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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1.依建築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建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或監造人、或承造人，如有侵害他人財

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2.依建築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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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文日期字號 查核及審查 複核 決 行 

年 月 日 

字  號 

綜合查核及審查意見 

【1.起造人】 

【2.建築地址】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址】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有 無 備註 

書

表  

1.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書

2.規定項目審查表 份

3.現地彩色照片 

4.起造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免由建築師設計者，免附）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5.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限土地非自有者）

6.使用共同壁協定書（未使用共同壁者，免附）

7.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      份

8.地籍圖謄本或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  份

9 .地上物拆除同意書  份 

10.建物所有權狀或其他產權證明文件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  份

圖

說 

11.地基調查報告（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且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者，並應包

括經審查通過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及證明文件）

12.建築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13.經預審者，其審定結果通知文件。

14.建築線指示（定）圖或免指示（定）建築線證明文件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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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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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查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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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 備註 

基

地

條

件

限

制 

18.套繪圖查核結果基地無違反規定重複建築使用    

19.基地符合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    

20.基地符合禁限建規定    

21.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且無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

估結果報告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證明檔者，其基地地質

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22.農業用地申請建築時其申請人身分規定    

23.容積率、建蔽率、建築物層數或建築物高度規定值    

24.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用途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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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建築物用途    

其

他 
27.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其他審查項目 

   

備

註 
查核項目第7項、第8項及第10項應檢附之文件，依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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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號號碼： 執照類別：建造執照案審查事項查核表 

起造人： 設計人：

日期：     年     月     日

查核項目 
查核重點及不符原因(☑確認☒缺失⧄免) 

書

表 

1. 建造執照申請書 1.基本申請書件：

□申請書。 □起造人名冊(2 人以上)。□設計人名冊(2 人上)。

□地號表。 □建築物概要表。 □雜項工作物概要表。

□注意事項附表。□基地綠化設施明細表。

2.併案辦理拆除書件：

□地址門牌清冊。□建照併案拆除資料表。

原因：

2. 規定項目審查表   份 □規定項目審查表。

原因： 

3. 現地彩色照片 □照片索引。 □拍攝日期。 □用印大小章(每

頁)。

□道路、排水溝開闢情形。□基地與道路（建築線）、鄰地地界關

係。

□基地及四周鄰房現況。  □現有巷尺寸標示。□基地內樹木。

原因：

4. 起造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

（免由建築師設計者，免

附） 

□ □地號表全部筆數應相符。委託書。(□免由建築師設計者，免附)

□執照種類。 □法人須有代表人。  □用印大小章。

□委託日期為掛號前日期。

□塗改應由委託人用印。

原因：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5.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限土地

非自有者）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有效期限。     □起造人填全。 □構造別。

□樓層數。 □標示部大寫標示。 □同意使用面積填寫與

謄本一致）。

□都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之核准函及報告書替代土地使用權同意

書。

(□基地包含非都更權變之協議合建者仍須檢附權利證明文件) 

□屬土地或建物抵押權以外之他項權利登記案，依相關權利規定辦

理。

□其他類型權利證明文件(政府機關公文、契約書等)。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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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共同壁協定書（未使用

共同壁者，免附） 

□使用共同壁協定書依制式格式填寫（共同壁雙方）。

□應檢附使用共同壁之鄰房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及建物登記簿謄本。

□未涉及。

原因：

7. 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土地所

有權狀影本（載明與正本相

符） 

□土地謄本（第一類地號全部，3 個月內有效）查核是否有查封、假

處分、假扣押、地上權、司法訴訟、起造人是否成年等特別註記事

項。

原因：

□都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之核准函及報告書替代土地登記謄本或土

地所有權狀影本。

(□基地包含非都更權變之協議合建者仍須檢附權利證明文件)

8. 地籍圖謄本或土地所有權狀

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   

份 

□地籍圖（3 個月內有效）。

原因：

□土地複丈成果圖。(□建築線地籍線相符)。經都發局免建築線地區

9. 地上物拆除同意書   份 □拆除同意書(□法人須有代表人、用印大小章。)、無產權拆除切結

書（無產權是否附水電單）。或□拆照另案辦理切結書。

原因：

□抵押權人拆除同意書。(□法人須有代表人、用印大小章。)

原因：

□都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之核准函及報告書替代拆除同意書。

(□基地包含非都更權變之協議合建者仍須檢附權利證明文件)拆除

執照其他文件： 

□拆除執照資料表。

10. 建物所有權狀或其他產權證

明文件影本（載明與正本相

符）   份 

□建物謄本(第一類建號全部，3 個月內有效)查核是否有查封、假處

分、假扣押、抵押權、司法訴訟、起造人是否成年等特別註記事

項。

原因：

□建物測量成果圖（是否與圖說一致）。

□都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之核准函及報告書替代建築物登記謄本或

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建物測量成果圖。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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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說 

11. 地基調查報告（建築基地全 

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

且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

評估結果報告經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者，並 

應包括經審查通過之基地地

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

報告及證明文件） 

□地質鑽探報告或□屬採用鄰地可靠鑽探資料進行設計案件。

□土壤液化區應檢附基地地層之液化潛能分析。

□臺北市申請建築執照土壤液化分析調查表。

□地質敏感區範圍查詢結果。

□位於地質敏感地區，涉及基礎設計者：

□由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通過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結果報告或

□併於特殊結構審查辦理。

原因：

12. 建築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建

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1.執照類別： 

□建造執照。 □建造執照變更設計。 □雜項執照。

□變更使用執照許可。 □拆除執照。

原因：

2.法令適用日期：     年    月    日。 

3.面積計算表: 

□ 

□ 

□ 

4.現況實測圖： 

□現有巷（鄰近執照圖說、建築線指示圖、公私有畸零地合併證

明…，如有疑義請調卷釐清）。

原因：

□排水溝（基地內是否有公共設施、排水溝）。

原因：

□現況高程。

原因：

□鄰房建築樓層數構造別（是否已建築完成）、地籍地號、執照號

碼。

原因：

□基地連接的出入通路寬度是否有足夠並已有排水設施（現況寬度≧

3.5 公尺）。

原因：

□人行道、路燈、站牌、行道樹…等公共設施標示。（是否移除應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

原因：

□道路截角標示、建築線與地籍線是否一致、計畫道路寬度是否相

符。

原因：

5.一層平面圖： 

□消防救災空間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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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 

□消防救災動線標示。 

  原因： 

□車道破口檢討汽機車出入口寬度設計。 

  原因： 

□道路截角標示、建築線與地籍線是否一致、計畫道路寬度是否相符

標示。 

  原因： 

□人行道、路燈、站牌、行道樹…等公共設施標示。（是否移除應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 

  原因： 

□道路列管開闢範圍及檢核公共排水溝是否變更需列管。 

  原因： 

5.相關報告書： 

□都審核准函及報告書。     □都更核准函及報告書。 

□危老核准函及報告書。     □環評核准函及報告書。 

□交評核准函及報告書。     □文資核准函及報告書。 

□樹保核准函及報告書。     □捷評核准函及報告書。 

□水保核准函及報告書。     □結構計算書圖。 

□設備圖。                 □加強坡審核准文件及報告書。 

   原因： 

6.違建補照:    

□臺北市建築物申請補辦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辦法法令檢討表。 

□發展局公文書。           □建造時原設計人及承造人資料。 

□結構安全鑑定書。 

13. 經預審者，其審定結果通知

文件。 

□預審審定結果函(含報告書或附件)。   □六個月內申請建築執照。

  原因： 

□申請地號須包含申請基地全部地號。 

14. 建築線指示（定）圖或免指

示（定）建築線證明文件 

□建築線指示（定）圖（8 個月內有效）。 

□經都發局免建築線指示公告地區免檢附。 

  原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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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審核准函及報告書。             □都更核准函及報告書。 

  原因：                           □文件有效期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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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結構或設備工程經審查通過之圖樣及說明書或初審通過證明文

件。 

□性能設計評定書。                    

□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書。 

□新材料新設備新工法認可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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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17. 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

之查核項目 

 

 審查項目 查核重點及不符原因(☑確認☒缺失⧄免) 

基

地

條

件

限

制 

18. 套繪圖查核結果基地無違反

規定重複建築使用 

□建築物電腦地籍套繪圖。      □基地是否有原領有之建築執照。

□查核鄰地使用情形。 

□查核「i」特殊註記內容或相關列管公文內容。 

  原因： 

 

19. 基地符合畸零地使用規則規

定 

□ 小基地規模（基地本身、鄰地未建築完成合併檢討）。 

  原因： 

□地籍線是否與建築線重合。 

  原因： 

□截角處理原則。 

  原因： 

1.新法：(109 年 2 月 4 日後) 

□是否符合第四條。       □畸零地通知讓售。 

2.舊法： 

□畸零地可單獨建築情形 （□是否符合第六條）。 

□畸零地調處委員會准予單獨建築證明文件(8 個月內有效)。 

□公私有土地合併證明。 

□基地及鄰地是否有畸零地或保留地之情形。 

□畸零地免調單獨建築之原則核定。 

20. 基地符合禁限建規定 □軍事。（會國防部、憲兵司令部……等）。 

  原因： 

□高鐵（捷運）（會捷運/高鐵局）。 

  原因： 

□航高限制區。 

  原因： 

□查閱本案之建築線指示圖及都市計畫說明書是否有禁限建規定。 

□查閱本案是否位於博愛警備特區、蟾蜍山管制區、陽明山菁山管制

區、南港區管制區、內湖文德路管制區、內湖公館山管制區、褔山

管制區 1-4 區、大直要塞管制區是否有禁限建規定。 

□總統府周邊及總統副總統寓所周邊，需另外會辦國家安全局、總統

府侍衛室、總統府第三局、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管區列管事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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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

質敏感區內且無基地地質調

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

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

查通過之證明檔者，其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

果報告。 

□地質敏感區範圍查詢結果。 

□位於地質敏感地區，涉及基礎設計者： 

□有無審核通過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特殊結構審

查結果)。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22. 農業用地申請建築時其申請

人身分規定 

 

 

 

 

 

農舍申請人資格： 

□檢附經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核定函。 

□申請人無自用農舍切結書。 

□農舍起造人應為該農舍坐落土地之所有權人。 

□申請人為該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且該農業用地確供農業使用，並

屬未經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 

 

 

23. 容積率、建蔽率、建築物層

數或建築物高度規定值 

 

 

 

 

 

□容積率。                  □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 

□建蔽率。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層數或建築物高度規定值。 

□都市更新審議函文列管。 

  原因： 

□都市設計審議函文列管。 

  原因： 

□管區列管應辦理事項。 

  原因： 

□土管用途（□允許使用。□附條件）。 

  原因： 

□都市細部計畫說明書。（用途涉及 □住變商回饋金。 □次核心回 

  饋金）。 

  原因： 

□都市計畫多目標使用。 

  原因： 

 

 

24. 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用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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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建築物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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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27. 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

之其他審查項目 

 

 

備註 查核項目第 7 項、第 8 項及第 10 項應檢附之文件，依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之規定。 

 

其他查核項目 查核重點及不符原因(☑確認☒缺失⧄免) 

1. 需先經相關單位核備或會辦、會

勘事項 

1.會辦項目： 

□汽機車出入口設計（會辦交工處）。 

  原因：                                  

□環境影響評估（環保局）。 

  原因： 

□廢巷或改道。 

  原因：                                                    

□交通影響評估。 

  原因： 

□認定建築線。 

  原因：                                                    

□防火避難、性能評定（內政部營建署）。 

  原因： 

□結構外審 （1.RC 造跨距 15 公尺以上、開挖深度 12 公尺以上或地

下開挖超過 3 層樓、地質敏感地區、隔震建築物….外審核備函）。 

  原因： 

□容積移轉核定證明（接受基地與申請基地地號應一致）。 

  原因： 

2.現場會勘： 

□建築基地位置與現況是否相符。     □現有巷路溝渠是否相符。   

□原有房屋平面圖與現況是否相符。   □是否先行動工。 

 

2. 需辦理行政簽報項目之建築師簽

證綜理表或免行政簽報僅檢附綜

理表。 

1.須行政簽報之建築師簽證綜理表： 

□用途核准條件案（涉及鄰避性、公用事業設施【加油站、變電廠】

精神病院等用途，及保護區、行政區、風景區、農業區等建築

物）。 

  原因： 

□保護區原有合法房屋整建及農舍案。 

  原因： 

□畸零地免調處得單獨建築之原則案。(法令適用時點:  )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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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開發案及山坡地雜併建案。 

