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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1.1 依據
本規範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六十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1.2 適用範圍
依據本 編之規定設置之停車空間，以機械設備充作車道或停車位者，應符
合本規範規定，本規範未規定者適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1.3 用語定義
本規範之用語定義如下：
(1) 機械停車設備
建築物附設停車空 間及其進出用之車道，以機械式設置之停車裝置及必
要之附屬設備。
(2) 機械停車裝置
將汽車搬運至停車 位置或供停放汽車使用之機械裝置之全部 (以下簡稱
裝置)。
(3) 置車板
機械停車設備中供搬運或 停放汽車之托板。
(4) 機械停車位
包含設置機械停車之 設備及停車空間。

(5) 機械停車空間
機械停車供作停放 汽車之空間。
(6) 搭停車架
以鋼材或同等品組裝， 用以承載置車板供停放汽車之樑柱構架。
(7) 搭乘場
設置在機械停車設備之出 入口前方，供存車人等候駕車入庫之空間。
(8) 機廂
人車共乘之垂直升降裝置， 供人員搭乘及停放汽車之車廂。
(9)機械室
機械停車設備中安置或容納 驅動單元、動力元件或電源開關之空間。
第二章 機械停車設備之構造分類及操作限制
2.1 循環式
(1) 垂直循環式停車裝置
由二個以上 之置車板以垂直排列方式循環移動。汽車由裝置最底層進入
裝置者，稱為下方搭載式，由裝置中間部分進入裝置者稱為中間搭載式，
由裝置之最上層進入裝置者，稱 為上方搭載式。
(2) 多層循環式停車裝置
a.由多層之置車板以兩層或兩層以上之排列，做循環移動。置車板平面單
排多層方式排列，在任意兩層間之兩端做置車板升降移 動，各層間做水
平循環移動。
b.置車板在上下兩層間以圓弧運動方式升降者，稱為圓形循環式;置車板在
兩端以垂直方式升降者，稱為箱型循環式。
(3) 水平循環式停車裝置
由二個以上 之置車板以平面排列為兩列或兩列以上，做循環移動。置車
板之移動為直線運動者稱為箱型循環式;置車板之移動型態為圓弧狀運動
者，稱為圓形循環式。
2.2 平面往復式
置車板以平面方式排列，由置車板之往復移動來停放汽車。
(1) 置車板兼具停車位功能者，汽車藉置車板間歇的往復移動進出者稱為運搬
收容式。
(2) 置車板未兼具停車位功能者，置車板在停車位及出入口之間往復移動進出
者稱為運搬式。

2.3 升降機式
汽車由升降機垂直運送至各層停車位。
(1) 汽車前後方向設置停車位者稱為縱式。
(2) 汽車左右方向設置停車位者稱為橫式。
(3) 升降機升降路之圓周方向上設停車位者，稱為升降迴旋式。
(4) 簡易升降式：
在未密閉停車架 內，將置車板分成上下二層或二層以上(段)藉升降動作
完成停車動作。依置車板升降方式及置車板升降數量分為:
a.單置車板式。
b.雙置車 板式。
c.多層置車板式。
(5) 多段式停車裝置
在未密閉停車架 內，置車板兼具停車位功能，汽車籍置車板之升降及移
動出入庫口。依置車板移動型態為升降橫移式。
(6) 升降滑動式
汽車在置車板上由升 降機垂直運送至各層同時往水平方向位移。汽車以
前後方向往停車位移動者稱為縱式;汽車以左右方向往停車位移動者，稱
為橫式。
2.4 附屬裝置
(1) 旋轉台
以迴轉動作使汽車的車頭 轉換方向之裝置。僅使汽車車頭轉換方向者稱
為迴轉式;以迴轉動作加上直線動作之組合，使汽車車頭轉換方向並且位
移者，稱為旋轉移動式。
(2) 汽車用升降機
為運送汽車至地面 層以外樓層之停車空間設置之裝置。
機廂只作往復升降之運動者，稱為升降式;機廂往復升降同時，並轉換汽
車方向者稱為升降迴轉式;機廂往復升降同 時，並橫向移動者，稱為升降
橫移式。
2.5 操作方式及其限制
(1) 操作方式區分
a.無人操作方式 存車人無須進入裝置內，僅移動汽車之方式。

b.準無人操作方式 待存車人退出裝置外後，移動汽車之方式。
c.共乘操作方式 存車人與汽車同時搭載於機廂內，一併移動之方式。
(2) 適用人車共乘操作方式之機械停車設備
a. 方向轉換裝置
b.汽車升降機
(3) 不適用人車共乘操作方式之機械停車設備
a. 垂直循環式
b.水平循環式
c.多層循環式
d.平面往復式
e.升降機式
f.升降滑動式
g.簡易升降式
h. 多段式
第三章 機械停車位設計基準
3.1 依本編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條文所訂尺寸，係供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置
機械停車設備停車數量計算標準。至無人操作方式之機械停車設備其長度、
寬度、高度依 本規範 3.2(3)規定辦理。
3.2 機械停車位設置規定
(1) 機械停車設備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者，應為獨立構造或以無開口具一小時
防火時效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與原建築物區劃分隔。汽車移入或移出時應
利用移送裝置;移 送裝置可單獨設置，或與旋轉台同時設置。
(2) 置車板：寬度為不包含兩側邊之樑，其淨寬不得小於二公尺，但不供乘車
人進出使用者得寬減零點一五公尺，其長度不得小於四公尺。機械停車設
備無置車板之機型 不受此限制。
(3) 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之機械停車空間，其寬度應為停放汽車之全寬加零點
一五公尺，且不得小於二公尺；長度應在五公尺以上；淨高應為汽車全高
加零點零五公尺， 且不得小於一點六公尺。
(4)人車共乘式兼供乘車人通道使用之機械停車 空間，其寬度應為停放汽車全
寬加零點五公尺且不得小於二點二公尺；長度應在五公尺以上，淨高應為
汽車全高加零點一公尺，且不得小於一點八公尺。
(5) 供乘車人通道使用之機械停車設備置車板與置車板或與機坑兩側地板
之水平距離應在十公分以下，但無機坑不在此限。

