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造(雜項)執照(含變更設計)會審作業程序說明書

 

作業說明

 
花蓮縣政府為提高行政服務效率及建築物設計品質，並落實行

政與技術分立制度，加速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核時效，特依建築

法第 34 條及內政部函頒「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

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訂定「花蓮縣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會審

作業實施計畫」辦理建造執照快速發照作業。 
 

相關法令

 
一、 都市計畫法或區域計畫法相關法規。 

二、 建築法相關法規。 

三、 水土保持法相關法規。 

四、 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法規。 

五、 農業發展條例相關法規。 

六、 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法規。 

七、 發展觀光條例相關法規。 

八、 建築技術規則。 

九、 花蓮縣建築管理自治條例。 

十、 花蓮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管理自治條例。 

十一、建築物結構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十二、花蓮縣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會審作業試辦計畫。 

十三、花蓮縣建築管理自治條例。 

十四、山坡地建築管理辦法。 

十五、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行要點。 

十六、建築物結構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十七、花蓮縣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會審作業計畫。 

十八、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審查及簽證抽查作業要點。 

 



作業文件

 
一、 依建築法規定委託建築師辦理，並檢附相關書圖文件，免辦理

現場勘查。（以建築執照申請書表系統自動產生編碼需一致） 

二、 花蓮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應檢附書圖文件及排列順序表 

序號 
屬

性 
文件名稱 說明 

（一）基本文件 

1-1 ※ 花蓮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會審查核表。  

1-2 ◎ 6 個月內通知改正通知函。 
未檢附視同以新

案送件。 

1-3 ※ 建築執照封面卷宗紙。 
建照採紅色、變

更設計採綠色。

1-4 ※ 建築執照網路作業上傳表單。 
序號需與書表產

生相符。 

1-5 ※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A13-2】。  

1-6 ※ 
花蓮縣建造執照（變更）設計及變更（起、承、

監）造人設計人現地勘查報告表【A99-25A】。 

含設計人到場勘

查照片。 

1-7 ※ 基地及道路現況照片。【A99-25B】  

1-8 ※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書【A11-1】或 

變更設計申請書【A31-1】 
 

1-9 ◎ 建造執照正反面影本。 變更設計案檢附

1-10 ※ 建築物概要表【A11-4】。  

1-11 ◎ 建築物增建概要表【A11-6】。 
增建及原有建物

新建檢附。 

1-12 ◎ 原有建物概要表【A99-11】。 
增建及原有基地

新建檢附。 

1-13 ◎ 原有建築物合法證明文件。 
基地有建物檢

附。 

1-14 ◎ 起造人名冊一、二【A11-2】 
起造人 1 人以上

及 2 戶以上檢附

1-15 ※ 起造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A11-5】.   

