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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建築物概要 

城中城大樓位於高雄市塩埕區府北路31號，於民國 66年取得建造

執照興建，民國 70 年取得使用執照，依領有(70)高市工建築使字第

00084 號使用執照所載為地下 2 層、地上 12 層建築物。(基本資料如表

1)；位置圖如圖 1。 

表 1 城中城建築物基本資料 

 

 

圖 1  城中城建築物位置圖 

 

位        置 高雄市塩埕區府北路 31號 

使 用 分 區 商業區 

建 照 執 照 (66)高市工都築字第 03509號     66年 07月 20日 

使 用 執 照 (70)高市工建築使字第 00084號   70年 01月 14日 

戶 數 208 戶 

樓 層 概 述 地下 2層、地上 12層 

申請用途 

地下 2層 停車場及防空避難室 

地下 1層 歌廳及商場 

地上 1至 4層 商場 

地上 5至 6層 電影院 

地上 7至 11層 辦公室 

地上 12層 餐廳 

城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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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城大樓於民國 66 年 7 月 20 日取得建造執照、70 年 1 月 14

日王玉雲前市長任期內取得使用執照。地上 1 至 6 層及地上 12 層為

商業使用，目前營業場所已歇業。7至 11樓用途為辦公室，但當時已

分戶且有隔間及門牌 195戶。 (如圖 2) 

 

圖 2  66年 7月 20日至 70年 1月 14日間城中城大樓資料 
 

城中城大樓從 70至 99年期間，均查無該棟大樓作為住宅使用而有

變更使照紀錄。  

另依 99 年 1 月 7 日高雄市建築物免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第 3 條附表

規定(如表 2)，商業區使用執照最後一次所登載之類組「辦公室」面積

未達 500平方公尺而變更作為集合住宅者，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是

以，城中城大樓 7 至 11 層原用途為辦公室，各戶面積未達 500 平方公

尺，依現行規定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可作為住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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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9年 1月 7日高雄市建築物免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第 3條附表規定 

 

貳、建築物公共安全 

一、公安申報法令規定 

(一)建築法第 77條第 1項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

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同條第 3項規定：「供公眾

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

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

必要時亦同。」同條第 5項規定：「第三項之檢查簽證事項、檢查

期間、申報方式及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內政部爰於 85

年 9月 25日訂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

建築物使用強度與危險指標分類，共分成 9 大類 24 組，於民國

86年 1月起依類組陸續開始施行公安申報。 

(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 5條規定：「防火避難設施

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如附表一」(如表 3)。

同法第 6條規定：「標準檢查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應依防火避難設

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表（如附表二）(如表 4)辦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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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並將標準檢查簽證結果製成標準檢查報告書。前項標準檢查

