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審查原則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審查原則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審查原則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審查原則    
一、審查程序 

（一）區域承辦人：審查建照法令適用依據及審查標準條件（核判

是否須提第一及第二階段審查，通過者可逕行核發雜或雜併

建照）。（詳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辦理主要程序，如附件-1。） 

（二）第一階段審查：（依審查結論決定通過或須提第二階段審查，

通過者可逕行核發雜或雜併建照）。 

（三）第二階段審查：（依審查結論申請核發雜或雜併建照或駁回申

請案）。 

（四）有下列情形者，應併提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審查會審查： 

（1）免留設1.5公尺人行步道。 

（2）免退縮設置擋土牆維護距離。 

（3）車道開口超過6公尺（雙車道）或4公尺（單車道）或1.5

公尺（機車道）。 

（4）農舍：依【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加強查核表】檢

討結果不符第三項第一、三、七款規定者逕提第一階段

審查。 

（5）平均坡度超過3級坡設置基地內通路及公共設施管溝等

項目（本項目逕提第二階段審查會審查）。 

二、審查標準： 

（一）區域承辦人：符合【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加強查核表】

（附件-2）表列各項標準，得免提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審查。 

須提第一階段審查，由建照區域承辦人提供並查核【山坡地

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加強查核表】（附件-2）及查填【建照區

域承辦人查填基本資料表】提審查會審查（如附件-3）。 

（二）第一階段審查：由科審小組依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

第一階段審查表】（如附件-4）表列事項查核，決議通過或須

提第二階段審查。 

（三）第二階段審查： 

1.由申請人依內政部99年11月22台內營字第09908088452號

函辦理檢附書圖文件（附件-5）18份及其他如：模型等，

以利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再由申請

人依審查結論申請核發雜或雜併建照或駁回申請案。 

2.依內政部99年11月22台內營字第09908088452號函加山坡

地雜項執照審查內容進行審查。（附件-6） 

三、本審查原則視實際執行情形得隨時檢討修正。 

四、本審查原則自即日起實施。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辦理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辦理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辦理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辦理    主要程序表主要程序表主要程序表主要程序表              附件-1 擬提會案件應先經建照區域承辦人查填「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建照區域承辦人查填基本資料表】」後始得提會排審 

不須提第二階段審查可逕行核發雜或雜併建照。 

申請合法雜或雜併建照或駁回申請案 

須提第二階段審查
 

須提經第一階段審查 
區域承辦人員 

1. 審查建照法令適用依據。 

2. 提供審查流程資料。 

3. 得免提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審查： 符合【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加強查核表】表列條件者。 

4. 如屬申請基地面積三千平方公尺以上涉及整地案件可免提第一階段審查而逕提第二階段審查。 

5. 免設置項目：(1)免退縮 1.5 公尺人行步道。(2)免退縮設置擋土牆維護距離。(3)車道開口超過 6 公尺(雙車道)或 4 公尺(單車道)或
1.5 公尺(機車道)，以上提第一階段審查。 

6. 平均坡度超過 3 級坡設置基地內通路及公共設施管溝等項目，提第二階段審查。 

7. 農舍：依【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加強查核表】檢討結果不符第三項第一、三、七款規定者逕提第一階段審查。 

第一階段審查(科審) 

1. 依本府 88 年 3 月 9 日八八北府工建字第八七九五七號函及本府
88 年 5 月 5 日 87 北府工建字第 131150 號函辦理審查。 

2. 審查人員如下： 主持人：科長 參與人員：坡審小組成員、承辦人、建照區域承辦人、設計人、起造人、申請案簽證技師；另涉【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安加強查核表】中「屬中高潛感及低利用土地」、「屬很低利用土地」及【第一階段審查表】之「加強審查事項」中「擋土牆高度超過六公尺」、「全區平均坡度 15%以上」者，本府得邀集 1 至 3 位坡審委員與會審查，於加強審查後，如有必要，得決議要求另提外審。 

3. 上列第 5 項如未併於第一階段提會核定，則逕提第二階段坡審審查。 

第二階段審查(坡審) 

1. 依第一階段審查結論發函申請、設計人。 

2. 申請人製作審查書圖 18 份及模型進行審查。 

3. 審查人員如下： （1） 召集人：局長 （2） 府內委員：副局長、專委、技正、科長、坡審小組成員、承辦人、建照區域承辦人、審查委員、設計人、起造人、申請案簽證技師。 （3） 主持人由召集人或經指派府內委員擔任之。 

4. 平均坡度超過 3 級坡設置基地內通路及公共設施管溝等項目，提第二階段審查。 

5. 依審查結論修正。 

6. 委員簽名確認。 

7. 申請人申請核發雜或雜併建照。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辦理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辦理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辦理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辦理       審查流程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坡審坡審坡審坡審））））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科審科審科審科審））））    

