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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參考範例－建築使用執照核發審查作業 

一、前言 

本範例係提供機關執行內部稽核工作之參考，協助稽核人員於查核過程建

構稽核問題、設定稽核方式，歸納稽核發現與結論，稽核人員得就各類執照或

證照之核發審查作業實況自行調整設計稽核問題及稽核方式等，以落實稽核工

作並提出改善建議，協助精進相關業務之推動。 

二、緣由 

鑑於政府對建築物的管理，係以建築使用執照的核發為中心，亦即領得

使用執照始得申請接用水電或營業登記、辦理所有權移轉入住等使用行為，

故建築使用執照之審查為建築管理流程最後一道管制關卡，攸關社會大眾居住

安全，且其審查作業效率與公開透明度向為社會大眾所關切。 

某機關職掌建築使用執照核發業務，經檢視其現行作業，考量建築法令及

審查程序繁雜、應備文件種類與數量龐大，而一般民眾多不諳相關法規，常

委託業者代辦申請等，致使審圖過程常多次往返處理書面審查及現場查驗所

須之補(改)正事項或透過代辦業者傳達資訊，卻因傳達訊息不完整，而影響

審核期程等實況，恐影響民眾權益及政府公信力，爰列為高風險業務納入稽核

項目。 

三、建構內部稽核問題： 

某機關運用問題樹做為分析方法，以稽核項目為第 1層問題，並考量建築

使用執照核發審查作業執行現況，將內部管理制度、是否依法辦理核發審查、

作業之公開透明度及效率與服務等稽核目標轉換為第 2層問題，並藉以臚列出

第 3 層問題，作為後續執行稽核及彙製工作底稿之基礎架構（如下圖），茲列

舉稽核問題如下： 

 

第1層：建築使用執照核發審查作業 

第2層： 

瞭解是否建立

內部管理制度 

第2層： 

瞭解是否依法辦

理核發審查作業 

第2層： 

瞭解審查作業

是否公開透明 

第3層：問題1.1 

是否訂定內部管理規範 

第3層：問題1.2 

是否定期辦理教育訓練 

第3層：問題2.1 

審查紀錄內容是否完整 … … 

第2層： 

瞭解作業是否具效

率及其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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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目標 1.瞭解是否建立內部管理制度。 

稽核問題： 

     -問題 1.1是否訂定內部管理規範﹖ 

-問題 1.2是否定期辦理教育訓練？ 

     -問題 1.3現有審核人力是否足敷負荷？ 

 

稽核目標 2.瞭解是否依法辦理建築使用執照核發審查作業。 

稽核問題： 

     -問題 2.1審查紀錄填寫內容是否完整﹖ 

     -問題 2.2是否依循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法規辦理審查？             

     -問題 2.3是否落實現場查驗作業？ 

     -問題 2.4竣工查驗期程是否符合(收件日起 20日內)規定？ 

     -問題 2.5是否依建築使用執照案卷歸檔(裝訂)規範保存相關資料？ 

     -問題 2.6是否因應法令或外在環境變遷等，檢討修訂相關查核項目？ 

 

稽核目標 3.瞭解建築使用執照審查作業是否公開透明。 

稽核問題： 

     -問題 3.1是否將申請書表、審查項目、流程及退件標準等對外公開？            

     -問題 3.2是否將審查建築使用執照過程相關資訊對申請人即時揭露？ 

     -問題 3.3是否協助申請人或相關從業人員瞭解完整之申請資料內容﹖          

 

稽核目標 4.瞭解審查作業是否具效率及其服務水準。 

稽核問題：  

     -問題 4.1核發建築使用執照之審查作業效率是否提升？ 

     -問題 4.2須補(改)正事項是否一次全數通知，避免造成申請人多次往返 

              補件？ 

     -問題 4.3是否就遲未領得建築使用執照之申請人予以輔導協助﹖ 

     -問題 4.4是否對遲未結案之案件予以追蹤管考﹖ 

     -問題 4.5是否調查申請人意見並妥予回覆？ 

     -問題 4.6申請人對申辦建築使用執照業務過程是否滿意？ 

四、執行稽核方式： 

    針對稽核問題，稽核人員宜考量查核過程及取得佐證資料需要等，設定稽

核方式。茲列舉如下：    

(一) 面訪洽詢：洽詢主辦單位或相關人員等，瞭解作業現況、控制環境及各類

紀錄、表單或系統等資料內容。 

(二) 書面稽核：採全查或抽樣方式取得查核過程所需之紀錄、公文、教材或作

業規定等文書資料，予以查閱、勾稽或分析計算等，查證其實

際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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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地稽核：由稽核人員或視性質委由公證第三人等採全查或抽樣方式實地