  原因： 

□併建照辦理之現有巷廢止、改道之原則案。 

  原因： 

□停車獎勵之原則案。(法令適用時點:  ) 

  原因： 

□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申請補辦執照案。 

  原因： 

□現有巷認定建築線之原則案。 

    原因： 

□海砂屋高氯離子之原則案。 

  原因： 

□輻射屋之原則案。 

  原因： 

□加強坡審審查案。 

  原因： 

2.免行政簽報僅檢附綜理表： 

□公共開放空間獎勵之原則案。 

  原因： 

□繳納回饋金案。 

□用途附條件允許使用案(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申請用途) 。 

□多目標使用方案。 

□不規則基地案。 

□繳納代金案。 

□整地設計準則。 

□工業區建造執照申請案平面設計類似集合住宅案件（注意事項附表

加註列管、保證金應加註於圖說）。 

□地面層以上(臺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計指導原則)。 

□樓層高度、夾層、挑高設計準則。 

3.其他： 

□復審延長期限之原則核定。 

  原因： 

 

3. 其他書圖文件 拆除執照相關： 

□建物部分拆除剩餘部分結構安全檢討。 

□監拆報告書。 

□先行拆除完竣檢附書圖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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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

項目審查表 

執照審查事項查核表 

查核項目內容重點說明 

注意事項內容重點說明 

建造執照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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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項目 重點說明 

 

書

表 

1-1 申請書 1. 核對起造人為自然人或是法人(須有代表人)之基本資料及用印(法人需檢

視大小章)；如有多位起造人，應核對起造人名冊；多位起造人由申請書

明列一人用印；餘各式文件(切結書…)，則須全部起造人用印。 

2. 設計人需用印大小章並簽名（變更設計：承監造人亦同）。如有多位設計

人，應檢附設計人名冊。 

3. 所屬行政區應填列。 

4. 地號應填寫段、小段、地號等幾筆土地，併填寫地號表。一宗基地含有

多筆土地地號，應將所有地號填入。 

5. 地址應填寫勿空白。 

6. 建築線指定之文號應核對本局核發之建築線指示圖登載號碼及核發日

期。 

7. 法定建蔽率及法定容積率應依照土管規定填寫，如有跨分區或有申請容

積獎勵應詳細計算。法定容積率應納入容積獎勵之樓地板面積計算。 

8. 基地面積應比對地號表合計面積、土地登記謄本登載合計面積及面積計

算表之面積。 

9. 土地使用分區應比對建築線指示圖或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登載之分區。 

10.建築物概要：建築物用途填寫應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規定項目

填寫，其設計建築物高度、建築面積、總樓地板面積、設計建蔽率、設

計容積、層棟戶數及總設計停車輛等，設計人應核對面積計算表(如有都

審報告書等一併核對)；構造種類應標示，構造種類如有不同，應詳列不

同構造體棟別或樓層。 

11.工程造價應依法令適用日期計算，如申請案包含雜項工作物，應一併計

算（變更設計應將增減額標示清楚）。 

12.雜項工作物概要：如有雜項工作物申請，應填寫詳雜項工作物概要表。 

13.車空間面積計算非以 N*40 來計算，應以實際車位大小數量來計算。 

14.備註欄:有增加容積項目須分別加註增加容積樓地板面積及比例。 

 

1-2 起造人名冊 1. 如有二位以上之起造人應填寫此表；起造人名冊有 2 種(共同持分及個別持

分)，由起造人依持分狀況自行決定填寫名冊種類。 

2. 如有法人、機關則應填寫代表人或負責人。 

3. 申請人或出具文件人為法人時，應填寫代表人或負責人，並由其蓋章；

未成年者須有法定代理人蓋章。 

4. 基本資料部分，自然人須注意是否符合建築法之申請資格規定，並填寫

出生年月日，法人應填寫統一編號(無出生年月日）。 

5. 起造人不得為外商機構之臺灣分公司。 

6. 如有跨頁時，需蓋騎縫章。 

 

1-3 設計人名冊 如有二位以上之設計人應填寫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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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地號表 1. 應詳列每筆地號之土地使用分區、所在區域之地段、小段及地號。 

2. 其面積應依土地登記謄本面積，其使用面積應依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登載面

積或全部面積。 

3. 如為多筆土地，則核對本頁使用面積及使用面積總計，並比對面積計算表

登載之資料。 

1-5 建築物概要表 1. 應詳列防空避難室面積、停車空間面積、棟別、層別、使用組別、申請

面積及樓層高度全部填寫，並核對面積計算表登載之資料。 

2. 使用用途以土管規定填寫，如涉及附條件允許使用之用途，應填寫其使

用細項，並敘明建築物使用類組之代號及使用面積；如有多種用途亦應

分開敘明，並註明使用面積，其使用組別之面積合計應等於申請面積。

3. 樓層高度如有變化，則應於使用類組欄（註：係因系統高度只能填一個

數值）說明 高、 低高度為何，並以平均高度為樓層高度。 

4. 如涉及增建行為，僅填申請增建部分即可。 

5. 一樓與騎樓面積應分開填寫。 

1-6 雜項工作物概要

表 

1. 應填寫工作物名稱、工程造價(應將該造價合計於總工程造價內)、工作

物項目、面積、長度、高度。 

2. 概要表內容如涉及水土保持設施，應核對水土保持計畫報告書之內容。 

3. 雜項工作物概要表之工程造價應與申請書相同。 

1-7 基地綠化設施明

細表 

1. 表格內容欄位勿空白，其基本資料應和建造執照申請書相同。 

2. 法令適用日在105年6月2日之後，喬、灌木棵數與綠化面積應依臺北市

新建建築物綠化實施規則之規定進行檢討。105年6月1日之前喬、灌木

棵數與綠化面積應依臺北市建築物及法定空地綠化實施要點之規定進行

檢討。 

3. 如申請開放空間獎勵，應填寫開放空間面積、開放空間有效面積等欄。

4. 如申請項目未更動既有綠化設施、且已符規定，應於備註欄填寫『未

涉及基地原既有綠化面積及設施變更』(公共工程增設電梯等類似案件)

。 

1-8 注意事項附表 詳 注意事項內容重點說明。 

2 規定項目審查表 2

份 

起造人、建築地址及地號應填全。 

3 現地彩色照片 1. 照片索引。 

2. 拍攝日期。 

3. 用印大小章(每頁)。 

4. 道路、排水溝開闢情形。 

5. 基地與道路（建築線）、鄰地地界關係。 

6. 基地及四周鄰房現況。 

7. 現有巷尺寸標示。 

8. 基地內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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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起造人委託建築

師之委託書（免

由建築師設計者

免附） 

1. 欄位勿空白，如為法人，需用印大小章。 

2. 如有塗改，應由委託人用印，不可由建築師用印。 

3. 委託日期需填寫。且應為掛號前日期，如有涉及委託內容變更，應重新

檢附，且原有委託書應併予保留於卷內。 

4. 請領建築執照之種類應明確勾選。 

5. 申請地點之地號如有多筆土地，地號表全部筆數應相符。 

6. 免由建築師設計者，免附。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5-1 土地使用權同意

書（限土地非自

有者） 

1. 土地所有權人同起造人時，免檢附。 

2. 採用基地租約者，租約內容須載明土地供建築使用之約定。 

3. 如有設定地上權人，應由設定地上權人出具同意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之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4. 都市更新權利變換案件，應檢附本府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核准

函。 

5. 適用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案件，應檢附切結書、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該筆

土地持分比例說明。 

6. 查封登記需債權人同意。 

7. 捷運聯合開發案如無法檢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則可以捷運聯合開發契

約書代替(惟該契約應載明可以聯開契約書作為建築法第 30 條所定之土地

使用權證明文件)。 

8. 政府公文明確載明供建築使用，即可取代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需由土地管

理機構開具。如有分支機構開具者，需取得土地管理機構之授權)。 

9. 國有財產局出具之移轉土地證明文件。 

10.以本市之制式表格為原則。 

11.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應與土地登記謄本所登載之資料一起核對，其核對內

容應注意『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日期』、『起造人姓名（如有代表人或

多位起造人，應全部填寫）』、『建築物層數』、『構造別』、『土地所有權人

（如為多位，應全部填寫）』、『地號』、『面積』、『所有權人（如為未成年

之法定代理人、法人，應加填代表人，如土地所有權人已過世，可以以

繼承系統表等相關文件替代；若土地所有權人為祭祀公業，則應檢附經

主管機關核定之祭祀公業規約等相關證明文件）』、『同意使用面積（應為

面積全部）』、『身分証字號或統一編號』、『電話』、『通訊處或住址』，並

逐欄用印。 

12.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應注意： 

  (1)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同意使用面積乙項應以中文大寫逐筆書寫。  

  (2)土地登記簿註記『地上權』供建築使用者，應由地上權人出具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如未加註供建築使用，則由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出具土

地使用權同意書。 

  (3)有查封登記者，須由債權人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4)載明供建築使用之基地租約可視同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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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信託財產之同意使用依內政部之規定(由謄本所載記之土地所有權人出

具同意書)。 

13.部分使用者應檢附地籍圖並標示使用範圍。 

5-2 屬土地或建物抵

押權以外之 

他項權利登記

案，依相關權 利

規定辦理 

1. 查閱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是否有假扣押、假處分或查封登記之紀錄，如

有上述情形應釐清(應發文洽註記單位可否核發執照，或由申請人請註記

單位進行塗銷，塗銷後檢附新文件)。 

2. 土地登記簿註記『地上權』供建築使用者，應由地上權人出具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如未加註供建築使用，則由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出具土

地使用權同意書。 

3. 土地登記簿註記『信託』者，則由謄本所載記之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同意

書。 

 

5-3 屬適用土地法三

十四條之一案件 

 

應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l 檢附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之同意

書或應有部分合計逾 2/3 之同意書、切結書、報紙公告、存證信函送達證

明及土地登記簿謄本等資料。 

 

5-3 屬都更案件 得檢附都更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之核准函及報告書替代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6 使用共同壁協定

書( 未使用 

共同壁者免附 ) 

1. 應檢附使用共同壁之鄰房之建物測量成果圖及建物登記簿謄本。 

2. 如未涉及，則無需檢附。 

3. 依制式格式填寫（共同壁雙方），迪化街歷史建築申請案常見。 

 

7 土地登記(簿)謄本

或土地所有權狀

影本(載明與正本

相符）    

1. 應檢附地政事務所所提供之土地登記謄本或電子謄本。如記載僅供參考

不予收件。 

2. 謄本應為第一類謄本（地號全部）， 不得為影本。 

3. 謄本如有特殊登記事項。(如設定地上權、信託、假扣押、查封或限制登

記等事項)，應注意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出具是否齊備。 

4. 應交叉比對建號。 

5. 核對謄本面積與地號表填寫是否相符。 

6. 如檢附土地所有權狀影本者須載明與正本相符(需會辦核對地政資訊網際

網路服務系統)。 

7. 比對謄本請領日期在建照掛號日期前 3 個月內方屬有效文件。 

 

8 地籍圖謄本或土

地所有權狀影本

（載明與正本相

符）         

1. 應檢附地政事務所所提供之地籍圖謄本，應含括申請基地範圍。 

2. 為避免造成誤判畸零地，建議申請謄本時，鄰地之土地應一併納入申請

（土地須完整）。 

3. 如檢附土地所有權狀影本者須載明與正本相符(需會辦核對地政資訊網際

網路服務系統)。 

4. 比對謄本請領日期在建照掛號日期前 3 個月內方屬有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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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地上物拆除同意

書 

(建物所有權人拆

除同意書) 

         

1. 應核對建物登記謄本之建號、建築物複丈成果圖、門牌清冊等。 

2. 內容應由建物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本案起造人拆除，如有相關產權糾紛應

由建物所有權人負責。 

3. 另建物所有權人死亡，應辦完產權移轉登記後，才能辦理拆除執照(不可

用繼承系統表等相關文件替代﹚。 

 

 

9-2 抵押權人拆除同

意書 

 