3.3 取代坡道之汽車升降機
機廂之寬度為存放汽車全寬加零點五公尺，且不得小於二點五公 尺；長度
為存放汽車全長加零點二公尺，且不得小於五點五公尺；淨高為存放汽車高度加
零點一公尺，且不得小於一點八公尺；其側邊應設高度不小於一點四公尺之 圍
柵。
3.4 標示之規定
(1)機械停車設備應在汽車入庫位置前方或建築 物車輛出入口附近標示入庫
限制說明:
a.停放汽車之車種及車輛規格之長、寬、高、重量限制。
b.使用者應遵守之注意事項、人車共乘式應標 示存車人進入裝置之活動
範圍及操作流程；無人式及準無人式應標示存車人不可隨置車板移動。
其車輛規格限制應以 30 公分乘 50 公分以上之綠底白字之 標示牌置於適
當位置

其注意安全事項應以 30 公分乘 50 公分以上黃底黑字之標示牌置於出入
口適當位置。
(2)警示裝置
機械停車設備之出入口設 置自動門時，應裝設安全開關、警示裝置、安
全履或光電警示裝置等，以避免夾傷人員或損壞汽車。

3.5 機械停車設備出入口規定
機械停車設備之出入口寬度以停放汽車之全寬加零點五公尺，且不得小於
二點二公尺;高度為停放汽車之全高加零點零五公尺，且不得小於一點六公尺;與
行人通道併用時，高度應不得小於一點八公尺。
3.6 區隔防護規定
(1)汽車用升降機與機械室之區隔
人車 共乘式機械停車設備為專供停車場車道之升降機總稱 (CNS13350-7
汽車用升降機)，存車人必須進入裝置之活動範圍與機械室之空間，應以
密閉式壁板區隔分開。
(2)機械停車設備緊臨通道或人行通道處其非汽 車出入口週邊，應設高度在
1.2 公尺以上之圍牆或柵欄，以維安全。
3.7 機械停車位寬度之規定
整組機械停車設備包含二個以上機械停車位者，其總寬度不得小於本編第六
十條第三款所規定之寬度乘以該組機械停車設備之水平車位數。

第四章 安全裝置及措施
安全裝置及措施
為使機械式停車設備能適時充分發揮安全功能，應附設相關安全裝置，以
確保人、車、設備安全無虞。
4.1 停車設備安全裝置規定
(1)設有出入口門者，於所有出入口門未緊閉 前，置車板應無法運轉，但設有
專人負責管理及操作者，其正常供車輛進出之出入口門允許在未關閉之狀
況下令置車板運轉。
(2)操作盤上應設有緊急停止按鈕及運轉警示 燈。
(3)應以鑰匙或其他方式方能啟動及操作運轉。
(4)應設車輛定位偵測連鎖裝置，當車輛未達定 位時設備無法運轉。
(5)具升降及橫移兩項動作之機械停車設備，應 設置有升降及橫移不能同時動
作之連鎖裝置。但全自動運轉設備不在此限。
(6)設有出入口門者，應設有置車板未達定位出 入口門不能開啟之連鎖裝置。
(7)多段式機械停車設備之各上層置車板均應設 有防落裝置及下降連鎖裝置。

(8)平面往復式、多段式及升降機升降橫移式等 具有橫行導軌者，其導軌終瑞
應設有超行程阻擋塊。
(9)垂直循環式及多層循環式機械停車設備其操 作上應設有運轉確認按鈕，確
認安全系統無虞，點燈後方得以鑰匙啟動運轉。
(10)汽車升降機、升降機式、多層循環式等具垂 直升降之停車設備，其升降方
向應設超行程極限開關。其下方並應設有適當之緩衝裝置。
前項之安全裝置動作後，機械停車設備應即停止運轉，非經排除動作原因，
設備應無法運轉。
4.2 操作設施之安全規定
操作設施係指機械式停車設備附屬之設備。包括操作盤、緊急逃生設備、旋
轉 台、機廂及垂直升降安全設備措施、置車板平面位移安全措施。
(1)操作盤作業安全措施:操作盤之操作位置於 明顯處所應設置中文操作說
明。 a.最大停車車輛尺寸(最好以圖說明)。
b.不能用非正常方式停車。
c.離開停車設備時，操作盤不得被非 准許人員操作。
d.人員不可隨機械停車設備移動(人車共乘式除外)。
e.不可在置車板上修護車輛。
f.禁止非准許人員進入機坑。
(2)機件適當部位應設置製造廠商標示銘牌：
a. 製造廠商或代理商之名稱。
b.型式號碼。
c,製造號碼。
d,製造年份。
e.最大容許壓力(僅適用於油壓操作之停車裝 置)。
(3)操作盤必須設置在以目視可以確認人員及車 輛出入安全之位置。設置之位
置無法目視人員及車輛進出機械停車設備時，應裝設反射鏡、閉電視或設
置有感應元件等具有目視同等效果之設備。
(4)在明顯且易於操作之位置，應設置緊急停止 裝置並標示「緊急停止開關」
字樣，以供發生意外事故時，可迅速使機械停車設備停止運轉。
4.3 機械停車處所、
機械停車處所、緊急通訊裝置
人車共乘式機械停車設備應設置緊急電源專用電話或通話裝置，在發 生設
備故障或停電狀況時，可以從機廂內對外取得連絡。

