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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範
這些符合三藩市第 51-16 號法令（以下簡稱「法令」）之技術規範並非完全符合現行州或聯邦條例。此
處涵蓋規範來自 1998 年加州建築規範，第 2 部分，第 11B 章 (CBC)。這些標準將被作為本法令之最低
合規標準。1998 年 CBC 條例與現行 CBC 及 2010 年美國殘疾人法案通達性標準 (ADAAS) 存在眾多差
異。本法令意在要求設置有可使用入口，而不是完全符合合規之入口。可能出現的現行條例與本法令要
求間的差異已被標記，但建築物檢查局並不保證在本文內標記出所有不同處。儘管本法令未規定完全遵
循現行法規，但我們強烈建議專業設計師應推薦客戶滿足現行法規，無論這樣做是否易於實現。
本文件可供「業主」在多個場所作為參考。務必知曉，本法令或本文件並非意圖修改任何業主及租戶之
間的協議。CBC 僅辨識並針對「業主」一詞，而本三藩市建築法規第 11D 章修正也同樣存在此情況。請
在已有協議中有此規定且適用之處，將「業主」讀為「租戶」。
本文件僅做指導提供，以協助專業設計師或 CASp 確定被評估的入口是否符合本法令要求。符合本法令
要求並非意味著存在問題之結構符合州或聯邦通達性條例，也並不表示將對於針對財產、業主或租戶提
出之訴訟提供任何法律辯護。更多資訊可從美國無障礙委員會 (U.S. Access Board)、美國司法部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以及加州建築科 (California Division of the State Architect) 獲得。
如有關於州或聯邦無障礙法規及條例的任何法律方面疑問,請諮詢在殘疾人通道法 (Disabled Access
Laws) 方面有經驗之合格律師。
只有在法規中規定的尺寸為絕對尺寸且並沒有以最小及最大尺寸範圍規定時，才可允許有標準行業公差。
良好規範規定，所有工作應旨在考慮公差而非旨在考慮最小或最大允許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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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中的規範與第 3 節 - 主要入口合規檢查清單的類別檢查清單合規表中的編號事項相對應。

檢查清單項目編號：
1. 場地到達點 - 無障礙路線 ................................................................................................................................................ 4
2. 工地到達點 - 人行道 ......................................................................................................................................................... 7
3. 進入方法 - 外部坡道 ......................................................................................................................................................... 8
4. 進入方法 - 外部電梯和升降梯 ...................................................................................................................................... 10
5. 水平平台 - 外部/內部 ..................................................................................................................................................... 11
6. 門檻 ..................................................................................................................................................................................... 12
7. 大門處的地面平面........................................................................................................................................................... 12
8. 門道尺寸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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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門 - 五金件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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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門操作用力 ..................................................................................................................................................................... 15
13. 逃生用五金件 ................................................................................................................................................................. 16
14.機動間距 - 外部/內部 ................................................................................................................................................... 17
15. 門龕處的地墊 ................................................................................................................................................................. 18
16. 門廳和多扇門 ................................................................................................................................................................. 19
17. 自動門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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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歷史建築物 - CHBC ....................................................................................................................................................... 22
20. 結論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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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場地到達點 - 無障礙路線
請參閱附件 A，1998 年 CBC 章節：
 1127B.1 概要
 1102B 無障礙通行路線
 1114B.1.2 無障礙通行路線
 1116B 電梯及特殊通道升降機
 1129B 無障礙停車場
o 圖 11B-18 A、B 與 C
 1130B 停車場結構
 1131B 乘客上下車區域
o 圖 11B-24
 1134B.2.1 現有建築
在新建築中，所有入口必須為無障礙，且位於無障礙路線之上。在現有建築中，由建築官員設計的主要
入口必須為無障礙，且位於無障礙路線之上。應對建築範圍內的至少一處無障礙路線提供公共交通車站、
無障礙停車場、無障礙裝卸區以及通往主要入口的公共街道或人行道。無障礙路線必須是場地入口點及
建築入口間的最實用直接路線。
無障礙路線應包含符合上述引用的法規部分的步道、人行道、路邊斜道、斜坡、電梯及升降梯。無障礙
路線必須與普通群眾所使用路線可行性相一致。從普通群眾使用路線中分支出的無障礙路線中，必須為
之提供國際通道符號 (ISA) 路標指示。無障礙路線不可包含樓梯。
業主同樣應負責提供從入口點到這些地點的無障礙路線。如若建築場地自有停車場、步道等，那麼這些
設施應符合上述入口條例，則才可被視為無障礙。
在建造或由停車場或設施提供的最後整改時，停車處必須遵循現行 CBC 規定。1998 年 CBC 中關於停
車處的條例大體與現行條例相同，只存在少數明顯不同。加州殘障通路委員會 (CCDA) 確定，在過去數
年內，停車處是引發針對小型企業起訴的最大原因。CCDA 強烈建議業主升級停車處以符合現行標準，
對於已經營一段時間的建築業主來說，升級費用並不昂貴，而且也很難證明這不是「易於實現」的升級。
作為通往公共場所的停車場必須：
 在通往入口的最短無障礙路線範圍內。在作為多個入口的停車結構內，必須將停車處進行區域劃
分，以為所有入口提供無障礙停車處。
 所有無障礙停車場垂直淨空應為 8 英呎 2 英吋（現有建築除外）
 按照要求應提供適當的無障礙平層，長度為 18 英呎，寬度為 9 英呎。必須提供 5 英呎的通道走
廊，連接通往入口的無障礙路線。車輛不可佔用無障礙路線的所需寬度，而且路線不可令任何殘
疾人獨自在已停車輛後通行。
 整個停車處及裝卸區域應設置為 2% 的斜率。
 必須為廂型車空間提供 12 英呎寬停車空間及 5 英呎寬的通道走廊；或有 8 英呎走廊的 9 英呎寬
停車空間。廂型車空間必須以每 6 處無障礙空間設置 1 處的比率提供。（注意下方例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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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提供代客泊車服務的平層需要，提供無障礙停車處。
現有建築中的電動汽車充電站必須遵循現行 CBC 要求。
在建造或整改時，必須按照 CBC 規定提供可識別指示。