1-16 ◎ 設計人名冊【A11-3】 
設計人 2 人以上

檢附。 

1-17 ※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表【A13-10】  

1-18 ◎ 
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技師簽證報告【A13-11】

（屬建築師自簽結構建築物仍由建築師簽證檢附

含地質、結構及

機電等專業簽證



或於建築師簽證表加註） 

1-19 ◎ 地號表【A12-2】或變更地號表【A32-2】。 
地號 2 筆以上檢

附 

1-20 ※ 地籍圖謄本。  

1-21 ※ 土地登記簿謄本（第一類全部）。  

1-22 ◎ 
土地查封登記者附債權人同意書或原囑託查封法

院認定文件。 
 

1-23 ◎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A12-4】 
後附所有權人證

明文件 

1-24 ◎ 使用共同壁協定書【A12-5】  

1-25 ※ 起造人（自然人、法人）身分證明文件。  

1-26 ◎ 業必歸會文件。 
商業行號檢附加

入公會證明文件

1-27 ※ 
規定項目審查事項第 17~19 項畸零地、禁限建、

區域計畫及都市計畫特別規定檢討說明。 
由建築師簽章 

1-28 ◎ 涉其他雜項工作物造價計算應檢附估價計算書。 由建築師簽章 

1-29 ◎ 採用新工法新材料認可通知書影本 由建築師簽章 

1-30 ※ 施工說明書。 由建築師簽章 

（二）列管文件 

2-1 ◎ 

興辦事業計畫書或目的事業計畫核定文件或容許

使用（興建）文件或其他都市計畫書規定回饋及

容許文件。  

依個案條件檢討

2-2 ◎ 

其他法令規定應加審事項核可證明文件。（如環評

法、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建造執照預審、

都市計畫書規定審查事項等） 

依個案條件檢討

2-3 ◎ 建築技術規則特定建築物及專章檢討說明。  

2-4 ◎ 結構外審送核或說明文件。  

2-5 ※ 
綠建築審查列管表及耗能簽證書圖文件。

【L99-21】【L99-22】 

另製作附本 1 份

依規定裝訂成冊

2-6 ◎ 候選綠建築證書相關文件。  

2-7 ◎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列管表【F99-2】，後附依

「公共建築物建造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種類

及說明書應標示事項表」製作書圖。 

 

2-8 ◎ 
公寓大廈執照審查列管申報文件【P101】（標示專

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及附規約草約） 
 

2-9 ※ 花蓮縣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申報書【A99-27】 
1 份於案卷內，

另 3 份置封底。



2-10 ◎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計畫（具有地下室或全面開

挖或拆除工程產生工程剩餘土者應針對土方數量

及處理模式說明，尚未涉及處理場所之決定。） 

依需要檢附。 

2-11 ◎ 
軍事禁限建地區範圍檢附可建高度簽證計算及切

結文件。 

另製作裝訂轉軍

方審查文件 4 份

2-12 ◎ 
違建補照案檢附結構安全證明文件(安全鑑定報

告書） 
 

2-13 ◎ 

結構(應力)計算書（2層以下跨度超過 6公尺之

鋼筋混凝土樑，應檢附該部分應力計算書；跨度

超過 12 公尺之鋼架構造，應檢附鋼架應力計算

書；3層之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樑跨度超過 5

公尺者，應檢附結構計算書；4 樓以上建築物一

律檢附結構計算書。） 

 

2-14 ※ 花蓮縣申請建築執照地基調查報告【A99-26】  

2-15 ◎ 地質鑽探報告書。 

5 層以上或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一

律檢附。 

（三）工程圖樣 
3-1 ※ 建築線指定圖。 附公文 

3-2 ※ 套繪描圖紙影印(著色)。  

3-3 ※ 
各項面積、造價、設備容量計算表或對照表及索

引表。 
 

3-4 ※ 
基地位置圖：載明基地位置、方位、都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或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編定及比例尺。 
 

3-5 ※ 

地盤圖：載明基地之方位、地號及境界線、建築

線、臨接道路之名稱與寬度及建築物之配置，其

比例尺不小於 1/1200。  

 

3-6 ※ 

配置圖（著色）：載明基地之方位、地形、四週道

路、附近建築物情況（含層數及構造）、申請建築

物之位置、騎樓、防火間隔、空地、基地標高、

排水系統及排水方向。 

 

3-7 ※ 

各層平面圖及屋頂平面圖（著紅色或框線著紅

色）：註明各部分之用途及尺寸，並標示新舊溝渠

位置及流水方向，其比例尺不得小於 1/200。 

凡有室內樓地板

面積及過梁、雨

遮、陽台、所有

有頂蓋之範圍均

著色或框色標示

3-8 ※ 
建築物立面圖：各向立面圖應以座向標示之，並

註明碰撞間隔，其比例尺不得小於 1/200。 
 



3-9 ※ 
剖面圖：註明建築各部尺寸及所用材料，其比例

尺不得小於 1/200。 
 

3-10 ※ 各層結構平面圖。  

3-11 ※ 
建築物各部之尺寸構造及材料，其比例尺不得小

於 1/30。 
 

3-12 ※ 必要設備詳圖。  

3-13 ※ 封底卷宗紙。  

（四）其他附件（附於封底夾附） 

4-1 ※ 屬雨、污水分流管制地區(彌封書圖文件)  

4-2 ※ 電子套繪案件上傳證明  

4-3 ※ 套繪描圖紙正本(著色)  

