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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整建或維護補助項目表
類別 評估指標 補助項目 備註

一、建築物外部

公共安全

防火間隔或社區道路綠美化工程。 申請騎樓整平補助
項目時，至少以一
完整街廓（路段）
為原則。

騎樓整平或門廊修繕工程。

環境景觀
無遮簷人行道植栽綠美化工程。

-無遮簷人行道舖面工程。
無遮簷人行道街道家具設施。

其他 經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核定者。 -

二、建築物本體及內部

公共安全

供公眾使用之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設備。
-供公眾使用之無障礙設施。

公共走道或樓梯修繕工程。

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
含耐震評估及簽證
費用。

環境景觀

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修繕工程。
-陽臺或露臺綠美化工程。

屋頂平臺綠美化工程。

建築物立面修繕工程（含廣告招牌）。
含鐵窗及違建拆除
費用。

建築物外部門窗修繕工程。
建築物外部門窗修
繕工程，至少以一
棟建築物為原則。

機能改善 四、五層樓之合法集合住宅建築物增設昇降設備。 -
其他 經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核定者。 -



補助範圍

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合法建築物，其年期(屋齡)達15年以上，並符合下列之一：

1. 連棟透天或獨棟式透天建築物連續達5棟以上。

2. 非透天之3層樓以上建築物連續達2棟以上。

3. 非透天之3層樓以上建築物與相連之透天建物各1棟以上。

4. 6層樓以上整幢建築物。

5. 4、5層樓集合住宅僅增設昇降設備者，得以一棟申請。

透天5棟 公寓連續 2棟公寓及透天各 1棟 大樓 增設電梯以四、

以上 五層樓1棟



新北市簡化申請程序規定：
• 5層以下公共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者，得以申請雜項執照方式辦理。
• 5樓以下公寓大廈增設昇降設備土地與建物權利規定：申請執照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以共有人及其應有

部分合計過半數同意即可，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要點第二點規定：「於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整建維護之
合法建築物，屋齡達十五年以上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予補助：
• 四、五層樓集合住宅僅增設昇降設備者，得以一棟為申請單位，且得併同申請立面修繕及耐震補強

工程之費用補助。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策略地區)，不受前項屋齡及第一款至第四款之限制，得以一棟為申請單位：

新北市政府補助上限為1000萬，補助比例如下：

申請補助項目含機能改善為四及五樓合法集合住宅建築物增設升降設備。

位於本府指
定之整建維
護策略地區。

臨三十公尺
以上計畫道
路。

位於捷運站、火車
站、歷史建築、古
蹟等三百公尺範圍
內且臨八公尺以上
計畫

因風災、火災、地
震及爆炸致遭受損
害之合法建築物。

策略地區

一般地區

75%

50%違建-15%



外牆整建維護補助款申請流程

輔導單位協助社區整合住戶意見、成立修繕小組、確立修
繕目標、討論整建維護方向及範圍、完成設計圖、提出施
工概算。

施工概算交由住戶或修繕小組後，討論施工範圍、工法材
質，工程預算、住戶分攤方式，確定預算金額、外觀設計
方向。

利用3D模擬圖面呈現大樓設計導向、風格、色系、材質、
以及每個細節說明定案後進行外觀設計，於市政府補助款
申請期限內提送申請補助計畫書(住戶需配合提供相關文
件影本)。

主管機關同意核准補助上限後依照市府補助要點相關作業
流程辦理。



立面修繕-外牆塗裝工法：
 施工簡便、維修便利、成本低、施工效率高。
 外牆塗料能創造出颜色絢麗，展現豐富多彩的建築風格。



漢生東路



外牆材料介紹：
1. 材料特性：建築外牆因暴露於室外環境受日曬雨淋，故適用於建築物外

牆的材料需具備抗壓\耐刮\吸水率低\耐潮濕及抗酸鹼之能力等耐候性。
2. 常用材料：

▓抿石子 ▓二丁掛 ▓山形磚 ▓石材(乾式及溼式施工)
▓金屬牆版 ▓帷幕玻璃

石材 金屬牆版 帷幕玻璃



抿石子 仿石多彩塗料



板橋富邦世紀大廈-外牆整修

-before- -after-

拉皮後使整體周邊環境更好，也讓老舊建築物有了『新的容貌』，並改善外牆磁磚
脫落之問題，打造更完善、更安全的都市環境。

申請補助經費：1千萬元。
辦理進度：102年11月4日發布實施。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段立面修繕案:
1.申請補助項目:
建築物立面修繕工程(含廣告招牌)