1998 年 CBC 與現行 CBC 間的主要差別如下所示：
 現行 CBC 指明，測量空間寬度應從中線測量，僅在空間為單獨、獨立空間的情況下才可允許從
外部邊緣線測量。1998 年 CBC 卻未對空間測量提供明確說明。
 現行 CBC 不允許斜坡佔用通道走廊。但 1998 年 CBC 卻允許這一佔用，不過前提是斜坡並不會
「限制殘疾人離開或進入車輛」。下方圖表顯示的為最大長度為 60 英吋，最大斜率為 1:12 之情
況。因這些斜坡十分危險且通常會讓空間無法使用，尤其是在對角線停車位情況下，所以這些斜
坡應被移除並在適當的位置替換為符合要求的斜坡。在 1998 年的法規中並未要求停車空間為長
方形以與通道走廊對齊。
 在 1998 年 CBC 中，並未對 12 英吋的寫明「No Parking（禁止停車）」之字體有所要求，而且
線條及尺寸僅可在圖表中進行參考。
 1998 年法規允許 ISA 的兩項選擇：1) 將無障礙空間噴漆為藍色，並用白色勾勒出人員使用輪椅
的輪廓，或 2) 勾勒出 36 英吋乘 36 英吋的藍色背景輪廓符號 (ISA) 應放在「交通執法人員可見」
之地方。現在，要求 ISA 與空間末端對齊，且大致位於空間末端中心。
 如果空間與牆或柵欄鄰接，則要求將停車空間指示貼在牆面 36 英吋高的地方。如今的最低高度
要求為 60 英吋，如果是在循環路面，那麼則要求距離已修整坡度至少 80 英吋高。
 對於「最低 $250 罰款」指示並無要求。
 對於表明車輛非法停在無障礙空間內將被拖走之「其他指示」語言已變更。

1998 年 CBC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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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 48