1. 有設定抵押權者應取得抵押權人同意。 

2. 有關建築執照申請案涉及各銀行出具抵押權人拆除同意書或土地使用同

意書部分，應由總行出具拆除同意書，或依據所檢附總行委託書由其分

行代理總行出具同意書辦理(詳附件)。 

3. 有假扣押、假處分、查封登記或其他限制登記者，須另取得相關權利人

之同意。 

9-3 無產權登記建物

切結書 

應由所有權人出具，併檢附水、電單、納稅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如無上開

證明文件，亦應切結說明無上開文件並負一切法律責任(詳附件)。 

10 建物所有權狀或

其他產權證明文

件影本（載明與

正本相符）      

1. 如涉及原建築物增建、改建、修建、或併辦拆照者應檢附。 

2. 應檢附地政事務所所提供之建物登記謄本或電子謄本。如記載僅供參考

不予收件。 

3. 謄本應為第一類謄本（建號全部），不得為影本。 

4. 謄本如有特殊登記事項。(如設定抵押權註記、假扣押、或「預先登記」

事項或限制登記等事項)，應注意建物使用權同意書出具是否齊備。 

5. 建物登記謄本應交叉比對坐落地號。 

6. 如檢附土地所有權狀影本者須載明與正本相符(需會辦核對地政資訊網際

網路服務系統)。 

7. 比對謄本請領日期在建照掛號日期前 3 個月內方屬有效文件。 

圖

說 
11 地基調查報告

（建築基地全部

或一部位於地質

敏感區內且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

安全評估結果報

告經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審查

通過者，並應包

括經審查通過之

基地地質調查及

地質安全評估結

果報告及證明文

件） 

1. 位於地質敏感地區，涉及基礎設計者需檢附。 

2. 查核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有無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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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築法第三十二

條規定之建築物

工程圖樣及說明

書 

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8 條規定 

1. 土地所有權狀影本。但申請人非土地所有權人者，應檢附土地使用權利

證明書。 

2. 建築線指示（定）圖。 

3. 圖樣：面積計算表、位置圖、現況圖、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剖立

面圖、總剖面圖、結構平面圖、結構計算書、必要設備圖說、騎樓設計

高程與鄰房騎樓及道路現況高程示意圖，及其他市政府規定之圖說。 

4. 變更設計時，原申請建造執照檢附之各項證件圖說如未變更者，得免重

新檢附。 

5. 其他有關文件：建築師委託書、共同壁協定書等。 

面積計算表、位置圖、建物地籍套繪圖(臺北市) 

1. 圖說應由建築師用印，可毋須簽名。 

2. 建築圖說之繪製方式，應依建築法、臺北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規定之比

例辦理。 

3. 可參閱範例。 

現況實測圖(臺北市) 

1. 圖說應由建築師用印，可毋須簽名。 

2. 現況實測圖之繪製方式，應依建築法、臺北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規定之

比例辦理。 

3. 可參閱範例。 

地上一層平面圖(臺北市) 

1. 圖說應由建築師用印，可毋須簽名。 

2. 建築圖說之繪製方式，應依建築法、臺北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規定之比

例辦理。 

3. 消防救災動線檢討圖(基地連通至 8 米計畫道路)。 

4. 可參閱範例。 

結構設計圖(臺北市) 

1. 圖說應由建築師及專業技師用印，可毋須簽名。 

2. 請核對結構計算書登載之申請地點、建築物之規模及建築物各樓層之高

度。 

3. 請核對簽證表之冊數及張數。 

4. 結構外審案件初審通過尚未複審者，應檢附專業技師簽證之結構書圖；

複審已通過者，應檢附外審單位用印之結構書圖。 

結構計算說明書(臺北市) 

1. 應由專業技師用印，可毋須簽名。 

2. 請核對結構計算書登載之申請地點、建築物之規模。 

13 經預審者    

，其審定結果通

知文件 

自審定合格之日起，六個月內申請建築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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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建築線指示

（定）圖或免指

示（定）建築線

證明文件 

1. 應核對建築線指示圖登載核發時間是否為有效(8 個月內有效)。 

2. 建築線指示圖所登載之地號應包含申請建築之基地地號。 

3. 另核對建築線指示圖登載之文號及使用分區是否與建造執照申請書相

符。 

4. 應核對建築線指示圖登載之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說明書是否與所檢附之

都市計畫說明書一致。 

5. 查對是否有特殊列管或加註事項。 

6. 免指示(定)建築線地區應檢附其證明文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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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應檢附核准函及報告書(影本)。 

2. 都市設計或都市更新審議核備內容與原核准建照圖若有差異應檢附免辦

理審議變更設計查核表說明書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與原核准建照圖

差異說明書。 

3. 屬都審案件應檢附 A1 色彩計畫建築圖(與都審報告書相符之四向立面及

植栽鋪面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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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列案件應辦理結構外審: 

1. 建築物高度超過五十公尺以上者，應依建築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規

定，將其結構設計委託審查。 

2. 但建築物高度未超過五十公尺而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經本局認為有必

要者，應提送結構外審： 

  (1)鋼筋混凝土構造且設計跨距在十五公尺以上者。 

  (2)地下層開挖之總深度(含基礎)在十二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開挖超過三層

之建築物。 

  (3)建築基地位於信義計畫區、基隆河(士林段)新生地、北投區公館路沿線

等地質敏感地區者，地下層開挖之總深度(含基礎)在七公尺以上，或地

下層開挖超過一層之建築物。 

  (4)地形特殊、結構體相連之同一幢建築物，其規劃建築基地地面在三個以

上者。 

  (5)其他情況特殊並有安全顧慮者，而經結構外審初審核可之案件，應檢附

結構外審單位之會議紀錄，其內容應敘明『結構系統』、『施工方法』應

屬可行，建議准予通過之內容。 

3. 屬蘭雅溪流域地區凡建築物地下層開挖之總深度（含基礎）在七公尺以

上，或地下層開挖超過一層之建築物者，其結構設計應委託特殊結構審查

機關、團體審查，但建築物地下層開挖之總深度（含基礎）未達十二公尺

或地下層開挖未超過三層且土質良好，經本局召集相關公會會審確認者，

不在此限，並於注意事項附表加註列管:開工前辦理施工說明。 

二、檢附特殊結構或設備工程經審查通過之圖樣及說明書或初審通過證明文

件。 

三、有關山坡地地形涉及結構外審的部分，後續執照審查時，應審視剖面圖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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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17 直轄市、縣

（市）政府規定

之查核項目 

 

審查 

項目 

重點說明 

基

地

條

件

限

制 

 

 

 

 

 

 

 

 

 

 

 

 

 

 

 

 

 

 

 

 

 

 

 

18 套繪圖查核結果

基地無違反規定

重複建築使用 

1. 建築物套繪圖雖僅供參考，但仍應詳細核對地籍形狀，並與地籍圖謄本

進行比對。 

2. 另士林、北投等行政區之建築物套繪圖，其建築物執照大都有套繪之情

形，惟上開區域皆為前陽明山管理局所管理，建請起造人或建築師調閱

申請地上之建物登記及土地謄本(手抄本，需洽地政單位)或以重測前地號

查詢，應可調出該建物之建築執照。 

3. 另建築物套繪圖提供之建物層數，應比對現況照片及使用執照所登載之

層數，避免誤判。 

19 

 

 

 

 

 

 

 

 

 

 

 

 

 

基地符合畸零地

使用規則規定 

基地及鄰地是否有畸零地或保留地之情形 

1. 以現況實測圖、照片、建築物套繪圖、建築線指示圖、土地複丈成果

圖、地籍圖謄本及鄰地圖說進行比對，該基地範圍若無法明確標示未建

築之鄰地是否依法可單獨建築時，則應擴大繪製現況實測圖範圍，直至

可明確判斷全部相鄰未建築之鄰地，均非屬畸零地為止(申請建照時檢附

之地籍圖謄本範圍如無法判斷，應補請地籍圖謄本，以擴大其地籍圖範

圍)。 

2. 鄰地是否已建築完成 

   A. 係指現況為加強磚造或鋼筋混凝上三層樓以上建築物。 

   B. 領有使用執照或於民國六十年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領有

營(建)造執照或合法房屋證明之一層樓以上建築物。 

3. 基地規模檢討:檢討平均寬深度。 

畸零地免調處單獨建築之原則核定 

若符合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四條各款規定者須檢討附綜理表進行檢

討，並依規定辦理行政簽報。 

畸零地調處委員會准予單獨建築證明文件(8 個月內有效) 

1. 核對是否於有效期限內掛號。 

2. 注意事項附表加註列管。 

20 基地符合禁限建

規定 

 

1. 查閱本案之建築線指示圖及都市計畫說明書是否有禁限建規定。 

2. 查閱本案是否位於博愛警備特區、蟾蜍山管制區、陽明山菁山管制區、

南港區管制區、內湖文德路管制區、內湖公館山管制區、褔山管制區 1-4

區、大直要塞管制區是否有禁限建規定。 

3. 總統府周邊及總統副總統寓所周邊，需另外會辦國家安全局、總統府侍

衛室、總統府第三局、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4. 高鐵、捷運等限制。 

5. 航高限制區 

6. 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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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管區列管 

21 建築基地 全部或

一 部位於地 質

敏感地 區內且無 

基地地質 調查及

地 質安全評 估

結果報 告經其他 

目的事業 主管機

關 審查通過 之

證明檔 者，其基 

地地質調 查及地

質 安全評估 結

果報告 

1. 位於地質敏感地區，涉及基礎設計者需檢附。 

2. 需檢附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其報告須具有審查資格之相

關機關、團體單位審查通過。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22 農業用地申請建

築時其申請人身

分規定 

農舍申請建築申請人資格規定(興建條件、申請人資格、農業使用、農業用

地及農舍用地等內容，應會辦本府產業發展局審查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一.檢附申請建築農舍建築師綜理表並依規定辦理行政簽報(應依法令適用日

檢討法規內容) 

二.檢附以下文件： 

    1.無自用農舍切結書。 

    2.農業用地證明：檢附農業用地證明核定函。 

    3.農舍申請人資格：檢附經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核定函。 

       a.年滿二十歲或未滿二十歲已結婚者。 

       b.申請人之戶籍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同一直轄市、縣（市）

內其土地取得及戶籍登記均應滿二年者。 

       c.申請興建農舍之該宗農業用地面積不得小於零點二五公頃。 

    4.建造執照中加註列管：「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使用，興建農舍滿五年

始得移轉。但因繼承或法院拍賣而移轉者，不在此限；農舍應與其...

坐落用地併同移轉或併同設定抵押權；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不

得重複申請。並於將來使用執照中加註。」。(屬民國 89 年 1 月 4 日

農業發展條例修正施行前取得土地申請農舍者不須加註) 

    5.農舍起造人應為該農舍坐落土地之所有權人；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

用地不得重複申請。 

       a.申請人檢附切結書切結五年內未曾取得個別農舍或集村農舍建造執

照。 

       b.檢附至內政部建置之「農舍查詢資料系統」查詢及會辦南投縣政

府，查詢申請人五年內未曾取得個別農舍或集村農舍建造執照。 

       c.申請人五年內曾取得個別農舍或集村農舍建造執照 

          1.惟符合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業經撤銷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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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惟符合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因天然災害致全倒或自行拆

除或滅失)。 

    6.檢附供農業生產使用部分之農業經營用地應為完整區塊檢討圖說明：

扣除農舍用地面積後，供農業生產使用部分之農業經營用地應為完整

區塊，且其面積不得低於該農業用地面積百分之九十。 

    7.如採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應於建造執照注意事項附表加註：

「興建之農舍應依技術規則之規定，設置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其為

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者，應於申報開工時檢附該設施依預鑄式

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管理辦法取得之審定登記文件影本，並於安裝

時，作成現場安裝紀錄。」 

    8.檢附農舍之放流水標準 

      a.符合農舍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五款第（一）目規定。 

       檢附該管理機關（構）同意書及水利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b.符合農舍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五款第（二）目規定。 

       檢附該排入私有水體所有權人同意書。 

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五條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不得依本辦法申請興建農舍： 

    1.非都市土地工業區或河川區。 

    2.前款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水利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或

林業用地。 

    3.非都市土地森林區養殖用地。 

    4.其他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 

四.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內政部 104.9.4 臺內營字第 1040813558 號令、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9.4 農水保字第 1041816006 號修正後之農舍申請案並

