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築管理
建築管理的目的係在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
以提昇本市國際都市形象，並保障市民合法權益，兼顧便民及利民，實現管制
與服務之雙重目的。謹就建照管理、施工管理、公寓大廈及廣告物管理、公共
安全檢查、違建管理、營建管理、土石方管理、資訊資料便民服務、便民服務
措施等項工作績效概述如下：
(一) 建照管理
1、施政績效:
（１）建造執照、變更設計、變更起造人、拆除執照、雜項工作物核發 95
年至 98 年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建造總樓地板面積屢居全國第一名，
99 年位居全國第三名，100 年位居全國第二名，略次於臺中市；100 年
度新北市政府各區核發總樓地板面積第一名為林口區，第二名為新莊
區，第三名則為淡水區。
（２）變更使用、免辦變更使用室內裝修及簡易室內裝修
100 年變更使用執照核發 295 件(99 年 270 件)；100 年免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核發 981 件(99 年 1,598)；100 年室內裝修核發 839 件(99 年 708
件)；100 年簡易室內裝修核發 1,047 件(99 年 818 件)。
（３）建造發照後一週內抽查２次及早發現缺失，避免公私兩損
100 年抽查件數 1074 件(99 年 864 件)；100 年符合規定一般案件 89%、
協審案件 64%；100 年須修正報備一般案件 629 件、協審案件 178 件；
100 年需變更設計一般案件 96 件、協審案件 18 件。
（４）委託建築師公會辦理協助建造執照審查作業計畫
100 年建照核准案件 703 件(99 年 560 件)；其中包括 100 年協審核准案
件 291 件(99 年 116 件)；100 年協審占總核准 41.39%(99 年 20.71%)。
（５）健全 e 化資料庫
A、賡續建築管理數化，加強便民服務
建置建築物基地套繪系統，將套疊使用分區圖、地籍圖、現有巷道
圖及建築物套繪圖等，並整合原有便民系統－使照存根系統、建造
執照基本查詢系統等三合一措施，避免重複使用法定空地的爭議。
B、100 年新北市環境地質圖資料庫更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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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已完成 12 區共 100 幅環境地質圖、坡度圖、山崩潛感圖與土
地利用潛力圖更新，並進行系統維護工作，目前辦理後續 13 區共 168
幅之圖資更新，並先行提供本府相關局處建置單機版作業系統，作為
建築管理、防災規劃等重要業務使用。本計畫預定於 101 年底建置完
成，開放民眾上網查詢瀏覽及申請列印使用。
2、未來施政方向
（１）建造執照、變更設計、變更起造人、拆除執照、雜項工作物核發變
更使用、免辦變更使用室內裝修及簡易室內裝修等簡化審查程序，
加速辦理流程。
（２）建造發照後一週內抽查２次及早發現缺失，避免公私兩損委託建築
師公會辦理協助建造執照審查作業計畫。
（３）新北市環境地質圖資料庫擴充計畫(禁建線查詢系統)。
（４）於工務局申辦服務項下建置一定規模以下用途變更網路申辦服務系
統。
（二）施工管理：
本局施工科受理申報開工、開（竣）工展期、變更承造人、變更監造人及受
理申報一般樓層勘驗及必須勘驗樓層，實施工程品質抽查，辦理建築物竣工
勘驗使用執照核發，其他為民服務之業務，其成果如下：
1.
2.
3.
4.
5.
6.
7.
8.

