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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 
總說明 

寬頻網路建設係國家競爭力指標之一，亦是建構數位生活之基礎。

隨著民眾對高畫質影音內容、互動式娛樂服務需求的提高，民眾對網路

高速傳輸頻寬的需求亦日益增加。在諸多寬頻接取技術發展中，若以傳

輸品質為考量，有線寬頻網路仍是現階段最為穩定之傳輸技術，可提供

足夠的頻寬，供應各式各樣的通訊、多媒體、影音、加值服務，並可發

展新型態的資通訊應用服務。 

為落實「數位國家兆元級寬頻建設到戶」之政策目標，及避免建築

物建造後，建築物使用人為順利接取電信服務需二次施工，破壞建築物

整體美觀，爰電信管理法第四十九條明定，建築物建造時，起造人應依

規定建置屋內外電信設備，並預留裝置電信設備之電信室及其他空間。 

為明確建築物應建置之屋內外電信設備及其空間，其建置、使用管

理、責任分界點之界定、社區型建築物之限定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爰

依電信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六項之授權，並參考電信法第三十八條第六

項授權訂定之「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條文，訂定

本規則，條文重點說明如下： 

一、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與其空間適用及名詞定義。(第二條及第三條) 

二、起造人應建置屋內外電信設備及其空間。(第四條) 

三、責任分界點設置及維護。(第五條及第六條) 

四、責任分界點以外設施之設置及維護。(第七條) 

五、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設置之規範。(第八條至第十條) 

六、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及其空間設計圖說之洽辦、審查及完工審驗之

規定。(第十一條至第十四條) 

七、既存建築物電信設備不符規定，經營者得不予提供服務。(第十五條) 

八、建築物電信設備施工者資格。(第十六條) 

九、自用電信設備者與經營者之電信設備分開設置。(第十七條) 

十、建築物電信室供該建築物以外用戶接取電信服務，應經建築物所有人

同意。(第十八條) 

十一、經營者得有償使用建築物空間設置集線設備。(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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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建築物電信設備管線竣工圖表之移交。(第二十條) 

十三、施行日期。(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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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電信管理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四十九條第六項規定訂定

之。 

訂定依據。 

第二條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與其空

間之設置及使用，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本規則未規定者，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與其空間適用法

規。 

第三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信管箱設備：指收容建築物電

信線纜之設備，如電信引進管、垂

直幹管、管道間、線架、水平配

管、地板管槽、地板線槽、總配線

箱（架）、光終端配線架、集中總

箱、主配線箱（室）、支配線箱、

拖線箱、宅內配線箱及出線匣等。 

二、電信室：指建築物內專供以固定

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

信事業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引接線纜及設置電信設備之專

用空間。 

三、電信機械設備：指以固定通信網

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

使用於建築物內之電信交換設

備、電信傳輸設備、電信終端介面

設備及其相關附屬設備之總稱。 

四、電信保安接地設備：指用於保護

電信機線設備之接地裝置及各種

安全設施。 

五、集線設備：指以固定通信網路架

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為匯集不

同傳輸路由之線纜，所設置之電

信及有線廣播電視傳輸、信號處

理設備及線纜收容設備等。 

六、集線室：指於建築物內除既有電

信室外，專供以固定通信網路架

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與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引接線纜

及設置集線設備之專用空間。 

七、電信引進管：指以架空或地下方

式引進電信及有線廣播電視電纜

或光纜至建築物內總配線箱（架）

名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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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光終端配線架、電信室之電信

