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    號： 
保存年限： 

中華民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受文者：本會秘書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公安全聯字第 1020325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記錄一份 

主旨：檢送本會於民國 102 年 3 月 8 日於立法院召開不公不義營建

大改造「公聽會」會議記錄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會民國 102 年 2 月 19 日公安全聯字第 102021901 號

開會通知函辦理。 

正本：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員：內政部營建署署長、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謝組

長偉松、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楊科長哲維、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雷博士明遠、臺北市消防局莊督察啟忠、台

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

政府、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臺中市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

府、嘉義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高雄市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

縣政府 
專業團體：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技術人員學會、台北市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桃園

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

公會、嘉義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協會、中華國際城市競爭

力文化交流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

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台北市土木

技師公會、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桃園縣土木技師公會、台中市土木技師公

會、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

裝 

訂 

線 

地  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 
          路三段 100 號 3 樓之 9 
承 辦 人：郭珊如 
聯絡電話：02-23651260 轉 14 
傳  真：02-23640421 
電子郵件：tabporg@yahoo.com.tw 
網    址：www.tabp.org 



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冷凍空調學會、台灣省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台灣區冷凍

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台中市冷凍空調技師公

會、高雄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會、台灣省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基隆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

會、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

會、桃園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

會、新竹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

會、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

會、彰化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

會、嘉義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

會、台南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

會、高雄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

會、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台

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桃園縣結構工程技

師公會、台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高雄市結構

工程工業技師公會、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省環境工

程技師公會、台北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高雄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中華民

國電機技師公會、中華民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土木

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桃園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金門縣土木包工公會、

新北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土木

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新竹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

業公會、台中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南

投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土木包

工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

公會、彰化縣土木包工業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高

雄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台東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土木包

工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

公會、台灣省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宜蘭縣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

會、桃園縣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

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裝潢材料商

業同業公會、嘉義市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

會、台南市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

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消

防設備師(士)協會、台灣省消防設備師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消防協會、台北

市消防設備師公會、台北市消防設備士公會、新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新北

市消防設備士公會、桃園縣消防設備師公會、臺中市消防設備師公會、高雄

市消防設備師公會、台北市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消防工程器

材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消防器材工程

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消防工程器材商

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消防工程器材商業

同業公會、台東縣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新北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桃園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

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建築開發商

業同業公會、嘉義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高雄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台東縣

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建築材料商

業同業公會、桃園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

會、新竹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

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建築材料商

業同業公會、嘉義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

會、台南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

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建築材料商

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

會、新竹市木材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木材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木材商業

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台中市商業總

會、高雄市工業總會、基隆市商業會、台北市商業會、新北市商業會、桃園

縣商業會、新竹市商業會、新竹縣商業會、宜蘭縣商業會、苗栗縣商業會、

台中市商業會、台中縣商業會、彰化縣商業會、雲林縣商業會、南投縣商業

會、嘉義市商業會、嘉義縣商業會、台南縣商業會、台南市商業會、高雄市

商業會、高雄縣商業會、屏東縣商業會、花蓮縣商業會、台東縣商業會、澎

湖縣商業會、金門縣商業會、連江縣商業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台

北市建築師公會、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商

業公會、中華民國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省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聯合會、基隆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旅館

商業同業公會、桃園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中

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旅館商業同業公

會、新竹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新竹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旅館商業

同業公會、彰化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旅

館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

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旅館商業同業公

會、高雄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旅館商業

同業公會、台東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金門縣旅

館公會、中華民國補習教育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短期補習教育事業協會、

台北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 
民意代表：立法委員陳學聖、立法委員林岱樺、立法委員江啟臣、立法委