標準間距 - ADA/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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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地到達點 - 人行道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133B.7 步行道和人行道
步行道和人行道應具有平順穩固的表面，應防滑且水平面無突然出現的陡坡，即垂直高度大於 ¼ 英吋、
斜邊長度達到 ¼ 英吋、斜度達到 2:1，從而形成最大上升總高度為 ½ 英吋的情況。
敞口最大尺寸應為 ½ 英吋，同時應確定細長口（例如雨箅）的方向，以使長邊與通行方向垂直。
最大坡度應為 1:20，最大橫向坡度不得超過 1:48（1998 年 CBC 中規定為 1:50）。橫向坡度尤為重要，
因為若橫向坡度過大，可能會導致使用行動輔助裝置者翻倒並受傷。
若從路緣內側測量，人行道和步行道的最小淨寬應為 48 英吋。從通行權限制、天然障礙等角度考慮，司
法機關允許將寬度縮減至 36 英吋。
工地邊界以外的人行道和步行道屬於三藩市公共工程署 (San Francisco Public Works) 的管轄範圍。除少
數特殊情況外，公共工程署會要求工地所有者檢查和修復損壞的人行道。作為經批准之改建的一部分，
三藩市公共工程署街道使用和勘測製圖局 (Bureau of Street Use and Mapping) 要求，應對建築物正面邊
界內的人行道進行修復或重建，以形成無障礙通路。通常需要修復或調整人行道的坡度。「公共工程署」
部分的附錄 A 中包含了關於公共工程署管轄之人行道和步行道的規定。 您還可登入他們的網站
http://www.sfpublicworks.org/sirp，瞭解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177,526 號公共工程署 (DPW) 命令《修
復人行道缺陷的好鄰居指南》(Good neighbor Guidelines for Repairing Sidewalk Defects) 及第 178,884
號公共工程署 (DPW) 命令《人行道缺陷檢查指南》(Guidelines for Inspection of Sidewalk Defects)。請
參閱上述規範，以確定所討論之人行道或步行道的合規狀態。

需要平順穩固的表面

步行道和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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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入方法 - 外部坡道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003.3.2.3 出口寬度
 1003.3.4 坡道
 1133B.5 坡道
 1133B.5.1 總則
 1133B.5.2 寬度
 1133B.5.3 坡度
 1133B.5.4 平台
 1133B.5.5 扶手
o 圖 11B-27、11B-38、11B-39
任何坡度超過 5% (1:20) 的步行道表面均被視為坡道，必須符合此條款的規定。坡道的寬度必須符合或
超過第 10 章中的最低出口要求。人行坡道的最低寬度必須為 48 英吋（請參閱針對住宅的例外情況）。
供 300 名或更多人員通行的坡道之最小寬度需達到 60 英吋。每側扶手可佔據的最大尺寸為 3½ 英吋，
其他元素可佔據的最大尺寸為 1½ 英吋。
允許的坡道最大坡度為 8.33% (1:12)。允許的最大橫向坡度為 1:50 (2%)。[備註：現行法規所允許的坡
度 1:48 被視為與此等同。]
無障礙坡道必須沿著路面垂直上升高度每隔 30 英吋設有一個平台。無障礙坡道頂端平台的尺寸必須為
60 英吋 × 60 英吋，中間平台的寬度應相當於坡道的寬度，長度應為 60 英吋。方向變化超過 30 度的中
間平台和底端平台必須具有與坡道相同的寬度，而長度須達到 72 英吋。處於全開狀態下的門不得使規定
寬度減少超過 7 英吋，且無論門處於何位置，均不得使平台尺寸低於 42 英吋。
坡道兩側必須安裝扶手。作為門外平台坡道，高度不得超過 6 英吋或長度不得超過 72 英吋。應沿著坡道
整個長度安裝連續扶手，且應在坡道頂端和底端分別再延伸 12 英吋。扶手高度必須在 34 英吋至 38 英
吋之間，且抓握部分的直徑應在 1¼ 英吋至 1½ 英吋之間。[現行法規的要求應被視為與此等同。]
對於長度超過 10 英呎的坡道，若邊界處無圍墻或圍欄，則應在坡道上修築 2 英呎高的路緣，或 3 英吋
（ 上下浮动 1 英吋）的車輪導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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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尺寸

