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兩側禁建限建辦法總說明
鐵路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公布增訂第六十一
條之一至第六十一條之五。其中第六十一條之五規定：「前四條所定禁
建、限建範圍之劃定、公開展覽、公告、變更、廢止，禁建範圍之禁止
行為、拆除補償、限建範圍之管制行為、管制規範、申請、審查、管理
及處分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徵詢地方政府後會同內政部定之。」
授權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就鐵路兩側禁建、限建範圍內管制事項訂定相關
辦法。
鑒於鐵路運輸速度大幅提升，又因應鐵路沿線兩側土地建築開發頻
繁，對鐵路安全性之要求亦不斷提高。爰此，基於確保鐵路興建及行車
安全，劃設鐵路兩側禁建、限建範圍，以管制該範圍內之相關工程行為，
實有必要。然鐵路兩側禁建、限建範圍之劃設，限制人民之財產權，依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應有明確法律授權，且構成要件
須亦明確，以避免人民權利遭受不可預期之侵害。基此，交通部據前揭
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五之授權規定，訂定本辦法，同時配合本辦法之訂定，
一併修正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毗鄰地區禁限建辦法，刪除其中鐵路章
節，將鐵路禁限建相關規定，回歸至鐵路法及鐵路兩側禁建限建辦法，
便於機關執行及人民遵循。本辦法共計二十二條，其重點如下：
一、 鐵路兩側禁建、限建範圍劃定之原則。(第二條)
二、 鐵路兩側禁建、限建範圍劃定應評估事項及程序。(第三條)
三、 規定鐵路兩側禁建或限建範圍勘定後，應辦理公開展覽、公告之程
序。(第四條)
四、 規定辦理鐵路兩側禁建或限建範圍廢止或變更之程序。(第五條)
五、 規定於禁建範圍內既有建築物、工程設施或廣告物之處理。(第六條)
六、 規定於限建範圍為建築行為之申請程序與應提送之文件。(第七條)
七、 規定於限建範圍內為建築法規以外之其他許可工程（例如水土保持
工程等）時，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程序會同審查。(第八條)
八、 規定於限建範圍內為前二條以外之工程（包含公共工程）
，向交通部
申請程序。(第九條)
九、 鐵路機構提供資料之義務。(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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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限建範圍內建築或其他工程開工前，起造人等人應提出申請及備具
之文件。(第十一條)
十一、 鐵路機構配合交通部辦理審查之義務。(第十二條)
十二、 限建範圍內建築或其他工程施工前，起造人等人應建立監測作
業。(第十三條)
十三、 禁建或限建範圍內之鐵路設施變形累積總量上限，及容許變形值
與監測管理值。(第十四條)
十四、 進行監測時如有讀數達警戒值或行動值時，起造人等人應為一定
行為及相關程序。(第十五條)
十五、 起造人等人申請變更施工方法之許可，與應具備之文件。(第十六
條)
十六、 起造人等人於工程竣工時，應會同鐵路機構辦理會勘，確認鐵路
設施無損。(第十七條)
十七、 交通部得要求起造人等人先委請專業機構審查並出具審查結論。
(第十八條)
十八、 起造人等人不依施工計畫執行之處理。(第十九條)
十九、 鐵路機構負有巡查之義務。(第二十條)
二十、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依獎參禁限建辦法公告實施之禁限建範圍，
於辦理變更或廢止前，繼續有效。(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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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兩側禁建限建辦法
條文
第一條

說明

本辦法依鐵路法(以下簡稱本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法)第六十一條之五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交通部為維護鐵路興建及行車 一、規定禁建範圍劃定時宜考量鐵路相