員吳育昇、立法委員李俊俋、立法委員邱文彥、立法委員姚文智、立法委員

段宜康、立法委員紀國棟、立法委員徐欣瑩、立法委員陳其邁、立法委員陳

超明、立法委員高金素梅、立法委員張慶忠、立法委員張曉風、立法委員黃

文玲、立法委員趙天麟、宜蘭縣議員沈德茂、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新北市

議員吳琪銘、台南市議員李文正、花蓮縣議員葉鯤璟 
產業機構：大台北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大漢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有限公司、中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中華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股份有限公司、台聯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台灣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全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全聯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營建基金會、國朕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維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興引力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中威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中鼎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台安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正翰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財

團法人台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得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

竣興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鈞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

司、毓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正安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

全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宇才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

司、經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全民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

有限公司、統一建築物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漢廷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

份有限公司、聯亞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承泰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股份有限公司、鼎力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全面性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有限公司、信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六合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有限公司、昱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 、源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有限公司 、久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 、大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股份有限公司 、宏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 、亞太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有限公司、東科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 、長谷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鼎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居士土木技師事務所、百弘

合寬土木機械技師事務所、尤世豪建築師事務所、王義風建築師事務所、禾

拓建築師事務所、周尚群建築師事務所、林傳諒建築師事務所、邱富興建築

師事務所、益鵬建築師事務所、國家建築師事務所、張祚傑建築師事務所、

曹書生建築師事務所、許偉鈞建築師事務所、連耀東建築師事務所、陳子弘

建築師事務所、陳逢澤築師事務所、陳澤修建築師事務所、黃賢澤建築師事

務所、劉家華建築師事務所、劉德佑建築師事務所、廣丞建築師事務所、蔡

孟哲建築師事務所、蔡崇和建築師事務所、蔡智勸建築師事務所、鄭宇能建

築師事務所、謝明旺建築師事務所、謝建華建築師事務所、魏建名建築師事

務所、羅時昌建築師事務所、林光彥律師事務所 
業者代表：黃錫志、張月玲、蘇秀蘭 
媒體單位：台灣壹週刊、蘋果日報、中廣新聞網、News98 新聞網、華視新

聞、台視新聞、中視新聞、民視新聞、聯合報、中國時報、台灣日報、南方

快報、自由時報、中天新聞、TVBS、東森新聞報、三立新聞、八大新聞、

公視、緯來、更生日報 

副本：本會秘書室 

 

























中華民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立法院不公不義營建大改造「公聽會」會議記錄 

壹、開會時間︰102 年 3 月 8日(星期五)下午 14時 

貳、開會地點︰立法院群賢樓101會議室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號) 

參、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肆、主 持 人︰劉理事長進明、陳委員學聖、許懷台        

司 儀：戚 霞      記 錄：郭珊如 

伍、討論議題與結論： 

議 題 一：關於建築物公共安全室內裝修材料檢查，101年否定

過去函釋內容，嚴重影響人民權益。 

說   明：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實施至今，公共安全成效的提升

有目共睹；法不溯及既往，內政部 87. 1.2台內營字

第 8609035號函、內政部營建署 89. 10. 05營署建字

第 37634 號函說明，建築物無法檢附裝修合格證明者

如經檢查認為合格，得由專業檢查人員簽證負責。而

新政策民國 101年 1 月 9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800120號函令，要求各縣市政府以民國 85年 5 月