管道。 

八、社區型建築物：指同一宗建築基

地內之建築物，或為統一管理而

設同一管理委員會之建築物。 

九、屋外電信管線設施：指建築基地

內建築物間之架空、地下電信線

路及地下管路等管線設備。 

十、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指使用可行

之技術與設備，由頭端、有線傳輸

網路及其他相關設備組成之設

施。 

十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

下簡稱系統經營者）：指經依法

許可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

事業。 

十二、有線廣播電視相關設備：指為

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所需，

於建築物屋內外設置之有線廣

播電視設備，如訂戶引進線、訂

戶分接器等。 

第四條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公

告之建築物建造時，起造人應依規定

設置屋內外電信設備，並預留裝置電

信設備之電信室及其他空間。 

前項之電信設備，包括電信引進

管、總配線箱、用戶端子板、電信管

箱、電信線纜與有線廣播電視相關設

備及其他因用戶電信服務、有線廣播

電視服務需求，須由用戶配合於責任

分界點以內設置之設備。 

既存建築物之電信設備或供裝

置電信設備之空間不足，致不敷該建

築物之電信與有線廣播電視服務需求

時，應由所有人與以固定通信網路架

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提供有

線廣播電視服務之系統經營者協商，

並由所有人增設。 

依第一項與前項規定設置專供

該建築物使用之電信設備及空間，應

按該建築物用戶之電信及有線廣播電

視服務需求，由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

一、第一項明定經本會公告之建築物，

起造人應設置屋內外電信設備，並

預留空間。 

二、第二項明定須由用戶配合設置責任

分界點以內之設備。 

三、第三項明定既存建築物之電信設備

不足，應由所有人增設。 

四、第四項明定建築物之電信設備及空

間之使用，提供服務經營者得無償

使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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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

者依規定無償連接及使用。 

第五條 建築物電信設備連接以固定通

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

之公眾電信網路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之有線廣播電視相關設備，應設有明

確之責任分界點。 

建築物電信設備連接提供服務經營者相

關設備，應設有明確之責任分界點。 

第六條 前條之設置及維護責任分界規

定如下： 

一、建築物引進電纜者： 

（一）建築物設置用戶側端子板設

備者，以用戶側端子板之電介

接端子為責任分界。 

（二）建築物未設置用戶側端子板

設備者，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

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設置於

建築物端子板之電介接端子為

責任分界。但另有約定者從其

約定。 

二、建築物引進光纜者： 

（一）建築物設置光終端配線架或

光纜用總配線箱者，以光終端

配線架或光纜用總配線箱用戶

側光終端箱(盒)之光介接端子

為責任分界。 

（二）建築物未設置光終端配線架

或光纜用總配線箱者，以固定

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

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經營者設置於建築物之電信設

備光或電介接端子為責任分

界。 

前項責任分界，如附圖一、附圖

二、附圖三及附圖四。 

責任分界點設置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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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建築物責任分界點以外之公眾

電信網路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設施，

由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

之電信事業及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

之系統經營者設置及維護。但社區型

建築物內建築物間之管線設施，得由

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設置，由所有

人維護。 

前項電信或有線廣播電視服務終

止或供裝方式異動時，建築物起造人

或所有人得要求原服務提供者移除所

設置之電信設備，原服務提供者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 

依第四條規定設置之電信設備，

由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設置，並由

所有人維護。 

一、第一項明定建築物責任分界點以外

之設施，由提供服務經營者設置及

維護；以明確規定責任分界點以外

之責任歸屬。 

二、第二項明定服務提供者提供之服務

終止或供裝方式改變時，已設置之

電信設備無正當事由應予移除。 

三、第三項明定建築物建造時，起造人

應依規定設置屋內外電信設備之維

護責任。 

 

第八條 起造人或所有人應設置下列建

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 

一、電信引進管。 

二、電信室或總配線箱：依第九條規

定應設置電信室者，應預留電表

設置位置，並設置電源引接線、總

配線架（板）、用戶側端子板及電

信保安接地設備等；無須設置電

信室者，應設置總配線箱、用戶側

端子板及電信保安接地設備等。 

三、自用戶側端子板後之電信管箱設

備、電信與有線廣播電視配線線

纜、宅內配線箱及電信插座等設

備。 

四、須引進光纜之建築物者，應增設

以下設備： 

(一)光終端配線架或光纜用總配線

箱。 

(二)用戶側光纜配線箱（盒）。 

(三)用戶側光纜配線箱（盒）至宅內

配線箱、支配線箱或單獨所有

權建築物主配線箱之光纜。 

(四)宅內配線及出線匣等設備。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

務之電信事業與系統經營者於前項建

一、第一項明定起造人或所有人應設置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

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應設置電信設備

之規定。 

三、考量多數新建築物已引進光纜，如

建築物所在地之有線廣播電視業者

全數均得以 FTTH 方式供裝時，要

求設置同軸電纜水平主幹配線，並

預留同軸電纜垂直主幹配管及其電

信箱體空間並無實益，爰第三項明

定排除條款，另連接社區共同天線

所需之纜線、空間係為接收數位無

線電視，與連接有線廣播電服務有

別，爰不受此規定限制。 

四、第四項明定得不依第一項規定設置

同軸電纜及其空間之地區，應每年

定期公告，並以鄉(鎮、市、區)為

原則，即有線廣廣播電視業務經營

區之最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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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內提供電信及有線廣播電視服務

