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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專業爆竹煙火施放作業及人員資格管理

辦法 
 

中華民國 93 年 11月 25 日內政部台內消字第 0930092430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99 年 11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消字第 099082550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9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消字第 1030823617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9月 8日內政部台內消字第 1100821044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稱一定數量以下之舞臺煙火，指於一日內在同一

施放地施放超過公告數量且符合下列規定之ㄧ者，其負責人應於施放前報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一、 施放之火藥量每個十五公克以下，數量五十個以下。 

二、 施放之火藥量每個超過十五公克，三十公克以下，數量三十個以下。 

三、 施放之火藥量每個超過三十公克，五十公克以下，數量五個以下。 

前項施放之舞臺煙火，其火藥量在二種以上時，以各款實際數量除以所規定數量，

所得商數之和為一以下，且除以所規定公告數量，所得商數之和超過一時，應依

前項規定報請備查。 

第三條 舞臺煙火與觀眾間之安全距離，應為六公尺或效果半徑二倍之較大值。 

前項舞臺煙火有產生火焰效果者，並應符合下列規定，如附圖一： 

一、 效果高度不得超過舞臺淨高度之二分之一。 

二、 效果內之地面，應為耐燃材料。 

三、 效果內不得有可燃物。 

四、 效果內不得有表演者。 

第一項舞臺煙火有產生灼熱粒子者，除應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規定外，並應

符合下列規定，如附圖二： 

一、 效果半徑不得超過二公尺。 

二、 效果半徑加二公尺內之地面，應為耐燃材料。 

三、 效果半徑加二公尺及效果高度加四公尺內不得有可燃物。 

於戶外開放場所使用舞臺煙火有產生灼熱粒子且效果高度達六公尺以上高度者，

與觀眾間之安全距離應為效果半徑加六公尺或效果高度二者之較大值，如附圖三。 

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所稱效果半徑，指以舞臺煙火中心至其效果最遠之水平距

離；前三項所稱效果高度，指以舞臺煙火中心作一水平線，至其效果最高之垂直

距離，如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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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及第三項所稱舞臺淨高度，指舞臺地面至天花板或其下吊掛物件最下端之

高度。吊掛物件有二個以上者，以舞臺地面至吊掛物件最低者之最下端為準，如

附圖五。 

第四條 特殊煙火施放之安全距離依其分類區分如下： 

一、 煙火彈：如附表一。 

二、 煙火彈以外之特殊煙火：如附表二 

第五條 專業爆竹煙火之施放作業場所，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施放筒與儲存區距離在二十公尺以上。 

二、 有防止直接曝曬及防潮之適當設施。 

三、 放置地點，有防止引燃之安全措施。 

四、 專業爆竹煙火及其施放工具之放置地點，有專人看守。 

五、 周圍設有禁止進入、嚴禁火源等警告標示。 

六、 除施放作業所需外，嚴禁火源，並移除不必要之可燃物。 

第六條 施放專業爆竹煙火，應有下列安全防護措施： 

一、 搬運過程有防止衝擊、掉落之安全措施。 

二、 施放前，檢查有無破損、變形、受潮或導火線斷裂之情況。有不適合施放者，

應予標示原因並立即搬離現場。 

三、 施放作業場所之專業爆竹煙火及發射藥，放置於容器內，取出後須覆蓋完全

或包裝妥適。 

四、 施放筒與非施放作業之工作人員，保持五十公尺以上之距離。但於直徑未滿

七點五公分之煙火彈作業時，得保持二十五公尺以上之距離。 

五、 施放筒開口方向，應朝上風位置。 

六、 施放筒應穩固安裝，避免傾倒，並防止風力影響其方向位置。 

七、 施放過程，施放筒內部保持暢通，防止影響發射。 

八、 施放筒採一筒一彈方式，施放過程中不得重複裝彈。 

九、 專業爆竹煙火置入施放筒時，應使其緩慢下降。 

十、 點火後有未施放情形，須俟施放完畢三十分鐘後，清點未爆之專業爆竹煙

火，並依申請施放許可或報請備查所載方式辦理銷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

二項後段免報請備查施放者，未爆之專業爆竹煙火逕泡水銷毀之。 

十一、 工作人員必須確認未發射之專業爆竹煙火完全清除後，始可進行拆除作

業。 

十二、 施放時，施放作業場所應置專人看守，防止與施放作業無關之人員進入。

於未爆之專業爆竹煙火完全清除後，始可解除警戒。 

第六條之一 以電子設備施放專業爆竹煙火，施放人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電子設備應避免受潮，設置前應測試功能正常。 

二、 電子線路應具備絕緣效果，設置前應測試是否有斷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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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置電子線路時，應遠離其他通電或帶電物品。 

四、 電子設備連接電子線路後，應採取預防危害發生之措施。 

五、 點火前應執行電子設備與電子線路之通路測試，且相關人員應退避至安全地

點後，始得進行測試。 

六、 點火作業應由專責人員辦理。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五款測試有異常情形者，不得施放。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施放人員應暫時停止施放行為，至情況改善為止： 

一、施放前，發現安全防護措施不足或不符合許可之安全防護措施。 

二、與施放作業無關之人員進入安全距離內。 

三、現場風速持續達每秒七公尺以上。 

四、大雨、雷電等天候不良狀況發生或有發生之虞，足以影響施放安全。 

五、現場或附近發生火災、天災等其他重大意外事故，致生危險。 

六、其他有立即發生危害之虞。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命負責人或施放人員終

止施放行為： 

一、 有發生前條各款所列情事，且情節重大，未暫時停止施放。 

二、 未依許可之施放時間、地點、種類、數量或來源進行施放。 

三、 施放現場進行火藥填充作業。 

四、 施放之專業爆竹煙火為非法爆竹煙火工廠製造。 

五、 施放造成人員傷亡。 

六、 發生不正常施放情形。 

第九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申請許可或報請備查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其負責人