安全，得於鐵路路線兩側及其上空、

關設施運作需求、例如鐵路救援需

地下劃定禁建範圍。

要等因素。禁建範圍公告後，如有

鐵路兩側限建範圍，除高速鐵路

特殊情況必須於禁建範圍內施作本

依第三項規定外，鐵路機構認為有劃

法第六十一條之二各項行為時(例

定之必要時，依第三條、第四條規定

如：架空電線、橫交道路、水路、

辦理。

管線等公共設施工程)，經工程主辦

高速鐵路兩側之限建範圍，除因

機關專業評估採行必要之措施，可

鐵路設施結構或路線所在地之水文地

確 保 不 影 響 鐵 路 興 建及 行 車 安 全

質條件而有擴大必要者外，依下列各

者，交通部得許可施作，俾利毗鄰

款規定之一；其示意圖如附件一：

地區發展需求。然禁建範圍內並不

一、自高速鐵路路基或結構物邊緣起

排除本法第五十九條規定之適用，

算，水平淨距離六十公尺以內。

一併說明。

二、於彰化及雲林地區平原段，為本 二、第二項規定鐵路限建範圍：高速鐵
法第六十一條之二第一項第一

路限建範圍依第三項規定；其他鐵

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行

路目前尚無劃定及公告實施限建範

為者，自高速鐵路路基或結構物

圍，該鐵路機構如認為有劃設之必

邊緣起算，水平淨距離一百五十

要時，依第三條、第四條規定辦理。

公尺以內。但其行為位於非都市 三、目前交通部已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
計畫區農牧用地，面積小於一公

建設毗鄰地區禁限建辦法第十二條

頃者，依前款規定。

規定，劃定臺灣南北高速鐵路兩側
限建範圍。為免日後劃定範圍有所
不同，而生執行上衝突，及保障人
民權益，是參照上開辦法規定，於
第三項規定相同之限建範圍，以資
遵循。另彰化雲林地區考量地表荷
載可能引致地層下陷影響高鐵結構
與行車安全，則本地區之限建範圍
予以另定為一百五十公尺。
四、考量特殊情形(因鐵路設施結構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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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所在地之水文地質條件特殊)足以
妨礙鐵路興建或行車安全者(如彰雲
地層下陷嚴重地區)，為保障鐵路興
建 與 行 車 安 全 ， 限 建範 圍 得 予 擴
大，以確保高速鐵路營運安全無虞。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二項鐵路有劃 規定 鐵路兩側禁建、限建範圍劃定應評

定禁建、限建範圍之需求，或第三項 估事項及程序。鐵路機構對於鐵路興建
高速鐵路有擴大限建範圍之必要者， 及行車安全之維護需求最為清楚，宜由
應由該鐵路機構經評估鐵路特性、結 其提出劃定禁建、限建範圍或擴大限建
構型式、地形地質水文條件、毗鄰鐵 範圍之提議。
路之開發行為對鐵路設施之影響等因
素後提出，報請交通部勘定禁建、限
建範圍。
第四條

禁建、限建範圍勘定後，交通 一、按 本 法 第 六 十 一條 之一 第 一 項 規

部繪製比例尺不得小於千分之一之地

定，為維護鐵路興建及行車安全，

形圖或地籍圖，由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交通部得依鐵路特性，會同當地直

政府辦理公聽會及公開展覽三十日，

轄市或縣(市)政府於鐵路兩側勘定

並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鐵路機

禁建、限建範圍。經過勘定、繪製

構應派員出席公聽會並說明之。

圖說送當地縣市政府辦理公聽會及

土地權利關係人得於前項公聽會

公開展覽等程序。為此，明定禁建、

或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提出意見。交

限建範圍、公聽會、公開展覽之實

通部應參酌土地權利 關係人之意見

施事項。同時鐵路機構對劃設禁建

後，劃定禁建或限建範圍。

限建範圍之必要性最為清楚，為使
民眾瞭解，故要求鐵路機構應派員

前項禁建或限建範圍劃定後，由

出席公聽會。

交通部送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公

二、為期審慎周全，劃定禁建、限建範

告實施。

圍，應聽取土地權利關係人意見並
審慎評估納入考量，故規定土地權
利關係人表示意見之方式及時機。
三、為達公示效果，於第三項規定劃定
禁建或限建範圍後，應予公告。
第五條

已 公 告 實 施 之 禁 建 或 限 建 範 規定禁建、限建範圍變更或廢止時，其

圍，因鐵路設施變更、拆除或其他原 辦理程序準用劃定時之程序。
因而應辦理變更或廢止者，其變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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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程序，準用前二條規定。
第六條