應檢附下列資料: 

    1.申請人檢附經農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經營計畫書(依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 

    2.檢附經農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農業生產相關佐證資料。但屬農民健

康保險被保險人或全民健康保險第三類被保險人者，不在此限。 

五.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 年 9 月 30 日農授水保字第 1021866061 號函 

    1.申請人是否無自用農舍者？ 

       a.稅捐稽徵單位開具申請人之房屋財產歸戶查詢清單 

       b.前揭申請人房屋財產歸戶查詢清單之所有房屋使用執照影本，無

使用執照建築物應檢附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c.申請人切結無自用農舍文件。 

    2.申請人為該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且該農業用地確供農業使用，並屬

未經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 

       a.擬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 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 

       b.申請人切結該宗農業用地未曾興建農舍或提供申請興建農舍計算

面積使用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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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容積率、建蔽

率、建築物層數

或建築物高度規

定值 

1. 是否符合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及都市計畫說明書。 

2. 檢視申請書記載是否符合。 

 

 

 

24 都市計畫或區域

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用途 

須注意都市計畫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都市設計管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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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須注意都市計畫書之其他說明或特殊規定事項內容。 

2. 須注意各行政區細部計畫應退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規定。 

 

 

 

 

 

26 建築物用途 1. 是否符合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或都市計畫說明書允許使用

之用途。 

2. 若為附條件允許使用應檢附綜理表檢討相關條件 

3. 位於工業區應依臺北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原則規

定檢討是否應繳納保證金並核計數額，且於注意事項附表註記，相關內

容亦須轉載於公寓大廈管理規約中。 

4. 位於住變商通檢地區並依變更後使用分區辦理，應檢討是否涉及都市計

畫回饋，並於注意事項附表註記。 

5. 用途名稱應與土管或都市計畫規定相同(非技規上載明之用途)。 

6. 屬建築技術規則特定建築物需檢討道路寬度。 

其

他 

27 直轄市、縣

（市）政府規定

之其他審查項目 

規約加註事項(注意事項附表涉及應加註於規約之事項，應轉載於規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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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

項目審查表 

執照查審查事項查核表 

查核項目內容重點說明 

注意事項內容重點說明 

建造執照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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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一般列管註記項目 

1.基本資料註記事項 

□3600  首次掛號日期：  年  月  日（法令 

        適用日期：   年   月   日）。 

 

 

 

 

□1001  建築地點：    區    里。 

□0710  實設空地      平方公尺。 

□0800  依「臺北市建築物及法定空地綠化實施要

點」於申領使照前完成綠化。 

□0801  法令適用日於 105 年 6 月 4 日後之案件，應 

        依「臺北市新建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辦

理。 

□1800  結構專業技師：             技師事 

        務所，技師：         技師。 

 

 

□1801  水土保持專業技師：         技師事 

        務所，技師：         技師。 

 

 

 

 

□1802  地質調查專業技師：         技師事 

        務所，技師：         技師。 

 

 

 

□1803  冷凍空調專業技師：         技師事 

        務所，技師：         技師。 

 

□1804  電機專業技師：             技師事 

        務所，技師：         技師。 

 

□1805  其他專業技師：              技師事 

        務所，技師：         技師。 

 

 

 

申請案之首次掛號日期為法令適用日(下列除外:都市

更新案件以都更事業計畫報核日、危老重建計畫案

以計畫核定日及捷運聯開案以本府報備日等應註

記列管為法令適用日)。 如涉及增加基地面積或容

積樓地板面積增加，變更設計掛號日為法令適用

日。 

1001 為必列管註記項目。 

0710 為必列管註記項目。 

基地綠化適用105年6月3日前之「臺北市建築物法定

空地綠化實施要點」辦理。 

基地綠化適用105年6月4日後之「臺北市建築物法定

空地綠化實施要點」設置屋頂平臺面積為  平方

公尺，屋頂平臺綠化面積為  平方公尺。 

有結構簽證，應註記列管1800。並應檢附承辦技師

當年度會員證，並依照執業圖記上之技師科別填寫

(建築物高度36公尺以下可由土木工程技師簽證、五

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可由建築師簽證)。 

有水保簽證，應註記列管1801。並應檢附承辦技師

當年度會員證。依照執業圖記上之技師科別填寫(可

由依法登記執業之水土保持技師、土木工程技師、

水利工程技師、大地工程技師等相關專業技師或聘

有上列專業技師之技術顧問機構規劃、設計及監

造)。 

有鑽探簽證，應註記列管1802。並應檢附承辦技師

當年度會員證。依照執業圖記上之技師科別填寫(可

由依法登記執業之應用地質技師、大地工程技師、

土木工程技師、採礦工程技師、水利工程技師、水

土保持技師)。 

有冷凍空調簽證，應註記列管 1803。並應檢附承辦

技師當年度會員證。依照執業圖記上之技師科別填

寫。 

有電機技師簽證，應註記列管 1804。並應檢附承辦

技師當年度會員證。依照執業圖記上之技師科別填

寫。 

有其他專業技師簽證，應註記列管 1805。並應檢附

承辦技師當年度會員證。依照執業圖記上之技師科

別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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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防空避難室兼        臨時使用。 

□5710  申請設立游泳池，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核准文 

        號：                    。 

□5800  申請玻璃帷幕牆建築物   幢。 

□7200  申請設置醫院用途，經衛生主管機關        

        號函同意許可設置。 

□3400  原領    建字第     號建造執照

逾期作廢，重新申請工程進度：    ％。 

 

 

 

 

 

 

 

 

 

□7400  本案依「臺北市建築物申請補辦建築執照作 

        業要點」辦理，依設計建築師簽證工程進度 

        已達        ％。有關擅自建造乙節，業依 

        建築法第 86 條規定處以罰鍰在案。 

□7500  除本次變更項目外，其餘注意事項同原核准 

        。 

 

□8100  本案為建築執照委託(協審/審查)案件，並經

協審單位(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審查在案。 

□1020  本案建築物應依「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實施辦法」規定辦理投保， 

        並列入產權移轉交代。 

□1414  本案基地屬(中度)(高度)液化潛能區，經檢 

        附「臺北市申請建造執照土壤液化潛能分 

        析調查表」，建築物構造別：(鋼筋混凝土 

        造)(鋼骨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其他:___)， 

        基礎型式：(筏式基礎)(基腳)(基樁)(其它

___)，擋土型式：(連續壁)(預壘樁)(其他: 

___)。 

 

 

 

 

如申請防空避難室兼臨時使用，應註記列管3500。

如申請游泳池，應註記列管7200。 

 

如申請帷幕牆建物，應註記列管5800。 

如設置醫院用途，應註記列管7200。 

 

如為逾期作廢之建照並重新提出申請，應註記列管

3400。並將原執照繳回，由設計建築師確認工程進

度。依60年6月1日府工建字第25409號函計算建築

工程各階段完成工程百分比： 

(1)完成全部結構體時（即裝修、粉刷、隔間等工 

  程尚未完成）以六○％計。 

(2)各階段之完成百分比以完成之樓地板面積（包 

  括地下室面積）除以總樓地板面積（須包括地 

  下室面積）再乘以六○％為完成百分比。 

(3)完成百分比後面零數以四捨五入計算（即百分 

  之零點五以百分之一計算）。 

違章補照案，應註記列管 7400。 

。 

 

 

變更設計案，應註記列管 7500。原核准建造執照注

意事項附表註記事項，除已於本次變更設計變更者

外繼續沿用，免再註記。 

本案為建築執照委託（協審/審查）案件，應註記列

管8100。 

符合「臺北市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場所

執行機關一覽表」中之場所，應註記列管1020。 

 

基地屬(中度)或(高度)液化潛能區，須檢附「臺北 

市申請建造執照土壤液化潛能分析調查表」，並註記

1414。 

29



2.併案辦理拆照註記項目 

□0601  拆除執照併案辦理，拆除面積   平方公 

        尺(含有產權     平方公尺，無產權部分   

平方公尺），共    戶。拆除門牌：______

由        營造業或建築師事務所負責監

拆，如逾開工期限未拆除完成應逕向當地戶

政事務所申請備查，以免註銷門牌影響權益 

        。 

□0603  如有產權糾紛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0606  原有執照併案作廢：原建造執照：      ，

原使用執照：       。 

□0607  共同壁保留暫不拆除，待鄰房改建時無條件 

        一併拆除並收回作為空地使用。 

□0608  基地內原有建物已先行拆除，所檢附之書圖 

        由申請人（或土地所有權人）或（建物所有 

        權人）負一切法律責任。 

□2400  拆除執照另案辦理，並應於申報開工前辦妥   

        ，未領得拆除執照前不得辦理變更起造人及 

        銷售房屋。 

□2401  已領得拆除執照：    拆字第      號拆除 

        執照。     

□4800  申請拆除建物為海砂屋。 

□6000  申請拆除建物為輻射屋，拆除施工前請向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申請提供輻射防護技術協 

        助，並且通報知會本府環境保護局，以防範 

        二次汙染。 

 

□6001  本案係屬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件，建築物在 

        拆除前，對於不願參與之都更合法建築物(亦

含無產權範圍），起造人應能與不同意戶充分

溝通協調，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7 條規

定或循「臺北市公辦都市更新實施辦法」第

17 條程序辦理後，始得拆除。 

 

 

 

 

 

 

 

 

併案辦理拆除執照者，應核對拆除面積(有產權及無

產權之合計)、拆除門牌及監拆人（ 建築師事務所

或專業工程技師）負責監拆。 

 

 

  

 

0603 為必列管註記項目。 

拆除之建物有原建照、原始照，應註記列管

0606。 

申請案件為連棟建築物時，共用共同壁不拆除時 

，應註記列管0607。 

依現況實測地形圖為依據，涉先行拆除，應註記

列管0608。 

 

拆除執照另案辦理，應註記列管2400。 

。 

 

申請建照前已領得拆照，應註記列管2401。 

 

申請海砂屋重建，應註記列管 4800。 

申請輻射屋重建，應註記列管 6000。 

 

 

 

 

權利變換案件，若有不同意戶，應註記列管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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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項設備註記項目 

□3800  本案為 6 樓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建築 

        設備(包括電力、避雷)於申報第一次樓版勘

驗（基礎版）時，應檢附有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可之文件、專業技師簽證報告及圖說，

暨建築師交由專業技師之委託書。 

 

 

□3901  本次新設空氣調節設備並已涉及內政部訂頒 

       「建築物空氣調節設備專業工程部分專業技 

        師簽證項目」，列入工程申報第一次開工樓 

        版勘驗(如施作逆打工法，則為申報 1 樓樓版

勘驗)時檢附必要之書圖文件查核。 

□3902  前次已設空氣調節設備，並已涉及到內政部 

        訂頒「建築物空氣調節設備專業工程部分專 

        業技師辦理簽證項目」內容，變更部分隨案 

        檢附冷凍空調技師簽證書圖。 

□3903  本次新設窗型或箱型冷氣機，但未涉內政部 

        訂頒「建築物空氣調節設備專業工程部分專 

        業技師辦理簽證項目」內容。 

□3904  前次已設窗型或箱型冷氣機，但前次及本次 

        變更部分皆未涉內政部訂頒「建築物空氣調 

        節設備專業工程部分專業技師辦理簽證項

目」內容。 

□3905  本案建築物未設置空氣調節設備。 

□3907  六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規劃設置中 

        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者，應於申領使用執照 

        前，由原設計專業技師或監造專業技師執行 

        竣工查驗，並檢附原設計專業技師或監造專 

        業技師簽證之竣工圖說。 

□3908  六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規劃設置緊 

        急發電機者，原設計專業技師應於設計階段 

        確定後以書面知會消防設備師納入考量，並 

        於申領使用執照前，由原設計專業技師執行 

        竣工查驗，並檢附原設計專業技師及消防設 

        備師簽證之竣工圖說。 

□4000  本案建築物設置昇降機      部。 

 

□4010  昇降設備應於申領使用執照前領得昇降設備 

        使用許可證。 

 

6 樓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註記列管3800

。 

 

 

 

 

 

3901、3903、3905，應依個案設置空調內容，擇一

選取。 

 

 

 

變更設計時，3902、3904應依個案設置空調內容 

，擇一選取。 

 

 

 

 

 

 

 

 

 