4.4 旋轉台安全規定
(1)旋轉台之電源容量應設專用分路開關。
(2)旋轉台之自動操作與手動操作應互鎖，運轉 時應有互鎖機構。
(3)設有多組旋轉台轉換汽車方向時，如為單一 控制系統，使用按鈕時只有一
組可運轉或緊鄰之旋轉台無法同時運轉。
(4)旋轉台之直徑不得小於 4.0 公尺。
4.5 機廂及垂直升降安全措施
(1)機廂四周圍柵應採用密閉材料或網孔不大於 2 公分之鋼網板。護欄高度應
在 1.4 公尺以上。
(2)人車共乘式應設置超載限制裝置，人車重量 超過負載額定時，即發出警報
並停止運轉。
(3)機廂所在位置應在搭乘場設有指示燈予以標 示。
(4)機廂與搭乘場門應設置開關連鎖安全裝置:
a.搭乘場之門如非處於關閉狀態下機廂應無法移動。
b.除機廂停止於該樓層時非專業維修人員，應無法自外面開啟該樓層之搭
乘場門。
c. 機廂設置二個以上之出入口，應使同一層出入口之搭乘場門無法同時
開啟。
4.6 置車板平面位移安全措施
(1)為防止地震造成置車板掉落，應設置水平及 垂直阻擋器裝置。
(2)移動置車板之導軌，其水平度應與置車板之 導輪輪緣有適當配合，每段導
軌的段差必須小於 0.05 公分以下。導軌採用埋入式時，凸出地面不得超
過 1 公分。
(3)驅動機構原則上應採獨立驅動方式，避免共 用。每部驅動機構均應設置手
動解除裝置，俾在故障時以人工方式移開置車板。
(4)應設置行程定位開關，以確保置車板移動之 安全及移動距離，以利移出足
夠空間供車輛行駛。
(5)應在操作盤上設置緊急停止開關，避免運轉 中之突發狀況，造成人車之損
傷。其控制迴路應屬於安全迴路。

(6)應在導軌終端設置阻擋塊，防止置車板因定 位開關失效或控制系統故障而
脫離導軌。
4.7 電器相關施工安全注意事項，
電器相關施工安全注意事項，應依經濟部有關電業法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應依經濟部有關電業法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五章 附則（
附則（刪除）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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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令之規定。

依據本編之規定設置之停車
空間，以機械設備充作車道
或停車位者，應符合本規範
規定，本規範未規定者適用
中國國家標準及其他有關法
令之規定。

1.3 用語定義

1.3 用語定義

本規範之用語定義如下：
(1)機械停車設備
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及其
進出用之車道，以機械式
設置之停車裝置及必要之
附屬設備。
(2)機械停車裝置
將汽車搬運至停車位置或
供停放汽車使用之機械裝
置之全部 (以下簡稱裝
置)。
(3)置車板
機械停車設備中供搬運或
停放汽車之托板。
(4)機械停車位
包含設置機械停車之設備
及停車空間。
(5) 機械停車空間
機械停車供作停放汽車之

本規範之用語定義如下：
(1)機械停車設備
指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及
其進出用之車道，以機械
式設置之停車裝置及必要
之附屬設備。
(2)機械停車裝置
係指將汽車搬運至停車位
置或供停放汽車使用之機
械裝置之全部 (以下簡稱
裝置)。
(3)置車板
機械停車設備中供搬運或
停放汽車之托板。
(4)機械停車位
機械停車設備供作停放汽
車之空間。
(5)停車架
以鋼材或同等品組裝，用

說明
章名未修正。
本點未修正。

配合中國國家標準修訂
為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一、配合修訂之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草案第六十條
第三款機械停車設
備改為機械停車
位。因其留設之空
間包含設置設備所
必須之全部骨架結
構、驅動裝置及停
車空間，因此有必
要修改原有定義。
二、配合修訂之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草案第六十條
第三款機械停車位
名稱及前項機械停
車位之用語定義修
改而增訂機械停車
空間用語定義，同
時參閱 CNS 中華民
國國家標準有關機

空間。
(6)停車架
以鋼材或同等品組裝，用
以承載置車板供停放汽車
之樑柱構架。
(7)搭乘場
設置在機械停車設備之出
入口前方，供存車人等候
駕車入庫之空間。
(8)機廂
人車共乘之垂直升降裝
置，供人員搭乘及停放汽
車之車廂。
(9)機械室
機械停車設備中安置或容
納驅動單元、動力元件或
電源開關之空間。
第二章 機械停車設備之構
造分類及操作限制
2.1 循環式
(1)垂直循環式停車裝置
由二個以上之置車板以垂
直排列方式循環移動。汽
車由裝置最底層進入裝置
者，稱為下方搭載式，由
裝置中間部分進入裝置者
稱為中間搭載式，由裝置
之最上層進入裝置者，稱
為上方搭載式。
(2)多層循環式停車裝置
a.由多層之置車板以兩層
或兩層以上之排列，做循
環移動。置車板平面單排
多層方式排列，在任意兩
層間之兩端做置車板升降
移動，各層間做水平循環
移動。
b.置車板在上下兩層間以
圓弧運動方式升降者，稱
為圓形循環式;置車板在
兩端以垂直方式升降者，

以承載置車板供停放汽車
械停車設備之有效
之樑柱構架。
容車淨尺寸，也使
(6)搭乘場
用『停車空間』。
設置在機械停車設備之出 三、配合前項增訂(5)
入口前方，供存車人等候
機械停車空間之用
駕車入庫之空間。
語定義而修訂。
(7)機廂
人車共乘之垂直升降裝
置，供人員搭乘及停放汽
車之車廂。
(8)機械室
機械停車設備中安置或容
納驅動單元、動力元件或
電源開關之空間。