時，應設置下列電信設備： 

一、銜接公眾電信網路及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之引接電纜或光纜。 

二、經營者端子板或光纜配線箱

（盒）。 

三、必要之電信機械設備。 

建築物所在地位於經主管機關公

告當地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全數實行光

纖入戶（FTTH）供裝之地區者，建築

物起造人得僅依規定引進光纜，無需

設置供有線廣播電視系統連接使用之

主幹同軸電纜及其空間。 

前項地區之公告由主管機關每年

定期實施，並以鄉(鎮、市、區)為原

則。 

第九條 新建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設置電信室： 

一、用戶側光纜總心數超過四十八

心。 

二、地上層五樓以上且設有地下室之

建築物，引進電話電纜總對數超

過二十對。 

前項電信室應依附件一電信室面

積一覽表設置於建築物適當處所，有

關引進電話電纜總對數應依本會所定

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

範（以下簡稱建築物設備技術規範）

計算之。其有地下層兩層以上者，以

設於非最底層樓層為原則。 

新建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建築物起造人應引進光纜，並依前條

第一項規定辦理： 

一、公有建築物。 

二、集合住宅。 

三、總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

上，且為下列使用類別之建築

物： 

(一)公共集會類。 

(二)商業類。 

(三)休閒、文教類： 

1.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

一、第一項明定新建建築物應設置電信

室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電信設置於建築物適當

處所。 

三、第三項明定建築物應引進光纜之規

定。 

四、第四項明定建築物依建築法令相關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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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宿舍除外） 

  2.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

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四)辦公、服務類。 

(五)住宅。 

前項各款建築物之定義，依建築

法令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及相關

設置空間之設計（含繪製圖說）、設

置及檢測，應依本會所定之建築物設

備技術規範辦理。 

 

相關屋內外電信設備及相關設置空間之

設計（含繪製圖說）、設置及檢測，配

合建築物之多樣態有不同之規劃設計，

爰規定依本會所定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

備之相關設置技術規範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建築物起造人於設計屋內外

電信設備與其空間時，應備具「建築

物屋內外電信設備洽辦／審查／審驗

申請表」(以下簡稱申請表，附件

二)，洽請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

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者諮

商辦理引進管、電信室或總配線箱，

及線纜之位置等事項。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

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者受理前

項洽辦後，應各於七個工作日內完成

洽辦事宜；未參與洽辦之以固定通信

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

系統經營者不得對洽辦結果提出異

議。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相關設置空

間設計圖說完成後，建築物起造人應

於申報開工前，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

或本會委託辦理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

及審驗之電信專業驗證機構（以下合

併簡稱審驗機構）申請審查，並依規

定繳交審查費。 

一、依規定完成洽辦及設計圖說簽證

之申請表。 

二、依建築物設備技術規範規定填報

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計清

單及相關設計圖說(含平面配置

圖、垂直昇位圖及建築基地位置

圖)。 

一、第一項明定洽請以固定通信網路架

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諮商辦理事

項。 

二、第二項明定起造人得向任一以固定

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

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提

出洽辦，未參與洽辦之經營者必須

接受受理洽辦之經營者所能接受之

條件，不得對洽辦結果提出異議。 

三、第三項明定建築物開工前，起造人

應具有關文件申請審查事宜。 

四、第四項明定受理審查須於一定期限

完成審查之規定，文件不齊全或內

容不完成之補正及改善規定。 

五、第五項明定補正及改善期限，以二

個月為限；展期一次為限，並不得

逾二個月。 

六、第六項明定審查合格證明之有效期

限。如無法於有效期限內完成審驗

者，得辦理展期之規定。 

七、第一項規定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

設備洽辦/審查/審驗申請表」(附件

二)，時空環境因素，申請表中涉

及不必要個資部分如生日及住處等

資料予以刪除，並調整相關文字及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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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驗機構應於建築物起造人依規