禁建範圍公告實施前已存在之 一、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二第四項前段規

合法建築物、工程設施或廣告物，其

定：
「禁建範圍公告後，於範圍內原

不妨礙鐵路興建或行車安全者，得按

有或施工中之建築物、工程設施、

現狀使用；除得修繕或拆除外，不得

廣告物、障礙物、土地開挖、填方

增建或改建。其修繕或拆除方式應由

及其他工程行為，有礙鐵路興建或

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或該工程設

行車安全者，交通部得商請各該管

施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審核之。無該

主管機關令其限期停工、修改或拆

主管機關者，由交通部為之。

除。」換言之，如無礙鐵路興建或

前項合法建築物、工程設施或廣

行車安全者，得繼續存在。基此，

告物經交通部認定有妨礙鐵路興建或

為維護禁 建公告 前既 有合法建築

行車安全者，交通部得商請當地直轄市

物、工程設施或廣告物所有權人之

或縣(市)政府通知其所有人或使用人

權利，爰規定於一定條件下，容許

共同協議修改或拆除。

其為原來之使用。

前 項 協 議 於 三 個 月 內 無 法 達 成 二、第二、三項規定公告前既有合法之
者，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命其所

建築物、工程設施或廣告物有礙鐵

有人或使用人限期修改或拆除，屆期未

路興建或行車安全時，為保障所有

修改或拆除者，強制拆除之。

權人權益與經濟效益，先採協議方

自行拆除或強制拆除合法建築

式修改或拆除之。如無法達成協議

物、工程設施或廣告物之補償依當地直

時，再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以

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用地

公權力為之。

拆遷補償規定補償之。

三、合法建築物、工程設施或廣告物之
拆除，損及該所有權人之權益，爰
第四項規定補償方式。

第七條

限建範圍公告後，於限建範圍 一、 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三第一項規定：

內為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二第一項各款

「於限建範圍內為前條第一項各款

之行為，依建築法規 須申請建造執

之行為，依法須申請建築照或許可

照、雜項執照、拆除執照或許可者，

者，應於申請建築執照或許可時，

起造人應於申請執照或許可時，檢具

檢附各該管主管機關及交通部規定

下列書件，由各該主管建築機關會同

之文件，由各該管主管機關會同交

交通部審核後發給之：

通部審查許可後始得為之。」

一、 申請書。

二、 第一項規定於限建範圍內申請建造

二、 基地建築配置及平面位置圖，其

執照、雜項執照、拆除執照或許可

比例尺依各該主管建築機關之規

等建築案件，應備之申請文件及申

5

定，圖上應標明與鐵路設施之相

請程序，以資遵循。應備文件係參

關位置及距離。

酌「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

三、 建築物地下開挖剖面圖，其比例

法」第九條規定，主要是為使交通

尺依各該主管建築機關之規定，

部明瞭建造行為及起造人所採取之

圖上並應標明與鐵路設施之相關

防護措施。

位置及距離。

三、 構造物建造規模大小對鐵路安全影

四、 開挖支撐設計圖及結構圖說。

響程度亦有輕重，其申請案件應檢

有附件二所列行為之一者，除前

附之文件宜有所區別，需視實際個

項文件外，交通部得要求起造人併提送

案而定。為簡政便民、提升效率並

下列文件：

避免增加起造人不必要之負擔，爰

一、 地基調查、試驗及分析報告。

第二項規定在建築開發工程行為有

二、 分級規範界線圖。

影響鐵路安全之虞時，方要求起造

三、 開挖穩定性分析。

人提出進一步資料，節省申請成本。

四、 毗鄰施工對鐵路設施之安全影響
評估報告。
五、 監測計畫，其內容應包括對鐵路
設施之監測實施期間、監測儀器
配置、監測管理值(含警戒值、行
動值)、監測頻率及監測儀器讀數
超過管理值時之對應措施；必要
時應包括申請案件開挖支撐監測
計畫(含監測管理值)等。
六、 其他文件或說明。
第八條