第二章 機械停車設備之構
章名未修正。
造分類及操作限制
2.1 循環式
本點未修正。
(1)垂直循環式停車裝置
由二個以上之置車板以垂
直排列方式循環移動。汽
車由裝置最底層進入裝置
者，稱為下方搭載式，由
裝置中間部分進入裝置者
稱為中間搭載式，由裝置
之最上層進入裝置者，稱
為上方搭載式。
(2)多層循環式停車裝置
a.由多層之置車板以兩層
或兩層以上之排列，做循
環移動。置車板平面單排
多層方式排列，在任意兩
層間之兩端做置車板升降
移動，各層間做水平循環
移動。
b.置車板在上下兩層間以
圓弧運動方式升降者，稱
為圓形循環式;置車板在
兩端以垂直方式升降者，

稱為箱型循環式。
稱為箱型循環式。
(3)水平循環式停車裝置
(3)水平循環式停車裝置
由二個以上之置車板以平
由二個以上之置車板以平
面排列為兩列或兩列以
面排列為兩列或兩列以
上，做循環移動。置車板
上，做循環移動。置車板
之移動為直線運動者稱為
之移動為直線運動者稱為
箱型循環式;置車板之移
箱型循環式;置車板之移
動型態為圓弧狀運動者，
動型態為圓弧狀運動者，
稱為圓形循環式。
稱為圓形循環式。
2.2 平面往復式
2.2 平面往復式
本點未修正。
置車板以平面方式排列，由
置車板之往復移動來停放汽
車。
(1)置車板兼具停車位功能
者，汽車藉置車板間歇的
往復移動進出者稱為運搬
收容式。
(2)置車板未兼具停車位功
能者，置車板在停車位及
出入口之間往復移動進出
者稱為運搬式。
2.3 升降機式

置車板以平面方式排列，由
置車板之往復移動來停放汽
車。
(1)置車板兼具停車位功能
者，汽車藉置車板間歇的
往復移動進出者稱為運搬
收容式。
(2)置車板未兼具停車位功
能者，置車板在停車位及
出入口之間往復移動進出
者稱為運搬式。
2.3 升降機式
本點未修正。

汽車由升降機垂直運送至各
層停車位。
(1)汽車前後方向設置停車
位者稱為縱式。
(2)汽車左右方向設置停車
位者稱為橫式。
(3)升降機升降路之圓周方
向上設停車位者，稱為升
降迴旋式。
(4)簡易升降式:
在未密閉停車架內，將置
車板分成上下二層或二層
以上(段)藉升降動作完成
停車動作。依置車板升降
方式及置車板升降數量分
為:
a.單置車板式。

汽車由升降機垂直運送至各
層停車位。
(1)汽車前後方向設置停車
位者稱為縱式。
(2)汽車左右方向設置停車
位者稱為橫式。
(3)升降機升降路之圓周方
向上設停車位者，稱為升
降迴旋式。
(4)簡易升降式:
在未密閉停車架內，將置
車板分成上下二層或二層
以上(段)藉升降動作完成
停車動作。依置車板升降
方式及置車板升降數量分
為:
a.單置車板式。

b.雙置車板式。
b.雙置車板式。
c.多層置車板式。
c.多層置車板式。
(5)多段式停車裝置
(5)多段式停車裝置
在未密閉停車架內，置車
在未密閉停車架內，置車
板兼具停車位功能，汽車
板兼具停車位功能，汽車
籍置車板之升降及移動出
籍置車板之升降及移動出
入庫口。依置車板移動型
入庫口。依置車板移動型
態為升降橫移式。
態為升降橫移式。
(6)升降滑動式
(6)升降滑動式
汽車在置車板上由升降機
汽車在置車板上由升降機
垂直運送至各層同時往水
垂直運送至各層同時往水
平方向位移。汽車以前後
平方向位移。汽車以前後
方向往停車位移動者稱為
方向往停車位移動者稱為
縱式;汽車以左右方向往
縱式;汽車以左右方向往
停車位移動者，稱為橫
停車位移動者，稱為橫
式。
式。
2.4 附屬裝置
2.4 附屬裝置
本點未修正。
(1)旋轉台
(1)旋轉台
以迴轉動作使汽車的車頭
以迴轉動作使汽車的車頭
轉換方向之裝置。僅使汽
轉換方向之裝置。僅使汽
車車頭轉換方向者稱為迴
車車頭轉換方向者稱為迴
轉式;以迴轉動作加上直
轉式;以迴轉動作加上直
線動作之組合，使汽車車
線動作之組合，使汽車車
頭轉換方向並且位移者，
頭轉換方向並且位移者，
稱為旋轉移動式。
稱為旋轉移動式。
(2)汽車用升降機
(2)汽車用升降機
為運送汽車至地面層以外
為運送汽車至地面層以外
樓層之停車空間設置之裝
樓層之停車空間設置之裝
置。
置。
機廂只作往復升降之運動
機廂只作往復升降之運動
者，稱為升降式;機廂往復
者，稱為升降式;機廂往復
升降同時，並轉換汽車方
升降同時，並轉換汽車方
向者稱為升降迴轉式;機
向者稱為升降迴轉式;機
廂往復升降同時，並橫向
廂往復升降同時，並橫向
移動者，稱為升降橫移
移動者，稱為升降橫移
式。
式。
2.5 操作方式及其限制
本點未修正。
2.5 操作方式及其限制
(1)操作方式區分
a.無人操作方式：