現場勘查、觀察或盤點，以查證實況並與相關紀錄文書互相驗

證。 

(四) 問卷調查或函證：視稽核重點需要，設定調查母體及抽樣方法，採電話訪

問、問卷、上網公開徵求等方式或向相關單位函詢，以

取得較客觀之資訊俾利判斷或驗證其實況。 

(五) 其他：就稽核實務所需擇定合適之查核方式。 

五、稽核工作底稿 

本範例透過上開步驟建構內部稽核問題，再根據稽核問題設定稽核方式查

核其作業現況，據以歸納稽核發現及結論，並提出改善措施或建議事項，彙製

成稽核工作底稿（如附表），做為撰寫稽核報告之參據。 

 



受查單位： ○○○科          日期：106年○月○○日 底稿編號： 106-○-○○○

1.1

是否訂定內部管理

規範﹖

1.洽詢主辦單位OOO瞭解現行法令規定及研訂之管理

規範等。

2.查閱函頒之相關內部管理規範，如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使用執照審查作業流程說明及建築使用執照案卷

歸檔(裝訂)規範等。

經查某機關業已訂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使用執

照審查作業流程說明及建築使用執照案卷歸檔(裝

訂)規範等供審查人員遵循並將作業流程納入內部

控制重點控制項目中以強化內部控制。

1.2

是否定期辦理教育

訓練？

查閱辦理教育訓練函文、課程表、教材內容及簽到簿

等。

經查閱近一年教育訓練課程教材內容等僅針對稽

核發現缺失態樣等加強宣導，未就作業過程所需

之專業或技術辦理教育訓練。

1.3

現有審核人力是否

足敷負荷？

1.洽詢主辦單位OOO現有審核人力及作業現況。

2.查閱審查核發件數統計紀錄及主辦單位自行對申請

人就收件人員服務、審查人員服務及其行政效率之滿

意度問卷成果統計紀錄。

經統計104年度共核發602件建築使用執照，配置

審查人員10名，年平均每人需核發60件建築使用

執照。洽詢主辦單位表示在兼顧品質與速度的前

提下，透過與業界交流及辦理滿意度調查，發現

審核效率已較以往進步，現有人力尚足以負荷。

2.1

審查紀錄填寫內容

是否完整﹖

1.洽詢主辦單位OOO瞭解作業現況及表單樣式及規定

等。

2.查閱建築使用執照審查紀錄表、核發建築物使用執

照查驗項目紀錄表填寫內容。

經抽查編號105XXXX等審查紀錄，發現仍有不夠具

體、未依規定填寫、內容未具一致性的情形。

2.2

是否依循建築法、

建築技術規則等相

關法規辦理審查？

查閱建築使用執照審查紀錄表、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

查驗項目紀錄表填寫內容。

經抽查編號105XXXX等審查紀錄等均符合使用分區

用途及建築技術規則等規定。

2.3

是否落實現場查驗

作業？

1.抽查編號105XXXX等17案建築使用執照審查紀錄

表、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查驗項目紀錄表及竣工圖

說、照片與實地勘驗現況相勾稽。

2.委由○○○建築師公會實地勘驗上開編號案件之現

況。

抽驗案件實地勘查結果，與查驗項目紀錄表及竣

工圖說等相符，惟發現機械停車位竣工圖，依

「建築技術規則」只須標示機械停車空間尺寸，

未強制標示機械設備本身的尺寸，惟實際審查時

仍須核對機械設備本身之尺寸，若有缺漏將造成

審圖困難，因而增加補件之情形，除徒增民怨、

亦影響作業效率與正確性。

1.