限建範圍公告後，於限建範圍 一、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三第一項規定：

內為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二第一項各款

「於限建範圍內為前條第一項各款

之行為，依建築法規以外之法規須取

之行為，依法須申請建築執照或許可

得許可者，申請人應 於申請該許可

者，應於申請建築執照或許可時，檢

時，檢具下列書件，由該管主管機關

附各該管主管機關及交通部規定之

會同交通部審查許可後始得為之：

文件，由各該管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

一、申請書。

審查許可後始得為之。」

二、工程平面圖、立面圖，圖上應標 二、如為建築法規以外法規規定須取得
明與鐵路設施之相關位置及距

許可之工程，如河川公地使用申請、

離。

水土保持工程、道路挖掘工程及其他

三、工程開挖剖面圖，圖上並應標明

須申請許可之工程等，為簡政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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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於申請許可時檢具文

與鐵路設施之相關位置及距離。
四、開挖支撐設計圖及結構圖說。

件，由各該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審
查。

有附件二所列行為之一者，除前

項文件外，交通部得要求起造人併提送 三、工程規模大小對鐵路安全影響程度
下列文件：

亦有不同，為簡政便民，就申請案件

一、地基調查、試驗及分析報告。

應檢附之文件分別規定，視實際個案

二、分級規範界線圖。

而定，以提升效率並避免增加申請人

三、開挖穩定性分析。

不必要之負擔，爰第二項規定在工程

四、毗鄰施工對鐵路設施之安全影響

行為有影響鐵路安全之虞時，方要求
申請人提出進一步資料，節省申請成

評估報告。
五、監測計畫，其內容應包括對鐵路

本。

設施之監測實施期間、監測儀器
配置、監測管理值(含警戒值、行
動值)、監測頻率及監測儀器讀數
超過管理值時之對應措施；必要
時應包括申請案件開挖支撐監測
計畫(含監測管理值)等。
六、其他文件或說明。
第九條

限建範圍公告後，於限建範圍 一、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三第二項規定：

內為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二第一項各款

「於限建範圍內為前條第一項各款

之行為，不屬前二條之工程者，由該

之行為，依法無須申請建築照或許可

工程主辦機關或行為人於施工前檢具

者，應於行為前，檢附交通部規定之

下列書件，經交通部審查許可後始得

文件，經交通部審查許可後始得為

為之。

之。」依此，第一項規定於施工前檢

一、申請書。

具所需書件，經交通部審查許可後始

二、工程平面圖、立面圖，圖上應標

可為之。

明 與 鐵 路 設 施 之 相 關 位 置 及 距 二、此類案件多為政府機關主辦之公共
離。

工程，如捷運、隧道、橋梁等工程，

三、工程開挖剖面圖，圖上並應標明

或電力、電信、自來水等公用事業機

與鐵路設施之相關位置及距離。

構之工程案件。

四、開挖支撐設計圖及結構圖說。

三、工程規模大小對鐵路安全影響程度

有附件二所列行為之一者，除前

亦有不同，為簡政便民，就申請案件

項文件外，交通部得要求起造人併提送

應檢附之文件分別規定，視實際個案

下列文件：

而定，以提升效率並避免增加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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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基調查、試驗及分析報告。

不必要之負擔，爰第二項規定在工程

二、分級規範界線圖。

行為有影響鐵路安全之虞時，方要求

三、開挖穩定性分析。

申請人提出進一步資料，節省申請成

四、毗鄰施工對鐵路設施之安全影響

本。

評估報告。
五、監測計畫，其內容應包括對鐵路
設施之監測實施期間、監測儀器
配置、監測管理值(含警戒值、行
動值)、監測頻率及監測儀器讀數
超過管理值時之對應措施；必要
時應包括申請案件開挖支撐監測
計畫(含監測管理值)等。
六、其他文件或說明。
第十條

前三條之起造人、申請人、工 為利於起造人、申請人、主辦機關或行

程主辦機關或行為人，得向該鐵路機 為人準備申請文件，規定得向鐵路機構
構請求提供鐵路設施設計及行車安全 請求提供相關資料；相對之，為維護鐵
維護與防範等相關資料。
第十一條