2.工程說明:
外掛物拆除工程
立面牆面更新工程
立面塗裝工程



現況圖 模擬圖



新北市新莊區恆安段立面修繕案：
1.申請補助項目:
建築物陽臺或露臺綠美化工程
立面修繕工程(含廣告招牌)

2.工程說明:
外掛物拆除工程
立面牆面更新工程
立面塗裝工程





更新前 更新後





建築物立面更新工程

1.立面飾面更新工程部份：
更新包括建築物北向立面(正面)，先將建築物立面舊有水泥層打除(打至建築
物結構體)，而後泥作抹平，最後更新飾面，飾面為漆塗佈材料，採用「多彩
漆」。
多彩漆為高科技多彩型建築牆面裝飾塗料，採用高級無機色粉及自潔性撥水型
硅樹酯，長效耐候、耐汙，另外具有彈性抗裂特姓，直接作為防水材料。
2. 建築物立面門窗更新工程
北向立面一至三樓鋁窗已老舊，拆除後更新，配合美化立面。
3. 屋頂平臺綠化更新工程
由於屋頂平台漏水嚴重，須重新翻修，計畫將樓頂老舊地板與防水層鏟除，打
除表面水泥層，重新粉刷、鋪設防水層與地磚及部分木棧道，並於西側與北側
施作草坪綠化。
4.三樓露台及中庭地坪更新工程
三樓露台及中庭地坪年久失修，導致漏水，計畫敲除地磚，鋪設防水層及地磚。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段立面修繕案:
1.申請補助項目:
騎樓整平或門廊修繕
工程公共走道或樓梯修繕工程
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修繕工程
屋頂平臺綠美化工程
建築物立面修繕工程

2.工程說明:
a.本建築物位於窄巷道之住宅區，
以整修騎樓、立面施工、屋頂綠
化以及廣告招牌等四大整建維護
為主。

b.飾面採用立面塗料方式，營造建築物素雅外觀，
且廣告招牌以統一樣式提高騎樓商業經營價值。
最後屋頂利用草坪達到綠化的功能。

c.牆面上的外掛管線及室外機吊架，外牆修繕時一
併規劃處理。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段立面修繕案更新前後照片

更新前 更新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及人段立面修繕案：
1.申請補助項目:
立面修繕
外部門窗修繕工程。

2.工程說明:



永和區及人段立面修繕案更新前後照片

更新前 更新後



增設電梯的條件

一 是否為領有使用執照建築物？
二 是否有獨立土地？
三 是否有足夠空間？
四 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是否同意？
五 原有建築物是否有違章？
六 是否申請補助？資金是否充裕？



一、是否為領有使用執照建築物？



二、是否有獨立土地？
依據現行營建署解釋函令：
1. 於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生效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者，其各棟建築物各自獨

立互不影響。
申請增設昇降設備時應檢附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得以各棟建築物分別辦理。

2.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時間為：75.1.31

三、是否有足夠空間？
電梯增設之位置應座落基地範圍内之法定空地 (基地面積扣除實際可供建築面積後的
空地面積)

電

梯

座

落

位

置



舊有公寓常見梯間態樣

凸出型 平整型(緊鄰道路)



昇降機增設後將阻擋公寓對外主要通路，造成通路
淨寬不足--以一般住家出入口大門淨寬至少80公分
以上，常見公寓梯間淨寬設置在200 公分至250 公
分，以6人座昇降機設置寬度在180 公分~200 公分，
在昇降機裝設後將阻擋公寓對外主要通路，造成淨
寬不足。

一樓住戶因既有違建長期使用前後院空
間或法定空地已有約定專用，不願意或
反對增設昇降機。

評估建物是否有足夠空間增設電梯



四、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是否同意？
 辦理雜項執照(依據現行營建署解

釋函令)：
其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應以共有人過
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
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申請整建維護補助：
A.100%同意：完成補助計畫書
B.80%同意：完成事業計畫書，補助
計畫書。