六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規劃設置中央系

統空氣調節設備者，應註記列管 3907。 

六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規劃設置緊急發 

電機者，應註記列管3908。 

設置昇降機應註記列管4000，並填寫部數。 

設置昇降機應註記列管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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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放樣勘驗前應完成昇降設備審核。 

 

□3100  本案依電信法 38 條第 7 項規定，建築物電信

        、光纜設備及相關設置空間，其設計圖說於 

        申報放樣勘驗前，應先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審查，於完工後應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審驗。 

□3200  本案屬 5 層以下、戶數 5 戶以下及總樓地板面

積 2000 平方公尺以下之一定規模建築物，符

合 內 政 部 98 年 12 月 31 日 臺 內 營 字 第

09802349532 號函規定，於申報開工前或放樣

勘驗階段，免檢附水、電力、電信相關圖說審

查合格證明，如有設置之疑義，可逕洽各權責

單位。 

□0403  申請設立臨時路外停車塔(場)(公有停車場)， 

        停車位   部。 

□0402  申領使用執照前應檢附機械停車設備使用許

可證。 

□3001  放樣勘驗前應完成消防設備審核。 

 

 

□3002  第 1 次樓板勘驗前應完成自來水用水設備表 

        後工程設計圖審查。 

□3003  建築工程於施工期間應申請臨時工程用水。 

□7600  本案辦理變更設計涉及消防設備變更，應於 

       （放樣勘驗前）（變更之樓層申報施工勘驗前  

        ）完成消防設備審核。 

□7601  本案建築物辦理增(改)(修)建，依消防法規定 

        ，管理權人應於放樣勘驗前逕向消防主管機 

        關辦理完成「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備查作 

        業。 

□7602  建築物於未來增、修、改建或室內裝修施工 

        前，應依消防法規定，向轄區消防分隊申請 

        消防設備及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審查，並轉 

        載於公寓大廈規約中。 

未檢附昇降設備詳圖，應註記列管1200。 

 

3100 為必列管註記項目。 

 

 

 

 

屬5層以下、戶數5戶以下及總樓地板，面積 2000 

平方公尺以下之一定規模建築物，應註記列管

3200。 

 

 

 

 

申請設立臨時路外停車塔(場)(公有停車場)之案件

，應註記列管0403，並載明停車數量。 

停車採機械停車設備設計案件，應註記列管0402

。 

3001 為必列管註記項目。 

 

 

3002 為必列管註記項目。 

 

3003 為必列管註記項目。 

未涉及消防設備變更，免加註。涉及消防設備變更

者註記7600，且載明列管之時點(樓層)。 

 

屬增建、改建、修建案件，應註記列管 7601。 

 

 

 

7602 為必列管註記項目。 

 

 

 

 

 

 

 

 

32



4.適用都審、都市更新、容積移轉、環評、綠建 

 築、公共藝術、臺北好好看系列二建物存記及 

 容積獎勵案件註記項目: 

□4100 適用都市設計審議範圍，經本府       號函

完成都市設計審議程序。                   

□4210 本案係都市更新案件，經本府     北市府字

第        號函核備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號函核備權利變換計畫。於申報開工及核發使

用執照時，應副知本市都市更新處。 

□4211 本案係都市更新案件，經本府    北市府字第 

           號函核備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申報開工

及核發使用執照時，應副知本市都市更新處。

□4214 本案係都市更新案件，本次核准內容應於核准

建造執照（變更設計）後 6 個月內向都市更新

處洽辦變更事宜。 

□4216 實施者申報一樓樓版勘驗前，應檢具取得之候

選綠建築證書相關文件，並經建築師簽證確認

原建造執照圖說與候選綠建築證書核准圖說一

致，實施者始得申報一樓樓版勘驗；倘有不符

者，實施者應依相關程序辦理變更。 

□4217 實施者申請使用執照，其竣工圖說應經建築師

簽證與候選綠建築證書核准圖說一致，始得核

發使用執照，倘有不符者，實施者應依相關程

序辦理變更。 

□4215 本案係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之歷史建

築。 

□4212 本案係容積移轉接受基地，經本府   北市府

字第      號函核備自本市    區    段    

小段     等地號移入容積共     平方公尺。

□4213 本案係容積移轉移出基地，經本府     北市

府字第        號函核備移出容積共     平

方公尺，移轉至本市      區     段    小

段      等地號之接受基地。 

□4300 本案適用「環境影響評估法」，經本府環境保

護局     北市環秘（一）字第        號公

告審查認定有條件通過，開發單位應依下列事

項辦理：_______  

□4302 本案為公有新建建築物總工程建造經費達 5,000

萬元以上，適用公有智慧綠建築方針（候選綠

建築證書）案件。 

 

 

 

都市設計審議之案件應註記列管4100，並將核定文

號註記。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案件，應註記列管4210，並將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備文號註記。 

 

 

都市更新(協議合建)之案件，應註記列管4211，並

將事業計畫核備文號註記。 

 

建照與都更核備內容不同，且不符「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內容核定後申請變更得免會都市更新處項目一

覽表」，應註記列管4214。 

都市更新案件，申請綠建築獎勵項目者，應註記列

管4216、4217。 

 

 

 

 

 

 

 

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之歷史建築修復案，

應註記列管4215。 

容積移轉案件，接受基地應註記列管4212，移出

基地應註記列管4213，並註記核備文號及相關基

地地號及面積。 

 

 

 

 

達到「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之案件，應註記列管4300，並將核備文號

及列管內容註記。 

 

公有新建建築物總工程建造經費達 5,000 萬元以

上，適用公有智慧綠建築方針案件，應註記列管

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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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4 本案為 102 年 7 月 1 日起掛號申請之公有新建

建築物，且總工程建造經費達 2 億元以上案

件，建物使用類組適用「公有建築物申請智慧

綠建築標章適用範圍表」規定。 

□4311 本案係為（本府）（公有、非公有）新建建築

物並應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其取得指標為：

日常節能、水資源、     、     、      等  

項指標，並取得內政部頒發候選綠建築證書字

號：        ，其有效期限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本案日後如辦理涉及

上述各項之變更設計，應重新辦理審查。 

□4325 依「臺北市新建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規定設

置之新建建築物，屋頂平臺面積為      平方

公尺，屋頂平臺綠化面積為      平方公尺。 

□4319 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工程總造價達 5000 萬元

以上之市有新建建築物應實施綠屋頂設計，屋

頂綠化面積為：          平方公尺。 

□4320 依「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應取得綠建築分

級評估      級以上之綠建築標章，應於申報

一樓樓版勘驗時，同時檢附候選綠建築證書。

□4321 本案適用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應檢討設置

（基地保水）、（雨水貯留利用系統之雨水有效

儲水量      噸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

統）、（省水標章及節能標章之設施）、（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其中（省水標章及節能標章之

設施）、（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千瓦）、（屋頂平

臺綠化面積      平方公尺）應檢具相關資料

併竣工查核。 

□4322 本案起造人應分二期繳納綠建築保證金，第一

期於領得建造執照前繳納保證金一半之金額為

新臺幣______元，第二期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

繳納完畢。於規定期限內取得綠建築標章，並

交付綠建築維護管理計畫資料後，起造人所繳

之保證金無息退還。 

□4323 起造人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提出繳交綠建築維

護費用予公寓大廈公共基金之公庫代收證明。

□4324 起造人於產權移交時，應將專有部分之綠建築

維護管理計畫資料交付其所有權人，並將共用

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綠建築管理計畫交付管

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 

適用 102 年 7 月 1 日起掛號申請之公有新建建

築物，且總工程建造經費達 2 億以上案件，建物

使用類組適用「公有建築物申請智慧綠建築標章適 

用範圍表」之案件，應註記列管4304。 

（本府）（公有、非公有）新建建築物已取得候選

綠建築證書之案件，註記4311，並載名證書字號、

期限、取得指標等。 

 

 

 

 

法令適用日在105年6月2日後，適用「臺北市新建

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規定設置之新建建築物應

註記列管4325，並載明屋頂平臺及綠化面積。 

103年1月1日起，工程總造價達5000萬元以上之市

有新建建築物，應註記列管4319，並載明屋頂綠

化面積。 

法令適用日在 103 年 11 月 10 日後，依「臺北市 

綠建築自治條例」須取得綠建築標章之案件，應 

註記 4320。另依個案設置項目註記 4321 並載明相

關資訊。如有須繳納綠建築保證金者應註記列管

4322。如須繳交綠建築維護費用者註記 4323 及

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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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本案為 98 年起核發建造執照涉及建築技術規

則「綠建築專章」設計案件，應於竣工勘驗

前，經委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審查完成，並請

該公會於審查完成時檢附「查核結果附註事

項」。 

□4316 本案為 98 年起核發建造執照涉及建築技術規

則「綠建築專章」設計案件，於申請使用執照

時應依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查核結果附註事

項」，檢附監造人、承造人暨專任工程人員自

行查驗簽證負責之「臺北市綠建築竣工查驗查

核附表（一）材料、設備出廠證明及檢驗報告

表」、「臺北市綠建築竣工查驗查核附表（二）

竣工及施工過程照片列表」。 

□4314 適用「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作業要

點」案件，應依該要點及「臺北市公共設施用

地開發保水設計技術規範」檢討辦理，並於放

樣勘驗前檢送本案相關資料予本府工務局水利

工程處列管。 

□4318 認養事項：     、     、     ，經本府   

年   月   日        號函提列認養，並依前

開規定內容列管辦理。 

□5900 依「公有建築物設置公共藝術實施方案」辦

理，工程造價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施行細

則」規定計算。 

□5901 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直轄市政府應

負責審議轄內公有建築物之公共藝術設置計

畫。 

□6400 公有建築物興辦機關應依法設置公共藝術，請

領使用執照前如未完成設置公共藝術，由建管

處函告文化局列管。 

□6200 本案為「臺北好好看系列二」案件，於核准使

用執照時應函知更新處辦理建物存記註銷事

宜。 

□6201 本案為「臺北好好看系列二」案件，基地未達

維護管理 2 年申請建造執照之案件，於取得建

造執照時，建管處函告本局都市設計科，並副

知更新處。由都市設計科撤銷容積獎勵，並請

都市測量科註銷土地使用分區容積獎勵註記，

依參考檔格式送地政事務所辦理註銷。 

適用98年1月1日起核發建造執照，且適用綠建築專

章之案件應註記列管4315、4316。 

 

 

 

 

 

 

 

 

 

 

 

適用「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作業要點」

第四點之案件應註記列管4314。 

 

 

 

有公園綠地、人行道等認養項目者應註記列管

4318。，並將函文號及列管內容註記。 

 

屬「公有建築物」應註記列管 5900。 

 

 

屬「公有建築物」應註記列管5901。 

 

 

屬「公有建築物」應註記列管 6400。 

 

 

適用「臺北好好看系列二」案，應註記列管

6200、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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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說明 

5.後會新工處、水利處、衛工處審查項目： 

□0900  污水排水設計圖已送工務局衛工處審查核可。  

 

□1000  新建房屋基地內如有既有污水設施管渠通過，

起造人應提送管遷或廢管計畫書送工務局衛工

處審查核備，方能續辦申請污水排水設計審查，

並應確實完成污水管渠封管作業，防止施工水

泥砂漿或非溶解性固體物等流入污水系統造成

阻塞。放樣勘驗前應提示污水排水設計圖說送

該處審查核可文件。 

□1100  如變更污水排放口位置，應於申領使用執照

前，將污水排水設計圖送工務局衛工處申請辦

理變更設計。 

□1101  如位於應設置專用下水道地區或場所，申領使

用執照前應向環保單位申請廢(污)水排放許可

證。 

□1102  新建建築物施工安裝預鑄式污水處理設施，請

於安裝前 10 日檢具相關文件送工務局衛工處

辦理安裝前之預鑄式污水處理設備「勘驗備查」

程序，並於施工勘驗後申辦「用戶排水設備位

置」竣工查驗前，檢附施工前、中、後之預鑄式

污水處理設施照片（含廠牌、規格、尺寸等）及

動態施工安裝過程光碟片予該處。 

□1103  興建之農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設置建

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其為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施者，應於申報開工時檢附該設施依預鑄