路安全，鐵路機構亦有提供資料之義務。

交通部得要求第七條至第九 一、為能掌握起造人、申請人、工程主

條之起造人、申請人、工程主辦機關

辦機關或行為人施工狀況，避免施

或行為人於開工前，應先會同鐵路機

工對鐵路安全產生影響，並參酌「大

構及交通部辦理鐵路設施現況調查與

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第

測量，並提出與原設計保護鐵路設施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規定起造人等

相符之施工計畫，經各該管主管機關

人 應 於 開工 前 辦理 現況 調 查 與 測

會同交通部審核，或由交通部審核同

量，及提出施工計畫，經審查後，

意後，始得開工。

始得開工。

前項施工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二、於第二項規定施工計畫應載明之內
容，以資遵循。

一、 施工步驟、時程、機具及工地檢
驗之方式。
二、 輔助工法及其施作機具之說明。
三、 降水系統之機具、配量及各開挖
階段之水位控制。
四、 各開挖階段支撐應力、擋土壁變
形及鐵路設施之變形預測值。
五、 監 測 系 統 之 儀 器 配 置 及 安 裝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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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六、 緊急應變措施。
七、 其他基於公共安全或保護鐵路設
施之需要，經交通部要求檢附之
文件或說明。
交通部依本辦法辦理審查事 鐵路興建或行車安全之維護，涉及鐵路
項時，得通知鐵路機構限期提出書面 機構營運，且與其最有利害關係，同時
鐵路機構亦最知悉鐵路兩側狀況。基
意見或配合辦理相關事項。交通部應
此，規定鐵路機構有協助審查及配合辦
將審查結果通知各該管主管機關、工
理之義務，相對之交通部應將審查結果
程主辦機關或行為人，並副知鐵路機
通知鐵路機構，以利辦理後續監測工作。
構。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七條至第九條之起造人、 一、 於鐵路兩側禁建或限建範圍內進行

申請人、工程主辦機關或行為人於施

開挖，對於鐵路安全具有風險性。

工前，應依核定之監測計畫安裝監測

為降低風險，落實監測計畫，規定

鐵路設施安全之儀器，並通知鐵路機

起造人、申請人、工程主辦機關或

構，會同讀取初始值，於監測實施後

行為人於 施工前 應依 監測計畫執

二日內送鐵路機構及交通部備查。

行，並提送初始值。

前項起造人、申請人、工程主辦 二、 為讓鐵路機構及交通部明瞭全程開
機關或行為人應定期根據監測結果作

挖狀況及後續影響，於第二項規定

成監測報告，送鐵路機構及交通部備

起造人等應定期作監測報告，並提

查。

送備查。

第十四條

高速鐵路禁建、限建範圍內 一、第一項為高速鐵路結構及行車安全

進行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二第一項各款

考量，鐵路設施因毗鄰地區之施工

行為產生之鐵路設施變形累積總量，

行為所造成之最大容許變形值應予

不得超過附件三之容許變形值；高速

規定。

鐵路以外之鐵路設施容許變形值，得 二、高速鐵路以外之其他鐵路目前尚無
由鐵路機構依該鐵路特性及安全需求

劃定禁建、限建範圍，未來如有辦

另行擬定，報交通部核定後公告之。

理禁建或限建管制之需要，則該鐵

監測計畫之鐵路設施監測管理

路設施之容許變形值，由鐵路機構

值，其警戒值不得大於前項容許變形值

依需求另訂並報交通部核定之。

之百分之三十三；行動值不得大於前項 三、為維護鐵路設施安全，於監測計畫
容許變形值之百分之五十。

中設定之監測管理值應有所規範，
以利執行，故參酌大眾捷運系統兩
側禁建限建辦法第十四條規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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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項 規 定 警戒 值 及行 動 值 之 上
限。
四、附件三所列之高速鐵路設施容許變
形值，係依交通部頒「一四三五公
厘軌距鐵路長銲鋼軌舖設及養護規
範」軌道養護之使用容許值，據以
推算結構容許變形值。
第十五條