(1)操作方式區分
a.無人操作方式：存車人

存車人無須進入裝置
內，僅移動汽車之方式。
b.準無人操作方式：待存
車人退出裝置外後，移動
汽車之方式。
c.共乘操作方式：存車人
與汽車同時搭載於機廂
內，一併移動之方式。
(2)適用人車共乘操作方式
之機械停車設備
a.方向轉換裝置
b.汽車升降機
(3)不適用人車共乘操作方
式之機械停車設備
a.垂直循環式
b.水平循環式
c.多層循環式
d.平面往復式
e.升降機式
f.升降滑動式
g.簡易升降式
h.多段式
第三章 機械停車位設計基
準

無須進入裝置內，僅移動
汽車之方式。
b.準無人操作方式：待存
車人退出裝置外後，移動
汽車之方式。
c.共乘操作方式：存車人
與汽車同時搭載於機廂
內，一併移動之方式。
(2)適用人車共乘操作方式
之機械停車設備
a.方向轉換裝置
b.汽車升降機
(3)不適用人車共乘操作方
式之機械停車設備
a.垂直循環式
b.水平循環式
c.多層循環式
d.平面往復式
e.升降機式
f.升降滑動式
g.簡易升降式
h.多段式
第三章 機械停車位設計基 章名未修正。
準

3.1 依本編第六十條第一項
第三款條文所訂尺寸，係供
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置機
械停車設備停車數量計算標
準。至無人操作方式之機械
停車設備其長度、寬度、高
度依本規範 3.2(3)規定辦
理。

3.1 依本編第六十條第一項
第二款條文所訂尺寸，係供
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置機
械停車設備停車數量計算標
準。至無人操作方式之機械
停車設備其長度、寬度、高
度依本規範 3.2(3)規定辦
理。

配合修正之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草案
第六十條第三款而修
訂。

3.2 機械停車位設置規定
3.2 機械停車位設置規定
一、原條文置車板寬度
包含兩側邊之樑。
(1)機械停車設備不供乘車
(1)機械停車設備不供乘車
人進出使用者，應為獨立
人進出使用者，應為獨立
一般如使用包含，
構造或以無開口具一小時
則應使用全寬，不
構造或以無開口具一小時
防火時效之防火牆及防火
宜用淨寬。因此置
防火時效之防火牆及防火
樓板與原建築物區劃分
車板寬度應修改為
樓板與原建築物區劃分
隔。汽車移入或移出時應
不包含兩側邊之
隔。汽車移入或移出時應
樑。除可避免造成
利用移送裝置;移送裝置
利用移送裝置;移送裝置

可單獨設置，或與旋轉台
可單獨設置，或與旋轉台
同時設置。
同時設置。
(2)置車板：寬度為不包含兩 (2)置車板:寬度為包含兩側
側邊之樑，其淨寬不得小
邊之樑，其淨寬度不得小
於二公尺。但不供乘車人
於二公尺，其長度不得小
進出使用者得寬減零點一
於四公尺。機械停車設備
五公尺，其長度不得小於
無置車板之機型不受此限
四公尺。機械停車設備無
制。
置車板之機型不受此限
(3)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之
制。
機械停車位，其寬度應為
(3)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之
停故汽車之全寬加零點一
機械停車空間，其寬度應
五公尺，且不得小於二公
為停放汽車之全寬加零點
尺;停車位之長度應在五
一五公尺，且不得小於二
點二公尺以上;停車位淨
公尺；長度應在五公尺以
高應為汽車全高加零點零
上；淨高應為汽車全高加
五公尺，且不得小於一點
零點零五公尺，且不得小
六公尺。
於一點六公尺。
(4)人車共乘式兼供乘車人
(4)人車共乘式兼供乘車人
通道使用之機械停車位，
通道使用之機械停車空
其寬度應為停放汽車之全
間，其寬度應為停放汽車
寬加零點五公尺，且不得
全寬加零點五公尺且不得
小於二點二公尺;停車位
小於二點二公尺；長度應
之長度應在五點五公尺以
在五公尺以上，淨高應為
上;停車位淨高應為汽車
汽車全高加零點一公尺，
全高加零點零五公尺，且
且不得小於一點八公尺。
不得小於一點八公尺。
(5)供乘車人通道使用之機
械停車設備置車板與置車
板或與機坑兩側地板之水
平距離應在十公分以下，
但無機坑不在此限。

誤解，同時也可加
大車台實內淨寬
度，更方便車輛進
出。(參考附件 1)
二、不供乘車人進出使
用之車位：依修正
之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草案
第六十條第三款規
定，其寬度比供乘
車人通道使用之車
位寬小零點三公
尺。因此宜寬減零
點一五公尺。
三、機械停車位配合規
範 1.3 用語定義修
訂為機械停車空
間。
四、若依修正之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草案第六十條
第三款，機械停車
位長五點五公尺，
部份類型之機械車
位在設置機械結構
後可供停放車輛之
淨長度無法達到五
點二公尺。(參考附
件 2)
五、機械停車位配合規
範 1.3 用語定義修
訂為機械停車空
間。
六、乘車人通道若置於
車位兩側，其機械
停車空間長度應比
照前條文 3.2(3)修
正為五公尺，因其
長度僅供停放車輛
用。若乘車人通道
設置於車位後方，

3.3 取代坡道之汽車升降機

3.3 取代坡道之汽車升降機

機廂之寬度為存放汽車全寬
加零點五公尺，且不得小於
二點五公尺；長度為存放汽
車全長加零點二公尺，且不
得小於五點五公尺；淨高為
存放汽車高度加零點一公
尺，且不得小於一點八公
尺；其側邊應設高度不小於
一點四公尺之圍柵。