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管理辦法取得之審定登

記文件影本，並於安裝時，作成現場安裝紀錄。

□1104  本案基地面積大於 2 公頃，須依水利法第 83 

條及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

認定辦法規定，於申報開工前，取得工務局水

利處或經濟部水利署(中央興辦工程)審查出流

管制計畫書核可函文。 

 

 

 

 

 

 

 

申請建照前污水排水設計圖已審查核可，應註記列

管0900。 

1000為必列管註記項目。 

 

 

 

 

 

 

1100為必列管註記項目。 

 

  

1101為必列管註記項目。 

 

 

如有安裝預鑄式污水處理設施，應列管註記1102。 

 

 

 

 

 

 

興建農舍，應列管註記1103。 

 

 

 

 

建造執照申請案基地面積大於2公頃者，由義務人檢

附出流管制相關文件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本局：建造執照申請案)，資料符合規定者，轉送

主管機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進行審查，惟屬中

央機關興辦由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水利署）進行

審查，計畫書核准後義務人需於3年內向縣市主管機

關申報開工（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並列管註記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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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  基礎版勘驗前，未開闢計畫道路設計圖說應經

工務局新工處審查核可，公共排水溝設計圖說

應經工務局水利處審查核可，並於放樣勘驗前

依列管範圍打通   公尺計畫道路臨基地側 3.5

公尺（新建 5 樓以下）或 4 公尺（新建 6 樓以

上）部分，竣工前完成鋪設柏油路面及公共排

水溝。 

□1500  基地內公共排水溝廢止或改道，應於放樣勘驗

前經工務局水利處審查核可。 

□1404 （法定適用日期為 99 年 12 月 16 日以前）申報

放樣勘驗時，應完成車道出入口紅磚斜坡道設

計圖說送工務局新工處、開口設計圖說送交工

處審查核可。 

□1407  申報放樣勘驗時，車道出入口紅磚斜坡道設計

圖說應經工務局新工處審查核可。 

□1408  基地鄰近本市地下共同管溝地區，有關地下室

開挖以及施工車輛進出事項應由設計建築師依

規定（依工務局新工處網站公告內容為準）事

項簽證負責，如有疑義逕洽工務局新工處協助。

□1410  本案建築基地僅臨都市計畫之(公園)、(綠地)或

(人行步道)，申請於(公園)、(綠地)或(人行步道)

設 置 出 入 通 道 ， 經 本 府   年   月   日

字    第    號函同意在案，起造人應列入公

寓大廈規約及住戶產權移轉交代。 

 

□1411  適用「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

標準」案件，應於基礎版勘驗前經工務局水利

處審查核可，並於屋頂版勘驗前提報「排水計

畫自主檢查紀錄表」至工務局水利處。基地開

發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下或經主管機關核定水

保計畫之山坡地建築開發並依規定設置滯洪沉

砂池案件，為免適用範圍。 

□1415  本案建築物用途附設食品烹飪或調理場所，應

依 103 年 1 月 1 日生效之「建築物給水排水設

備設計技術規範」裝設油脂截流器，竣工前檢

同油脂截流器圖說、尺寸量測照片及設置位置

等資料送工務局衛工處核備。 

 

 

 

人或車輛經由未開闢道路進出，應列管註記1409。

興建5層樓以下需開闢臨基地側路寬3.5公尺，興建6

層樓以上需開闢臨基地側路寬4公尺。 

 

 

 

 

基地內公共排水溝廢止或改道，應列管註記1500。 

 

車道出入口若穿越計畫道路上之人行道，人行道上

之車行斜坡道應送審核可，法定適用日期為99年12

月16日以前，應列管註記1404。 

 

99年12月17日以後應列管註記1407。 

 

基地鄰近地下共同管溝地區（依工務局新工處網站

公告內容為準），應列管註記1408。 

 

 

基地僅臨都市計畫之(公園)、(綠地)或(人行步道)，

申請於(公園)、(綠地)或(人行步道)設置出入通道，

須分別向該地號的管理機關「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或「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辦理並取得同意函並附執照卷，及列管註記

1410。 

1411為必列管註記項目。 

 

 

 

 

 

 

建築物用途為餐廳、店鋪、飲食店、市場、商場、

旅館、工廠、機關、學校、醫院、老人福利機構、

身心障礙福利機構、兒童及少年安置教養機構及俱

樂部等建築物之附設食品烹飪或調理場所，應列管

註記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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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位於捷運、飛航、軍事禁限建、鄰近高壓電線註記項

目: 

□3201  本案建築基地近鄰捷運設施，地下室放樣勘驗

前應副知捷運局，日後結構資料若有變更，應

再行知會捷運局。 

□3250  本案建築基地鄰近已通車捷運之捷運高架路線

旁，有關該路線段噪音影響所設置之隔音設

施，已符合環保法規之「噪音管制法」及「陸

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相關規定；為兼顧

捷運沿線居民之生活品質，起造人於建物新建

時，應自行考量捷運列車經過產生振動及噪音

之既存事實，將噪音影響納入評估考量，並設

置適當之隔音設施。 

□3300  軍事限建高度地區，申請使用執照前應先通知

國防部參謀本部及國防部各設管機關會勘。 

□4901  基地坐落臺北航空站（進場面、轉接面、水平

面、水平面以外 3000 公尺 ）限建範圍內，經

設計建築師檢討限建絕對高度     公尺，本

案申請建築物絕對高度    公尺，尚無影響飛

航安全。 

□6600  高層建築物達 60 公尺以上，施工中應依規定

設置航空障礙燈，以維飛航安全。 

□6802  基地鄰近臺電高壓電線（指架空線路中心線兩

側各 35 公尺或經臺電指定地區），應於申報放

樣勘驗前將設計圖說送請臺電公司再行確認實

際設計成果是否符合規定。 

 

 

 

 

 

 

 

 

 

 

 

 

 

 

 

 

基地鄰捷運設施 (詳管區列管事項)，應會辦捷運

局，列管註記 3201。 

 

基地鄰已通車捷運之捷運高架路線旁 (詳管區列管事

項)，應列管註記 3250。 

 

 

 

 

 

 

位於軍事限建高度地區 (詳管區列管事項)，應列管

註記 3300。 

查詢松山機場禁限建管制系統網站，建築師檢討建

築物高度 (建築物位置海拔高程+建築物高度+屋突

高度+避雷針高度) 需小於等於限建海拔絕對高度，

列管註記 4901。 

 

高度超過 60 公尺之施工建築物，應列管註記 6600。

 

位於臺電高壓電線附近，應列管註記 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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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併案辦理室內裝修、廣告招牌等雜項工作物註記項 

 目： 

□8010  本案併案辦理室內裝修視同建築物內部裝修，

裝修設計圖說併案由設計建築師簽證負責，竣

工查驗時由建造執照之監造人、承造人自行查

驗簽證負責，並檢附材料證明文件，免再送本

市審查機構辦理查驗，內部裝修未施工完竣

前，不得核發使用執照。 

□8011  本案為增建執照案併案辦理變更使用及室內裝

修，裝修申請範圍之樓地板面積屬「建築物室

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

定，其室內裝修工程完竣後，室內裝修竣工圖

說併案由審查人員建築師簽證負責，竣工查驗

時併案辦理。 

□8012  本案為增建執照案併案辦理變更使用及室內裝

修，裝修申請範圍之樓地板面積非屬「建築物

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1、2 款

規定，其室內裝修工程完竣後，應向本市審查

工查驗。 

□8020  本案位於本市第二、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且

申請建物用途為學校、圖書館及醫療機構者，

應採用防音建材，並於申領使用執照前，依

「噪音管制法」第 18 條規定，經本府環保局

許可。 

□7300  本案廣告物之設置，請另案依相關法規提出申

請。 

 

 

 

 

 

 

 

 

 

 

 

 

 

 

 

 

建照併案辦理室內裝修，應列管註記8010。 

    

 

 

 

 

增建執照併案辦理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裝修申請 

範圍之樓地板面積屬「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第 3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者，室內裝修竣工圖 

說併案由審查人員建築師簽證負責，竣工查驗時併 

案辦理，應列管註記 8011。 

 

裝修申請範圍之樓地板面積非屬第 3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應向本市審查機構（臺北市建築師公 

會）申請竣工查驗應列管註記 8012。 

      

 

位於二、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且申請建物用途為學

校、圖書館及醫療機構者，應列管註記8020。 

    

 

 

廣告物設置應向建管處公寓科另案提出申請，並列

管註記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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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涉及畸零地、現有巷、騎樓地註記項目： 

□2500  基地側現有巷土地爾後廢止時，應無條件承購

使用，並於產權移轉及房屋銷售時列入交代。

□2110  基地內現有原屬公有土地讓售之現有巷道，本

府有關機關如有改善養護、維護管理、埋設挖

掘之必要時，應無條件同意為無償使用，並列

入產權移轉交代。 

□1900  基地內現有巷道應維持原狀，不得擅自廢止改

道及妨礙他人對該巷道公用地役權之行使。 

 

□1901  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之地點：        ，面

積：         平方公尺。 

□2000  基地內現有巷道應於放樣勘驗前依核准圖說完

成改道後始得廢止。 

□7000  基地內現有巷道，施工期間如因施工需要暫時

封閉，應不得妨礙公用地役關係之通行權行

使，且應經道路管理機關許可，於申報開工時

連同施工計畫核備後始得為之，並於施工前公

告周知。 

□7001  基地內私設通路，施工期間如因施工需要暫時

封閉，應不得妨礙鄰房通行權行使，如涉及私

權糾紛，起造人及承造人應自行負責，且應經

道路管理機關許可，於申報開工時連同施工計

畫核備後始得為之，並於施工前公告周知。 

□7002  本案屬現有巷道或私設通路下施築地下室案

件，如因基地特殊須依「臺北市建築基地內現

有巷道施築地下室留設巷道寬度原則」第 6 點

申請者，施工過程縮減現有巷道或私設通路寬

度，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10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留設 1.5 公尺以上

淨寬度，如無法達成者，應辦理變更設計。 

□2100  基地內排水溝應維持暢通不得堵塞。 

 

 

 

□2600  經本府畸零地調處委員會第 (   )次全體委

員大會決議准申請地單獨建築，已併案切結：

「於         前如擬合併地願以當年期公告

現值  倍之價額讓售時，應負責承買合併使

用。」 

 

基地內如有現有巷廢止或改道 (應核對現況照片、現

況實測圖、建築線指示圖、地形圖) ，應分別列管註

記2500、1901、2000。 

原屬公有土地讓售之現有巷道，應列管註記 2110。 

 

 

基地內如有現有巷(應核對現況照片、現況實測圖、

建築線指示圖、地形圖)，應先確認是否維持原狀，

如維持原狀，應列管註記1900。 

應依建照所附圖說之面積填寫。 

 

 

 

涉及基地內現有巷道，施工期間如因施工需要暫時

封閉，應列管註記7000。 

 

 

 

涉及基地內私設通路，施工期間如因施工需要暫時

封閉，應列管註記7001。 

 

 

 

涉及現有巷道或私設通路下施築地下室，施工過程

如有縮減現有巷道或私設通路寬度，應列管註記

7002。 

 

 

 

 

基地內如有非僅供基地內公共排水溝( 比對一樓平

面圖及現況測量圖)，若維持現況，應保持暢通，列

管註記2100。如有廢止或改道，列管註記1500。 

 

申請案如為本府畸零地調處委員會之案件，應列管

加註2600，並請注意畸零地調處委員會核准函之內

容，及配合調整註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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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1  本案鄰地____地號土地係屬畸零地，起造人依

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 8 條於申報放樣

勘驗前，應以書面通知該畸零地所有權人得依

畸零地調處會全體委員會議近一年度建議價額

讓售，並副知都發局。 

□2700  退縮騎樓地已計入空地比，不得增建騎樓。 

 

□2800  本基地騎樓係依 110 年 6 月 22 日臺北市政府 

(110)府都建字第 11061511661 號令臺北市指定

道路兩側應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要點留

設。 

 

□2801  基地內退縮無遮簷人行道或騎樓應負責維護管

理，並列入產權移轉交代及列入公寓大廈約。

□2802  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掛號之建造執照申請案

件，如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應以防滑鋪面

鋪築，並於申請使用執照時，併案檢具符合

CNS 3299-12（穿鞋 C.S.R.）防滑係數達 0.55 以

上之檢試驗報告 

 

 

 

 

 

 

 

 

 

