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物耐震能力評估檢查申報作業
耐震申報安全維護作伙來！！

壹、緣由：
台灣位於板塊邊緣上，地震發生頻繁，我們必須更重視建築物的耐震性
以及確保人身及財產的安全；107 年 2 月 21 日內政部已修法要求公、私
有的公共建物自 108 年 7 月 1 日起須強制辦理耐震能力評估與申報。
法規參考 QRcode：內政部「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貳、房屋耐震能力評估申報 Q&A：
問 1：什麼樣的建築物應辦理申報（申報對象）?
答：一、需同時符合以下三個條件之建築物，應規定時間強制辦理耐震評
估申報：
條件 1：建築物「取得建築執照時間」或「舊有合法房屋認定文
件登載時間」在民國 88 年 12 月 31 日以前。
條件 2：屬集會、運輸場所、百貨商場、旅館、室內泳池、兒童
樂園、網咖等休閒健身場所、各級學校教室、醫院、護
理之家等衛生社會福利設施、宿舍安養等用途之建築物
（含混和用途使用者），其樓地板面積累計達 1000 平
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者。
條件 3：該建築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經營者）。
二、其他應強制辦理耐震評估申報之建築物，依法規規定得由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依轄區實際需求訂定分類、分期、分區執行計畫及期
限，並公告之。
問 2：誰是耐震評估申報之申報義務人?
答：建築物所有權人為申報義務人；使用人、或建築物為公寓大廈者，得
由其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理負責人代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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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3：依據法規規定，申報義務人應負擔的義務有哪些樣態？
表 1.申報義務人應負擔的義務樣態說明表
樣態

樣態說明

樣態 1

申請免再辦理
申報

樣態 2

得辦理展延申
報期限

樣態 3

應申報，委託初
評，評估後無疑
慮者。

樣態 4

應申報，委託詳
評，評估後無疑
慮者。

樣態 5

應申報，委託詳
評，評估後有疑
慮者，每二年申
報一次。



相關文件

符合特定條件，檢具相關文件 申報義務人提出：
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後，  初詳評無疑慮文件
得免再辦理申報。
 補強成果報告書
 或拆除證明文件
（參考問 5）

綜合
成本
低

 屬應申報建築物，惟符合特定條 申報義務人提出：
件，檢具相關文件送當地主管建  建築物所在地區為
築機關備查後，得辦理展延申報
正在進行都市更新
期限兩年，屆期前再辦理申報；
擬定或變更地區之
事業計畫報和文
 建築物於未完成補強或拆除前，
件。
應每二年辦理一次耐震能力評
估檢查申報。已完成補強或拆除  結構補強設計書圖
及證明文件。
者，可依樣態 1 方式辦理免再申
（參考問 6）
報。
 屬應申報建築物，委託專業機構  申報義務人委託專
辦理初評，評估後無疑慮者，經
業機構指派檢查員
完成申報後，由當地主管建築機
提出建築物之耐震
關解除列管。
能力初步或詳細耐
震能力初步評估檢
 屬應申報建築物，委託專業機構
查報告書，辦理線
辦理初評後，有疑慮者，須再辦
上申報作業。
理詳評，評估無疑慮者，經完成
（參考問 7）
申報後，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解
除列管。
 屬應申報建築物，委託專業機構
辦理初評後，有疑慮者；再辦理
詳評，仍有疑慮者
 建築物於未完成補強或拆除前，
應每二年辦理一次耐震能力評
估檢查申報。已完成補強或拆除
者，可依樣態 1 方式提出相關文
件申請免再辦理申報。

註：合法專業機構（詳問 8）、臺中市專業資訊單位（詳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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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問 4：我是建築物的申報義務人，應該於何時辦理申報?
答：依規定各類組場所申報期間分列為四季，請查看下表您的場所類組所
在季別及申報期間依規辦理。
表 2.建築物耐震能力評估檢查申報期間及場所例舉表
季別及申報
期間

類別

組別

集會表演

1.戲（劇）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觀覽場
等類似場所。
2.體育館（場）及設施、音樂廳、文康中心、社
教館、集會堂（場）、社區（村里）活動中心等
類似場所。

A2
運輸場所

1.車站（公路、鐵路、大眾捷運）。
2.候船室、水運客站。
3.航空站、飛機場大廈。

H1
宿舍安養

1.民宿（客房數六間以上）、宿舍、招待所。
2.康復之家、社區式日間照顧及重建服務、社
區式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之場所。
3.提供社區式服務（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
團體家屋）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B2
商場百貨

1.百貨公司（百貨商場）商場、市場（超級市
場、零售市場、攤販集中場）、展覽場（館）、
量販店、批發場所（倉儲批發、一般批發、農產
品批發）等類似場所。
2.店舖、當舖、一般零售場所、日常用品零售
場所等類似場所。