4-4 ◎ 電子簽章圖（含 1-6、1-7 相片）及光碟  

4-5 ◎ 綠建築管制文件卷宗  

4-6 ◎ 
軍事禁限建地區審查書件範圍檢附可建高度簽證

計算及切結文件等審查本 4份。 

不含申請卷內 1

份。 

4-7 ※ 花蓮縣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申報書【I99-27】 
3 份（有附件則

含附件） 

4-8 ◎ 原核轉建造執照正本。（變更設計案檢附）  

「屬性」欄為「◎」者依案件性質檢附；「※」者所有案件應檢附。

 



三、 花蓮縣建築管理申請案件檢附文件有效期限表 

文 件 名 稱 期 限 說 明 

二維條碼作業表單申請書及概要表 3 個月  

花蓮縣建造執照（變更）設計及變更

（起、承、監）造人設計人現地勘查

報告表（含勘查照片） 

3 個月  

各項簽證表 3 個月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依同意內容 
未註明有效期限者以

1 年計算 

地籍圖謄本 3 個月  

土地登記第一類謄本（地號全部） 3 個月  

建物登記第一類謄本（建號全部） 3 個月  

建築線指示（定）申請書圖及核定函 8 個月 
依都市計畫主管機關

規定 

鄉（鎮、市）公所確無現有農舍證明

書 
6 個月  

鄉（鎮、市）公所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 
6 個月 依農業主管機關規定 

農業用地容許作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 依核定期限 依主管機關規定 

農民資格審查核定函 6 個月  

都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 8 個月 
依都市計畫主管機關

規定 

原住民身分檢附戶籍謄本 6 個月  

新農舍申請檢附戶籍謄本 3 個月  

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3 個月  

各項切結書  
由承辦人依切結內容

認定時效性 

備註：有效期限認定以申請建照會審時，前述文件均在有效期限內，但文件登
載不詳或不符得依個案要求重新檢附有效之證明文件。 



四、 公共建築物建造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種類及說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應標示圖樣種類 應標示事項 

配置圖 

（比例尺大小不限） 

方位、室外通路（含高程、引導設施、引導標誌位置、淨寬、

排水方向）、室外停車空間（含無障礙停車位）、避難層出入口

（含坡道、引導標誌）、基地及建築物高程。 

各層平面圖 

（比例尺大小不限） 

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路走廊（含高程、坡度、

寬度、迴轉空間）、無障礙樓梯位置、昇降設備（含引導設施、

輪椅迴轉空間、機廂尺寸）、廁所盥洗室（含迴轉空間）、浴室

（含高程）、輪椅觀眾席位（含位置、尺寸及數量）、室內停車

空間（含無障礙停車位及引導標誌位置）。 

坡道及扶手 
高程差、坡度、寬度、平臺（含起點與終點平臺、中間平臺或

轉彎平臺之淨寬、淨深）、坡道防護緣、扶手（含高度、形狀、

淨寬、與壁面距離、端部處理）。 

避難層出入口
引導標誌位置、平臺（含淨寬、淨深、坡度）、門扇（含操作

空間、開門方式）、門把（含位置及型式）。 

室內出入口 淨寬、門扇（含操作空間、開門方式）、門把（含位置及型式）。

樓梯 

底版淨高未達一百九十公分之防護設施、轉折平臺設計方式、

梯級（含級深、級高、鼻端處理）、防滑條、防護緣、扶手（含

水平延伸方式、端部處理、長度、高度、扶手形狀、與壁面距

離）、欄杆、警示設施。 

昇降設備 
引導標誌位置、輪椅迴轉空間、呼叫鈕位置、觸覺裝置位置（含

各樓層乘場入口標誌）、昇降機門、機廂尺寸、扶手、後視鏡、

輪椅乘坐者操作盤。 

室內通路走廊 淨高、淨寬、突出物警示或防撞設施。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引導標誌位置、迴轉空間、出入口（含門淨寬、門把、門檔位