機廂之寬度為存放汽車全寬
加零點五公尺，且不得小於
二點五公尺;長度為所存放
汽車全長加零點二公尺，且
不得小於六公尺;淨高為存
放汽車高度加零點一公尺，
且不得小於一點八公尺;其
側邊應設高度不小於一點四
公尺之圍柵。

3.4 標示之規定

3.4 標示之規定

(1)機械停車設備應在汽車
(1)機械停車設備應在汽車
入庫位置前方或建築物車
入庫位置前方或建築物車
輛出入口附近標示入庫限
輛出入口附近標示入庫限
制說明:
制說明:
a.停放汽車之車種及車輛
a.停放汽車之車種及車輛
規
格之長、寬、高、
規格之長、寬、高、重量
重量限制。
限制。
b.使用者應遵守之注意事
b.使用者應遵守之注意事
項、人車共乘式應標示存
項、人車共乘式應標示存

則需另加零點五公
尺人行通道空間。
(註：可參考附件
3CNS13350-9.2.3.
3 圖示)
七、淨高比照 3.3 取代
坡道之汽車升降機
應為汽車全高加零
點一公尺。
八、增訂有機坑且供乘
車人通道使用之機
械停車設備，人員
進出層之置車板與
置車板或與機坑兩
側地板之水平間隙
應在十公分以下，
以免人員進出時踩
空墜落。
一、配合修正之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草案第六十條
第四款：設置取代
坡道之汽車昇降機
者，應留設寬三點
五公尺，長五點七
公尺之昇降機道而
修改。
二、原條文長度六公尺
過長，修改為五點
五公尺較適宜。
本點未修正。

車人進入裝置之活動範圍
及操作流程；無人式及準
無人式應標示存車人不可
隨置車板移動。
其車輛規格限制應以三十
公分乘五十公分以上之綠
底白字之標示牌置於適當
位置

車人進入裝置之活動範圍
及操作流程；無人式及準
無人式應標示存車人不可
隨置車板移動。
其車輛規格限制應以三十
公分乘五十公分以上之綠
底白字之標示牌置於適當
位置

其注意安全事項應以三十
其注意安全事項應以三十
公分乘五十公分以上黃底
公分乘五十公分以上黃底
黑字之標示牌置於出入口
黑字之標示牌置於出入口
適當位置。
適當位置。
(2)警示裝置
(2)警示裝置
機械停車設備之出入口設
機械停車設備之出入口設
置自動門時，應裝設安全
置自動門時，應裝設安全
開關、警示裝置、安全履
開關、警示裝置、安全履
或光電警示裝置等，以避
或光電警示裝置等，以避
免夾傷人員或損壞汽車。
免夾傷人員或損壞汽車。
3.5 機械停車設備出入口規 3.5 機械停車位出入口規定 配合規範 1.3 用語定義
定
(4)修改。
機械停車空間之出入口寬度
機械停車設備之出入口寬度 以停放汽車之全寬加零點五
以停放汽車之全寬加零點五 公尺，且不得小於二點二公
公尺，且不得小於二點二公 尺;高度為停放汽車之全高
加零點零五公尺，且不得小
尺;高度為停放汽車之全高
加零點零五公尺，且不得小 於一點六公尺;與行人通道
併用時，高度應不得小於一
於一點六公尺;與行人通道
併用時，高度應不得小於一 點八公尺。

點八公尺。
3.6 區隔防護規定

3.6 區隔防護規定

本點未修正。

(1)汽車用升降機與機械室
(1)汽車用升降機與機械室
之區隔人車共乘式機械停
之區隔人車共乘式機械停
車設備為專供停車場車道
車設備為專供停車場車道
之升降機總稱
之升降機總稱
(CNS13350-7 汽車用升降
(CNS13350-7 汽車用升降
機)，存車人必須進入裝置
機)，存車人必須進入裝置
之活動範圍與機械室之空
之活動範圍與機械室之空
間，應以密閉式壁板區隔
間，應以密閉式壁板區隔
分開。
分開。
(2)機械停車設備緊臨通道
(2)機械停車設備緊臨通道
或人行通道處其非汽車出
或人行通道處其非汽車出
入口週邊，應設高度在一
入口週邊，應設高度在一
點二公尺以上之圍牆或柵
點二公尺以上之圍牆或柵
欄，以維安全。
欄，以維安全。
一、本點新增。
3.7 機械停車位寬度之規定
二、機械車位設置時，
整組機械停車設備包含二個
必須在車位之左右
以上機械停車位者，其總寬
兩側設置立柱結
度不得小於本編第六十條第
構，因此左右兩側
一項第三款所規定之寬度乘
約需佔用各十五公
以該組機械停車設備之水平
分之空間。如現有
車位數。
一組多段型升降橫
移式三層之機械車
位，車位尺寸為每
格寬二點五公尺乘
三部並排為一區
(組)，全寬七點五
公尺，如上述左右
兩側因立柱佔去三
十公分，則只剩七
點二公尺，再除以
三，每部車位中心
寬度只剩二點四公
尺。然每區(組)停
車空間(面積)為共
同持有，則全區
(組)寬七點五公尺