區域承辦人階段區域承辦人階段區域承辦人階段區域承辦人階段    符合 否 是 否 
未通過 是 通過 

不符合 

未通過 通過 

掛號 

基地申請面積 3000平方公尺以上 

加強查核表 是否整地 
第一階段審查 

(科審) 

第二階段(坡審) 書圖文件查核會 

第二階段審查 

(坡審) 

發照程序 駁回申請案 



                                                                                                                              

附件-2    【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加強查核表】                                                                                 104 年 3月 16 日修改 

案名： 

查核項目 
建築師或相關專業技師查核及簽証 

（請簽証檢討本申請案是否符合標準） 
備  註 

一、基地申請面積達 3000 ㎡以上，涉及整地者，逕提第二階段審查。   

二、涉及：□免留設 1.5 公尺人行步道、□免退縮設置擋土牆維護距離、□車道開口

超過 6 公尺（雙車道）或 4 公尺（單車道）或 1.5 公尺（機車道）、□平

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設置基地內通路及公共設施管溝等項目。 
 

1. 請敘明併案提會審查項目及原因 2. 基地內通路及公共設施管溝等項目逕提第二階段 
三、申請基地面積

達 3000 ㎡以上

但未涉及整地

者；或申請基

地 面 積 未 達

3000 ㎡者，請

檢討右列項目

標準，若檢討

超過標準者，

提第一階段審

查。 

（一）申請基地面積全區平均坡度在 15％以下且平均坡度 15％以下坵塊面積佔申請基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者 
 

 （二）申請基地地界 100 公尺範圍內無斷層通過之疑慮者（採用環境地質圖之比例≧1/100000 及依中央地質調查所刊物「台灣活動斷層概論 150 萬分之 1台灣活動斷層分布圖說明書」審認，且須專業技師簽証）。  
 （三）申請基地範圍內單一邊坡開挖高度小於 4 公尺且單邊各進擋土牆開挖合計達 6 公尺以上者。  
林口重劃區及淡海新市鎮內區段徵收基地免檢討 （四）申請基地範圍內地下室開挖深度超過二層樓或八公尺者。 

 
林口重劃區及淡海新市鎮內區段徵收基地免檢討 （五）土方開挖填量合併計算 10000 立方公尺以下者。 

 
林口重劃區及淡海新市鎮內區段徵收基地免檢討 （六）非屬中高潛感及低利用土地。  林口重劃區及淡海新市鎮內區段徵收基地免檢討 （七）非屬很低利用土地。  林口重劃區及淡海新市鎮內區段徵收基地免檢討 

查核查核查核查核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免提加強山坡地審查免提加強山坡地審查免提加強山坡地審查免提加強山坡地審查 

□□□□應提送第一階段審查應提送第一階段審查應提送第一階段審查應提送第一階段審查    

□□□□應提送第二階段審查應提送第二階段審查應提送第二階段審查應提送第二階段審查    

建築師或相關

專業技師綜合

意見暨簽證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備註：一、表列各項檢討查核結果均符合上述標準者得免提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審查（修、改建未涉及開挖整地或變更地形高程者免依本表檢討），並依建築法第 34 條行政與技術分立原則，技術部份由建築師及專業技師就其專業依法簽證負責，如有不實依法移送懲戒。 二、第一項係為申請基地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三千平方公尺三千平方公尺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且涉及涉及涉及涉及整地之案件，逕提第二階段審查免提第一階段，若不涉及整地者，續檢討第三項規定。 三、第三項係為申請基地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三千平方公尺三千平方公尺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且不涉及不涉及不涉及不涉及整地，或申請基地面積未達三千平方公尺之案件，檢討簽證第一至七款，若均符合均符合均符合均符合一至七款之標準，則免提第一階段審查；若其中一款以上一款以上一款以上一款以上檢討超過標準，則需提第一階段審查。 四、農舍農舍農舍農舍案件僅就第三項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三三三三、、、、七款七款七款七款進行查核，任一款超過標準者，則需提第一階段審查。 五、坵塊圖可由申請人擇優採用 25*25 公尺以下方塊計算。  



 

 

附件-3  山坡地雜照或雜照併建照申請案【建照區域承辦人查填基本資料

表】 
案名：  

 

   初    核    項    目       初      核      結      果 

一 初核建照法令適用依據  

 

 

二 （一）申請掛號日期、退件

日期及退件原因： 

掛號日期  

退件日期  

退件原因  

 

 

（二）會各相關單位日期退

會日期及退會簽見： 

會各相關

單位日期 

 

 

 

 

 

退會日期  

 

 

 

退會簽見  

 

 

 

 

 

（三）環保及水保審查情形  

 

（四）     

  本 

  案 

  初 

  核 

  意 

  見 

１、初核重點建議  

２、雜併建之建議  

三、初核結論： 

    

 

                                                   承辦人： 註：一、擬提會案件應先經建照區域承辦人查填「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建照區域承辦人查填基本資料表】」後始得提會排審。 
    二、免提第一及第二階段者免填此表。 