置）、鏡子、求助鈴位置、馬桶（含淨空間、高度、沖水控制、

靠背）、馬桶扶手（含型式、位置及尺寸）、洗面盆（含位置、

高度、深度、水龍頭開關型式、扶手）、廁所盥洗室外部設置

求助鈴警示燈之位置。 

廁所盥洗室 

一般廁所盥洗室： 

小便器（含型式、位置、尺寸、扶手、淨空間）。 

浴室 
迴轉空間、浴缸或淋浴間位置、扶手、淋浴間座椅、淋浴間淨

空間、水龍頭位置、求助鈴位置。 

構 造

詳 圖

（比例

尺不得

小於五

十分之

一） 

輪椅觀眾席位
坡度、寬度、深度、引導標誌位置、席位配置、陪伴者座椅位

置、欄杆（含防護緣）。 

 



五、花蓮縣建築物工程進度完成百分率估價標準表【A99-25C】 

說明: 
一、 工程進度： 
結構部份佔總工程 70% 
裝修部份佔總工程 30% 
二、工程進度完成百分率計算方法 
1.基礎地坪完成為一單位 
2.每樓牆完成為一單位 
3.每層版面混凝土完成為一單位 
4.總層數為地上層數及地下層數總合 
三、計算例(整數後四捨五入)： 
地上 3 層、地下 2 層計算， 
總計 5 層 
單元數為(3+2)×2+1＝11 
結構單元分配數 
70%×1/11=6.3%≒6% 
基礎地坪完成 
70%×1/11＝6.3%≒6% 
B2 牆完成 
70%×2/11＝12.7%≒12% 
…以此類推計算…… 
三樓牆完成 
70%×10/11＝63.6%≒64% 
三樓頂版完成 
70%×11/11＝70% 

          總層數 

單元名稱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基礎(地坪)完成 23 14 10 8 6 5 5 4 4 3

第一層築牆完成 47 28 20 16 13 11 9 8 7 7

第一層床版完成 70 42 30 23 20 16 14 12 11 10

第二層築牆完成  56 40 31 26 22 19 17 15 13

第二層床版完成  70 50 39 32 27 23 21 18 17

第三層築牆完成   60 47 38 33 28 25 22 20

第三層床版完成   70 54 45 38 33 29 26 23

第四層築牆完成   62 51 43 37 33 30 27

第四層床版完成   70 57 49 42 37 33 30

第五層築牆完成   64 54 47 41 37 33

第五層床版完成   70 59 51 45 41 37
第六層築牆完成 65 56 49 44 40

第六層床版完成 70 61 54 48 43

第七層築牆完成 65 58 52 47

第七層床版完成 70 62 55 50

第八層築牆完成 66 59 53

第八層床版完成 70 63 57

第九層築牆完成  66 60

第九層床版完成  70 63

第十層築牆完成   67

第十層床版完成   70

內外牆裝修完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備註： 

一、上表總層數計算為地上層數及地下層數總合 

二、本估價標準表作為工程進度核算參考，該進度條件特殊或構架型式複雜者，得經

建築管理主管機關同意，由設計建築師依現地條件覈實估算之。 

 

 