29 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施行後，申報人無法提

具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文件者，專業檢查人應就該檢查

簽證項目，提具改善計畫書；民眾過去辦理公共安全

檢查申報合格，既有裝修，多年來未曾變動，何以從

今年開始就通通變成不合格。此外，內政部卻於民國

102 年 1 月 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20800069號函中規

劃為要另行委託辦理裝修材料合格證明，內政部營建

署應召集產、官、學及專業團體共同研商，尊重地方



官員的意見及人民的權益。 

結   論：在兼顧建築物公共安全及人民的權益下，內政部營建

署應將於 3個月內擬定輔導措施公布施行。 

議 題 二：關於「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機構」存有獨佔特權，研

商打破壟斷不合理現象。 

說   明：目前室內裝修審查費用分為查核及查驗(二階段室

裝)，室內裝修設計人員送進室內裝修審查機構符合

建築技術規則後，準予施工；施工完竣再向室內裝修

審查機構申請竣工查驗，符合規定後地方主關機關核

發室內裝修合格證。 
室內裝修審查為建築師業務其中一項，還有許多相關

人員有資格執行這項業務，目前內政部營建署以

(91.03.26 營署建管字第 0910082431號函)指定室內

裝修審查機構為各地方建築師公會，將法規(建築法

77 條之 2及建築物室內裝管理辦法第 6條)所明定的

「其它相關專業技術團體」排除在外，造成建築師公

會獨佔室內裝修審查機構，不符合自由市場競爭機

制，內政部營建署的回答為「室裝辦法明訂其他專業

技術團體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核可之團體，其他專業團

體未提出相關申請，有些許團體提出相關專業團體依

法申請，但在審查過程中有些問題，所以目前審查機

構只有建築師公會，委由各縣市政府來決定委辦哪些

專業團體。」，但內政部營建署說可依法申請，但在

法規上尚無看見法律規定、申請流程等相關資訊。 

結   論：本會認為應指定(授權)室內裝修審查機構中符合資格

之專業技術團體，即可依法申請為建築物室內裝修審

查機構，形成良性之市場競爭。內政部營建署允諾因

法令規定已久，如何審查室裝查核機構的申請需回署

內商議，並彙集地方政府意見討論出具體審查內容，

應儘速擬定專業技術團體範疇及審定方式。 



議 題 三：針對 102. 1.22 實施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

機構及專業檢查人認可要點」修正並釐清相關疑義。 

說   明：內政部營建署認定建築師養成經過認定其有相關專業

檢查資格，給予建築師免參加開訓即可取得專業檢查

人證之資格，顯有差別待遇之嫌，應取消此規定回歸

公平原則。 

新修正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

人認可要點」存在「落日條款」，要求內政部營建署

公告開訓委辦講習計畫，具體擬定開訓內容、題綱，

以利有訓練資格之機構可提出申請。 
結  論：內政部營建署允諾近期將公告一個委辦講習計畫，委

辦具有講習資格之機構團體申請，並簽訂 2 年委辦合

約，之後將視市場狀況考量是否繼續委辦，以保障及

培訓本業專業人員，並計畫辦理回訓計畫(建築師仍

須參與回訓)，以因應法規的變動，給予更精準的相

關專業資訊，更能為公共安全把關；且陳立委學聖也

表示有培訓機制也可凝聚大家向心力，團結同業的力

量。 

附帶建議：關於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缺失改善計畫書的建議，請

中央主管機關明示以下項目是否需於公共安全檢查缺

失改善計畫書中提列：1、使用區分不符。2、分間

牆、天花板不符合原核准圖。3、變動防火區劃，但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4、違章建築、陽台外推、

陽台加窗、窗戶封閉。 



各單位發言概要 

一、中華民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代表： 

(一)建築師公會在室內裝修部分維唯一的審查機構，我們認

為這實際上不符合自由市場競爭機制，自由市場競爭機

制應為所有符合資格的人都可以從事；依建築室內裝修

管理辦法第六條「本辦法所稱之查核機構，指經內政部

指定置有審查人員執行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業務之直轄

市建築師公會、…或專業技術團體。」，內政部營建署於

民國 91年 3 月 6日依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指定建築師公會

為室內裝修審查機構，至今其他專業技術團體是有能力

執行室內裝修審查機構；在此呼籲中央主管機關應公

告、授權、指定出來，開放專業技術團體參與室內裝修

審查，讓市場恢復到自由競爭的市場。 

(二) 民眾過去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合格，有室內裝修行為

由檢查人切結材質即可；現今因為內政部營建署函令導

致建築物在民國 85 年以後的室內裝修行為，沒有取得室

內裝修合格證明，所以為不合格須提具改善計畫，並另

行補辦，內政部營建署此舉對於建築物本身安全係數並

無提升，民眾還需多花一筆費用只為補足行政上的一張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二、內政部營建署代表： 