五、原有建築物是否有違章？
 優先拆除：
A.施工中或新建造或拆除重建者之違章建築。
B.實質違規廣告物(樹立廣告物及招牌廣告物) 。
 一般拆除案件：
A.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防火間隔違章建築。
B.占用道路或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之違章建築。
C.開放空間違章建築。
D.法定空地及一般空地違章建築。
E.露台違章建築。
F.屋頂平台違章建築。
G.天井違章建築。
H.夾層違章建築。
I.陽台違章建築。
J.屋頂平臺平改斜違章建築。



六、是否申請補助？資金是否充裕？
1. 補助費用含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
2. 由委員會視年度計畫補助額度及個案對環境貢獻度酌予補助，一般地區每案以核准

補助項目總經費50％為上限。
3. 由委員會視年度計畫補助額度及個案對環境貢獻度酌予補助，策略地區每案以核准

補助項目總經費75％為上限。
4. 四、五層樓集合住宅僅增設昇降設備者得以一棟為申請單位。
5. 存在違章建築者，委員會得酌減補助額度，以15％為上限。
6. 每案補助總額不得逾新臺幣1,000萬元。
7.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要點接受補助實施整建或維護之建築物，不得於工

程竣工查驗後五年內任意變更整建或維護項目，並應於住戶規約中載明及於日後產
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昇降機之設置之一般規定：
 6層以上之建築物，至少應設置1座以上之昇降機通達避難層。建築物高度超過10層

樓，依本編第106條規定，設置可供緊急用之昇降機。
 機廂之面積超過1平方公尺或其淨高超過1.2公尺之昇降機，均依本規則之規定。但

臨時用昇降機經主管建築機關認為其構造與安全無礙時，不在此限。
 昇降機道之構造應依下列規定：
 （一）昇降機道之出入口，周圍牆壁或其圍護物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並應使機道外

之人、物無法與機廂或平衡錘相接觸。
 （二）機廂在每1樓層之出入口，不得超過2處。
 （三）出入口之樓地板面邊緣與機廂地板邊緣應齊平，其水平距離在4公分以內。
 其他設備及構造，應依建築設備編之規定。



※昇降機之設置之特殊規定：
本規則中華民國100年2月27日修正生效前領得使用執照之5層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者，
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其增設之昇降機間及昇降機道於各層面積不得
超過12平方公尺，且昇降機道面積不得超過6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
三、增設昇降機所需增加之屋頂突出物，其高度應依第1條第9款第1目規定設置。但投
影面積不計入同目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



得採用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CNS14328個人住
宅用升降機，並依建
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
檢查管理辦法取得建
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
可。



※常見電梯型式

 有機房式電梯

 設置條件：需設置機坑、機房



※常見電梯型式

 無機房式電梯

 設置條件：設置基坑、機房



機房空間

昇降路空間

機坑空間

通道空間



昇降機設置方式





電梯型式與價格預估

*車廂空間：90*120cm

*最小升降路尺寸：約150*150cm
*預估總工程費：(電梯安裝、施工及 設計監造費用）
315-375萬

備註:上述預估金額僅供參考

*車廂空間：100*120cm

*最小升降路尺寸：約160*170cm
*預估總工程費：(電梯安裝、施工及 設計監造費用）
345-420萬

*車廂空間：150*150cm

*最小升降路尺寸：約210*22cm
*預估總工程費：(電梯安裝、施工及 設計監造費用）
360-440萬

3人座

6人座

8人座
無障礙



 如基地條件適合增設電梯，且住戶多
數都有意願參與。民眾可尋求專業團
隊或洽新北市督更處協助民眾填寫新
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輔導計畫諮詢
表。

 經專業團隊評估何種電梯適合該棟建
物，進行試算工程預算金額，繪製3D
模擬圖面，讓住戶更進一步瞭解增設
電梯所需費用及程序。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輔導計畫諮詢表



增設電梯之外牆形式

溼式灌漿牆或乾式預鑄組合牆+外飾材(塗料或磁磚)