處理程序

 
一、會審時間 

受委託設計建築師或申請人得隨時向花蓮縣建築師公會

（以下簡稱公會）登記收件，並由公會排訂會審序號。會審作

業時間為每周二、四上午 8時 30 分至 12 時止，並視案件數量

得延長至下午 17 時（中午 12 時至 14 時為會審休息時間）。 

二、會審作業 

(一)申請書圖文件應先完成電子簽章及規定順序排列裝訂。 

(二)申請案件應填寫「花蓮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會審查核

表」，向公會登記後，由設計建築師（或授權人）會同，於

會審日送交本府指定會審地點辦理審查。 

(三)會審案件由輪值會審建築師先依申請案件查核列管分項，

就「技術」審查項目予以實質檢視，並查核建築設計圖說及

書件；查核結果符合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花蓮縣建築管

理自治條例、土地使用管制法令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者，於

「花蓮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會審查核表」之技術檢視欄位

填註查核結果並予簽章後完成技術審查。 

(四)經公會完成審查核可案件，交由本府建築管理執照承辦人

員就規定項目實施「行政」查核。書件符合規定者，於「花

蓮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會審查核表」之行政查核欄位，填

註查核結果並予簽章。 

(五)會審案件應簽會各目的事業單位者，由本府建築管理執照

承辦人員，於該案件完成會審作業後，依規定程序簽辦。不

符合規定案件，由會審人員詳列不符事由，逕由設計建築師

（或授權人）領回。 

(六)會審合格案件應於當日會審結束前完成建築執照申請書表

網路傳送、電子圖說簽章檔案繳交，並依建築基地電子套繪



規定完成套繪作業，再由本府建築管理執照承辦人員於「花

蓮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會審查核表」綜合意見欄位加註結

果，完成會審作業。 

(七)會審案件之行政審查，得由設計人先行協調承辦人員先行

執行行政初審，初審符合案件由承辦人員於「花蓮縣建造執

照及雜項執照會審查核表」之行政會審查核欄位簽章，逕向

公會登記後，由設計建築師（或授權人）會同，於會審日送

交本府指定會審地點辦理審查。 

三、發照作業 

(一)完成會審作業案件，憑會審合格之「花蓮縣建造執照及雜

項執照會審查核表」，由公會統一於當日向本府建築管理執

照窗口掛號，分配各承辦人員實施複審及完成函稿簽核，於

決行後逕行列印執照，同時發文通知繳費及領照作業。 

(二)領照期限依據建築法第 41 條規定，起造人自接獲通知領取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逾 3個月未領取者，主管建築

機關得將該執照予以廢止。 

(三)除經本府同意，未經公會統一當日申請掛號核照案件，應

重行申請會審。 

四、抽查作業 

為有效推動簽證及複查制度應建立抽查制度，對違反建築

法、建築師法、技師法等相關規定者，依法嚴予懲處。有關抽

查作業由本府會同公會，依據「花蓮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

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原則」辦理，對抽檢結果得予

公告。 

 

作業規定

 
一、作業規定 



(一)為執行本計畫，由本府建設處與公會組成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會審作業小組，辦理建築執照申請案件核發審查作業。 