邊緣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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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入方法 - 外部電梯和升降梯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CBC 和《加州電梯安全法規》（California Elevator Safety
Code，CESC）條款：
 1116B.1 電梯
 1116B.2 專用無障礙（輪椅）電梯
 1998 年《電梯安全法規》第 30 章 - 第 24 條第 7 部分摘錄
 ASME 17.1 – 1990 年和 1993 年
 ASME A18.1 – 1999 年 - 2003 年
 ANSI 17.1 – 1986 年
o 圖 30-A 至 30-D
 3003.4.1 電梯
專用無障礙升降梯（輪椅升降梯）必須符合 CBC 第 1116B 款，以及第 24 篇第 7 部分第 15 條 （1998
年 CBC 第 3094 款）和 ASME 17.1 1993 年版（第 2010a 條和第 2010i(2) 條規定除外）中所規定之最
低標準。升降梯還需符合現行標準及 ASME / ANSI A18.1 1999 年版至 2003 年版本中的標準。
在當前建築的無障礙通路中，還可將輪椅升降梯納入其中；但僅在四種條件下可在新建築中使用輪椅升
降梯 - 請參閱第 1116B.2.4.1-4 款。在 1998 年 CBC 中，針對不合理障礙規定了兩種例外情況。為有效
運用這些例外規定，務必在許可證或計劃書中記錄不合理障礙並獲得批准，或由無障礙設施上訴委員會
(Access Appeals Commission) 在「裁決通知」中批准。
電梯平台的最小尺寸必須為 60 英吋 × 60 英吋。依據 1116B.2.4.1 之規定，使用 30 英吋 × 48 英吋輪椅
的符合資格者可證明其他情況亦安全可用。請查閱該法規最新適用之變更，以確認此例外情況是否適用。
相同的標準中還涵蓋傾斜的樓梯式升降梯，在現有建築的改建和增建中，可採用此類升降梯。
必須依據 1998 年《電梯安全法規》7-3094.5 之規定，對輪椅升降梯進行維護。所有者必須每週檢查一
次，每隔六個月定期維修一次。所有者需要在日誌中記錄所有維護情況。若電梯的可靠性有任何問題，
合規部門可要求查看日誌。
電梯上必須顯示四個標誌：
1) ISA
2) 「電梯不得用於運輸材料或設備」或類似語言
3) 電梯容量
4) 可在緊急情況下撥打的電話號碼
這些標誌必須耐用並貼在顯眼處。
電梯必須符合《加州法規規範》(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ANSI 17.1 (1986) 及 ASME 17.1
(1990) 的要求。CBC 第 30 章中包括這些法規和標準的摘錄，其中涵蓋電梯的一般設計和功能要求，包
括針對下列方面的規定：
用於在工地到達點與入口之間形成無障礙通路的外部電梯必須符合上述所有條款的規定。
備註：有多種例外情況和關於不合理障礙的例外情況，必須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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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平平台 - 外部/內部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003.3.1.6 門口處地面平面
 1003.3.1.6a 門口處地面平面 [DSA-AC]
 1003.3.1.6.1a 門檻 [DSA-AC 無例外情況]
 1003.3.1.7 平台
無論載員量為何，門兩側均應設有過渡地面或平台。過渡地面或平台不得低於門檻超過 ½ 英吋。
處於全開狀態下的門不得使規定的平台寬度減少超過 7 英吋，且無論門處於何位置，均不得使平台尺寸
低於 42 英吋。

禁止出現垂直高度超過 ¼
英吋、斜度為 2:1 的情況。

技術規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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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門檻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003.3.1.6.1a 門檻 [DSA-AC 無例外情況]
對於水平高度變化在 ¼ 英吋至 ½ 英吋之間的情況，應修築成具有一定坡度的斜面，但垂直高度與水平長
度的比值不得超過 1:2。對於水平高度變化超過 ½ 英吋的坡道、升降梯或電梯，應進行完善。

7. 大門處的地面平面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003.3.1.6 大門處的地面平面
無論載員量為何，門兩側均應設有過渡地面或平台。對於需要作為無障礙通路的門，過渡地面或平台不
得低於門檻超過 ½ 英吋。

水平高度變化最大為 ½ 英吋

技術規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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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門道尺寸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003.3.1.3 高度和寬度
對於供 10 人或更多人員通行之出口門，公稱寬度不得低於 3 英呎，公稱高度不得低於 6 英呎 8 英吋。
出口門的淨寬度不得低於 32 英吋。

9. 大門 - 平順的表面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133B.2.6 平順的表面
推門側應修築 10 英吋平順而毫無阻擋的表面，以便利用輪椅擱腳板能夠將門打開。
例外情況：自動門和拉門

底部踢腳板被門鎖和
門用五金件阻礙的示例。

技術規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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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門 - 五金件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003.3.1.8
 1133B.2.1
 1133B.2.5.1
不得使用鑰匙或任何專用工具或具備專門知識才能開關門內側的門鎖或門閂。對於門用五金件，應無需
使用多個動作即可打開任何折頁。
門和大門用五金件必須：
 允許單手操作
 無需抓緊、捏緊或扭動手腕
 操作用力不超過 5 磅
對於可採用輕握或握拳式操作的五金件，例如握柄式門把和 U 形把手，適用於最廣大範圍的使用者。
（在可取的情況下，標準中並未強制要求採用握拳式操作。）圓形門把不合規，因為需要扭動手腕。
若門鎖和門閂帶有必須手動操作的小部件，可能會難以使用，若需要捏緊操作，則不合規。然而，不屬
於鎖具中的鑰匙和門禁卡則無需合規（指無需捏緊或旋轉即可無障礙出入的鑰匙和門禁卡）。無需同時
採取其他操作的五金件為佳，但某些類型（例如帶有指按門栓的門把）也被視為合格。