第四章 安全裝置及措施
為使機械式停車設備能適時
充分發揮安全功能，應附設
相關安全裝置，以確保人、
車、設備安全無虞。
4.1 停車設備安全裝置規定
(1)設有出入口門者，於所有
出入口門未緊閉前，置車
板應無法運轉，但設有專
人負責管理及操作者，其
正常供車輛進出之出入口
門允許在未關閉之狀況下
令置車板運轉。
(2)操作盤上應設有緊急停
止按鈕及運轉警示燈。
(3)應以鑰匙或其他方式方
能啟動及操作運轉。
(4)應設車輛定位偵測連鎖
裝置，當車輛未達定位時
設備無法運轉。
(5)具升降及橫移兩項動作
之機械停車設備，應設置
有升降及橫移不能同時動
作之連鎖裝置。但全自動
運轉設備不在此限。
(6)設有出入口門者，應設有
置車板未達定位出入口門
不能開啟之連鎖裝置。
(7)多段式機械停車設備之
各上層置車板均應設有防
落裝置及下降連鎖裝置。
(8)平面往復式、多段式及升
降機升降橫移式等具有橫

除以三等於每部車
位寬還是二點五公
尺，故補充機械停
車設備含二個以上
機械停車位之機型
其寬度計算方式，
以解決廠商、建商
及消費者之爭議。
章名未修正。

第四章 安全裝置及措施
為使機械式停車設備能適時
充分發揮安全功能，應附設
相關安全裝置，以確保人、
車、設備安全無虞。
4.1 停車設備安全裝置規定 本點未修正。
(1)設有出入口門者，於所有
出入口門未緊閉前，置車
板應無法運轉，但設有專
人負責管理及操作者，其
正常供車輛進出之出入口
門允許在未關閉之狀況下
令置車板運轉。
(2)操作盤上應設有緊急停
止按鈕及運轉警示燈。
(3)應以鑰匙或其他方式方
能啟動及操作運轉。
(4)應設車輛定位偵測連鎖
裝置，當車輛未達定位時
設備無法運轉。
(5)具升降及橫移兩項動作
之機械停車設備，應設置
有升降及橫移不能同時動
作之連鎖裝置。但全自動
運轉設備不在此限。
(6)設有出入口門者，應設有
置車板未達定位出入口門
不能開啟之連鎖裝置。
(7)多段式機械停車設備之
各上層置車板均應設有防
落裝置及下降連鎖裝置。
(8)平面往復式、多段式及升
降機升降橫移式等具有橫

行導軌者，其導軌終瑞應
設有超行程阻擋塊。
(9)垂直循環式及多層循環
式機械停車設備其操作上
應設有運轉確認按鈕，確
認安全系統無虞，點燈後
方得以鑰匙啟動運轉。
(10)汽車升降機、升降機
式、多層循環式等具垂直
升降之停車設備，其升降
方向應設超行程極限開
關。其下方並應設有適當
之緩衝裝置。
前項之安全裝置動作後，機
械停車設備應即停止運轉，
非經排除動作原因，設備應
無法運轉。

行導軌者，其導軌終瑞應
設有超行程阻擋塊。
(9)垂直循環式及多層循環
式機械停車設備其操作上
應設有運轉確認按鈕，確
認安全系統無虞，點燈後
方得以鑰匙啟動運轉。
(10)汽車升降機、升降機
式、多層循環式等具垂直
升降之停車設備，其升降
方向應設超行程極限開
關。其下方並應設有適當
之緩衝裝置。
前項之安全裝置動作後，機
械停車設備應即停止運轉，
非經排除動作原因，設備應
無法運轉。

4.2 操作設施之安全規定
操作設施係指機械式停車設
備附屬之設備。包括操作
盤、緊急逃生設備、旋轉台、
機廂及垂直升降安全設備措
施、置車板平面位移安全措
施。
(1)操作盤作業安全措施:操
作盤之操作位置於明顯處
所應設置中文操作說明。
a.最大停車車輛尺寸(最
好以圖說明)。
b.不能用非正常方式停
車。
c.離開停車設備時，操作
盤不得被非准許人員操
作。
d.人員不可隨機械停車設
備移動(人車共乘式除
外)。
e.不可在置車板上修護車
輛。
f.禁止非准許人員進入機

4.2 操作設施之安全規定
本點未修正。
操作設施係指機械式停車設
備附屬之設備。包括操作
盤、緊急逃生設備、旋轉台、
機廂及垂直升降安全設備措
施、置車板平面位移安全措
施。
(1)操作盤作業安全措施:操
作盤之操作位置於明顯處
所應設置中文操作說明。
a.最大停車車輛尺寸(最
好以圖說明)。
b.不能用非正常方式停
車。
c.離開停車設備時，操作
盤不得被非准許人員操
作。
d.人員不可隨機械停車設
備移動(人車共乘式除
外)。
e.不可在置車板上修護車
輛。
f.禁止非准許人員進入機

坑。
(2)機件適當部位應設置製
造廠商標示銘牌：
a.製造廠商或代理商之名
稱。
b.型式號碼。
c,製造號碼。
d,製造年份。
e.最大容許壓力(僅適用
於油壓操作之停車裝置)。
(3)操作盤必須設置在以目
視可以確認人員及車輛出
入安全之位置。設置之位
置無法目視人員及車輛進
出機械停車設備時，應裝
設反射鏡、閉電視或設置
有感應元件等具有目視同
等效果之設備。
(4)在明顯且易於操作之位
置，應設置緊急停止裝置
並標示「緊急停止開關」
字樣，以供發生意外事故
時，可迅速使機械停車設
備停止運轉。
4.3 機械停車處所、緊急通訊
裝置

坑。
(2)機件適當部位應設置製
造廠商標示銘牌：
a.製造廠商或代理商之名
稱。
b.型式號碼。
c,製造號碼。
d,製造年份。
e.最大容許壓力(僅適用
於油壓操作之停車裝置)。
(3)操作盤必須設置在以目
視可以確認人員及車輛出
入安全之位置。設置之位
置無法目視人員及車輛進
出機械停車設備時，應裝
設反射鏡、閉電視或設置
有感應元件等具有目視同
等效果之設備。
(4)在明顯且易於操作之位
置，應設置緊急停止裝置
並標示「緊急停止開關」
字樣，以供發生意外事故
時，可迅速使機械停車設
備停止運轉。
4.3 機械停車處所、緊急通訊 本點未修正。
裝置