受理申報開工：100 年 594 件。
受理申報開（竣）工展期：100 年 511 件。
受理變更承造人：100 年 35 件。
受理變更監造人：100 年 24 件。
受理申報一般樓層勘驗：100 年 6925 件。
現場勘驗：100 年 570 件。
核發使用執照：100 年 561 件。
辦理建築工程施工發生損害鄰房事件之處理計：100 年 209 件。

（三）營建管理：
1. 本市營造業計有 1926 家，其中甲等營造業 300 家，乙等營造業 171 家，
丙等營造業 770 家，專業營造業 56 家，舊制營造業 35 家；另本市土木
包工業計有 594 家。
2. 本市自九十年七月起辦理營造業登記業務，而 100 年度共召開 7 次(258
案)營造業審議委員會。
3. 為落實本市營造廠專任工程人員『人、照合一』制度，並依營造業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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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條規定，實施營造業抽查及查核其專任工程人員受聘情形。
（四）土石方管理：
本局施工科對於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主要業務，如下：
1. 本市建築工程申報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書之審查：100 年 578 件。
2. 審核勘驗文件土石方運送資料：放樣 100 年 116 件、基礎版 100 年 288 件
3. 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流向管制抽查作業：100 年 90 件。
4. 核發營建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100 年 473 件。
(五)資訊便民服務：
推動「建築工程泥漿類剩餘土石方管制措施」：
本市由於各項經濟活動快速發展，相關工程如道路、橋樑、水利設施等公共
工程及建築工程的興建日益增加，其隨之產生的營建泥漿亦非常龐大，為避
免建築工程因連續壁、基樁施工所產生之營建泥漿四處流竄造成本市環境污
染情形，本局已於 99.1.1 發佈實施「臺北縣建築工程泥漿管理要點」，配合
利用刷卡系統及遠端即時監控配合本市建築工程及泥漿處理場管制措施，以
維護本市公共衛生之目的。
（六）廣告物管理
1.有關廣告物申請設置許可作業，本局於 100 年度，共許可 142 件廣告物
申請案。
2.配合執行【幸福城市－幸福、美麗、大台北】，本局業於 97 年 8 月起，
定期針對轄內 110 條道路兩側違規之招牌廣告進行取締查報作業，並輔
導民眾申請合法之招牌廣告。
（七）公寓大廈
1.公寓大廈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申請報備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自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全市完成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件
數計 266 件；自 85 年截至目前為止，全市完成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
總件數計 6,955 件。
2.本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執行公寓大廈管理業務，對於本市公寓大
廈外牆變更構造或頂樓、法定空地違建等情事，若經管委會制止不從
者，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處以罰鍰，自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罰鍰件數計 35 件；自 85 年截至目前為止，罰鍰總件數計 76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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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印製公寓大廈維護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
處理原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問與答、居家建築保健手冊建築物使用管
理問與答、公寓大廈規約範本，提供市民索取；另透過本府網站提供市
民查詢或下載相關法令說明及申請書表。
（八）公共安全檢查
1.建築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主要係依建築法第 77 條第 3 項及內政部
頒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依上開辦法
之檢查申報期間，自 93 年度起概分為 4 個階段時程辦理，另遵依行政
院 90 年 8 月 29 日臺 90 內字第 040248 號函所訂頒「維護公共安全方案
－營建管理部分」之實施要項，並依其所訂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申報為原則辦理。
2.第 1 階段：辦理 A 類（公共集會類）H 類(住宅類)應申報場所，並以檢
查申報期間（1 月 1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為主。100 年度列管 A 類場所
應申報家數共計 95 家，總計 100 年已申報家數為 86 家(申報頻率 1 年
及 2 年)，申報率為 91﹪；100 年度列管 H 類場所應申報家數共計 658
家，總計 100 年已申報家數 455 家(申報頻率 2 年及 3 年)申報率 69﹪。
3.第 2 階段：辦理 B 類（商業類）應申報場所，並以檢查申報期間（4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為主。100 年度列管 B 類場所應申報家數共計 1618
家，總計已申報家數為 1208 家(申報頻率 1 年)，申報率為 75﹪。
4.第 3 階段：辦理 C 類（工業、倉儲類）