附件-4  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第一階段審查表】 

案名：萬里鄉公所基地位於本縣萬里鄉萬里段 1119 地號等 7 筆土地 

審查項目  查核結果 備註 

有 無  

一 法令依據 內政部 86 年 11 月 7 日台內營字第

8689013 號函；91 年 5 月 31 日台內

營字第 0910084205 號函 

 

本府 87 年 5 月 5 日 87 北府工建字

第 131150 號函；本府 88 年 3 月 9

日 88 北府工建字第 87957 號函 

 

二區域承辦人員１加強查核表及２．查填基本資料表是否齊全    

三書

圖文

件符

合規

定 

（一）「加強山坡地建築管理與技術規範檢核表」逐條檢討說明、

其相關圖說並由相關技師簽証。 
  

 

（二）相關圖說 

（由相關技師簽証） 

１、環境地質圖、山崩潛感圖、土地

利用潛力圖（均須將基地形狀按

比例套繪）。 

  

 

２、基地地理位置圖。    

３、坡度分析圖    

４、壹樓平面圖及地下樓層平面圖（比

例 1/300 以上）。 
  

 

５、各向立面圖（比例 1/300 以上）。   

６、橫向及縱向剖面圖（比例 1/300

以上）。 
  

７、擋土設施與主體建築共構剖面圖

比例 1/50 以上）。 
  

 

８、監測系統平面圖及監測計畫說明。    

９、防災計畫說明及相關圖說。    

（三）雜併建理由及說明。    

（四）份數（3 份）。    

（五）格式（A4 裝訂左側）    

四 

加強審查項目 
（一）擋土牆高度超過六公尺   

 

（二）全區平均坡度 15﹪以上   

五、審查意見： 

 

六、審查結論： 

1. 請申請人及規劃單位依上述表列「備註」欄及審查意見修正。  

2. 本案係申請基地面積三千平方尺以下案件，有關本「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乃係協助和加強技術審查性質，

其技術設部分既經設計人及相關專業技師就本會提醒查核項目再行檢討簽證符合規定，依法仍應由設計人及相

關專業技師簽證負責，先予敘明。本案有關技術設計部份請設計人及相關專業技師就本局提醒查核項目修正後

原則通過。 

3. 有關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暨相關法令規定及本案審查項目、意見及審查結論

應修正事項，於核發建築執照時檢討，並由建照承辦人併核發建照審查辦理。 

（以下空白） 

 



 
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書圖文件表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書圖文件表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書圖文件表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書圖文件表（（（（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書  圖  文  件 查 核 結 果 

符合(有) 不符(無) 備註 

(一)工程基

地調查分析

書圖 

1.基地位置圖(不得小於 5 萬分之 1)    

2.基地現況圖(不得小於 1200 分之 1)    

3.基地實測地形圖(不得小於 1200 分之 1)    

(二)工程地

質書圖 

1.地質說明書    

2.區域地質圖(不得小於 25000 分之 1)    

3.基地岩性地質圖(不得小於 1200 分之 1)    

4.基地工程地質圖與剖面圖(不得小於1200百分之1)    

5.環境敏感地質圖    

6.整地前後地質剖面圖    

(三)給水幹

線工程、污水

幹線工程計

畫書圖 

1.給水工程計畫報告書圖    

2.污水工程計畫書圖    

(四)整地計

畫書圖 

1.工址探查報告    

2.建築配置計畫圖(含區位及使用強度)    

3.大地工程計算

報告書 

(1)基礎工程分析    

(2)邊坡穩定分析    

(3)土石方計算    

(4)開挖整地前後縱橫斷面圖    

(5)植生工程設計圖說    

(五)用地編

定說明書 

1.用地編定區界及地籍套繪圖    

2.用地編定說明書    

(六)道路工

程及交通管

制設施說明

書圖 

1.路線平面圖    

2.路線縱剖面圖    

3.橫斷面圖    

4.主要構造物詳細設計圖    

5.主要交通管制設施設置示意圖    

(七)監測系

統工程書圖 

1.地下水位監測工程設計圖說    

2.坡面穩定監測工程設計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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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表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表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表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表 

類別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一、 建築審查 1.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是否齊全 

2. 計畫開發建築地區坵塊圖上平均坡度是否符

合規定 

3. 水土保持計畫核定證明文件或免擬具水土保

持計畫之證明文件是否齊全 

4.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者，檢附審查通過之文件是否齊全 

二、 審查小組

會審 

1. 建築配置計畫是否會審通過 

2. 公共設施是否會審通過 

3. 地質條件是否會審通過 

4. 土方開挖是否會審通過 

5. 邊坡穩定分析是否會審通過 

6. 擋土設施是否會審通過 

7. 監測系統是否會審通過 

8. 地基調查鑽孔數是否符合規定或視實際情形

增加孔數或深度 

9. 計畫開發建築地區經地質調查分析結果是否

符合規定 

10. 基礎工程分析結果，其預定基礎面下，有效

應力深度內，岩石品質指標是否符合規定 

三、 綜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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