B4
旅館

1.觀光旅館（飯店）、國際觀光旅館（飯店）等
之客房部。
2.旅社、旅館、賓館等類似場所。
3.招待所、供香客住宿等類似場所。

A1
A類

公共集會

第一季
1/1-3/31

H類

第二季
4/1-6/30

B類

住宿類

場所例舉

商業類

1.保齡球館、室內溜冰場、室內游泳池、室內球類運
動場、室內機械遊樂場、室內兒童樂園、保健館、健
身房、健身服務場所（三溫暖除外）、公共浴室（包

第三季
7/1-9/30

D1
健身休閒
D類

第三、四季
7/1-12/31

休閒文教
D3
國小校舍
D4
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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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溫泉泡湯池）、室內操練場、撞球場、室內體
育場所、少年服務機構（供休閒、育樂之服務
設施）、室內高爾夫球練習場、室內釣蝦（魚）
場、健身休閒中心、美容瘦身中心等類似場所。
2.資訊休閒服務場所（提供場所及電腦設備，
供人透過電腦連線擷取網路上資源或利用電腦
功能以磁碟、光碟供人使用之場所）。
小學教室、教學大樓等相關教學場所。

國中、高中、專科學校、學院、大學等之教室、教學
大樓等相關教學場所。

季別及申報
期間

第四季
10/1-12/31

類別

F類

衛生、福
利、更生
類

組別

場所例舉

F1
醫療照護

1 醫院、療養院、診所等類似場所。
2.護理之家機構（一般護理之家、精神護理之家）、
產後護理機構、屬於老人福利機構之長期照顧機構
（長期照護型）、長期照顧機構（失智照顧型）等類
似場所。
3.提供住宿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F2
社會福利

1.身心障礙福利機構（全日型住宿機構、日間服務機
構、福利中心）、身心障礙者職業訓練機構等類似場
所。
2.啟智（聰、明）學校、盲啞學校、益智學校。
3.社區復健中心。

F3
兒童福利
F4
戒護場所

兒童及少年安置教養機構、幼稚園、托兒所、托嬰
中心、早期療育機構等類似場所。
精神病院、傳染病院、勒戒所、監獄、看守所、感化
院、觀護所、收容中心等類似場所。

問 5：什麼情況可以提出「免再辦理申報」嗎?
答：應申報建築物，倘符合以下任一法定條件者，可填寫說明書（詳下載
網址）並檢具下列文件之一，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者，得免辦理
耐震能力評估檢查申報：
條件 1：民國 107 年 2 月 21 日前，已依建築物實施耐震能力評
估及補強方案完成耐震能力評估及補強程序之相關證
明文件。
條件 2：民國 107 年 2 月 21 日以後，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
業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出具之補強成果報告書。
（臺中市專業諮詢單位：請參考問 9）

條件 3：已拆除建築物之證明文件。
問 6：什麼情況可以先暫緩（展延）辦理申報作業？
答：應申報建築物，倘符合以下任一法定條件者，得填寫申請書（詳下載
網址）檢具下列文件之一，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展期二年，以
一次為限。但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有實際需要者，不在此限：
條件 1：委託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
程技師辦理補強設計之證明文件，及其簽證之補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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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含補強設計之耐震能力詳細評估報告）。（臺中市專
業諮詢單位：請參考問 9）

條件 2：依耐震能力評估檢查結果擬訂或變更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報核之證明文件。
下載 QRcode：免再辦理申報說明書、展延申報期限申請書。
https://www.ud.taichung.gov.tw/1314228/post

問 7：如果應申報未申報會罰款嗎？
答：倘屬應辦理申報之建築物，未依規辦理者，已違反建築法 77 條第 3
項規定，將依法處新台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屆期不改善還可連
續處罰，限期停止使用。呼籲相關所有權人務必在申報期限前，提出
免再辦理申報申請、展延申報期限申請或委託專業機構辦理申報。

參、參考資訊及聯絡電話
問 8：要如何尋找合格的專業檢查機構辦理委託申報？
答：經內政部營建署認可之專業機構，可於以下網站查詢：
網站 QRcode：http://cpabm.cpami.gov.tw/index.jsp
＞最新消息＞【建築物公共安全耐震能力評估檢查專業機構】認
可清單

問 9、臺中市有無相關專業諮詢單位？
 臺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04)2358-8249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925 號 5F-2
 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會
民權中心：400 臺中市中區民權路 102 號 9 樓 （04）2222-1991
豐原中心：420 臺中市豐原區育才街 30 號 7 樓 （04）2526-4783

 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04)2237-8968
地址：40651 台中市北區崇德路一段 629 號 B 棟 5 樓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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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關心您！！
倘有申報行政上疑問，歡迎洽詢「都市發展局使用管理科」
連絡電話：(04)2228-9111 轉 64308、364、324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路 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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