11.
大
門
五
金
件的高度

-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133B.2.5.1
可手動開啟的門用五金件應位於地面上方 30 英吋至 44 英吋之間的中間位置。對於在通道中安裝的可手
動開啟的門用五金件，可利用握柄式五金件、逃生鎖、推拉開啟式門鎖或其他五金件實現輕鬆操作，而
無需在操作時握緊控制開門的五金件。
備註：現行法規中的規定有所不同。現行法規要求最低高度為 34 英吋，最高為 44 英吋。這一規定與
2010 年 ADA 標準亦有所不同。

技術規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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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門操作用力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133B.2.5 閉門裝置 - 操作門的用力
操作外側門的最大用力不得超過 8 ½ 磅。操作防火門的用力不得超過 15 磅。
可利用力抵消裝置或門自動啟閉裝置來符合門操作用力的標準。外部搖擺門的開啟用力受風荷載及其他
外部條件、襯墊、暖通空調系統、能源效率及門重量的影響。確保正確關門和正面鎖門所需的最小力可
能會超出現行的無障礙限制（即 5 磅的開門用力）和 1998 年外側門允許的開門用力（8.5 磅）。鑑於此，
CBC 和公共工程署允許使用電動門啟閉裝置，以抵消過多的開門用力。請參閱《DSA 諮詢建議手冊》
(DSA Advisory Manual) 第 11B-404.3 條諮詢建議和 DBI 資訊書 DA-05。

請參閱手冊部分：為描述建議之工具及其正確用法，所使用的相關公差、工具及測量。

技術規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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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逃生用五金件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003.3.1.9 逃生用五金件
逃生用五金件應符合 UBC 標準 10-4（請參閱附錄 A）。必須在地面上方 30 英吋至 44 英吋之間的位置
安裝開門的部件。在用於出行方向時，開門用力不得超過 15 磅。（對於防火級組件，現行法規中規定的
限制為 5 磅和 15 磅）。對於旋轉門或平衡門，需要使用逃生用五金件，且應為逃生用鎖類型，而該鎖的
寬度不應超過門寬的一半。

技術規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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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機動間距 - 外部/內部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133B.2.4.2 大門處的機動間隙
 1133B.2.4.3 機動間距的寬度
大門處的機動間隙應如圖 11B-26A 和圖 11B-26B 中所示。規定間距內的樓面和地面區域應平整、乾淨。
在門所轉向的方向上，水平區域的長度應達到 60 英吋，在與門轉動所相悖的方向上，水平區域的長度應
達到 48 英吋。應將門關閉，並在與門成直角處，測量這一距離。
例外情況：若門上未安裝閉門裝置，且可從門閂側靠近，或者若門上未安裝門閂或閉門裝置，且可從鉸
鏈側靠近，則在與門轉動所相悖的方向上，淨間距的長度可縮減至 44 英吋。
在門所轉向的一側，外側門水平區域的寬度應沿著開門半徑邊緣延長 24 英吋，對於內側門，應延長 18
英吋。（通向室外的內開式擺動門的內側被視為內側門，且沿著開門邊緣，寬度只需達到 18 英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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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門龕處的地墊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133B.1.1.1.3 門龕處的地墊
永久放置的地墊必須充分固定，以便不會影響輪椅的通行。蓬鬆的長毛絨地毯被評為輪椅使用者最難以
通過的表面之一。在最新頒布的法規版本中規定，非門龕處的地毯絨頭、固體基材及斜邊的高度不得超
過 ½ 英吋。

必須將地毯牢固固定，以便不會在輪椅通行時移位或變
形。若使用地墊或墊子，還必須適當固定，以防移位。若
未適當固定地毯，則其會發生滾動或變形，從而使輪椅難
以操控。

在最新頒布的法規中規定，地毯應採用斜邊。

技術規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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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門廳和多扇門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133B.2.4.4 多扇門。
從任何開啟的門進入門廳，在門與其關閉位置成 90 度的情況下，此門廳中兩扇連續排列的門在開啟時應
至少具有 48 英吋的淨間距。若存在多扇門，則應同向轉動或彼此拉開間距。（現行法規規定，若兩扇門
均開啟時的間距達到 48 英吋，則允許門向內轉動）。