瞭解是否建

立內部管理

制度

1.建議持續對審查人員、

營造商及建築師等辦理作

業所需之教育訓練，以提

升審查專業能力、減少送

件缺漏、重複往返補件等

情形。

2.建議訂定一致性的審查

紀錄內容填寫規則，使查

驗內容得以清楚比對，避

免因個人用詞及內容不明

確而造成爭議。

3.建議電話告知事項仍應

作成書面紀錄後附卷，避

免使用執照核發過程產生

紛爭。

4.建議修訂建築使用執照

案卷歸檔(裝訂)規範，將

申請及歷次退、補件等資

料均附卷歸檔(裝訂)，留

存完整之審核過程軌跡。

5.建議修訂建築使用執照

查驗項目紀錄表，其中查

驗、複查及改善時間均應

呈現，以減少調閱或檢視

之誤解。

6.建議修訂「建築技術規

則」，於建築使用執照申

請案檢附之機械停車位竣

工圖，明確要求標示機械

設備本身尺寸，以減少通

知補正之情形。

建築使用

執照核發

審查作業

2.

瞭解是否依

法辦理建築

使用執照核

發審查作業

稽核問題

稽核人員：○○○

建築使用執照核發審查作業內部稽核工作底稿

稽核方式稽核目標 稽核發現與結論 改善措施/建議事項稽核項目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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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問題 稽核方式稽核目標 稽核發現與結論 改善措施/建議事項稽核項目

2.4

竣工查驗期程是否

符合(收件日起20日

內)規定？

抽查並核算編號105XXXX等17案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

查驗項目紀錄表之查驗日數是否符合規定。

抽查編號105XXXX等案發現大部分查驗期程均符合

規定，惟仍有少部分延宕。

2.5

是否依建築使用執

照案卷歸檔(裝訂)

規範保存相關資料?

1.洽詢主辦單位OOO瞭解資料保存現況等。

2.抽查編號105XXXX等建執使用執照申請書暨核發審

查紀錄表保存卷。

經洽詢主辦單位並查閱紀錄保存卷發現電話通知

事項未作成紀錄附卷及未將歷次退(補)件資料併

卷歸檔，有待研擬改善。

2.6

是否因應法令或外

在環境變遷等，檢

討修訂相關查核項

目？

1.查閱有關查驗項目檢討修正對照表等相關文書。

2.實地檢視臨櫃存放供執照申請人索取之申請書及自

主檢核表版本等。

經查主辦單位增修側溝連接管暨雨水下水道等查

驗項目，以因應氣候異常、短時間內強降雨發生

機率提高，易造成積淹水情事。

3.1

是否將申請書表、

審查項目、流程及

退件標準等對外公

開?

1.洽詢主辦單位OOO瞭解採行促進作業公開透明之機

制。

2.查閱機關全球資訊網下載區之公開表單及適用法

規、作業流程介紹等資訊。

經洽詢主辦單位及查閱相關網站等資料：

1.將建築使用執照審查項目區分為文件、照片、

圖說、其他等4大項目56小項目並予以表單化，除

於機關全球資訊網站公開載閱外，並送交建築公

會供從業人員參考。

2.為免遭民眾質疑不公，申請案經掛號後即應逐

案予以准駁核判，無退件機制。

3.2

是否將審查建築使

用執照過程相關資

訊對申請人即時揭

露？

1.實測下載「建管即時通」APP並檢視其功能及運作

正常。

2.洽詢「建管即時通」系統管理人OOO及查閱「建管

即時通」系統LOG紀錄檔之更新及通知操作紀錄。

3.實地觀察「建管即時通」系統執行訊息更新情形。

1.首創透過「建管即時通」APP系統主動提供即時

申辦進度通知服務，使申辦過程公開透明。

2.透過 APP系統主動「推播」告知缺失、審查意

見，使申請人得以快速且明確得知案件辦理進度

及加速準備補正資料。

3.3

是否協助申請人或

相關從業人員瞭解

完整之申請資料內

容？

1.查閱辦理教育訓練函文、課程表、教材內容及簽到

簿等。

2.抽查編號105XXXX等17案使用執照書圖文件核對紀

錄表瞭解缺失情形。

查閱相關訓練文書，已針對申請過程常見錯誤態

樣，召集相關從業人員辦理教育訓練(已達約300

人次)，並推行申請人自主檢查表等預審機制，以

提高送件資料完整及正確性。

4.