人車共乘式機械停車設備應
設置緊急電源專用電話或通
話裝置，在發生設備故障或
停電狀況時，可以從機廂內
對外取得連絡。
4.4 旋轉台安全規定

人車共乘式機械停車設備應
設置緊急電源專用電話或通
話裝置，在發生設備故障或
停電狀況時，可以從機廂內
對外取得連絡。
4.4 旋轉台安全規定

(1)旋轉台之電源容量應設
(1)旋轉台之電源容量應設
專用分路開關。
專用分路開關。
(2)旋轉台之自動操作與手
(2)旋轉台之自動操作與手
動操作應互鎖，運轉時應
動操作應互鎖，運轉時應
有互鎖機構。
有互鎖機構。
(3)設有多組旋轉台轉換汽
(3)設有多組旋轉台轉換汽
車方向時，如為單一控制
車方向時，如為單一控制

本點未修正。

系統，使用按鈕時只有一
系統，使用按鈕時只有一
組可運轉或緊鄰之旋轉台
組可運轉或緊鄰之旋轉台
無法同時運轉。
無法同時運轉。
(4)旋轉台之直徑不得小於
(4)旋轉台之直徑不得小於
四公尺。
四公尺。
4.5 機廂及垂直升降安全措 4.5 機廂及垂直升降安全措 本點未修正。
施
施
(1)機廂四周圍柵應採用密
閉材料或網孔不大於二公
分之鋼網板。護欄高度應
在一點四公尺以上。
(2)人車共乘式應設置超載
限制裝置，人車重量超過
負載額定時，即發出警報
並停止運轉。
(3)機廂所在位置應在搭乘
場設有指示燈予以標示。
(4)機廂與搭乘場門應設置
開關連鎖安全裝置:
a.搭乘場之門如非處於關
閉狀態下機廂應無法移
動。
b.除機廂停止於該樓層時
非專業維修人員，應無法
自外面開啟該樓層之搭乘
場門。
c.機廂設置二個以上之出
入口，應使同一層出入口
之搭乘場門無法同時開
啟。
4.6 置車板平面位移安全措
施

(1)機廂四周圍柵應採用密
閉材料或網孔不大於二公
分之鋼網板。護欄高度應
在一點四公尺以上。
(2)人車共乘式應設置超載
限制裝置，人車重量超過
負載額定時，即發出警報
並停止運轉。
(3)機廂所在位置應在搭乘
場設有指示燈予以標示。
(4)機廂與搭乘場門應設置
開關連鎖安全裝置:
a.搭乘場之門如非處於關
閉狀態下機廂應無法移
動。
b.除機廂停止於該樓層時
非專業維修人員，應無法
自外面開啟該樓層之搭乘
場門。
c.機廂設置二個以上之出
入口，應使同一層出入口
之搭乘場門無法同時開
啟。
4.6 置車板平面位移安全措 本點未修正。
施

(1)為防止地震造成置車板
(1)為防止地震造成置車板
掉落，應設置水平及垂直
掉落，應設置水平及垂直
阻擋器裝置。
阻擋器裝置。
(2)移動置車板之導軌，其水 (2)移動置車板之導軌，其水
平度應與置車板之導輪輪
平度應與置車板之導輪輪
緣有適當配合，每段導軌
緣有適當配合，每段導軌
的段差必須小於零點零五
的段差必須小於零點零五

公分以下。導軌採用埋入
式時，凸出地面不得超過
一公分。
(3)驅動機構原則上應採獨
立驅動方式，避免共用。
每部驅動機構均應設置手
動解除裝置，俾在故障時
以人工方式移開置車板。
(4)應設置行程定位開關，以
確保置車板移動之安全及
移動距離，以利移出足夠
空間供車輛行駛。
(5)應在操作盤上設置緊急
停止開關，避免運轉中之
突發狀況，造成人車之損
傷。其控制迴路應屬於安
全迴路。
(6)應在導軌終端設置阻擋
塊，防止置車板因定位開
關失效或控制系統故障而
脫離導軌。
4.7 電器相關施工安全注意
事項，應依經濟部有關電業
法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公分以下。導軌採用埋入
式時，凸出地面不得超過
一公分。
(3)驅動機構原則上應採獨
立驅動方式，避免共用。
每部驅動機構均應設置手
動解除裝置，俾在故障時
以人工方式移開置車板。
(4)應設置行程定位開關，以
確保置車板移動之安全及
移動距離，以利移出足夠
空間供車輛行駛。
(5)應在操作盤上設置緊急
停止開關，避免運轉中之
突發狀況，造成人車之損
傷。其控制迴路應屬於安
全迴路。
(6)應在導軌終端設置阻擋
塊，防止置車板因定位開
關失效或控制系統故障而
脫離導軌。
4.7 電器相關施工安全注意 本點未修正。
事項，應依經濟部有關電業
法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五章 附則
建築物機械停車設
備設置及檢查管理
辦法及申請相關書
表證業以內政部九
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台內營字第○九五
○八○○四五六號
令訂定，故本章刪
除。
5.1 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 一、本點刪除。
械停車設備申請竣工檢查各 二、刪除理由同本章章
式書表，詳附表 G1-1，G1-2。
名說明
5.2 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 一、本點刪除。
械停車設備申請年度檢查各 二、刪除理由同本章章
式書表，詳附表 G2-1，G2-2。 名說明
5.3 其他相關書表由內政部 一、本點刪除。
另定之。
二、刪除理由同本章章

名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