安裝於鐵路設施或開挖支撐 一、 第一項規定監測數據達警戒值時，

系統上之任一監測儀器讀數達警戒值

起造人等人有通知之義務，並要求起

時，第七條至第九條之起造人、申請

造人等人提出報告及研判狀況。同時

人、工程主辦機關或行為人應立即通

交通部亦有要求起造人等人變更施工

知鐵路機構及交通部並提出安全評估

方法之權限。

報告，研判繼續施工之安全性，提送 二、 第二項規定監測時數據達行動值時
交通部。必要時，交通部得要求起造

或鐵路設施有損害時，起造人等人

人、申請人、工程主辦機關或行為人

應立即停工，並採取緊急措施，避

變更施工方法及提出緊急應變計畫。

免危險繼續擴大。

安裝於鐵路設施或開挖支撐系統 三、 第三項規定於情況緊迫時，賦予交
上之任一監測儀器讀數達行動值時，或

通部得會同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鐵路設施發生損壞時，起造人、申請

建築機關及鐵路機構採取必要之處

人、工程主辦機關或行為人應立即停止

置，以避免危害增加。

施工，同時派駐專業技師進行必要之緊
急應變措施，以保護鐵路設施安全，且
應立即將監測值或損害情形通知鐵路
機構及交通部。非經交通部同意，不得
繼續施工。
交通部於前項情事發生且情況急
迫時，得通知各該管主管機關及鐵路機
構，會同即時採取必要之處置。
第十六條

第七條至第九條之起造人、 變更施工方法，對工程而言，屬重大情

申請人、工程主辦機關或行為人於施 況。故規定變更施工方法前，起造人等
工過程中有變更施工方法者，應於變 人應先提出申請及評估報告，以維鐵路
更工法前，提出變更工法對鐵路設施 安全。
之安全影響評估報告，由各該管主管
機關會同交通部、或由交通部審核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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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後，始得為之。
第十七條

限建範圍內建築物申請使用 為確認施工結果對於鐵路設施無損害，

執照或其他工程竣工時，各該管主管 故規定建築主管機關、工程主辦機關或
機關、工程主辦機關或行為人應通知 行為人等於建築申請使用執照前或其他
鐵路機構及交通部，必要時應會同鐵 工程竣工時，應通知交通部與鐵路機
路機構辦理現場會勘並作成紀錄，確 構，必要時並會同鐵路機構辦理現場會
認鐵路設施無受損。會勘結果應以書 勘，並將結果通知交通部，以確保鐵路
安全，確認責任。

面通知交通部。
第十八條

第七條至第九條安全影響評 一、 建築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對於特殊

估報告及監測計畫、第十一條施工計

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並得委託或指

畫、第十五條安全評估報告及第十六

定具有該項學識及經驗之專家或機

條安全影響評估報告，交通部得要求

關、團體為之；其委託或指定之審

起造人、申請人、工程主辦機關或行

查或鑑定費用由起造人負擔」
。參酌

為人先委請專業機構審查並出具書面

建築法之作法，如鐵路兩側之工程

審查結論。

開發規模很大，為確保安全影響評

前項專業機構，係指具有土木工

估報告及監測計畫之正確性、可行

程、大地工程、結構工程或建築工程專

性，故規定交通部得要求起造人等

業之機構。

人先委請專業機構審查該文件，以
確保該文件之正確性。
二、 第二項規定專業機構之資格，以供
遵循。

第十九條

第七條至第九條之起造人、 基於維護鐵路安全之必要，倘如未有依

申請人、工程主辦機關或行為人不依 施工計畫、作業計畫執行或有危害鐵路
經交通部同意之施工計畫執行，或施 安全之行為者，規定交通部有實施強制
工機具、設備、吊掛機具、鷹架、障 力之權限，以防止危險發生或擴大。
礙物或其他任何物品傾倒或散落有妨
害鐵路興建或行車安全之虞者，交通
部得商請各該管主管機關令起造人或
申請人限期停工、修改、拆除、改善
或補正。無該管主管機關者，前開處
分得由交通部為之。
第二十條

鐵路機構應對依本辦法申請 鐵路機構對於鐵路安全負有義務，故規

許可案件進行列管，並定期巡查鐵路 定負有巡查義務，如有發現未經許可之
兩側禁建及限建範圍，作成紀錄。如 施工行為，應通報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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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現違反本辦法規定者，應即通知
交通部。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依獎 規定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依獎參禁限建