瞭解審查作

業是否具效

率及其服務

水準

4.1

核發建築使用執照

之審查作業效率是

否提升?

1.查閱主辦單位自行就104及105年度統計竣工查驗平

均天數統計紀錄。

2.抽查105年度編號105XXXX等及104年度編號104XXXX

等各60案核算。

1.經查主辦單位自行統計105年辦理查驗平均天數

為11.6天，較104年的13.2天，縮短1.6天，審查

效率已見提昇。

2.查抽105年及104年各60案核算自收件迄核發執

照平均日數，105年度平均為83.5天已較104年89

天進步。

3.

瞭解建築使

用執照審查

作業是否公

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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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問題 稽核方式稽核目標 稽核發現與結論 改善措施/建議事項稽核項目

4.2

須補(改)正事項是

否一次全數通知，

避免造成申請人多

次往返補件?

就曾有業務往來之營造商或建築師等隨機抽樣電話訪

問調查

經電訪調查建築使用執照申請人被一次告知須補

正事項的比例為69.4%，尚有進步空間。

4.4

是否對遲未結案之

案件予以追蹤管

考？

1.洽詢主辦單位OOO瞭解對遲未結案之管控機制。

2.查閱收件編號紀錄，並抽查號105XXXX等逾3個月未

結案件與列管案件明細等勾稽是否相符。

經查目前係對逾3個月仍未結案之案件，予以逐案

列管至結案為止。

4.5

是否調查申請人意

見並妥予回覆？

1.洽詢主辦單位OOO表示係透過本局全球資訊網意見

箱做為收集意見管道、並不定期辦理問卷等調查；另

就申請人個別以書面或口頭表示意見者皆予紀錄後登

載建議事項分辦。

2.查閱受理建議事項或意見之處理紀錄。

1.經查係透過本局全球資訊網意見箱或不定期採

問卷方式予以收集調查相關意見，如以書面或口

頭表示意見者則紀錄後登載建議事項分辦。

2.經查截至106年6月止受理建議事項或意見均以

書面或電子郵件回覆完畢。

4.6

申請人對申辦建築

使用執照業務過程

是否滿意？

1.查閱主辦單位自行對申請人就收件人員服務、審查

人員服務及其行政效率之滿意度問卷成果統計紀錄。

2.查閱「建管即時通」APP下載次數紀錄及主辦單位

自行對下載APP之使用人所做滿意度問卷調查統計分

析紀錄表。

1.查閱主辦單位自行對申請人分別就收件人員服

務、審查人員服務及其行政效率滿意度進行問卷

調查結果，滿意比例分別為98.2%、89.9%及79.4%

，均較102年度提高(102年度分別為84.8%、80.6%

及69.9%)。

2.統計自104年9月中旬至105年10月下載APP次數

已達647次，平均每月下載次數超過40次，顯示對

所施行之輔助行政透明機制，民眾的接受度良

好、願意配合使用；另就系統使用者所做之滿意

度調查，滿意比例達到73%，使用者滿意度尚佳。

4.3

是否就遲未領得建

築使用執照之申請

人予以輔導協助？

1.洽詢主辦單位OOO瞭解輔導協助機制現況。

2.查閱輔導會議及相關成果統計紀錄等資料。

經洽詢主辦單位及查閱輔導會議等相關資料發

現：

1.針對逾6個月仍未結案者，主動邀集起、承、監

造人召開協助會議，藉由多向溝通之輔導方式，

協助申請人依法進行申辦作業。

2.經統計逾6個月仍未結案，屬輔導標的之案件：

103年度為15件，經輔導後已全數領到執照，達成

率100%；104年度132件，已有63件領到執照，達

成率48%；105年度29件，經輔導後有12件領到執

照，達成率41%。因達成率呈下降趨勢，輔導溝通

頻率宜再加強，以提高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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