簽證結果為提具改善計畫書者，應檢附改善計畫書。」 

表 3  (附表一)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規定 
 

H類 住宅

類 

H-1  三百平方

公尺以上 

每二年

一次 

一月一日至三

月三十一日止

（第一季） 

八十八年七

月一日起 

未達三百

平方公尺 

每四年

一次 

一月一日至三

月三十一日止

（第一季） 

八十八年七

月一日起 

H-2 十六層以上或

建築物高度在 

五十公尺以上 

 每二年

一次 

一月一日至三

月三十一日止

（第一季） 

八十八年七

月一日起 

八層以上未達

十六層且建築

物高度未達五

十公尺 

 每三年

一次 

一月一日至三

月三十一日止

（第一季） 

依本附表備

註三規定辦

理 

六層以上未達

八層 

 每四年

一次 

一月一日至三

月三十一日止

（第一季） 

依本附表備

註三規定辦

理 

備註： 

三、六層以上未達八層，及八層以上未達十六層且建築物高度未達五十公尺

之 H-2組別建築物，其施行日期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實際需求公告之。 

表 4  (附表二)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表 

 
項次 檢查項目 備註 

（一）防火避難設

施類 

1.防火區劃 一、辦理建築物防火避難

設施及設備安全標

準檢查之各檢查項

目，

二、供 H-2組別集合住宅

使用之建築物，依本

表規定之檢查項目

為直通樓梯、安全

梯、避難層出入口、

昇降設備、避雷設備

及緊急供電系統。 

應按實際現況用

途檢查簽證及申報。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3.內部裝修材料 

4.避難層出入口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6.走廊（室內通路） 

7.直通樓梯 

8.安全梯  

9.屋頂避難平臺  

10.緊急進口 

（二）設備安全類 1.昇降設備 

2.避雷設備 

3.緊急供電系統 

4.特殊供電 

5.空調風管 

6.燃氣設備 
 



5 
 

(三)內政部營建署103年10月31日營署建管字第1030070353號函示，

定期辦理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檢查申報事務時係按實際現況用途

及下列標準擇一辦理檢查： 

1. 依現行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檢討改善〔現況用途、構造設施設備

與原領（變更）使用執照核定內容不符者〕。 

2. 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有關規

定檢討改善〔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公告應辦

理改善之類組場所及其改善項目者〕。 

3. 依建築物建造、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檢討〔現

況用途、構造設施設備與原領（變更）使用執照核定內容一致

者〕。 

4. 依法得免檢討或建造當時法令無限制規定〔現況用途、構造設

施設備與原領（變更）使用執照核定內容（包括防火避難性能

設計評定書及認可證明文件）一致者〕。 

5. 依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申請認可要點採用性能設

計，依認可注意事項辦理檢查〔現況用途、構造設施設備與原

領（變更）使用執照核定內容一致者〕，為「建築物防火避難

設施及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表」。 

二、城中城大樓依法免辦公安申報 

城中城大樓為地上 12層建築物，依其領有(70)高市工建築使字

第00084號使用執照登載，其地上1至6層及地上12層為商業使用，

目前營業場所已歇業。地上 7至 11層原核准用途為辦公室，惟現況

作為住宅使用(未達 16層之集合住宅)，依現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及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10 月 31 日營署建

管字第 1030070353號函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之適用

範圍係按其現況實際用途，故城中城大樓免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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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務局行政缺失檢討：迄今未評估研議公告本市 15層以下之集合住宅

辦理公共安全申報。 

城中城大樓 7至 11樓現供集合住宅使用，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建築物應按「實際現況用途」進行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是城中城大樓即應以集合住宅類（H-2 類）進

行檢討。然本市目前並未公告 15層以下之 H-2類建築物應辦理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故城中城大樓無須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及申報。  

又上開辦法既已授權地方主管建築機關「得」依「實際需求」

公告「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之施行日期，而

現行工務局之作法，如同臺北市以外之縣市，並未就 15樓以下 H-2

組別建築物之公安申報施行日期予以公告。 

惟隨著本市轄區內大樓屋齡增加，相關設備日趨老舊，公共安

全風險將逐年提升，工務局迄今未評估研議公告是否將 15 樓以下 

H-2 組別建築物納入公安申報，未隨時依實際狀況提出加嚴措施，

顯有欠積極，未能積極任事。 

四、工務局後續改進措施： 

(一)工務局已於 110年 11月 1日公告 8層至 15層集合住宅應辦理建

築物公共安全申報，以維護本市建築物公共安全。  

(二)應申報場所如已停業或歇業，將建議內政部該場所仍應辦理建築

物公安申報。 

參、公寓大廈管理 

一、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 

(一)第 36條規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事項之執行。二、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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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改良。三、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四、住

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五、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

資料之提供。六、住戶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調。七、收益、

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八、規約、會議紀錄、

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

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九、管理服務人之委

任、僱傭及監督。十、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

出及公告。十一、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

點收及保管。十二、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

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十三、其他依本條例

或規約所定事項。」 

(二)第 16條第 2項規定：「住戶不得於私設通路、防火間隔、防火巷

弄、開放空間、退縮空地、樓梯間、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

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欄、門扇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物

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占巷道妨礙出入。但開放空間及退縮空地，

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範圍內，得依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決議供營業使用；防空避難設備，得為原核准範圍之使用；

