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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法令查詢系統使用手冊 

（外部版） 

第一章、系統介紹 

一、建置目標 

彙集建置本署之法規、行政規則及行政函釋之相關內容，建置整合性

法規資料庫「消防法令查詢系統」，確實管理法令動態，並經由網際網

路即時、正確公開法規，便利使用者隨時掌握本署法令資訊，達成公

開法令資訊、建構法治社會之目標。 

二、查詢途徑 

於網際網路環境查詢。 

三、角色權限 

提供一般使用者使用。 

四、操作按鈕定義 

名稱 定義 圖示 

送出查詢 點選後執行查詢指令 
 

清除重填 清除已設定之資料範圍與查詢條件 
 

純文字複製 
內容係由程式自動解析並重新分段

編排，正確之分段應以原內容為準  

友善列印 
網頁內容移除多餘之框架設計，以

正確分段內容提供列印  

轉成 Word 網頁內容轉成文書檔案 
 

輔助說明 描述布林運算輔助檢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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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首頁 

一、系統首頁顯示最新法令，上方置頂選項提供網站導覽、使用手冊、意

見回饋、相關網站、全球資訊網及行動版連結。 

二、右上方提供整合查詢功能，可輸入檢索字詞，查詢資料庫所有內容。 

三、中間為主單元資料顯示。 

四、下方為系統版權頁說明，建議最佳瀏覽環境為螢幕解析度 1024x768，

資料庫採每月定期更新，部分資料內容，使用特殊文字或符號，如欲

詳閱內容，請連結至「司法院網站」下載造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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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最新法令 

一、進入查詢 

（一）點選欲查詢之訊息類別：全部、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公告、

法令解釋、執法疑義、行政指導文書及法規草案。 

 

（二）點選欲查閱之單筆訊息摘要，依資料類別顯示該筆訊息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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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法規類別 

一、法規分類 

法規分類細分為「通用法令、火災預防、危險物品管理、災害搶救、

災害管理、民力運用、緊急救護、教育訓練、火災調查、指揮中心、

綜合企劃、秘書、人事、會計、督察、政風、資訊、特種搜救隊、訓

練中心」。 

二、操作說明 

（一）法規類別畫面分為左右兩邊，左邊以樹狀顯示法規分類，點選某一

類別後，於右邊依照「法規位階、名稱筆畫順序」顯示該類之法規

列表，使用者可於列表中點選所需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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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使用者所點選之法規，進入該法規之內容檢索畫面。 

 

（三）法規內容 

1.法規基本資訊提供訂定發布日期、最新修正日期及最新發布文號。 

 

2.所有條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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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編章節顯示，可點選章節名稱顯示該章節條文內容。 

 

 

4.條文檢索，可輸入檢索字詞查閱資料；支援布林邏輯運算，操作方

式可點選輔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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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文檢索欄位輸入說明。 

 

6.條號檢索，可輸入指定條號查閱資料，查詢欄位下方提供說明及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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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首尾條文，顯示法規資訊首條及末條內容。 

 

8.法源依據/附屬法規，提供本法之法源依據及附屬法規資訊，點選法

規名稱可連結該法規內容。 

 

9.修正條文，顯示本次修正之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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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法規沿革，顯示本法歷次發布資訊，提供所有條文、異動條文、立

法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11.English/英，提供本法規英譯內容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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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條文內容，點選單條內容，可以檢視該筆內容的附件、立法理由以

及提供行政函釋及歷史法條資料連結查詢。 

 



 

內政部消防署消防法令查詢系統使用手冊（外部版） 第11頁，共 30 頁 

第五章、法規查詢 

一、功能說明 

提供「法規類別、檢索字詞、檢索項目(法規名稱、條文內容)、發文

期間、發文文號、法規位階」等複合式檢索條件，查詢所需法規內容。 

檢索字詞、檢索項目、期間、文號、位階可設定組合條件查詢，各條

件間為「且含(AND)」的關係。 

二、操作說明 

（一）設定查詢條件 

1.法規類別可以全選、複選、單選。 

2.檢索字詞可設定複合條件，詳細設定方式與範例，可參閱輔助說明。 

3.檢索項目：可單、複選「法規名稱」或「條文內容」。 

4.條件設定說明，均直接顯示於欄位下方。 

5.法規位階預設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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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詢結果顯示 

1.輸入查詢條件 

2.法規名稱查詢結果畫面 

（1）顯示法規名稱符合設定條件之法規清單。 

（2）顯示查詢結果筆數，每頁 20筆分頁。 

（3）查詢條件以彩色標記。 

（4）顯示符合條件之法規類別與筆數。 

（5）提供可依「修正日期新-舊」排序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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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供「再檢索」功能，可設定字詞再限縮查詢範圍。 

2.條文內容查詢結果畫面 

（1）顯示條文內容符合設定條件之法規清單。 

（2）顯示查詢結果筆數，每頁 20筆分頁。 

（3）查詢條件於條文內容以彩色標記。 

（4）顯示符合條件之法規類別與筆數。 

（5）提供可依「修正日期新-舊」排序之功能。 

（6）提供「再檢索」功能，可設定字詞再限縮查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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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顯示法條內容符合設定條件之法規清單，法規名稱前之數字為該