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毗鄰地區禁限辦 辦法公告實施之限建範圍，於依本辦法
法公告實施之限建範圍，於依本辦法 辦理變更或廢止前，繼續有效。
辦理變更或廢止前，繼續有效。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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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高速鐵路兩側限建範圍
高速鐵路兩側之限建範圍依下列規定，並自鐵路結構物外緣為起算基點：
一、 路線段：自高架橋、隧道、路堤路塹段結構物外緣起算基點水平淨距離六十公尺
以內之範圍(如示意圖一、示意圖二、示意圖三)。
二、 機廠段：自鐵路設施結構物或側牆外緣起算水平淨距離六十公尺以內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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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外緣起算基點

中心線

結構物外緣起算基點

60 公尺(限建範圍)

60 公尺(限建範圍)

150 公尺(限建範圍，僅適用於彰
化、雲林地區平原段)

150 公尺(限建範圍，僅適用於彰
化、雲林地區平原段)

路權線

路權線

示意圖一：高架橋段限建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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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外緣起算基點

結構物外緣起算基點

60 公尺(限建範圍)

路權線
中心線

示意圖二：隧道段限建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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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公尺(限建範圍)

路權線

結構物外緣起算基點

中心線

150 公尺(限建範圍，僅
適用於彰化、雲林地區平
原段)

結構物外緣起算基點

60 公尺(限建範圍)

路權線

示意圖三：路堤路塹段限建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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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公尺(限建範圍)
150 公尺(限建範圍，僅適用
於彰化、雲林地區平原段)
路權線

附件二 第七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九條第二項需併送其他文件之基本條件
距鐵路設施之距離

0~15 公尺

15~25 公尺

25~45 公尺

45~60 公尺

開挖深度超

開挖深度超

開挖深度超

開挖深度超

過 1.5 公尺

過 1.5 公尺

過 3.5 公尺

過 6 公尺

填土高度超
過 1 公尺

填土高度超過 1.5 公尺

區位或工程類別
平原段

開挖
填土

基 樁 ( 含 無 開 0~60 公尺內所有案件
挖行為之連續
壁、土壤攪拌
樁及鋼版樁亦
適用)
鑽 掘 隧 道 ( 鑽 0~60 公尺內所有案件
掘式管、涵亦
適用) 、山岳
隧道
於彰化、雲林 0~150 公尺內有增加地表荷載之工程行為(位於非都市計
地區

山坡地

畫區農牧用地，面積小於 1 公頃，且距離大於 60 公尺者
除外)
0~60 公尺內所有案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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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高速鐵路設施容許變形值
容許變形值

項目
高架橋段結構

1、垂直向沉陷容許值 M=L/1000/2

備註
1、

1/2000

2、橫向水平變位容許值 M=1.3L/1000/2

L/2000

(即 θ=0.5/1000)

Span L

2、
Span L

3、橋墩橫向傾斜度容許值

1.3/2000

1.3L/ 2000

(即 θ=0.65/1000)

θ=1.3*L/1000/2/H
4、橋墩縱向傾斜度容許值
θ=25mm/H
L：橋樑跨徑
H：基礎頂部至低軌頂之高度
上述數值均為相對值
隧道段、路堤路 1、 版式軌道之路床

20m

垂直向容許角變位 M=1/2000
1/2000

(即 θ=0.5/1000)

2、
10m
4/2000

2、 道碴軌道之路床
3、

20mm

或垂直向沉陷 M=10mm/20m

垂直角變位=4/2000，或

10mm

塹段結構

1、

20m
1.3/2000

3、 橫向水平容許變位值

13mm

垂直沉陷=20mm/10m

M=1.3*10mm/20m
(即 θ=1.3/2000)
高速鐵路台北隧 1、 垂直角變位=2.1/1000

10m

2、 水平變位=1.3/1000
2.1/1000

21mm

道段結構

1、

2、
10m

附註：鐵路設施監測管理值之安全係數如下：
警戒值=容許變形值/3，行動值=容許變形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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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mm

1.3/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