其兼作停車空間使用者，得依法供公共收費停車使用。」第 5項

規定：「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

止或按規約處理，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理。」 

(三)第 55條第 3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未成立管理組織並報備之公

寓大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分期、分區、分類（按樓

高或使用之不同等分類）擬定計畫，輔導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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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務局目前執行情況 

(一)工務局自 92 年起每年均委託廠商對本市未成立管理組織之大樓

進行輔導，至 109年輔導成功案件共有 450件。 

(二)至 110年 9月 30日本市 7樓以上管理組織件數，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施行前應報備數為 2,633棟，已報備數為 1,712棟，報備率已

達 65%，高於六都之平均報備率。(如圖 3) 

 

圖 3  2021年六都老舊公寓大樓管委會報備率統計 

(三)內政部自 98 年起辦理全國公寓大廈管理考核，本市歷年囊括 5

次第 1 名以及 6 次特優。今年度考評亦獲得特優，本市已連續 4

年獲得特優。(如表 5)  

表 5  全國公寓大廈管理考核高雄市成績一覽表 

考核年度 排名 分數 等別  

107 4 97 特優  

108 5 95 特優  

109 4 96 特優  

110 3 96 特優  
 

三、 工務局行政缺失檢討：未持續積極輔導既有公寓大廈成立管委會 

城中城大樓於條例施行前即已建築完成，然條例施行後，並未

依該條例規定成立管理組織，導致公部門執法時找不到社區對口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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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易生公共安全問題。 

依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對於條例施行前

已存在之既有公寓大廈，「得」分期、分區、分類擬訂計畫「輔導」

其成立。是法令並未強制課予地方主管機關義務，僅要求進行被動

輔導之行政作為。  

查消防局前於 100年 7月 12日，曾函請工務局輔導城中城大樓

成立管理組織，工務局旋於 100年 7月 26日函請該年度輔導廠商協

助輔導，並副知消防局，但城中城大樓未輔導成功。而工務局於 110

年 7月 19日因柵門設置一案發函予城中城大樓，後續城中城大樓總

幹事以電話聯絡工務局時，承辦人員於電話中告知，請城中城大樓

儘速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

人。  

依現行法令，工務局對於本市轄內既有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

之事項，僅需進行輔導之行政作為，準此，尚難謂工務局有不法或

怠於執行職務之情形。惟對於城中城大樓之輔導措施，除民國 100 

年之函文外，縱工務局於民國 110 年間有再次以電話方式進行宣導，

然此期間已逾 10 年，針對城中城大樓仍未見有積極作為，故在行

政作為之積極度上，尚有不足，仍有檢討改善之空間。 

四、工務局後續改進措施： 

(一)制定「高雄市公寓大廈輔導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1. 針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84 年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六樓以

上，且尚未成立管理組織之公寓大廈，於分類、分期及分區公

告 1年內，輔導強制成立管理組織並向區公所報備。 

2. 未成立者，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區分所有權人罰

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二)訂定公共空間修繕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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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補助老舊大樓逃生避難設施及避難逃生標示(如防火門)、滅火

器具「3燈 2器」（緊急照明燈、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

/牌、住宅用火警警報器、滅火器） 。 

2. 成立輔導團隊至老舊大樓宣導，輔導成立管理組織，並協助大

樓申請公共空間修繕補助。  

 

肆、跨機關行政聯繫 

一、工務局行政缺失檢討 

消防局鼓山分隊針對所城中城「1-2樓安全梯擅設柵門（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6、97 條）」之事項，於 110 年 6 月 3 日

以高市府消預字第 11032870300 號函檢送「高雄市政府協助查報通

知單（110 府消預甲第 2009 號）」通知工務局。  

工務局於接到消防局來函後，為查明該柵門之設置行為人以進

行後續裁罰事宜，參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住

戶不得於私設通路、防火間隔、防火巷弄、開放空間、退縮空地、

樓梯間、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欄、門

扇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物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占巷道妨

礙出入。…」及第 36條第 5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五、

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規定以 110年 7月 19日

以高市工務建字第 11036801600 號函先行文命該大樓管理室（該大

樓未成立正式之管理委員會）協助先行改善或提供違規行為人等相

關資料，俾由工務局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續處。案經工務局瞭解，

該柵門未涉及防火區劃變更，僅具門禁功能，且符合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10 月 14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80069600 號函釋，常時關閉式及