應於施放結束次日起三日內將施放情形填具專業爆竹煙火施放結束報告書（如附

表三）報請施放地點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條 專業爆竹煙火之施放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始得充任： 

一、 執行業務之爆炸物管理員。 

二、 爆竹煙火監督人。 

三、 具軍中高空煙火施放經驗或訓練且領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四、 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專業機構訓練合格者。 

五、 任職中之具爆破經驗且領有政府機關或其委託機構發給證明文件者。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施放人員取得資格逾二年者，每二年至少應接受各主管機

關規定之複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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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施放人員，應依施放數量，按下表規定配置： 

施放數量（單位：發） 施放人員數 

三百以下 一 

三百零一以上，六百以下 二 

六百零一以上，一千以下 三 

一千零一以上，一千五百以下 四 

一千五百零一以上，二千以下 五 

二千零一以上，二千五百以下 六 

二千五百零一以上，三千以下 七 

三千零一以上，三千五百以下 八 

以下依此類推，每增加五百發（包括未達者），應增加施放人員一名 

施放煙火彈以外之特殊煙火或舞臺煙火，應依下列各款換算施放數量後，按前項

規定配置施放人員；換算施放數量未達一時，以一計算： 

一、 組合盆花等單支火藥紙管或其組合產品及舞臺煙火產品：每五支火藥紙管換

算一發施放數量。 

二、 字幕、瀑布等其他特殊煙火：以一組產品換算一發施放數量。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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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舞臺煙火有產生火焰效果者應符合規定 

布幕

H

舞
臺
淨
高
度

火焰效果

耐燃材料地面

效果內不得
有可燃物、
表演者

效果高度
h≦½H

燈光 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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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舞臺煙火有產生灼熱粒子者應符合規定 

效果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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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效果內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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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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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半徑
r≦2公尺

2公尺2公尺

4公尺

效果半徑加2公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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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幕燈光 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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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戶外開放場所使用舞臺煙火有產生灼熱粒子且效果高度 

達六公尺以上高度者應符合規定 

灼熱粒子

效果高度h

效果半徑r

觀眾

舞臺煙火中心至觀眾距離R

假設效果高度h=10公尺≧6公尺；效果半徑r=3公尺
因效果半徑r+6公尺=3+6=9公尺<效果高度h=10公尺
故與觀眾間之安全距離R≧1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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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 

舞臺煙火之效果半徑及效果高度 

效果高度

效果半徑

舞臺煙火

舞臺煙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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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五 

舞臺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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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煙火彈施放安全距離分級表 

煙火彈直徑 單一煙火彈總重量 
施放安全距離等級（單位：公尺） 

一級 二級 三級 

未滿七點五公分 
八十公克以下 一百 四十 二十五 

超過八十公克 一百 六十五 四十 

七點五公分以上未滿九公分 
一百五十公克以下 一百 六十五 五十 

超過一百五十公克 一百四十 一百 六十 

九公分以上未滿十二公分 
二百六十公克以下 一百十 七十五 五十 

超過二百六十公克 一百五十 一百十 六十五 

十二公分以上未滿十五公分 
五百公克以下 一百五十 一百三十  

超過五百公克 二百十 一百八十  

十五公分以上未滿十八公分 二百二十 一百九十  

十八公分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分 二百五十 二百十  

二十四公分以上未滿三十公分 二百九十   

三十公分以上未滿四十五公分 三百   

四十五公分以上 四百   

備註： 

一、施放地點與觀眾及保護物應保持一級安全距離。但限制施放方式且煙火彈直徑未滿二十四公

分，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可者，得採二級施放安全距離。 

二、限制施放方式、煙火彈直徑未滿十二公分且總數量在一百五十個以下，並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可者，得採三級施放安全距離。 

三、保護物：指道路、鐵路、建築物等設施。但下列設施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無致其

本身與鄰近保護物及民眾之安全虞慮者，不在此限： 

（一）直轄市、縣（市）警察機關及道路主管機關配合特殊煙火施放進行管制之道路或橋樑。 

（二）建築物為特殊煙火施放活動主辦單位所有，符合下列規定者： 

１、特殊煙火施放時，管制人員進出。 

２、訂定專案防災及滅火計畫並於特殊煙火施放時執行。 

（三）建築物為與特殊煙火施放場所安全距離二分之一以上，經管理權人與所有權人同意欲排

除認定為保護物，且符合三、（二）規定者。 

四、限制施放方式：指煙火彈施放時固定朝遠離觀眾之施放方向。 

五、施放時同時使用不同單一總重量之煙火彈者，其安全距離採較嚴格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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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煙火彈以外之特殊煙火施放安全距離表 

煙火彈以外之特殊煙火種類 施放安全距離 

組合盆花 二十公尺以上或灼熱粒子有效範圍二倍以上之較大值 

字幕 十公尺以上或灼熱粒子有效範圍二倍以上之較大值 

瀑布 十公尺以上或灼熱粒子有效範圍二倍以上之較大值 

其他特殊煙火 
由施放單位參酌其他特殊煙火特性，於不低於效果半

徑二倍之安全距離內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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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專業爆竹煙火施放結束報告書 

活動名稱  施放業者名稱  

施放許可（備查）文件字號  

施放日期及時間  

施放人員姓名（如人員

眾多，請另檢附清冊） 

 

施放位置  

施放數量（如種類眾

多，請另檢附清冊） 

項次 種類 申請施放數量 實際施放數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總計    

施放情形概述  

實際施放數量與申請

施放數量不符說明 
 

其他說明事項（如事故

發生之緊急處理） 
 

報告書填寫者姓名  報告書填寫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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