定繳交審查費次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完

成審查，並簽註審查意見。檢具之文

件不全或申請表記載內容不完備者，

審驗機構應通知建築物起造人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者，

駁回其申請；經審查不合格者，審驗

機構應列具不合格事項，通知建築物

起造人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改善

仍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繳交之審

查費不予退還。 

前項補正及改善期間以二個月為

限。建築物起造人無法於規定期限內

完成補正或改善者，得於屆期前，檢

具事由向審驗機構申請展延。展期最

長不得逾二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審查合格證明有效期限為五年，

並自審驗機構完成審查作業次日起

算。建築物起造人無法於期限內依第

十二條規定申請審驗者，得於屆期

前，檢具事由向審驗機構申請展延。

展期最長不得逾建築執照有效日期，

並以一次為限。逾有效期間者，其申

請文件予以發還。 

第十二條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置完成

後，建築物起造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本會或審驗機構申請審驗。 

一、依規定完成審查之申請表。 

二、依建築物設備技術規範規定填報

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檢測紀

錄表。 

三、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出具之建築物

電信設備竣工檢查報告。 

四、前條第三項第二款之電子檔光碟

片一份。 

審驗機構應於建築物起造人依規

定繳交審驗費次日起十四個工作日內

完成審驗，並簽註審驗意見。檢具之

文件不全、申請表記載內容不完備

者，審驗機構應通知建築物起造人限

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

一、第一項明定建築物電信設備申請審

驗應檢具申請文件之規定。其中建

築物電信設備竣工檢查報告，依建

築法第十三條規定，僅得由建築師

或專業技師出具。 

二、第二項明定審驗機構辦理審驗之期

限，並就申請文件不全及記載內容

不完備者之補正及改善之處理方

式。 

三、第三項明定補正及改善期限。如無

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補正或改善得

辦理展期之規定。 

四、第四項明定經審驗合格核發審定證

明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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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駁回其申請；經審驗不合格者，

審驗機構應列具不合格事項，通知建

築物起造人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或

改善仍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補正及改善期間以二個月為

限。建築物起造人無法於規定期限內

完成補正或改善者，得於屆期前，檢

具事由向審驗機構申請展延。展期最

長不得逾二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經審驗合格者，其送審查及審驗

之文件予以發還；起造人或所有人經

繳交審定證明證照費，並得依審驗合

格之線纜類別申請核發下列審定證

明： 

一、電纜窄頻審定證明：適用建築物

依照建築物設備技術規範僅設置

電話主幹配線者。 

二、電纜寬頻審定證明：適用建築物

依照建築物設備技術規範設置電

話及數據配線，其數據主幹及宅

內數據配線採用超五類非遮蔽對

絞型或屏蔽對絞型電纜以上等級

設計者。 

三、光纜到戶審定證明：適用建築物

依照建築物設備技術規範設置電

話及數據配線，其數據主幹採用

光纜設計，宅內數據配線採用超

五類非遮蔽對絞型或屏蔽對絞型

電纜以上等級設計者。 

第十三條 建築物電信設備與其空間經

審驗合格，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

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者始

得使用。但非屬本會依本法第四十九

條第二項公告之建築物，不在此限。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經審驗合格，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

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始得

提供起造人或所有人申請之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服務。 

第十四條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

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者應妥

善保存完成洽辦之申請表及相關資料

電子檔或原件，供本會查核。 

各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

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者均無法

辦理第十一條所定事宜時，應共同成

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建設協商小

一、第一項明定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

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應保存完成洽辦之

申請表及其相關資料之電子檔或原

件，備供本會查核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

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無法辦理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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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協調各地受理窗口、網路銜接或