法規符合條件之法條數。 

（8）提供「再檢索」功能，可設定字詞再限縮查詢範圍。 

（三）法規內容查閱 

1.法規基本資料 

點選進入所需法規後，顯示該法規之名稱、公（發）布日期、修正

日期與發布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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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條內容查詢 

（1）所有條文 

A.「所有條文」顯示該法規第一條到最後一條條文內容。 

B.提供純文字複製、友善列印及轉成 WORD功能。 

 

C.純文字複製係由程式自動解析並重新分段編排，提供資料複製

之用，正確之分段應以原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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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友善列印為網頁內容移除多餘之框架設計，以正確分段內容提

供列印。 

 

（2）編章節：可依章節點閱條文內容。 

 

（3）條文檢索：可設定條文內容字詞，查詢所需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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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號檢索：可設定條號，查詢所需法條。 

 

（5）首尾條文 

A.顯示本法規之第一條及最後一條條文內容。 

B.提供純文字複製、友善列印及轉成 WORD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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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屬法規：可查詢與該筆法規有相關聯之法律、法規命令、行政

規則。 

 

（7）法源依據：顯示該筆法規之母法。 

 

3.修正條文、法規沿革、條文下載及 ENGLISH 

（1）修正條文 

A.提供最新一次修正之條文內容。 

B.提供純文字複製、友善列印及轉成 WORD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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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規沿革 

A.顯示法規歷次修正沿革。 

B.點選「立法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可查閱該次立法總說

明及下載該次條文對照表。 

 

（3）ENGLISH 

如該法規已經翻譯成英文法規，點擊 ENGLISH 或「 」即可顯示

該法規之英譯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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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單一法條與相關實務見解關聯查詢 

（1）查詢到單一法條後，點法條條號進入條文內容畫面，提供使用者

查詢立法理由、歷史法條、與法條相關聯之行政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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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法理由內容：預設為隱藏；「顯示立法理由」可將資料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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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文下方顯示該法條之相關行政函釋供查詢。 

（4）全選或勾選所需資料項目，可直接查詢相關行政函釋內容，也可

再設定資料期間與檢索語詞，限縮查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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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條中有附件圖表者，於該法條下方顯示相關圖表，以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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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規之廢止 

（1）法規廢止時，法規基本資料、法條內容及法條與行政函釋、司法

判解間之連結關係，仍予保留。 

（2）廢止法規於法規名稱旁加註「 」。 

（3）將「最新修正日期」修改為「廢止日期」。 

 

（4）註記法規沿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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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函釋（含執法疑義）及公告 

一、功能說明 

提供檢索範圍、查詢類別、檢索字詞、發文期間、發文文號及有效狀

態等方式，查詢所需函釋及公告內容。 

二、操作說明 

（一）依照檢索範圍（法令解釋、執法疑義、公告）、查詢類別、檢索字詞、

發文期間、發文文號、有效狀態，依其需求設定條件，查詢所需資

料。 

（二）查詢類別分為：火災預防、危險物品管理、災害搶救、災害管理、

民力運用、緊急救護、教育訓練、火災調查、指揮中心及其他，可

全選、單選或複選設定查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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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詢結果顯示資料類別及筆數，並提供再檢索功能。 

 

（四）資料類別清單及內容 

1.點選資料類別顯示資料類別筆數清單。 

2.點選發文字號，可檢視資料內容。 

3.於資料內容點選相關法條，可檢視相關條文內容。 

4.提供純文字複製、友善列印及轉成 WORD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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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行政指導文書 

一、功能說明 

提供與消防相關之指導要點或綱領，供使用者查閱。 

二、操作說明 

點擊所欲查閱之行政指導文書，顯示該法規之名稱、公（發）布/函頒

日期與發布文號等基本資料，並可利用所有條文、條文檢索、條號查

詢、首尾條文、法規沿革與條文下載等功能檢視內容、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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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英譯法規 

一、功能說明 

提供已英譯之法規，供使用者查閱。 

二、操作說明 

（一）於功能列點選英譯法規，即顯示所有英譯法規。 

（二）提供中英文簡易查詢功能就全部英譯法規檢索。 

1.可以利用法規檢索輸入中文或英文字詞。 

2.檢索項目提供單選、複選法規名稱或條文內容。 

3.檢索語言提供單選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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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意見回饋 

一、功能說明 

於首頁右上角點選「意見回饋」鈕進入，提供與消防法規相關網站連

結。 

二、操作說明 

使用者可輸入針對於系統或是資料意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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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相關網站 

一、功能說明 

於首頁右上角點選「相關網站」鈕進入，提供與消防法規相關網站連

結。 

二、操作說明 

使用者請選擇所需觀看之相關網站連結列，頁面將另開新視窗呈現。 

 

第十一章、全球資訊網 

於功能選單點選「全球資訊網」鈕，可連結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網

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