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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11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689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育敏、費鴻泰、黃昭順等 16 人，有鑑於 0206 震
災造成台南市維冠金龍大樓坍塌，突顯我國建物品管存在重
大制度缺陷，現行建築法有關監造人與設計人得為同一建築
師之規定，致利益衝突爭議頻仍，且地方政府主管建築機關
執行建築物審查、勘驗及竣工查驗之強度不一，顯不利建築
物施工品質管理。爰擬具「建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
正第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五十六條及第七十條，導入第
三方專業機構辦理建築審查、勘驗及竣工查驗，並明定監造
人與設計人不得為同一建築師，以強化建築物三級品質管理
，保障公眾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按現行「建築法」第十三條規定，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得為同一建築師。然建築工程品
質乃設計、監造、施工三構面明確分工，並互為制衡方能確保，但建築師往往受制於起造
人，導致監造工作無法落實，顯不利於建築工程品質把關。
二、礙於現行地方政府主管建築機關執行建築物審查、勘驗、竣工查驗強度不一，為提高我國
建築工程品質管理，實有必要導入由第三方專業機構辦理審查、勘驗及竣工查驗，方能落
實三級品管制度，確保建築物施工品質。
三、爰擬具「建築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修正第十三條，明定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不得為
同一建築師，令監造工作得以落實；另修正第三十四條，增訂主管建築機關為審查、鑑定
達一定規模之建築物工程圖樣與說明書，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指定經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機關（構）、法人、學校或團體辦理；為確保工程勘驗之公正性，修
正第五十六條，增訂達一定規模之建築物，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指定經中
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機關（構）、法人、銀行、學校或團體勘驗合格後，始得繼續施工
；為強化查驗工作，修正第七十條，增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委託經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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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建築機關認可之機關（構）、法人、學校或團體，辦理建築物之竣工查驗，保障公眾安
全。

提案人：王育敏

費鴻泰

黃昭順

連署人：李彥秀

陳宜民

盧秀燕

陳雪生

許毓仁

柯志恩

吳志揚

陳怡潔

賴士葆

林麗蟬

馬文君

蔣萬安

曾銘宗

委 282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建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三條

條

文

本法所稱建築物設

現

行

第十三條

條

文

說

明

本法所稱建築物設

一、工程三權分立得以穩固，

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
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

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
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

乃設計、監造、施工明確分
工並互為制衡，按現行「建

，且設計人與監造人不得為
同一人。但有關建築物結構

。但有關建築物結構及設備
等專業工程部分，除五層以

築法」第十三條規定，設計
人及監造人得為同一建築師

及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
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

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
，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

，不免有球員兼裁判之嫌，
且建築師往往受制於起造建

築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
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

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
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

商，導致監造工作無法落實
，恐損及建築工程品質。

技師負責辦理，建築師並負
連帶責任。

任。
公有建築物之設計人及

二、爰修正第一項前段，明定
設計人與監造人不得為同一

公有建築物之設計人及
監造人，得由起造之政府機

監造人，得由起造之政府機
關、公營事業機構或自治團

人，令監造工程品質得以提
升，以確保公共大眾之生命

關、公營事業機構或自治團
體內，依法取得建築師或專

體內，依法取得建築師或專
業工業技師證書者任之。

財產安全。

業工業技師證書者任之。
開業建築師及專業工業

開業建築師及專業工業
技師不能適應各該地方之需

技師不能適應各該地方之需
要時，縣（市）政府得報經

要時，縣（市）政府得報經
內政部核准，不受前二項之

內政部核准，不受前二項之
限制。

限制。

第三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

第三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
）（局）主管建築機關審查

一、原條文第一項前段酌作文
字修正，列為第一項。

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應就規定項目為之；其餘項

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
明書，應就規定項目為之，

二、原行條文第一項後段移列
為第二項，並為確保建築工

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
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

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
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

程之公共安全品質，考量特
殊結構或設備建築物之侷限

責。
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

簽證負責。對於特殊結構或
設備之建築物並得委託或指

性，將原所定第三方審查範
圍由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

，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
工業技師簽證負責之結構、

定具有該項學識及經驗之專
家或機關、團體為之；其委

物，修正為一定規模以上之
建築物，審查項目並增加防

設備、防火避難設施等項目
，應另由直轄市、縣（市）

託或指定之審查或鑑定費用
由起造人負擔。

火避難設施，並規定應另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主管建築機關指定經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認可之機關（構

前項規定項目之審查或
鑑定人員以大、專有關系、

機關指定經中央主管建築機
關認可之機關（構）、法人

）、法人、學校或團體審查
之；其審查費用，應向起造

科畢業或高等考試或相當於
高等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

、學校或團體審查；又因實
務上建造執照之申請許可較

人收取。

關類科考試及格，經依法任

少有鑑定業務，故刪除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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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項目之審查
或鑑定人員，以大專校院有

用，並具有三年以上工程經
驗者為限。

鑑定得為委託或指定第三方
辦理之情形；另酌作文字修

關系、科畢業或高等考試或
相當於高等考試以上之特種

第一項之規定項目及收
費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正。
三、原條文第二項移列為第三