增設電梯之外牆形式-金屬包版



增設電梯之外牆形式-玻璃(帷幕)



新北市案例分享：樹林區中山路公寓整建維護補助案(老舊公寓增設昇降機)

※公寓型式：一層一戶，五層樓公寓
※戶數：五戶

※昇降機型式：外掛無機房式電梯-9人座

※目前申請進度：

103年 1月：取得全體住戶同意書

103年2〜3月：申請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計晝

103年 5月：第一次委員審查會議

103年 7月：修改計晝書

103年 9-10月：第二次委員審查會議



蘆洲光華段增設電梯案例

■本案採用3人座電梯型式

本案成功之關鍵：
1. 鄰居和睦，對樓上年長者、行動不便者有

同理心。
2. 一樓住戶不用出資亦不用支付管理維修費

用，同意配合增建電梯。
3. 要有足夠法定空地增建電梯。
■本案費用負擔參考：

案址已成立管理委員會並明確訂 定內容如下：
1. 保養費用
2. 大樓管理費
3. 設備維護管理費用
訂定於規約中，讓住戶有所遵循。

※獨棟5樓公寓、屋齡22年
※所有權人計3人
※基地面積：165平方公尺
※預計電梯施工面積：4平方公尺
※補助額度：192萬元(49.68%)

壹層平面圖 正向立面圖

增設前 增設後



新店明德路增設電梯案例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55條第2
項規定增設昇降機間及昇降機道於各層
面積不得超過12平方公尺。



■本案採用6人座電梯型式

※獨楝5樓公寓
※屋龄35年
※所有權人計6人
※基地面積：243.95平方公尺。
※預計電梯施工面積：5.48平方公尺
※補助額度：218萬(48.7%)

本案成功之關鍵：

1. 鄰居和睦，對樓上年長者、行動不便者有同理心。

2. 一樓住戶不用出資亦不用支付管理維修費用，同意配合增建電梯。

3. 要有足夠法定空地增建電梯。

■本案費用負擔參考：

1. 一樓不負擔。

2. 二樓負擔10% 。

3. 三樓負擔20% 。

4. 四樓負擔30% 。

5. 五樓負擔40% 。
實際分配比例依個案情形而定

增設前 增設後



新店明德路增設電梯竣工照片



新店明德路增設電梯竣工照片



老舊公寓增設電梯常見困境：

一.基地條件不足：一般老舊公寓所面臨的基地條件需有足夠設置電梯之法

定空地(至少1.50m*1.50m之空地範圍），且空地位置須增設之電梯，其

開口應位於各樓層主要出入口。

二.建築物部分違建須配合拆除：部分老舊公寓地面層及頂層現況存在既有

違建，須配合電梯設置位置騰空拆除，會有無法取得部分所有權人(通

常為違建範圍使用者)之同意與配合意願。

三.所有權人同意門檻高：因電梯設置法空空地，且部分違建需配合拆除，

故要違建範圍使用者配合，且一樓住戶須犧牲部分原使用之法定空地面

積，通常導致無法取得全體住戶之認可。





增設電梯所需費用住戶可辦理銀行貸款：

 依新北市政府估算增設電梯的費用(安裝、施工及設計監造)，3人座到8
人座無障礙電梯約315萬至440萬元(實際費用仍待依現地條件及住戶意願
經細部設計後方能確定)。

 如雙拼五層公寓以400萬元費用暫估，獲市府50%補助，住戶分攤比例以
樓層減ㄧ方式計算，每戶負擔費用約40萬元(五樓)至10萬元(二樓)不
等。

 為減輕住戶短期資金壓力，提高民眾增設電梯的意願，以目前銀行提供
300萬元的房屋修繕貸款額度，或50萬元信用貸款額度，可提供住戶信用
貸款或房屋修繕貸款，讓增設電梯如同買車ㄧ般，住戶只需每月分期繳
付小額金額，即可先行享受電梯的便利服務。已足敷支應增設電梯所需
之費用。



