施作與檢修，特別在建築物
中有關水管、消防水管、電
氣工程配管、配線、插座、
發電機與緊急電源等多項工
程與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
息息相關、密不可分，施工
完成後依「消防法」相關規
定交由消防設備師（士）或
取得該項資格之暫行從事消
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人員
簽證報驗，數十年來對落實
、提升消費者消防公共安全
，成效顯著。但從近日重大
火災公安事件可知，消防實
務人員維持一定之量能，有
其必要性，惟迄今消防專技
人員執業人數全國合計僅
689 人（消防設備師 181 人
、消防設備士 508 人），尚
有未足，尤其是南投縣、嘉
義縣、宜蘭縣、澎湖縣、金
門縣與連江縣無執業之消防
設備師，宜蘭縣、花蓮縣、
臺東縣、澎湖縣及連江縣無
執業之消防設備士，無法滿

下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設
計、監造業務。但建築物用

足執行消防安全設備設計、
監造、裝置及檢修業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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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為集合住宅或申請範圍符

，實有必要將消防專技人員

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不受五
層以下之限制：
一、六層以上十層以下樓地
板面積在三百帄方公尺以

制度建立前後，具實務整合
執行設計、監造業務者及依
據「電業法」及「自來水法
」從事消防安全設備施作者

下者。
二、十一層以上樓地板面積
在一百帄方公尺以下者。
前項申請範圍貫通二層

，予以明文入法，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部分條文
依照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屬電機技師執業範圍之條文

者，應累加合計，且合計值
不得超過任一樓層之最小允
許值。
第一項至第三項人員之

，顯見應依專業分工精神，
應將消防安全設備涉及電機
技師業務範圍者，交由電機
技師辦理，又參照電業法第

資格及管理，另以法律定之
。
在前項法律未制定前，
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消防設

五十九條、電信法第四十三
條、電信管理法第四十一條
之現況立法精神，爰增列第
一項後段但書規定「設計、

備人員管理辦法。
第二項至第四項人員應
每三年接受與消防安全設備
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相