共用管線等相關作業事宜，必要時，

由本會協調處理之。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

務之電信事業或系統經營者為提供建

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電信及有線廣播

電視服務，得連接使用之電信引進管

數量如下：  

一、光纜：一管。 

二、同軸電纜：一管。  

三、電話電纜：每六百對至多使用一

管，每逾六百對得再使用一管。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

務之電信事業已連接使用之電信引進

管數量超過前項規定，致妨礙建築物

起造人或所有人選擇其他經營者提供

電信或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建築物

起造人或所有人得以合理期限，要求

其騰空超用之電信引進管，改供其他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

電信事業或系統經營者使用。 

及前條所定相關事宜時，應成立建

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建設協商小組

之相關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引進管避免獨占之規

定。引進管公平合理之分配要求，

參考國外對建築物電信與有線廣播

電視之規定，及衡量國內業者之情

形，依建築物引進電話電纜總對

數、光纜總心數及同軸電纜規格已

訂定引進管管徑及足夠之管數；每

一支引進管管徑均足供每一經營者

之每六百對以內之電話電纜及其他

每一種引進線纜使用。 

四、每一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

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經營者引進之前述線纜使用電信

引進管不得超過一管；復為兼顧建

築物使用人、既有及新進服務提供

者權益，爰第四項明定建築物起造

人或所有人得以合理期限，要求既

有經營者淨空超過部分之電信引進

管。以避免新進服務提供者移除引

進管不慎，致既有用戶服務中斷。 

第十五條 本法施行前之既存建築物，

其起造人或所有人所設置之電信設備

不符本規則之規定時，以固定通信網

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

統經營者得不予銜接提供服務，以維

公眾電信網路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安

全。 

建築物電信設備不符本規則之規定時，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

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得不

予銜接提供服務之規定。 

第十六條 連接公眾電信網路之建築物

責任分界點內之所有電信設備，除本

會公告之簡易電信設備外，應交由電

信工程業者施工及維護，或交由電器

承裝業者施作。 

建築物責任分界點內電信設備之施工業

者資格。 

第十七條 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另設

置用戶專用交換設備等自用電信機械

設備者，應依其實際需求預留空間及

管線，並與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

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者之

建築物內部自用電信機械設備之預留空

間及管線，須與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

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之電信設備分開設置。但經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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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設備分開設置。但經洽提供該建

築物電信服務之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

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

電視服務之系統經營者同意者，不在

此限。 

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同意

者，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

信服務之電信事業或系統經營者利用

建置於電信室之電信設備，提供該建

築物以外之用戶電信或有線廣播電視

服務者，應事先徵求該建築物所有人

同意；其補償，由電信事業或系統經

營者與該建築物所有人協議之。 

建築物電信室內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

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或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設置之電信設備須先徵求該

建築物所有人同意，並協議補償後得提

供該建築物以外之用戶服務，以提高設

備之利用，並追求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

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與該建築物所有人間之利

益平衡。 

第十九條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

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建設其公眾電信網

路或系統經營者建設其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得有償使用建築物空間設置集

線室及集線設備。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

信事業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為建

設其系統，得有償使用建築物空間設置

集線室及集線設備，以利建設提供服

務。 

第二十條 建築物起造人應建立建築物

電信管箱及配線等電信設備之管線竣

工圖表等明細，並移交該建築物管理

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所有人。 

起造人建立管線竣工圖表等資料規定。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所定申請書表、作

業流程及審定證明，由本會訂定公告

之。 

本規則相關書表由本會另以公告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照

之新建建築物，自本規則施行之日起

六個月內，得適用電信法第三十八條

第六項規定訂定之建築物電信設備及

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建築物屋內

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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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電信室面積一覽表 

引進電話電纜總對數 
用戶側 

光纖心數 
電信室面積 備    註 

200 對以下 

但必須設置電信室者 
49-96 3.6 ㎡以上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1.5m。 

201～600 對 97-300 7 ㎡以上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1.5m。 

601～1000 對 301-600 14 ㎡以上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2.5m。 

1001～2000 對 601-1200 20 ㎡以上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2.5m。 

2001～4000 對 1201-2400 30 ㎡以上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2.5m。 

4001～6000 對 2401-4800 43 ㎡以上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2.5m。 