建築物結構補強工法

 EPOXY裂縫注射工法
 強化纖維貼覆補強工法
 鋼板補強工法

EPOXY裂縫注射工法

強化纖維貼覆補強工法 鋼板補強工法



EPOXY裂縫注射工法
 裂縫灌注補強的目的：阻絕空氣、水份滲入，預防鋼筋生鏽，混凝土中性化。裂縫

兩側分離混凝土面黏著復合，把疏鬆的混凝土重新黏結起加固效果。
 灌注工法修復原理：灌注工法乃是由裂縫表面將補強劑注入裂縫內部，使龜裂變位

保持在最小限度範圍，並防止惡化或增加寬度的一種修復目的。在灌注過程中，原
裂縫內空氣與補強劑，產生替換，空氣逐漸由微細裂縫排出。裂縫深度（斷面）
大，所需灌注能量則相對增大。

 材料特性：材料之物性強度大於混凝土之物性強度，材料反應鍵合初期，黏度較
低，再提升至凝固硬化。

施工順序:
 裂縫表面處理：將裂縫部份之表面粉刷層磨除，油脂.灰塵.水份.鬆動部份剃除，並

以空壓機將表粉層清乾淨。
 安裝灌注頭基座<底座>：將灌注頭基座<底座>以補強補土，封塞用封口膠封口膠

<1:1>攪拌均勻用橡皮括刀塗抹底部。每隔20-30公分距離安裝1支。
 封塞灌注頭基座<底座>及裂縫：

1.以封口膠<1:1>封塞灌注頭底座四周使之固定並延裂縫塗封口膠<=1:1>以防止注射
<簡稱注射液2:1>灌注時滲漏。

2..初期硬化4-5小時等待時間完全硬化24小時才可安裝可使用時間25℃45分鐘



強化纖維貼覆補強工法



強化纖維貼覆補強工法
強化纖維補強是近年來美、日等先進國家所研發的應用在土木工程的維修補強方法。
一般而言，此種方法適合應用在柱補強，利用其緊密的貼著所產生之圍束力增加柱之
韌性以達到增加耐震能力及增加抗壓能力的目的。
強化纖維補之材料一般而言具有以下之特性：
1.高強度：
強化纖維補強材料之強度普遍較鋼材為高，一些特製強化纖維材料張力強度甚至可達
鋼材的四倍以上。
2.可增加斷面韌性：
強化纖維材料為一種高強度材料，應用在柱補強時因其材料所發揮之高圍束力使整體
結構之韌性增加，而符合現行耐震規範之要求。
3.重量輕：
其比重比鋁還要輕，在同樣體積的材料下，強化纖維不但具有高強度、韌性，同時因
其質量輕，故其所引致之地震力相對就小，所以就這點而言是相當優良的補強材料。
4.保持原先柱子之形狀不變：
不論是方形、矩形、六角形或任何幾何尺寸，經修補後，均保持原貌。
5.不受空間的影響：
強化纖維只要有10公分之淨空，便可施作，本系統適合這種狹窄空間施工。
6.耐久性及耐腐蝕性強：
強化纖維不腐蝕，對於鹽份、土壤及腐蝕環境之抵抗性甚強。



1. 施工面粉刷層脆弱部去除至堅實面，鋼筋塗抹防鏽劑。

2. 塗佈EPOXY SB820底劑，用量約0.8kg/m2。

3. 底劑塗抹後攪拌樹脂砂漿(或無收縮水泥砂漿)塗佈飾平，用量約
15kg/m2。

4. 塗佈SB820底劑後鋪設碳纖維布，依圖說方向順序貼覆，順向搭接
10CM。

5. 塗佈碳纖專用EPOXY SB838 第一道用量0.6kg/m2。

6. 使用滾輪來回推滾，使氣泡充分脫離，讓碳纖與EPOXY充分接著。

7. 如需貼覆第二層以上，再塗佈碳纖專用EPOXY SB838 第二道面塗後
直接貼覆第二層碳纖維再重複步驟6.之作業。

8. 施工完成，養生24小時。

9. 表面恢復。

強化纖維貼覆補強工法施工步驟



表面結構處理

1 2

3 4



底劑塗佈

1 2

3 4



樹脂砂漿(無收縮水泥砂漿)飾平

1 2



碳纖維貼覆

1 2

3 4



碳纖維貼覆(交錯貼貼覆)