考試相關類科考試及格，經
依法任用，並具有三年以上

項，並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
修正。

工程經驗者為限。
第二項認可之機關（構

四、增列第四項，授權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訂定第二項認可

）、法人、學校或團體應具
備之資格、條件、受指定之

之機關（構）、法人、學校
或團體相關事項之辦法。

權限及審查項目、解除或終
止指定及監督事項之辦法，

五、原條文第三項移列為第五
項，除酌修文字外，並配合

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規定項目、第

第二項之修正，增訂一定規
模之授權依據。

二項之一定規模及審查費用
基準，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定之。
第五十六條

建築工程中必須

第五十六條

建築工程中必須

一、現行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

勘驗部分，應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於核定

勘驗部分，應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於核定

分，承造人自主檢查及監造
人會同勘驗並完成申報後，

建築計畫時，指定由承造人
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後，方

建築計畫時，指定由承造人
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後，方

即可繼續施工。為強化一定
規模以上建築物之勘驗，並

得繼續施工，主管建築機關
得隨時勘驗之。

得繼續施工，主管建築機關
得隨時勘驗之。

參考日本中間檢查制度，導
入第三方公正團體勘驗後，

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
，應由直轄市、縣（市）主

前項建築工程必須勘驗
部分、勘驗項目、勘驗方式

方得繼續施工之機制，爰增
訂第二項，明定一定規模以

管建築機關指定第三十四條
第二項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勘驗紀錄保存年限、申報
規定及起造人、承造人、監

上之建築物，應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指定

認可之機關（構）、法人、
銀行、學校或團體勘驗合格

造人應配合事項，於建築管
理規則中定之。

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第二項
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

後，方得繼續施工；其勘驗
應自接到申報之日起三日內

機關（構）、法人、銀行、
學校或團體勘驗合格後，方

完竣，勘驗費用，應向起造
人收取。

得繼續施工；其勘驗應自接
到申報之日起三日內完竣，

前二項建築工程必須勘
驗部分、勘驗項目、勘驗方

勘驗費用，應向起造人收取
。

式、勘驗紀錄保存年限、申
報規定及起造人、承造人、

二、鑑於各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所訂定之建築

監造人應配合事項，由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另定之。

管理規則不盡相同，原條文
第二項移列為第三項，並配

第二項之一定規模及勘
驗費用基準，由中央主管建

合第二項之增訂，有關建築
物之勘驗方式、時程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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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機關定之。

，改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另
定之，爰酌作文字修正。
三、增列第四項，授權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訂定第二項之一
定規模及勘驗費用基準。

第七十條

建築工程完竣後，

第七十條

建築工程完竣後，

一、原條文第一項前段及第二

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
造人申請使用執照。但建築

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
造人申請使用執照。直轄市

項有關使用執照申請人之規
定合併，並酌作文字修正，

物無承造人或監造人，或承
造人、監造人無正當理由，

、縣（市）（局）主管建築
機關應自接到申請之日起，

列為第一項。
二、原條文第一項後段有關查

經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
評審後，拒不依評審結果會

十日內派員查驗完竣。其主
要構造、室內隔間及建築物

驗項目及程序之規定，移列
第二項。但查驗項目因建築

同或無法會同者，由起造人
單獨申請之。

主要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
者，發給使用執照，並得核

物之多樣性及規模有所不同
，爰刪除現行所定之指定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應自接到前項申請

發謄本；不相符者，一次通
知其修改後，再報請查驗。

驗項目，於第五項授權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訂定，並酌作

之日起十日內依指定項目查
驗完竣。但供公眾使用建築

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查驗
期限，得展延為二十日。

文字修正。
三、為強化一定規模以上建築

物之查驗期限，得展延為二
十日。

建築物無承造人或監造
人，或承造人、監造人無正

物之查驗工作，爰增訂第三
項，明定一定規模以上之建

前項查驗對於一定規模
以上之建築物，應由直轄市

當理由，經建築爭議事件評
審委員會評審後而拒不會同

築物，應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委託修正條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委
託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經中央

或無法會同者，由起造人單
獨申請之。

文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經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機關（

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機關（
構）、法人、學校或團體為

第一項主要設備之認定
，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

構）、法人、學校或團體查
驗。至查驗所需費用，應向

之；其查驗費用，應向起造
人收取。

起造人收取。
四、第四項有關查驗結果之處

經查驗其指定項目與設
計圖樣相符者，由直轄市、

理規定，由現行條文第一項
後段移列，並酌作文字修正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發給
使用執照，並得核發謄本；

。
五、增列第五項，授權中央主

不相符者，一次通知其修改
後，再報請查驗。

管建築機關訂定第二項之指
定項目、第三項之一定規模

第二項之指定項目、第
三項之一定規模及查驗費用

及查驗費用基準。
六、配合第一項指定項目之刪

基準，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定之。

除，原條文第三項爰予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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