6001 對以上 4801 以上 

由以固定通信網

路架構提供電信

服務之電信事業

及系統經營者與

建築物起造人或

所有人共同協商

決定之。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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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洽辦／審查／審驗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起造人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起造人 
姓     名 

(或公司名稱)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電  話  

通訊處  

設計人 

姓名  
開業證等級字

號/執業執照 
 電 話  

執業機構/事務所名稱 

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執業機構/ 

事務所地址 
 

        

承攬人 

電信工程業名稱  登記執照號碼  
相關同業公會 
當年度會員證書編號 

 

電器承裝業名稱  登記執照號碼  
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當年度會員證書編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電 話  

建
物
資
料 

建築地址  建築地號  建造執照號碼  

建物名稱  總樓地板面積：          m
2
 基地面積：           m

2
 

起訖工期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工地電話  

使用區分 □住宅  □辦公 □營業 □醫院  □學校  □其他 

線纜對數 
或 心數 

 □引進電纜總對數           對。   
 □用戶側光纜總心數，共         心。  

層樓戶數 
地   下 

層 
地    上 

層 
共 棟      

   樓      戶 

電
信
室
設
置 

□ 1.須備電信室者： 
□建築物用戶側光纜總心數超過四十八心 
□地上層五樓以上且設有地下室之建築物，引進電纜總對數超過二十對 

□ 2.無須備電信室者：無上述須備電信室情形之一者 

電信室面積： 
□ 3.6㎡以上；□ 7㎡以上；□ 14㎡以上 
□ 20㎡以上 ；□ 30㎡以上；□ 43㎡以上 

檢附資料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相關設計圖說(含平面配置圖、垂直昇位圖及建築基地位置圖)及設計清單各一式四份。 

備註 

1.本申請表一式四份，於完成洽辦後，由二洽辦單位各留存一份，餘二份於完成審驗後，由審驗機構及起造人各留存一份。 
2.所附電信設備設計圖說及設計清單，於完成洽辦後，由二洽辦單位各留存一份，餘二份於於完成審查後，由審驗機構及起造人各留存一份。 
3.建築物無名稱者，建築物名稱欄應填「無」字。 
4.起造人依建管相關規定應檢附之設計圖說，請另依其規定辦理。 

5.承攬人應檢具登記執照及當年度會員證書影本俾供核對。 

二、設計圖說簽證：（簽證人依建築法及技師法規定辦理）                                                             簽證日期：  年  月  日 

簽證人 

姓名  
開業證等級字號/

執業執照 
 電  話  

簽
證
章 

簽
證
人 

 執業機構/事務所

名稱 

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執業機構/事務所

地址 
 

          

三、洽辦：（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業者填寫）  電信洽辦日期：  年   月  日   有線廣播電視洽辦日期：  年  月 日 

電信事業
公司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有線廣播
電視公司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建造時應 

洽辦事項 

引 進 管 
□架空     ㎜    管，共    處 

□地下     ㎜    管，共    處 
洽
辦
意
見 

 主管 

姓名 

 承辦人 

姓名 
 

公司

簽章 
 

□電信室或 

□總配線箱 

□地上 層 

□地下 層 

面積： ㎡ 

(     坪) 

電話  

洽
辦
意
見 

 主管 

姓名 

 承辦人 

姓名 
 公司

簽章 
 

諮商引進管與電信室或總配線箱間之線纜位置 電話  

四、審查：（審驗機構填寫）審查類別：□ A1 □ B1 □ C1 □ D1 □ E1□ A2 □ B2 □ C2 □ D2 □ E2□ A3 □ B3 □ C3 □ D3 □ E3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審驗 

機構 

名稱  地址  

定
合
格
章 

審
驗
機
構
判 

 審查人 姓名  技師證書字號  電話  

備註 審查不合格者，另以公文書通知起造人得依規定重新申請審查。 

五、審驗：                                                                                                      審驗日期：  年  月  日 

審驗 

機構 

名稱  地址  

判
定
合
格
章 

審
驗
機
構 

 審驗人 姓名  技師證書字號  電話  

審定類別  備註 審驗不合格者，另以公文書通知起造人得依規定重新申請審驗。 

 

附件二 

案件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