(二)依本計畫送請會審案件應由設計建築師親自到場。但經設計

建築師同意授權由代理人出席者不在此限。 

(三)會審案件應依性質加註「一般使用」、「公眾使用」及列管

分類查核項目，會審後需簽會其他單位或列管案件則加註

「簽會列管案件」，需列入抽檢案件則加註「列入抽檢」；

變更設計案件之會審應檢附原核准之建造執照副本以供核

對。 

(四)委託建築師簽證設計案件，免由建築管理單位辦理現場勘

查，由簽證設計建築師自行現地勘查，並填具「花蓮縣建造

執照（變更）設計及變更起（承、監）造人設計人現地況勘

查報告表」及檢附「基地勘查照片」，勘查報告事項如下： 

1、勘查日期及工程進度。 

2、基地現況建築條件（含建築線、排水溝渠）符合法令規

定，且未先行動工（含有無違章建築、是否為山坡地範圍、

是否為禁限建管制範圍）。 

3、申請建築基地（土地）經設計建築師現地查核，並經起

造人確認未經重複申請建築使用，如有不實，不論知情與

否，將依法令規定改正，未改正或無法改正者，同意依行

政程序法第 119、123 條規定，該執照得由原處分機關依

職權廢止，所造成一切損失（含第三者損失）由起造人及

設計人協議自行負責，與執照核發機關無關，並承擔一切

法律責任。 

4、其他因各別案件所需之勘查事項。 

(五)本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說明書，應就規定項目為

之，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建築法規

定簽證負責。本府之審查僅就書表文件查核有無檢附，對該

申請圖說不作實質審查，涉及圖說及法令檢討由起造人及委



託建築師（專業技師）依建築法第 26、34 條規定負完全責

任。於建造執照抽檢或使用執照查驗時，發現核准之建築設

計案違反規定，應依法辦理變更設計或予以工程中止，所造

成損失一切責任，由起造人、設計人、監造人及承造人負責，

本府將依其情節輕重查處。 

(六)有關會審案件應檢附書圖文件其有效期限依「花蓮縣建築管

理申請案件檢附文件有效期限表」辦理。 

(七)申請案件表單依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格式為之，並應使用

「建築執照申請書表二維條碼及網路傳輸系統」製作，其餘

必要表單由本府與相關單位研商訂定，並提供網路下載使

用。 

(八)依本計畫完成會審案件屬「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該建造

執照核發由承辦人員決行，其餘案件由主管科長決行，但屬

重大投資或管制案件由主管處長決行。 

(九)技術審查涉及法令疑義且經設計建築師（或授權人）與公會

會審建築師溝通無法達成共識之案件，得經當日公會會審建

築師二人（含）以上人員考量其公益性，建議先行核照，並

於「花蓮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會審查核表」作成紀錄，將

該案件直接註記「列入抽檢」，將來抽檢後仍無法就該疑義

事項認定者，將視需要召開法規小組研議或函請中央主管機

關釋示。就該執照核發依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規定列入處分

附款，將來構成第 119 條受益人其信賴不值得保護情事者，

依第 123 條規定，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廢止，其所造成一切

損失（含第三者損失）由起造人及設計人協議自行負責，並

承擔一切法律責任，與建築執照核發無關。 

(十)變更設計案件申請會審流程同建造執照新申請案件，承辦人

員及施工管理仍由原執照核發之承辦人員續辦；原承辦人員

離（調）職者，由新承辦人員或主管科長指定新承辦人員承

辦。 



(十一)自 96 年起使用執照承辦人員由原建造執照承辦人承辦；

原承辦人員離（調）職者，由新承辦人員或主管科長指定新

承辦人員承辦，落實一照到底，標準化管制目的。 

(十二)會審作業人員應公正謹慎，不得偏頗循私；輪值會審建築

師就其自己所設計案件，應自行迴避；當日輪值之會審建築

師，不得為其事務所或所任職事務所提出執照會審申請。 

(十三)本府發照後經發現有遺漏事項，得隨時通知申請人及設計

建築師為必要之措施。 

(十四)設計建築師就其設計及簽證內容依法負其責任，經會審作

業核定案件視為同意本計畫內容規定。 

(十五)依本計畫申請會審案件，每月辨理情形得以月報表方式公

告之。 

(十六)本府將定期檢討計畫實施之效能分析，實施後如不符預期

效益，得以公告方式修正或廢止本計畫。 

二、配合措施 

(一)會審建築師由公會提供名冊，每組至少 2 人（含）以上，並

應於年度開始前報本府備查，變更時亦同，對執行會審作業

有重大缺失之會審建築師，本府得停止或暫停其會審資格，

如有違反法令規定者將依規定查處。 

(二)「建築執照審查專案暨責任分區表」、「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含變更設計)建築師簽證案件抽檢會議作業時間分配

表」、「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會審作業時間分配表」由本府

於年度開始前排訂。 

(三)執行本計畫所需設備由公會提供，本府視需要予以協助。 

(四)為提升送件品質，設計建築師應先實施案件自主檢查。 

(五)為加速執照核發效率及避免執照內容錯誤，設計建築師（或

授權人）應加強「建築執照申請書表系統」、「建築書圖電

子簽章」及「建築基地電子套繪」作業能力。 

三、作業期限 



(一)依「建築法」第 33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

管建築機關收到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書件之日

起，應於 10 日內審查完竣，合格者即發給執照。但供公眾

使用或構造複雜者，得視需要予以延長，最長不得超過 30

日。」 

(二)依本會審作業辦理案件，其作業時限及決行條件如下： 

1、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需辦理列管或會簽案件（一般列管

會簽案件），由分區承辦人員決行（四層決行），其扣除

會簽及列管作業所需天數，以 3日內核照為原則，最遲不

得超過 7日。 

2、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由主管科長決行（三層決行），其

扣除會簽及列管作業所需天數，以 7日內核照為原則，最

遲不超過 14 日。 

3、重大投資或管制案件，由主管處長決行（二層決行），

其扣除會簽及列管作業所需天數，以 10 日內核照為原

則，最遲不超過 20 日。 

(三)核照期限自掛號次日起算，不包含非上班日及會辦(簽)及列

管作業所需時間，並計算至案件決行日。 

(四)特殊案件另依實際作業需要期限辦理，不在此限。 
 

表格下載

 
一、以建築執照請照系統下載書表系統程式使用。 

二、下載網址：http://cpabm.cpami.gov.tw/  

三、其他輔助表單：http://at7.myweb.hinet.net/  

 
 

http://cpabm.cpami.gov.tw/
http://at7.myweb.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