、D 類（休閒、文教類）應申報場
所，並以檢查申報期間（7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為主。100 年度列
管 C 類場所應申報家數共計 2530 家，總計已申報家數為 1593 家(申報
頻率 2 年及 4 年)，申報率為 63﹪；100 年度列管 D 類場所應申報家數
共計 2888 家，總計已申報家數為 2496 家(申報頻率 1 年、2 年及 4 年)，
申報率為 86﹪。
5.第 4 階段：辦理 F 類（衛生、福利、更生類、幼稚園、托兒所）
、G 類（辦
公、服務類）應申報場所，並以檢查申報期間（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為主。100 年度列管 F 類場所應申報家數共計 951 家，總計申報
家數為 804 家(申報頻率 1 年及 2 年)，申報率為 85﹪。100 年度列管 G
類場所應申報家數共計 814 家，總計申報家數為 495 家(申報頻率 2 年
及 4 年)，申報率為 61﹪。
(九) 違建管理
新北市轄境遼闊，所轄行政面積及人口數量皆佔全國之冠，東面太平
洋、北臨東海、西至臺灣海峽，民眾多集中聚居於少數鄉鎮市之重要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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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在都市居住高密度化狀況下，使生活空間極度擁塞且活動空間相當難
求，且民眾普遍性的法制觀念淡薄，罰則輕微、落實不易，凡事多抱持僥
倖心理，罔顧法令規定，違法利用空間情形層出不窮，以致違章建築之管
理、處理形成高難度業務，雖經全國各階層有關機關皆戮力設法解決，至
今仍無法有效全面遏止。
再者現今社會工商業進步經濟發展迅速，生活步伐日漸急促，大部份地
區已都會化。現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大樓林立，往往違建發生地點多居高
樓層處，以致違建拆除業務之執行日益困難且須耗費大量行政資源、執行
經費與時日方得些許之執行成效。
綜上所述事實，違章建築拆除大隊擬具相關措施以為因應，違建拆除政
策須以大眾之利益為考量而區分拆除之輕重緩急，尤須考慮公共安全、公
共交通、公共衛生等民眾需求等因素與政策有關者而研擬拆除順序、妥善
規劃貫徹落實。
加強違章建築管理，維護公共安全，確保市民居家生活環境：
1.遏止新違章建築之產生：
(1)即報即拆-由違章建築拆除大隊以不定期方式，會同各區公所人員或
個別至各轄區內巡查，凡發現、查獲施工中之違建，以即報即拆方式
即刻通知執行拆除，以遏止新違建之產生。100 年度隨報隨拆件數計
4,084 件。
(2)移送法辦-違章建築經強制執行拆除後，再經發現拆後重建者，除將
違建體部分立即強制執行拆除外，違建人將依建築法第 95 條及 93 條
之規定移送法辦，追究其刑責。100 年度移送法辦件數計 51 件。
2.加速拆除待拆違章建築：鑑於本市轄地遼闊，違章建築案件累計截至 100
年底查報認定計有 347,665 件，已拆除計 172,157 件，待拆除計 175,508
件，違章建築拆除大隊已訂有「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分類
為Ａ（即報即拆）
、Ｂ（政策性專案）
、Ｃ（影響公共安全）
、Ｄ（一般性
案件）等四類依序排拆，並因應社會型態之日益變遷修正類組型態，以
維護公眾安全。
3.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配合專案：配合本市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進展，針
對涉及工程範圍內一樓違建，專案認定及拆除，96 年執行拆除違建結案
2,836 件，97 年執行拆除違建結案 3011 件，98 年執行拆除違建結案 6,431
件，99 年度執行拆除違建結案 8,777 件，100 年度執行拆除違建結案 6,071
件。興建中之污水下水道工程計有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辦理之三重 6、8、
9、10、11、12、13 標、林口、八里、五股 5 標、板橋 9、10、11 標內政
-7-

部營建署辦理之新莊 3、5 標、中和 5、8、9、10、11、12 標(含部分土
城)、永和 1、2、3、4、9 標、新店 3、5、8 、11、12、13、14、15 標、
汐止 1、2、3、4 標、以及 BOT 辦理之淡水 1、2、3 標等多處，101 年
度中和二期、樹林、板橋、鶯歌、二重將陸續發包，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持續配合工程進度辦理。
未來展望
一、建築施工管理及救災處理:
1.加強建築工程施工管理，提升住宅工程品質；推動建管資訊系統，辦理
網路申報施工勘驗。
2.為推動「新北市花園城市」並促進市容觀瞻及響應市政推動低碳政策，
推動「新北市圍籬綠美化旗艦計劃」規定本市建築工程綠美化施工圍籬，
改變市民對建築工地的刻板印象。
3.以開口合約道路搶災復模式建立災害發生時各單位救災聯繫及支援體系
二、落實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管理:
1.加強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管制及管制土資場營運管理；落實運送憑
證管理，遏止工程剩餘土石方違規棄置，防止公害產生。
2.落實 B6、B7 類泥漿納入管理，並結合刷卡系統推動泥漿管制措施，加強
刷卡系統穩定性，達到泥漿即時化與資訊化管理。
三、簡化使用執照核發作業:
1.資訊透明化：透過全國建管資訊系統將退件理由詳為列舉一次通知申請人
2.審查速度化：為加速審查效率，確實落實「分層負責」，九樓以下科長代
為決行、七樓以下股長代為決行。
3.控管制度化：定期召開公有建築物使用執照申請會議，以加速解除紛爭。
四、落實營造業管理:
1.藉由營造業法之充分授權，強化「營造業審議委員會」之功能，防杜營造
業租借牌情事，健全營造業管理。
2.配合推動營造業法暨相關子法之檢討與修正。
五、加強便民措施:
持續辦理建築物使用執照(含變更使用執照)存根聯光碟影像掃瞄及建檔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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