1 2

3 4



EPOXY環氧樹脂塗佈

1 2



碳纖維貼覆完成面



碳纖維貼覆完成面



碳纖維貼覆完成面



 如需貼覆第二層以上，再塗佈碳纖專用EPOXY
SB838 第二道面塗後直接貼覆第二層碳纖維，再
重複施作環氧樹脂含浸之作業。

 第三層以上施作方式比照上述作業。



表面復原

1 2



碳纖維貼覆

1 2

3 4



碳纖維貼覆

1 2

3 4



鋼 板 補 強 主 要 功 能

柱、樑、版損壞

• 結構體損壞補強

-防止結構體繼續劣化

• 耐震力補強

-補強至耐震安全標準

• 強度補強

-增加結構體本身強度



鋼 板 補 強 施 工 順 序：

鋼板依據現場丈量尺寸加工成形，而後經噴砂處理，外露面先

行噴塗防銹裝。

結構體混凝土表面粉刷層須先行打除、凹凸面差異過大時，須

以砂輪機磨平或以環氧樹脂砂漿飾平。

先行於施工面進行原結構物鋼筋探測及放樣（避免鑚孔時誤傷

鋼筋），再於施工面按裝錨定用錨栓

鋼板加工

表面處理

錨栓按裝



補強鋼板上安置間隔物件（將結構體與鋼板兩者間之間隙
控制於一定間隔，以利於注入材料之平均分佈）

鋼板接合處焊接(滲透焊) 。

採用環氧樹脂或輕質水泥製品，將鋼板四周及注入孔範圍
封固。同時進行注入孔及透氣孔按裝固定。

視混凝土本身損壞程度選擇注入材料，以機器壓力灌注方
式注入。
注入材選擇：1.EPOXY-預留間隙3~8㎜。

2.預拌型無收縮水泥-預留間隙2~3㎝

封塞縫隙

注入材灌注

按裝鋼板

鋼板焊接



實際案例施工現況

 施工面鋼筋探測放樣

避免配壞原結構物之
鋼筋及便於鋼板加工
鑚孔、鋼板按裝時之
準確性。



檢視鑚孔深度是否足夠



依據結構體放樣位置於鋼板上標記。



 於鋼板上標記位置鑚孔

若放樣位置準確
度不足時，恐造
成 鋼 板無 法 按
裝，固於放樣標
記 時 須特 別 注
意。



鋼板按裝



 植筋藥劑注射

 化學錨栓植入



植筋(化學錨栓)拉拔試驗



 鋼板接合處焊接(滲透焊)
焊接完成後，配合業主
進行焊道檢測，確保施
工時確實滿焊。



焊道(滲透焊)採用超音波檢測



 將鋼板四周
及注入孔範圍
封固，並預留
注入孔及排氣
孔。

排氣孔須設置
於高處，利於
排氣用。

排
氣
孔



注入材灌注

灌注時需派員
巡視是否有漏
漿之情形，如
發現漏漿須立
即封塞。

注
入
孔



施工完成

依據業主
需求進行
表面塗裝。



宸胤建築師事務所

1、建築師事務所：專案規劃設計。
2、新北市不動產公會顧問。
3、臺北市政府：建築物之施工管理、使用管理、公私有畸零地合併、現有巷道廢

改道、建管處業務監督等等。
4、台北縣政府：建築物之施工管理、建、雜、拆照審理。
5、彰化縣政府：建築物之使用管理、公寓大廈管理。
6 、新北市政府：
（1）建築物之建、雜、拆照、法定空地分割、畸零地合併證明審理。
（2）建築師管理（開業、變更、懲戒）。
（3）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審查。
（4）預審委員會委員（開放空間、獎勵停車空間、屋脊裝飾物審查）。
（5）建雜照抽查委員會。
（6）加強山坡地審查。
（7）違章建築管理。
（8）建築物之施工管理。
（9）建築物之使用執照審理。
（10）營造業管理。
（11）土資場申請設立及管理。



簡報結束
~謝謝指教~

松柏之歲 如雲自在
行於青松上

銀髮長者 平安健康
隨意輕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