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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針對「四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基礎開挖深度
為五公尺以內且建築面積未滿600平方公尺者之建築
基地」之地基調查報告本局採行「現地踏勘」方式，
其報告簽證內容經台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提出無法
作為檢核結構設計之依據，前921震災經監察院糾正
內政部結構計算書未盡督導之責，後經濟部公告本市
相關地質敏感區、又0206高雄美濃震災發生引起相關
土壤液化及結構安全之議題，是以應針對上開「現地
踏勘」方式進行檢討，以確保建築物之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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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規定說明-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

 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第64條第1項：

建築基地應依據建築物之規劃及設計辦理地基調查，
並提出調查報告，以取得與建築物基礎設計及施工相
關之資料。地基調查方式包括資料蒐集、現地踏勘或
地下探勘等方法，其地下探勘方法包含鑽孔、圓錐貫
入孔、探查坑及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中所規定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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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規定說明-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

 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第64條第3項：

四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基地，且基礎開挖深度為五
公尺以內者，得引用鄰地既有可靠之地下探勘資料設計基礎。
無可靠地下探勘資料可資引用之基地仍應依第一項規定進行
調查。但建築面積六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應進行地下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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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第57條第2項：

建築物基礎之型式及尺寸，應依基地之地層特性及本編第五
十八條之基礎載重設計。基礎傳入地層之最大應力不得超出
地層之容許支承力，且所產生之基礎沉陷應符合本編第七十
八條之規定。



法規規定說明-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

 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第62條第1項：

基礎設計及施工應防護鄰近建築物之安全。設計及施
工前均應先調查鄰近建築物之現況、基礎、地下構造
物或設施之位置及構造型式，為防護設施設計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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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第64條第4項：

基礎施工期間，實際地層狀況與原設計條件不一致或
有基礎安全性不足之虞，應依實際情形辦理補充調查
作業，並採取適當對策。



法規規定說明-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

 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第64條第5項：

 建築基地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分別增加調查內容：
一、五層以上建築物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位於砂土層有土壤液化之虞者，
應辦理基地地層之液化潛能分析。

二、位於坡地之基地，應配合整地計畫，辦理基地之穩定性調查。位於坡
腳平地之基地，應視需要調查基地地層之不均勻性。

三、位於谷地堆積地形之基地，應調查地下水文、山洪或土石流對基地之
影響。

四、位於其他特殊地質構造區之基地，應辦理特殊地層條件影響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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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規定說明-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

 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第66條：

 地基調查報告包括紀實及分析，其內容依設計需要決
定之。
地基調查未實施地下探勘而引用既有可靠資料者，其
調查報告之內容應與前項規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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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規定說明-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第三章地基調查

 1.3.1調查要求

 四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基地，如基地面積為
六百平方公尺以內，且基礎開挖深度為五公尺以內及
無地質災害潛勢者，得引用鄰地既有可靠之地下調查
資料代替地下探勘調查。

 除符合上款之情形者外，均須進行地下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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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紀實部份包括下列內容︰

○工程之說明

○基地概述

○引用之既有文獻及資料

○調查目的

○工作範圍

○基地環境

○調查方法及說明

○調查點之位置、高程及地層柱狀圖

○地下水文

○現地試驗及探測結果

○取得樣品及室內試驗結果

○特殊調查試驗

○調查過程相片

○地質剖面圖、地層分類及描述

○地層綜論

（2）分析部份包括下列內容︰
○計劃工程設施概述
○區域性潛在地質不利因素概述
○簡化之地層剖面及承載層
○建議之地層大地工程參數
○建議之基礎型式及設計準則，
至少應包括基礎深度、支承力
及對鄰地與建築物之影響

○推估之建築物最大沉陷量、差異
沉陷量，及對建築物之影響

○基礎施工應注意事項及安全監測
項目

○進一步調查之內容

3.必要時尚應包括下列項目︰
○基礎開挖、擋土及支撐方式建議
○擋土開挖穩定性分析
○對基地挖填方法之建議
○基地地震液化潛能評估及其影響
○地層改良之需要性及對改良方法
之建議

