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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造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    
          檢附文件流程及缺失宣導 
1.建造及雜項執照檢附文件內容： 

2.建造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檢附文件常見缺失： 

3.建造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規費繳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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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及雜項執照案件應依下列次序檢附書
件： 

 建築行為人委託代辦書。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執照加註事項表。 

 會辦公文或目的事業主管許可文件
（都市設計審議許可函及附件、預審
核定文件）之公文書。 

 現場彩色照片。 

 建造執照申請書（雜項執照申請書、
建築設計申請書）【案件分照申請者，
註明本案第＿照，共＿照】。 

 起造人名冊。 

 設計人名冊。 

 建築物概要表（雜項工作物概要表、
變更設計概要表）【案件分照申請者，
依各照資料分開檢附】。 

 地號表【案件分照申請者，依各照資
料分開檢附】。 

 委託書。 

 設計建築師簽證負責表。 

 專業技師簽證報表。 

 地基調查說明報告書。 

 建築物使用土地範圍切結書。 

 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法人證明、
宗教設立證明等。 

 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使用共同壁協定書（並附土地及建物權
利證明文件）。 

 地籍圖謄本。 

 土地登記謄本（如有建物時，應檢附建
物謄本及使照影本）。 

 建築線指示（定）申請書。 

 施工說明書。 

 卷宗內檢附： 

 各報告書。 

 結構計算書。 

 綠建材報告書等。 

 公寓大廈規約範本及共用部分、專有部
分圖說（建造及變更設計應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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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造及雜項執照檢附文
件內容 

一、建造及雜項執照
（含變更設計）檢附文

件流程及缺失宣導 



2.建造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檢附 
   文件常見缺失： 

未檢附建築行為人委託代辦書。 

變更設計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檢附錯誤。 

變更設計時，未檢附照片。 

案件分照申請者，未註明本案第＿照，共＿照。 

起造人為公司者，未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檢附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過期。 

土地非自有者，未檢附土地同意書。 

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逾執照掛號日期3個月。 

建築線指示（定）申請書逾執照掛號日期8個月。 

變更設計時，未檢附施工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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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造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
計）檢附文件常見缺失 

一、建造及雜項執照
（含變更設計）檢附文

件流程及缺失宣導 



3.建造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規費繳
納方式： 

規費3000元以下：使用一卡通。 

規費3000元以上：至臺灣銀行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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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造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
規費繳納方式 

一、建造及雜項執照
（含變更設計）檢附文

件流程及缺失宣導 



二、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 
        審查說明 
1、建造執照行政技術分立說明： 

2、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內容： 

3、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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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技術分立說明： 

建築法第34條規定說明：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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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法規定簽證負責。 

規定項目係指「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內容。 

其餘建築技術規則、無障礙設施、結構設計、綠建築等
係屬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業務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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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技術分立說明 

二、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規定項目審查說明 



2、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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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
審查表內容 

二、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規定項目審查說明 



3、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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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
審查表內容說明 

二、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規定項目審查說明 



3、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內容說明： 

 查核項目（查核結果：有、無） 

 書表：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書。 

 規定項目審查表。 

 現地彩色照片。 

 起造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使用共同壁協定書。 

 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 

 地籍圖謄本或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 

 地上物拆除同意書。 

 建物所有權狀或其他產權證明文件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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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
審查表內容說明 

二、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規定項目審查說明 



3、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內容說明： 

 查核項目（查核結果：有、無） 

 圖說： 

 地基調查報告。 

 建築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經預審者，其審定結果通知文件。 

 建築線指示（定）圖或免指示（定）建築線證明文件。 

 需經都市設計或都市更新審議案件，其審議通過之書圖及證明文件。 

 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其由經委託或指定之專家、機關、團體審查
通過之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其他： 

 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查核項目。 

 

12 

3、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
審查表內容說明 

二、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規定項目審查說明 



3、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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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
審查表內容說明 

二、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規定項目審查說明 



3、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內容說明： 

 審查項目（查核結果：符合、不符合） 

 基地條件限制： 

 套繪圖查核結果基地無違反規定重複建築使用。 

 基地符合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 

 基地符合禁限建規定。 

 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 

 土地使用管制： 

 農業用地申請建築時其申請人身分規定。（如：農民資格審查、容許同意書等） 

 容積率、建蔽率、建築物層數或建築物高度規定值。 

 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用途。 

 都市計畫書或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計畫書附條件項目規定。 

 建築物用途。 

 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其他審查項目。 14 

3、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
審查表內容說明 

二、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規定項目審查說明 



三、臺南市建造(雜項)執照申請過程須簽會 

      或經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項目說明 
1、查詢方式： 

2、各目的事業相關法令規定說明： 

3、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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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詢方式： 2、 各目的事業相關法令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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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市建造(雜項)執照申
請過程須簽會或經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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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市建造(雜項)執照申
請過程須簽會或經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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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市建造(雜項)執照申
請過程須簽會或經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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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市建造(雜項)執照申
請過程須簽會或經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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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市建造(雜項)執照申
請過程須簽會或經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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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市建造(雜項)執照申
請過程須簽會或經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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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市建造(雜項)執照申
請過程須簽會或經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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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市建造(雜項)執照申
請過程須簽會或經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項目說明 



3、操作說明：以「工廠」為例，詳如會議資料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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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市建造(雜項)執照申
請過程須簽會或經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項目說明 

STEP：1 STEP：2 

STEP：4 

STEP：3 

3、操作說明 



四、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建造（雜項） 
        執照申請涉及相關禁限建說明 
1、 表格查詢說明： 

2、 本局網站查詢： 

3、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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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1、表格查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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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1、表格查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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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1、表格查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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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1、表格查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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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1、表格查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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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1、表格查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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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1、表格查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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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1、表格查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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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1、表格查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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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1、表格查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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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2、本局網站查詢 



  

 

37 

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2、本局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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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3、操作說明：以「白河區」為例，詳如會議資料附件2 

STEP：1 

3、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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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3、操作說明 
3、操作說明：以「白河區」為例，詳如附件2 

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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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3、操作說明：以「白河區」為例，詳如附件2 

STEP：3 

3、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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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STEP：4 3、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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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STEP：5 

3、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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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STEP：6 

3、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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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涉及相

關禁限建說明 

STEP：7 

3、操作說明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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