技術規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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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自動門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001.2 標準
 1003.3.1.2 專用門
 1133B.2.3.2
依據 1998 年《法規》之規定，電動門必須符合 UBC 標準第 10-1 款關於門安裝的規定。最近和當前安
裝必須符合適用之 BHMA/ANSI 標準的規定。對於助力節能門，請參閱 BHMA/ANSI 第 A156.19 款之規
定。對於自動門的安裝，請參閱 BHMA/ANSI 第 A156.10 款之規定。
依據 CBC 之規定，電動門應暢通無阻，且在開啟 90 度的情況下，凈開啟寬度應達到 32 英吋。備註：
此法規的規定有所不同，且比 2010 年 ADA 標準更為嚴格。對於多數超市所使用的自動門，請參閱
BHMA/ANSI 標準和第 1003.3.1.2 款之規定，瞭解關於行人護欄的安裝要求等。

低能耗電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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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旋轉式柵門、護欄、行人管制裝置、安全門、
十字形旋轉門及大門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條款：
 1003.3.1.2 專用門
 1003.3.1.10 專用出口 - 管制裝置
 1003.3.2 大門
 1133B.1.1.1.4 大門
 1133B.2.3.3 十字形旋轉門
 1133B.2.3.4 旋轉式柵門、護欄及行人管制裝置
在無障礙通路中，不得使用十字形旋轉門。若主入口採用十字形旋轉門，則必須在十字形旋轉門旁設有
無障礙擺動門。應按照與修建門相同的規定建造大門。請參閱第 1003.3.2 款，瞭解針對禮堂和體育館大
型門的例外規定。專用門禁和人流管制障礙物必須符合第 133B.2.3.4 款的規定。在車道上採用人流管制
障礙物時，必須至少保留一條車道為無障礙車道。在使用旋轉式柵門的情況下，必須開設單獨的無障礙
大門或門。大門或門必須處於開啟狀態，除非將所有入口均上鎖。此門上不得使用信號或報警裝置，除
非所有入口皆如此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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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歷史建築物 - CHBC
請參閱附錄 A，瞭解 1998 年 CBC 和 CHBC 條款：
CBC 條款：
 209 定義
 1135B 歷史建築的保護
 3403.5
《三藩市建築法規》（San Francisco Building Code，SFBC）條款：
 AB-013 在歷史建築物中應用殘疾人通道的規定
《加州歷史建築法規》（California Historic Building Code，CHBC）條款：
 8-101 標題、目的及宗旨
 8-102 申請
 8-103 執行
 8-104 審查和上訴
 8-2 定義
o 基於特色定義的特徵
o 歷史建築的結構或材料
o 歷史意義
o 合格歷史建築物或財產
 第 8-601 款至第 8-605 款變通性無障礙設施規定
CHBC 旨在「保護合格歷史建築物和財產的完整性並讓殘疾人士可無障礙進入和使用」。當建築物的
歷史意義或基於特色定義的特徵因遵守常規法規而受到威脅或破壞時（及僅在此種情況下），應按照具
體問題具體分析原則，允許針對「合格歷史建築物」應用 CHBC 的規定，以替代性方法提供無障礙設
施。若應用第 8-603 款（變通性規定）中包含的變通性規定會對歷史建築或財產的歷史意義或基於特
色定義的特徵造成威脅或破壞，則允許採用其他設計和技術或跳脫特定技術和範圍要求。
在應用第 8-603 款的情況下，若入口允許使用任何合規的變通性方法，我們會要求您提供變通性方法
獲得批准時的許可證申請編號、原因說明及變通性方法的照片。
若未依據第 8-603.3 款之規定開設入口通道，您將需要提供批准使用其他設計和技術或跳脫特定技術和
範圍要求的許可證申請編號，以及隨同申請一併提供等效簡化符合第 8-604 款之規定的證明副本。本

文件中將包括關於如何遵守常規法規及第 8-603 款之規定如何對建築的歷史意義造成威脅的說
明，同時還將包括負責無障礙設施的州或地方官員發表的觀點和意見以及來自當地殘疾人團體
代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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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結論
本節要求專業設計人員或 CASp 檢察人員將入口分為四個類別。

本文件的副本包括中文和西班牙語版本。如需索取翻譯的副本，請聯
絡技術服務部，電話：(415) 558-6205，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TechQ@sfgov.org。請指明您請求使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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