常時開放式之防火門均應「免用鑰匙即可開啟」，係指人員免帶鑰匙

即可開啟門扇通過出入口且往避難方向之他側需以鑰匙、刷卡感應

等方式始可開啟，尚非法所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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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於 110 年 6 月 3 日接獲消防局移請處理之通知後，至 7

月 19日始發函請城中城大樓協助處理，並漏未派員前往查核及將處

理結果回報消防局，是工務局在行政作為之積極度、時程掌控上及

與消防局跨機關行政作為銜接上，尚有不足，後續應確實檢討改進。 

二、工務局後續改進措施 

(一)為避免相關局處聯繫不足，違規案件將會同消防局等相關局處辦

理現場勘查。違規行為若涉及逃生避難，函文通知改善並至現場

勘查排除。 

(二)執行「高雄市老舊複合式大樓消防公安專案檢查實施計畫」加強

巡檢改善。 

伍、精進作為 

本府已於 110 年 10 月 22 日宣布啟動建築物公共安全 6 大具體

改善措施。(如圖 4) 

一、6大具體改善措施執行面 

高雄市已訂定「高雄市老舊複合式大樓消防公安專案檢查實施

計畫」及「高雄市老舊複合式大樓消防公安專案改善執行計畫」，並

擬定下列執行事項： 

(一)10天完成–56棟 20年以上住商混合、無管委會大樓的逃生避難

設施阻礙排除。 

自 110年 10月 15日開始清查及阻礙物排除，已清查 56件，8件

合格，48 件不合格，不合格中有 45 件阻礙逃生動線，已全數改

善，另 3件不合格因無阻礙逃生動線，已要求限期 30日內改善完

成。(如圖 5) 

(二)30天完成–221棟 8樓以上，20年以上住商混合、有管委會大樓

的逃生避難設施阻礙排除。 

(三)90天完成–20年以上具有公安、消安、治安疑慮，8樓以上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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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的逃生生避難設施阻礙清查及排除。 

二、6大具體改善措施制度面 

(一)制定「高雄市公寓大廈輔導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工務局已制定「高雄市公寓大廈輔導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110 年 10 月 21 日工務局局務會議已審議通過，正依法制程序辦

理後續作業。制定重點如下： 

1. 既有公寓大廈，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84 年施行前已取得建

造執照，且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

理負責人之公寓大廈。 

2. 主管機關對六樓以上既有公寓大廈，得分類分期分區公告輔

導暨補助計畫，並輔導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

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 

3. 公告計畫範圍內之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應於公告日起一

年內，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開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其所在轄區之區公

所報備。召集人無法依前項規定互推產生時，主管機關得視

實際需要指定區分所有權人一人為臨時召集人。 

4. 本市六樓以上公寓大廈應於本自治條例施行日起一年內，成

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其所轄區之區公所報

備，但既有公寓大廈，不在此限。 

5. 未依規定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者，處區分所有

權人罰鍰。未依規定向區公所報備者，處主任委員、管理委

員或管理負責人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

續處罰。 

(二)訂定專案補助計畫 

編列預算訂定計畫專案補助弱勢大樓住戶之公共空間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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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避難逃生標示、滅火器具「3燈 2器」（緊急照明燈、出口標示

燈、避難方向指示燈/牌、住宅用火警警報器、滅火器）。 

(三)公告 8至 15層集合住宅辦理公安申報 

依現行中央訂定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規定，僅要求 16 樓以上集合住宅應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本

府將公告 8 層至 15 層集合住宅辦理公安申報，以維護本市建築

物公共安全。(目前僅台北市公告 11層以上集合住宅應申報公安，

其他縣市並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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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高雄市 6大具體改善措施 

 

  

 

 

圖 5  清查及阻礙物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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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一、城中城火災事件，工務局會深切檢討精進，對於相關人員未能積極任

事之行政缺失，予以懲處。  

二、工務局會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 6 大具體改善措施，強化老舊建築物公

共安全，確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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