 

 

 

 

 

 

 

 

 

 

 

 

若有鄰地土地屬畸零地，應列管註記2601，並標註

鄰地地號。 

 

 

 

退縮騎樓地計入空地比，應列管註記2700。 

 

住宅區應查核是否屬110年6月22日臺北市政府(110)府

都建字第11061511661號令臺北市指定道路兩側應留

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要點地區，並列管註記2800

。 

 

基地內如設置退縮無遮簷人行道或騎樓(包含法定或

危老案件申請獎勵之項目)，應列管註記2081。 

法令適用日期屬103年7月1日之建照申請案，如設置

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應列管註記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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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涉及公共設施用地未取得、道路截角、跨越分區未 

 分割註記項目: 

□6700  基地坐落公共設施用地，為求用地之完整，有

關未取得納入基地之土地（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仍請儘速取得 。 

□6800  基地坐落   段    小段     地號土地涉道路

截角未分割，應於放樣勘驗前完成分割，分割

後基地面積、位置如有變更，應依規定辦理變

更設計。 

□6801      地號基地坐落跨越    區與    區未分

割，不同分區土地應於放樣勘驗前完成分割，

分割後基地面積、位置如有變更，應依規定辦

理變更設計。 

□6810  本案鄰接之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為早期市地重劃地籍線與都市計畫道路

邊界線不符之土地，依臺北市政府 104 年 4 月

20 日府授都規字第 10330026900 號函，除都市

更新案件審議會另有決議外，應切結於建築物

使用執照核發前完成分割、捐贈及產權移轉本

府；容積依毗鄰建築基地之法定容積率核算

之，以容積移轉概念調整至本案基地，但該土

地之容積不得作為申請容積獎勵之基數。 

 

 

 

 

 

 

 

 

 

 

 

 

 

 

申請基地坐落公共設施用地，為求用地完完整，如

有未納入基地之公共設施用地，應列管註記 6700。 

 

申請基地土地範圍如有道路截角未分割，列管註記

6800。 

 

 

申請基地土地範圍，如有不同使用分區土地未分割 

，應列管註記 6801。 

 

 

基地鄰接之土地為「中山北路地區」、「中山女中 

地區」及「幸段」等 3 處早期辦理市地重劃地籍線 

與都市計畫路邊界線不符之土地，應列管註記 6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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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涉及山坡地管制、農舍、工業區內平面設計類似 

   集合住宅註記項目： 

□2301  適用「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地區；水土保持

計畫經本府           號函審查完成，開工

後 10 日內應報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備查。 

□2304  適用「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

制規定」地區。 

□2305  本案經本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建造)執照審查委

員會審查完成。(本局   年   月   日北市都

建字第          號函)。 

□4400  請領使用執照圖說應註明水土保持設施之安全

觀測系統（位置、性質、項目、數量），並說

明其監測方式、實測時距及預警系統之方式，

並於建物產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4500  沉砂池應每年至少清疏兩次，並視淤積程度適

時清疏，於建物產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2900  用途為農舍，不得變更為住宅。 

□2901  農業設施倘未依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計畫內容使用者，經廢止農業設施之許可後，

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裁處。 

□2902  農業用地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之建築物，核

發使用執照時應通知農業主管建築機關會審建

築物是否依原核定之計畫內容興建，經確認符

合者始予核發使用執照。 

□3010  本案申請用途為                ，依「臺    

北市政府處理工業區內平面設計類似集合住宅

原則」須繳納保證金新臺幣              元

整（共__戶，__樓__戶         平方公尺_    

__ _元、__樓__戶         平方公尺     _  

元……），並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納。 

□3011  位於都市計畫規定不得作為住宅使用地區 (如

以下項目），應於使用執照內註記建築物用途

不得作為住宅使用，並列入產權移轉交代及登

載於公寓大廈規約中，且應納入共用部分不得

改為約定專用部分或變更設置目的及使用方

法，並請管理委員會落實管理。 

 

 

 

 

 

 

適用「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地區，應列管註記

2301、4400、4500。 

 

適用「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 

定」地區，應列管註記 2304、4400、4500。 

符合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執行要點地區 

，應列管註記 2305。 

 

 

 

 

 

 

 

申請用途為農舍，應列管註記 2900。 

申請農業設施，應列管註記 2901、2902。 

 

 

 

 

 

 

申請基地土地其都市計畫載明適用工業區規定之分 

區應檢討「臺北市政府處理工業區內平面設計類似 

集合住宅原則」，列管註記 3020、 3030、3040、 

3050。 

如需繳納保證金，應列管註記 3010、3060。 

 

申請基地土地其都市計畫規定不得作為住宅使用之 

商業區及特定專用地區 ，應加註列管3011、3020、

3030、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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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  起造人或所有權人應依建築物之核定用途使

用，不得作為其他違反都市計畫之使用，買賣

時應列入產權移轉交代，不得隱瞞。如未交代

致發生糾紛，賣方應自負法律責任，並轉載於

公寓大廈規約中。 

□3030  本案於使用執照核發時於附表內註記：「本案

承買戶應依原核定用途使用，不得作為住宅或

其他違反都市計畫之使用，買賣時應列入產權

移轉交代，不得隱瞞。如未交代致發生糾紛，

賣方應自負法律責任，並轉載於公寓大廈規約

中。」。 

□3040  本案於使用執照核發或變更使用竣工勘驗後 3

年內，本局持續加強巡查及不定期檢查，如發

現未依原核定用途使用，將依法查處並沒收保

證金。但 3 年內均未作為住宅或其他違反都市

計畫之使用者，起造人得申請保證金無息退

還。但能證明確實作為策略性產業或類似用途

之使用者，得隨時申請退還保證金。 

□3050  起造人切結：「確實作          使用，如誤導

民眾為住宅用途，或有不實廣告惡意欺瞞等行

為，經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而受處罰，

或受敗訴判決確定時，廢止建造執照」。起造人

及建築業者並應於廣告銷售時，於樣品屋、銷

售傳單之明顯處加註或相關傳播媒體(如廣播

或電視廣告等)加強說明建案之土地使用分區，

且不得作住宅使用。 

□3060  各戶門牌繳納保證金之金額清冊，應表列至竣

工圖說。 

□3202  本案屬 5 層樓以下非公眾使用之住宅（公寓 

        ），依消防局 107 年 7 月 25 日北市消預字第

1076021960 號函，使用執照竣工查驗前，裝設

住宅警報器，並檢具消防局檢查合格之證明文

件，始得核發使用執照。 

 

 

 

 

 

 

 

 

 

 

 

 

 

 

 

 

 

 

 

 

 

 

 

 

空格內應確實填列建照申請之用途 

 

 

 

 

 

 

 

 

 

屬 5 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於新建、增建改 

建時，應列管註記 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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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說明 

11.危險性場所註記項目： 

□1600  本案工程如屬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

第 2 條第 4 款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屬（建築

物高度在 80 公尺以上之建築工程∕開挖深度

達 18 公尺以上且開挖面積達 500 平方公尺之

工程/工程中模板支撐高度 7 公尺以上且面積

達 330 平方公尺以上者），依勞動檢查法第 26

條規定，施工前應向本市勞動檢查處申請危險

性工作場所審查合格，始可使勞工在場作業。

 

屬行政院勞委會公告之丁類危險性場所之一者，應

註記列管列管1600: 

  1、建築物高度在80公尺以上之建築工程。 

  2、開挖深度達18公尺以上且開挖面積達500平方 

     公尺之工程。 

  3、工程中模板支撐高度7公尺以上且面積達330平 

     方公尺以上者）。 

 

 

11-1.符合行政院環保署公告範圍者（未併辦拆除執 

    照）者）： 

□6301  拆除執照（含拆併建之拆除部分），承造人應

於申報開工前上網申報清理流向並檢具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畫送環保局審查，實施二階段申報

廢棄物流向或取得免申報廢棄物清理計畫之證

明。 

 

□6307  建造執照（含雜項執照），承造人應於申報放

樣前上網申報清理流向並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送環保局審查，實施二階段申報廢棄物流

向或取得免申報廢棄物清理計畫之證明。 

□6302  建造執照（含雜項執照）於申報放樣勘驗前，

承造人應將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送本市建管處

備查，並依規定實施二階段申報土方流向。 

□6303  本案拆除工程之拆除物（土質代碼：B5），經

建築師簽證核算，數量為______立方公尺，於

申報開工前，承造人應將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

送本市建管處備查，並依規定實施二階段申報

土方流向。 

□4301  本市屬空氣污染防治法第一級建築工程（建築

面積    平方公尺）與建照核定工程期限

（   月）之乘積達 4,600（平方公尺‧月）以

上者，承造人應於申報開工時，檢附環保局逕

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核備文件。 

 

 

 

 

 

 

未併辦拆除執照之建造執照申請案，應註記列管列

管6307，6302。 

併辦拆除執照之建造執照申請案，應註記列管列管

6301，6303並標示於B5類數量。如無B5類別免填。

B5數量另於拆除圖說列式計算並標示廢棄物代號。 

 

B5 類數量計算為拆除樓地板面積 X0.79 係數所得。 

(依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2 年 4 月 10 日北市環四

字第 10232349300 號函)。 

 

 

 

 

 

 

 

 

 

建築面積與建照核定工程期限之乘積達 4,600（平方 

公尺‧月）以上者，屬空氣污染防治法第一級建築 

工程，應註記列管 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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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列管項目 

12.涉及開放空間、停車獎勵、聯合開發、繳納代金    

  、回饋案件、危老重建計畫註記項目： 

□0100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11

章綜合設計放寬規定辦理。 

 

□0101  開放空間面積      平方公尺，獎勵增

加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0102  公共開放空間興闢完竣，申請使用執照前應檢

附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執行計畫書，並檢具

繳交新臺幣        元之開放空間維護費用予

「臺北市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保管金專

戶」代收證明，俟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完成報備

後，本基金應予以移交管理運用。 

□0103  核發使用執照後，商業區依相關規定留設之開

放空間，不得引用「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

則」第 14 條、第 15 條規定設置欄柵式圍籬。 

□0104  若涉及公寓大廈公共基金，起造人應於該公寓

大廈使用執照申請時，提出繳交公庫代收之證

明。 

□0201  地面層設置停車空間，起造人應依原核定用途

使用，並將建築物用途詳細告知各承買戶，除

於公寓大廈規約草約中明確記載外，產權移轉

應列入交代，且須轉載於公寓大廈規約中。 

□0202  預售中心之樣品屋、實品屋及圖說應符合建造

執照核准圖說及用途，並於現場張貼公告說

明。使用執照核發後 2 年內，本局持續加強巡

查及不定期檢查，如發現地面層以上 ( 含地面

層）之室內停車空間涉有違規隔間或變更使用

行為，將依法查處。 

□0300  停車空間繳納代金   部停車位，代金新臺

幣        元，應於申領使用執照前

至本市停車管理處繳入本市公有收費停車場基

金。 

□6900  本案依據 84 年 9 月 27 日府都二字 84064377 號

公告商業區調整案說明書辦理，調整商業區細

分為      使用及指定商業區為      使用，

惟本案依原使用分區使用，不涉及回饋。 

□4600  適用            回饋方案，繳納回饋代金新

臺幣  元，應於申領使用執照前繳清。 

 

 

 

屬綜合設計放寬規定(開放空間)之案件應註記列管本

項 0101、0102、0103、0104。建築師應檢附簽證綜理

表。 

空格部分應填列面積。 

 

空格部分詳實填列費用。 

 

 

 

 

 

 

 

 

 

 

 

規劃設計地面層設置停車空間之案件應註記列管

0201、0202。建築師應檢附簽證綜理表，起造人應出

具切結書並於公寓大廈規約加註。 

 

如屬預售屋之建案且地面層以上設置停車空間，應

填列 0202， 

 

 

 

 

屬停車空間繳納代金之案件應註記列管 0300，建築

師應 

檢附簽證綜理表，並依綜理表核算之金額填入。 

 

屬主要商業區通盤檢討案(可從建築線指示圖內得之 

相關資訊) 應註記列管6900，並詳細填寫使用分區。

 

 

4600 回饋方案有不同類型，應依所適用之回饋方案 

註記，並填寫回饋代金金額。 

46



□6803  本案係捷運系統        聯合開發案，獎勵樓

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捷運設施依行政

院 76 年 7 月 29 日臺 76 內字第 17194 號函核定

為特種建築物。 

 