監造、裝置、檢修涉及電機
技師執業範圍者，應交由執
業電機技師辦理，消防安全
設備之施工得由電器承裝業

關之講習一次或取得累計積
分達一百六十分以上之訓練
證明文件。

或自來水管承裝商辦理。」
，以符實際。
二、本法於八十四年八月十一
日修正施行時建立消防專技
人員制度，在此之前，原已
由建築師執業之建築消防設
備設計、監造或由電機技師
執業之消防設備相關電氣工
程配管、配線、插座、發電
機及緊急電源等多項工程之
設計、監造部分，該業務當
時既係其等固有業務範圍，
該建築師或電機技師自可信
賴其有該項執業權；而為使
消防專技人員制度得以銜接
及過渡之暫行從事消防安全
設備設計監造之相關人員，
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及格之建築師、土木工
程科技師、機械工程科技師
、冷凍空調工程科技師、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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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工程科技師、工業安全科
技師、環境工程科技師、結
構工程科技師及已取得全國
技術士技能檢定消防職類三
種以上乙級技術士者，執行
迄今已逾二十四年，該等執
業人員具備一定之執業技能
，其等具有六樓以上建築物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經
驗之既得權自應受相當之尊
重。惟其等執業與建築物消
防安全設備工程品質及公共
安全關係至鉅，而建築消防
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復與
時精進，為兼顧公共利益，
爰參酌司法院釋字第 411 號
解釋、技師法「各科技師執
業範圍」有關「土木工程科
技師」執業範圍但書「但建
築物結構之規劃、設計、研
究、分析業務限於高度三十
六公尺以下」及其備註「於
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十八日以
前取得土木技師資格並於七
十六年十月二日以前具有三
十六公尺以上高度建築物結
構設計經驗者不受建築物結
構高度三十六公尺之限制」
之規定，增列第二項。並增
訂第三項「八十四年八月十
一日本法修正施行前取得建
築師資格並領有建築物建造
執照或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六
日消防設備師證書核發前已
執業之電機技師並取得消防
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執業
證書者，自本法修正施行之
日起，得從事建築物之消防
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業務。
」，對於就此設計業務具有
相當經驗者之既得權予以保
護，具有正當性。以近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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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立法之「不動產估價師法
」、「國土測繪法」、「地
政士法」及「記帳士法」等
為例，均有考慮到原有工作
者之權利：例如「不動產估
價師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
定：「未取得不動產估價師
資格者，不得辦理前項估價
業務。但建築師依建築師法
規定，辦理建築物估價業務
者，不在此限」、「國土測
繪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
：「建築師依建築師法規定
辦理建築物及其實質環境之
測量業務者，以及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技術顧問機構、
技師事務所或營造業置有測
量或相關專業技師，依工程
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技
師法或營造業法規定經營之
測繪業務係附屬於工程、技
術服務事項或其他勞務者，
不適用前項之規定」、「地
政士法」第 54 條規定：「
本法施行前，領有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發土地代書
人登記合格證明或領有代理
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
人員登記卡，而未申領土地
登記專業代理人證書者，應
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申請地
政士證書，逾期不得請領」
因此對於本法於八十四年八
月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取得建
築師資格並領有建築物建造
執照或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六
日消防設備師證書核發前已
執業之電機技師並取得消防
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執業
證書者，其等既得權予以保
護，具有正當性。
三、民國六十五年建築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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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第一項修正規定，除五
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
物外，有關建築物之結構其
設備與專業工程部分，應由
專業工程技師負責辦理。為
落實上開規定，有關機關基
於技師法之授權，於六十七
年九月十九日發布之「技師
分科類別」及「技師分科類
別執業範圍說明」，增設結
構工程技師類科，有關機關
為考量分業當時社會需求及
結構工程技師人數之不足，
於技師分科類別執業範圍說
明中，結構工程科加註「在
尚無適當數量之結構工程科
技師開業之前，建築物結構
暫由開業之土木技師或建築
師負責辦理」。八十年四月
十九日新修訂之各科技師執
業範圍，土木工程科備註欄
註明「於民國六十七年九月
十八日以前取得土木技師資
格並於七十六年十月二日以
前具有三十六公尺以上高度
建築物結構設計經驗者，不
受上列建築物結構高度之限
制」，係對於增設結構工程
技師類科以前取得土木工程
技師，而於其得執行建築物
結構設計業務期間（包括至
七十六年暫由土木技師負責
辦理期間），復具有三十六
公尺以上高度建築物結構設
計經驗者，兼顧尊重其既得
權之規定。此一「土木工程
技師」與「結構工程技師分
科」案例，皆有執業資格暫
行規定，其相關政策形成過
程與本案極為類似，足以做
為參考，併此敘明。
四、建築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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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
造人為建築師，以依法登記
開業之建築師為限。但有關
建築物結構及設備等專業工
程部分，除五層以下非供公
眾使用之建築物外，應由承
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
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
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且
建築法第十條「本法所稱建
築物設備，為敷設於建築物
之電力、電信、煤氣、給水
、污水、排水、空氣調節、
昇降、消防、消雷、防空避
難、污物處理及保護民眾隱
私權等設備」。另依據建築
法第九十七條「有關建築規
劃、設計、施工、構造、設
備之建築技術規則，由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定之……」規
定，綜觀「建築技術規則」
篇幅，其「建築設計施工編
」及「建築設備編」中皆訂
有消防設備相關章節及條文
，因此開業建築師得從事五
層以下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
備設計、監造業務，其法源
依據甚為明確。再者依建築
法第七十三條訂定之「建築
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第七十七條訂定之「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辦法」、第七十七條之一
訂定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
辦法」、第七十七條之二訂
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皆明定為開業建築
師的工作範圍，爰增訂第四
項及第五項規定開業建築師
得繼續從事五層以下、住宅
或規模一定以下建築物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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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業務
。以符合實際需求，避免增
加消費者負擔。
五、將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二項
刪除、第三項及第四項分別
依序移列為第六項與第七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六、參酌「消防設備師及消防
設備士管理辦法」第 11 條
第 1 項規定：「消防設備師
及消防設備士，自取得證書
日起每三年應接受講習一次
或取得累計積分達一百六十
分以上之訓練證明文件。」
，增列第八項規定建築師、
電機技師及暫行執業人員每
三年皆應完成之專業訓練時
數，強化渠等確保消防安全
之專業能力，以維護公共安
全。
第三十五條 依第六條第一項
所定標準應設置消防安全設
備之供營業使用場所，或依
同條第四項所定應設置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之場所，其管
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維護
或維持正常運作，於發生火
災時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十五條 依第六條第一項
所定標準應設置消防安全設
備之供營業使用場所，或依
同條第四項所定應設置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之場所，其管
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
，於發生火災時致人於死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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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新增「維持正常運
作」，規範管理權人應維持
消防安全設備或火災警報器
之正常運作，維護公眾安全
。
二、有違本條而致人於死者，
調高最低刑度自一年以上修
正為三年以上；得併科之罰
金，提高為二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
三、致重傷者，調高最低刑度
自六個月以上修正為一年以
上；得併科之罰金，提高一
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