○邊坡之穩定性及穩定工法建議
○施工中排水及降水之建議
○沉陷速率之預估。

法規規定說明-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第三章地基調查

3.3調查報告3.3.2報告內容：建築物地基調查報告應分為紀實與分析兩部分，並條列
該兩部份內容可能包含之項目，供撰寫及查核報告內容之用，惟對於一般建築工程而
言，所需包含之項目應視工程之規模而定，並不一定需要包含所有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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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築基地應依據建築物之規劃及設計辦理地基調
查，並提出調查報告，以取得與建築物基礎設計及
施工相關之資料，調查方式包括資料蒐集、現地踏
勘或地下探勘等方法，四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之基地，且基礎開挖深度為五公尺以內者，得引
用鄰地既有可靠之地下探勘資料設計基礎，惟建築
面積六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或有地質災害潛勢者應
進行地下探勘。

法規規定說明-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第三章地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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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規定說明-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第三章地基調查

 2.基礎設計及施工前均應先調查鄰近建築物之現況、
基礎、地下構造物或設施之位置及構造型式。地基
調查報告包括紀實及分析，其內容依設計需要決定
之。建築基地位於坡地、坡腳平地、谷地堆積地形
及其他特殊地質構造區之基地者，應分別增加調查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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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間之應變處理

3.施工期間之應變處理：
基礎施工期間，實際地層狀況與原設計條件不一致或
有基礎安全性不足之虞，應依實際情形辦理補充調查
作業，並採取適當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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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相關函釋

 本局於104年11月24日中市都建字第1040200039號函
請示內政部營建署，該署以104年12月9日營署建管字
第1040077046號函函復略以：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64條業有明定，是有關地
基調查之方式，自應依上開規定及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
規範第3章地基調查規定辦理。有關地基調查報告書簽
證乙節，請依建築法第13條、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
程技師簽證規則及內政部84年3月16日台(84)內營字第
8472331號函頒之建築物結構專業工程部分專業技師辦
理簽證項目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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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執行方式調查結果

 本局於104年12月16日中市都建字第1040213901號函詢問各
地方政府之執行方式結果整理如下：

編號 地方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報告之形式

引用鄰地鑽探資料 現地踏勘

1 臺北市政府 引用25公尺範圍內之鄰地鑽探資料

2 新北市政府 引用鄰地鑽探資料

3 桃園市政府
提出基地調查報告，述明採用地基調查方式（資料蒐集、現
地踏勘或參酌鄰地地下探勘資料三選一），並寫明土壤地質
及厚度等，據以設計。（電洽：現地踏勘為主）

4 高雄市政府 引用鄰地鑽探資料

5 台南市政府 引用鄰地鑽探資料（未回公文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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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執行方式調查結果

編號 地方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報告之形式

引用鄰地鑽探資料 現地踏勘
6 宜蘭縣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報告書（表）

7 基隆市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報告（表），核發執照時註記：「基礎施工期間，實際地層狀況
與原設計條件不一致或有基於安全不足之餘者，應依實際情形辦理補充調查作
業並提出適當之對策。

8 新竹縣政府 技術部分由建築師或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負責（電洽：檢附現地踏勘說明書）

9 新竹市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報告書（表）

10 苗栗縣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報告書（註記地勢、地下水位、土質、斷層帶等資訊）

11 彰化縣政府
檢附設計建築師或相關專業工程技師辦理現地踏勘之說明書並落實專業簽證後
據以辦理。

12 南投縣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報告書（需說明土壤及卵礫石層深度）

13 雲林縣政府 尚無訂定應檢附之地基調查報告內容與簽證方式（電洽：免附相關報告）

14 嘉義市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說明切結書

15 嘉義縣政府 經現地踏勘後並由建築師簽證踏勘結果，做為地基調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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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執行方式調查結果

編號 地方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報告之形式

引用鄰地鑽探資料 現地踏勘

16 屏東縣政府
並未就引用鄰地探勘資料、資料蒐集、現地踏勘
等三種方式之應檢附地基調查報告內容與簽證方
式另訂相關規定。（電洽：至少引用鄰地）

17 花蓮縣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報告書（表）（註記依照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第
二章基礎構造填寫）