□6804  本案捷運共構案            ，業經臺北市政

府                   核備在案。   

□6805  本案        層之捷運設施部分(面積共計    

平方公尺)，依內政部 85 年 1 月 29 日臺（85）

內營字第 8408632 號函內容併案辦理備查，並

依該相關規定辦理。上開部分非屬本建造執照

範圍。 

□6806  本案        層（捷運設施：          平方

公尺與本照範圍：         平方公尺，面積

合計           平方公尺)共構部分業由捷運

工程局施作完竣，設計施工由該局簽證負責；

另     層捷運設施 （面積共計：        平

方公尺）由          設計施工，其結構安全

由          自行負責。 

 

□8510  本案捐贈予臺北市政府之人行地下道或人行天

橋，及其准予設置之廣告燈箱所有權皆為市府

所有，依「民間企業興建人行地下道或人行天

橋所有權移轉後管理維護行政契約書  」辦

理，並不得逕行移轉其負擔與第三人或企業，

且不得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推翻臺北

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之結論。 

 

□0219  預售屋買賣契約須送地政局備查。 

□0220  本建築物獎勵增設停車空間應依「停車場法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對外開放供公眾停車使

用，並依規定持續申辦停車場登記證，並轉載

於公寓大廈規約中。（法令適用日於 100 年 7

月 2 日後之案件） 

□0221  符合「臺北市不動產開發業輔導管理規則」第

8 條規定者，應主動向本市不動產開發業商業

同業公會報備開發案名稱、現任負責人及銷售

時間等資訊。 

□0222  本案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

例」申請重建，經本局____年____月___日北

屬係捷運系統聯合開發案，應註記列管 6803。並填

寫開發案名稱獎勵之樓地板面積。 

 

 

 

屬係捷運系統共構案，應註記列管 6804、6805、

6806， 

並填寫核定市府核備函文字號、並分別填寫捷運設 

施(特種建築物)及本案建照核准之面積及樓層位置。

 

 

 

 

 

 

 

 

 

 

 

屬捐贈予臺北市政府之人行地下道或人行天橋之案 

件應註記列管 8510。 

 

 

 

 

 

 

屬預售屋案件應註記列管 0219、0221。 

屬獎勵增設停車空間案件應註記列管 0220。 

 

 

 

 

建設公司應註記列管。 

 

 

 

屬危老案件應註記列管 0222、0231。0222 項並填寫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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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建字第__________號函核准重建計畫，其

獎勵容積為__  __平方公尺、容積獎勵額度為

____％在案；實際使用獎勵容積為      平方

公尺，容積獎勵額度為      ％。如後續變更

起造人，應先完成重建計畫申請人變更後始得

辦理。 

□0223  依本局____年____月____日北市都建字第

____________號函核准原建築容積，地上層樓

地板面積為___  _平方公尺，地下層容積樓地

板面積為____平方公尺，原建築容積合計為

____平方公尺。 

□0224  起造人依危老重建計畫協議書乙方立協議書人

應於申報放樣勘驗前取得耐震設計標章，並於

領得使用執照前繳納耐震標章保證金新臺幣__  

__元，於領得使用執照 2 年內取得耐震標章，

得依協議書規定申請無息退還保證金，若於使

用執照核准前取得耐震標章，得向本市建管處

辦理備查，免予繳納耐震標章保證金。 

□0225  起造人依危老重建計畫協議書乙方立協議書人

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納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

結構安全性能保證金新臺幣__  __元，並於領

得使用執照 2 年內通過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____級，

得依協議書規定申請無息退還保證金。 

□0226  起造人依危老重建計畫協議書乙方立協議書人

應於申報一樓樓版勘驗前取得候選___ 級綠建

築證書，且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納綠建築標章

保證金新臺幣____元，並於領得使用執照 2 年

內取得____級綠建築標章，得依協議書規定申

請無息退還保證金。 

□0227  起造人依危老重建計畫協議書乙方立協議書人

應於申報一樓樓版勘驗前取得候選____級智慧

建築證書，且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納智慧建築

標章保證金新臺幣____元，並於領得使用執照

2 年內取得____級智慧建築標章，得依協議書

規定申請無息退還保證金。 

□0228  起造人依危老重建計畫協議書乙方立協議書人

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納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

保證金新臺幣____元，並於領得使用執照 2 年

內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得依協議書規定

函文字號、獎勵容積面積、額度等內容。如為原容 

高於法容案件應註記列管 0223，填寫原容認定核定

函文 

字號，並分別載明地上及地下原建築容積面積。 

依個案爭取容積獎勵之項目，註記 0224、0225、

0226、0227、0228、0229、0230 及加註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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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無息退還保證金。 

□0229  起造人依危老重建計畫協議書乙方立協議書人

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納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

無障礙環境保證金新臺幣____元，並於領得使

用執照 2 年內通過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新建

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第____級，得依協

議書規定申請無息退還保證金。 

□0230  本案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第 10 條規定申請容積獎勵，協助取得

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之公共設施用地

（____段____小段____地號等____筆土地），應

於核發使用執照前將該筆土地完成土地改良

物、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

係之清理，並將土地產權移轉至臺北市政府。

□0231  本案申請容積獎勵之項目及額度，起造人應告

知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依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管理服務人等，確

實進行後續管理維護事宜。 

12-1.增設公用停車位使用管理事項： 

□0210  本建築物增設公用停車位  部，位於     

層，應提供公眾使用。獎勵增加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核計容積率為     ％），與法定容

積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率為   

％）合計後，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平

方公尺，允建容積率為     ％。區分所有權

人及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於產權移轉及

房屋銷售時列入交代。 

□0211  本建築物設置機械停車設備，該機械停車設備

之車位型式、規格(長、寬、高淨尺寸）、操作

方式、容車 大尺寸、管理維護規範 (含管理

維護方式、項目、頻率及經費概估）、使用年

限、所有車位操作效率說明（各車進出時間/

總吞吐所需時間）等內容詳設計建築師及停車

設備廠商簽認之設備說明書，管理委員會、區

分所有權人及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應依

設備說明書內容操作管理維護使用。 

□0212  區分所有權人及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於

辦理產權移轉時，應將上開機械停車設備內容

於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中清楚載

明。 

 

屬增設公用停車位獎勵案件，應註記列管 0210，並

填寫 

部數、樓層、獎勵面積等內容，另應核對申請書、 

面積計算表、停獎報告書，並於公寓大廈管理規約 

納入交代。 

增設公用停車位如有機械停車設備則再加註 0211、 

0212。並應將機械停車設備之圖說、說明書等相關 

內容由設備廠商、建築師及起造人簽認，並於公寓 

大廈管理規約納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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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涉及結構外審、引用鄰地鑽探資料案件註記項目: 

□1301  依申請特殊結構審查原則辦理，結構規劃含結

構系統（結構平面、主要構架簡圖）及施工方

法報告，經          號函認屬可行；詳細結

構設計應於申報放樣勘驗前完成結構委託審

查。 

□6500  依申請特殊結構審查原則辦理，經        號

函完成結構委託審查。 

 

□6100  基礎施工期間，實際地層狀況與原設計條件不

一致或有基礎安全性不足之虞，應依實際情形

辦理補充調查作業，並採取適當對策。 

□6101  引用（鄰地、基地內）_ __使字第______號使

用執照、___建（雜）字第________號建造執

照（雜項執照）既有可靠之地下探勘資料設計

基礎，檢附前開建築執照之地質調查（鑽探）

報告全卷影本，由設計人、結構專業技師依報

告內容規劃建築物基礎設計及施工應注意事項

簽證負責。 

□3700  如欲申請土地改良費用證明，應依「平均地權

條例施行細則」第 11、12 條規定辦理。 

 

 

 

 

 

 

 

 

 

 

 

 

 

 

 

 

 

 

 

 

屬結構外審案件，經外審單位初步審查通過應加註 

1301。(應核對專業技師公會核准內容，其核准內容 

應包含結構設計及施工方法；另查核該案件中是否 

由土木結構技師及大地技師共同會審)，並填寫核准 

文號及日期。 

如經外審單位完成全部審查，則加註 6500，填寫核 

准文號及日期，並檢附外審單位及審查委員用印之 

結構計算書、圖說及鑽探報告書等資料。 

 

 

 

屬引用鄰地鑽探案件(適用非供公眾之建築物案、公 

共工程補照案、違建補照案)，應註記列管 6100、

6101，並於 6101 註記引用鄰地之執照號碼。 

 

 

 

 

屬申請土地改良費用證明之申請案，應註記列管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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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涉及夾層、挑空、加窗、中空樓板管理註記目： 

□2201  第  層挑空部分切結不得違建，挑空面積  

平方公尺，若有違建無條件拆除，並須負擔拆

除費用，並於產權移轉及房屋銷售時列入交

代，使用執照核發後巡查列管。 

□2202  建築物樓層內任意加設夾層係屬違建，不因使

用材質而視為室內裝修，除應無條件接受拆

除，並須負擔拆除費用。 

□7101  非屬住宅、集合住宅等類似用途建築物樓層高

度超過 3.6 公尺時，不得變更為「集合住宅」

用途使用，並應於產權移轉及房屋銷售時列入

交代。 

□7102  起造人應於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向本局申

請撥付公共基金時，一律將陽臺禁止加窗或加

設鐵窗等規定納入公寓大廈規約內容，並向本

局完成報備程序。起造人應於產權移轉及房屋

銷售時列入交代。 

□7103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領得建造執照）建築物陽

臺加設窗戶應申請建築執照，未經申請擅自增

建即屬違建，應予查報拆除。 

□7107  自民國 104 年 9 月 1 日起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

物，起造人或所有權人於申辦建物所有權第 1

次登記，或因買賣、交換、贈與、信託辦理所

有權移轉登記時，得檢附開業建築師出具 3 個

月內有效之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前項申請

案件未檢附開業建築師出具之前項證明者，本

市各地政事務所應於登記完畢後 1 日內通報本

局依法查察。 

□7106  若符合公寓大廈規約範本第 2 條第 7 款規定，

外牆開口部或陽臺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出

外牆面之防墜設施(係避免兒童由外牆開口部

或陽臺墜落所為之設施)。 

□7104  本案樓地板經建築物設計人簽證屬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2 條或第 73 條規定所列

舉之項目。 

 

 

 

 

 

 

規劃設計有挑空者，應註記列管 2201。 

 

 

 

規劃設計有夾層者，應註記列管 2202。 

 

 

非屬住宅、集合住宅等類似用途建築物，樓層高度 

規劃設計超過 3.6 公尺者，應註記列管 7101。 

 

 

屬公寓大廈案件 7102、7106 為必選項目。 

 

 

 

 

7103、7107 為必註記列管項目。 

 

 

 

 

 

 

 

 

 

 

 

 

 

 

7104、7105 係依樓地板構造設計之材質，擇一選 

取。 

 

 

 

 

 

 

51



□7105  本案樓地板經建築物設計人簽證非屬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2 條或第 73 條規定所

列舉之項目，應於申請使用執照時檢附內政部

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通

知書，及申請認可之試驗報告及性能規格評定

書。 

□7108  本案樓板衝擊設計採用新材料或新工法，須向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認可後取得「內政部建

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通知

書」。 

□7109  本案採鋼筋混凝土樓板或鋼承鈑式鋼筋混凝土

造樓板，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6-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列項目， 竣工時應檢

附相關材料試驗證明。 

□7110  本案採鋼筋混凝土樓板或鋼承鈑式鋼筋混凝土

造樓板，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6-6 條第 1 項第 2 款，竣工時應檢附相關材料

試驗證明。 

□7111  本案採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具有樓板衝擊音指

標 Ln,w 在 58 分貝以下之隔音性能，竣工時應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7112  起造人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

之 1 章「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規定，於公寓

大廈共用部分設置安全維護照明裝置、監視攝

影裝置、緊急求救裝置、警戒探測裝置，並應

於公寓大廈公設移交時，列入移交事項。 

 

 

 

 

 

 

7108、7109、7110、7111 為樓板衝擊音管控，係依樓

地板構造設計之材質，擇一選取。 

 

 

 

 

 

 

 

 

 

 

 

 

 

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 之 1 規定(供 

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公寓大廈，應註記列管 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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