(一)於民國 84年威爾康大火後，政府法律對於建築物公共安

全重視，辦理公共安全講習投入公共安全檢查；一個法

規、檢查機制的建構是不斷向前邁進，從年前台中市阿

拉大火發生之後，監察院或主管官署對於公共安全相關

規定要求負起相關責任，在民國 99 年修訂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申報辦法及相關書表；建築法授權訂定室內裝修

管理辦法，內容明定內政部要指定建築師公會或其他專

業技術團體；何謂專業技術團體，從相關辦法來看指得

是取得內政部核可室內裝修設計、施工技術人員的團



體，在這之前有些相關技師公會提出審查申請，在審查

過程中有些問題資格尚未符合，所以到目前為止審查機

構只有建築師公會，在此歡迎具有相關資格之專業技術

團體依法提出申請室內裝修審查機構。 

(二)建築法當中賦與建築師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職掌，所

以對建築師無講習之要求，對於其它專業技師是需要參

與七個小時講習，目前已經初步擬好講習課程內容，確

定完後會公告委辦講習計畫(兩年一次)，只要符合舉辦

講習資格的專業團體，即可向內政部申請開辦講習，針

對以往內政部多年來都未曾開辦講習，為配合認可基準

要點的修正並擬定回訓機制。 

(三)從阿拉大火發生後，針對室內裝修材料除了修正建築技

術規則有關室內裝修材料規定，也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的書表，需提具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文件，早期有些場所已做過室內裝修，因地方政府尚未

受理室內裝修，所以於民國 102年 1 月 21日召開會議討

論，對於民國 99年 7 月 1 日規定，要求書表檢附室內裝

修合格證明之前的室內裝修行為，如何簡化處理原則，

目前還在蒐集意見研擬當中，尚無定論；對於室內裝修

管理辦法規定需申請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場所，為申報業

者之責任非公安檢查人。 

三、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代表： 

(一)本會一直請求內政部營建署辦理講習，但是內政部營建

署一直未開辦   相關講習，造成只有少數資深建築師獨

攬，在此呼籲內政部營建署能夠儘速開辦相關講習。 

四、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代表： 

(一)關於室內裝修審查機構，內政部營建署一直未指定其它

專業團體，希望內政部營建署公告如何申請流程，讓其

他專業團體可以依法申請。 



五、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代表： 

(一)建築師屬於土建類，對於機電設備安全類的屬於外行，

在建築法內也有明定，在供公眾使用或五樓以上建築物

的設備類，必須交由專業技師來辦理設計監造工作，在

公共安全檢查的範圍內，照理說專業技師應比建築師更

為內行，然而機電類的專業技師需要受訓講習才能取得

證照，反而外行建築師得免訓換證，實為圖利建築師。 

六、立法委員陳學聖： 

(一)專業技術人員如有回訓機制，可使同業人員間有密切互

動，凝聚向心力，內政部營建署同意開放由專業團體提

出申請並訂定兩年委辦一次開訓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將

視市場需求決定是否續辦講習；也希望與內政部營建署

互動的過程當中，替建築物公共安全做把關，為人民的

安全負責。 

(二)關於室內裝修材料證明，內政部營建署法令公告太快，

作繭自縛；法令公告沒有完整配套措施，還需處理民國

85 年到 99 年，如何提出改善補救措施，以三個月為限，

要求內政部營建署擬出具體可行之辦法。 

七、高雄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代表： 

(一)針對內政部營建署 101年 1月 22 日，有關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人認可要點修正規定，各公

會團體有參與相關會討論議，但修正規定發布後卻與會

議記錄內容不符，會議記錄內容應詳實記載，若有內容

上的更動亦應通知所有的與會人員；再者舉辦建築物公

共安全專業檢查人培訓講習的頻率是否可以提高，距離

上次開課已經是民國 85年，太久未辦理開訓講習造成公

安檢查人力的流失，希營建數署開放由專業團體辦理開

訓講習以厚植本業檢查人力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