18 臺東縣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報告書（需說明地質成分、深度、地下水、N值
及地耐力）

19 澎湖縣政府
4樓基礎開挖深度5公尺以內案件者需引用鄰地既
有可靠之地下探勘資料或該地下探勘。

3樓以下建照除可用該地或鄰地探勘者，可以現地踏勘方式辦
理，如基地平坦地質狀況良好者可出示證明書與現地照片。

20 福建省連江縣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報告書（表）

21 金門縣政府 檢附地基調查報告（註記表土土壤組成、地勢及地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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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現行執行方式檢討

 本局現行之執行方式係由建築師檢附基地現況照片，
並說明經現地踏勘地勢平坦、地質狀況良好之說明書，
經檢討有下列缺失：

建築師現地踏勘簽證內容不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66條所
規定應包含紀實及分析兩項內容。

建築師現地踏勘簽證內容缺乏基礎調查資料作為地勢平坦、地質
狀況良好之研判依據。

建築師現地踏勘簽證內容無法確定結構設計參數之依據，辦理結
構抽查時無法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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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現行執行方式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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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執行方式

 回歸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第64條第5項及第66條規定，地基調查報告
應包括紀實及分析，其內容依設計需要決定之；建築基地位於坡地、
谷地堆積地形及其他特殊地質構造區之基地情形之一者，應分別增加
調查內容。據此，該類建築基地應檢附地基調查報告之進行方式建議
如下：

山坡地案件：應引用鄰地地下探勘資料或自行進行地下探勘作業，檢
附報告書。

具地質災害潛勢者（如經濟部公告本市屬三義活動斷層、山崩地滑地
質敏感區範圍或土壤液化等相關潛勢區域）案件: 應自行進行地下探
勘作業，檢附報告書。

其他一般案件：檢附「臺中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地基調查簽證
報告」內容應包含紀實及分析，細項參考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第
三章地基調查3.3調查報告內容章節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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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查詢地下水位資料查詢
23

步驟:

一.先求得臨近基地的地下水觀測井

二.再尋找各地下水觀測井的水位高程圖

三.透過簡易計算得知地下水位於地表面以下幾公尺



一般民眾查詢地下水位資料查詢-步驟一
24

 1.先搜尋臨近基地的地下水位觀測井，進入地理資訊倉儲中
心，點選上方GIS圖台的臺灣本島新圖台NEW
(http://gic.wra.gov.tw/gic/HomePage/Index.aspx/) 



一般民眾查詢地下水位資料查詢-步驟一
25

 2.點選快速定位，再輸入基地的地籍地號，便可得到基地的
位置。



一般民眾查詢地下水位資料查詢-步驟一
26

 3.再從圖層套疊的地下水文中，勾選地下水觀測井位置圖，
便可得知臨近基地的地下水觀測井。



一般民眾查詢地下水位資料查詢-步驟二
27

 1.登入地理資訊倉儲中心，點選右上角水資源資料之空間整
合查詢 (http://gic.wra.gov.tw/gic/HomePage/Index.aspx/) 



一般民眾查詢地下水位資料查詢-步驟二
28

 2.於查詢項目點選地下水水位，查詢地區點選臺中地區，右
邊會出現所有的相關水井，點選臨近基地的井號。



一般民眾查詢地下水位資料查詢-步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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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梧棲井位為範例，下圖為2015年各月份的水位高程圖



一般民眾查詢地下水位資料查詢-步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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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將下圖的井頂高減去水位高程，即可得知地下水位於地表
面以下幾公尺。



申請詳細地下水位變化資料

步驟：

 1.進入水文資訊申請網(http://gweb.wra.gov.tw/HydroApplication/index.aspx) 

2.申請帳號及密碼

3.申請的水文資訊需另外收費，收費標準請見網頁或是撥打電話詢問TEL：(02)3707-3093

31



申請詳細地下水位變化資料費用
32

資料來源：水文資訊申請網（附表）



申請詳細地下水位變化資料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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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綜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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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綜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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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綜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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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綜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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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現況照片



建築執照案件應檢附
地基調查報告修正提案

簡報結束

謝謝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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