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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 作業與系統流程

• 操作說明
• 前置作業

• 系統安裝(無紙審照申請人版)

• 憑證申請

• 開工案件與勘驗項目登打
• 建築物施工勘驗網路申報系統

• 系統登入
• 網路申報
• 人員管理作業
• 其他（檢視流程、補正、列印勘驗紀錄表）

• 施工勘驗APP
• 下載安裝與登入
• 案件列表與拍照
• 待補傳紀錄清單
• 工地緊急通知服務



作業與系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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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作業流程



5

開工營造廠資格審查

列印自主檢查表

新增案件

選擇報表

編輯/預覽

報表列印

網路傳輸

整理開工資料

製作成PDF

載入PDF

出圖

清稿送件

掛號必要

申請人版系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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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流程-施工勘驗網路申報



⚫ 前置作業
⚫ 開工案件與勘驗項目登打
⚫ 建築物施工勘驗網路申報系統

操作說明



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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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uilding.e-land.gov.tw/

 「宜蘭縣政府便民服務資訊網」 → 「建築執照申請書表電子化系統
-無紙審照版」

系統安裝-無紙審照申請人版系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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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下載→ 新版完整版下載

系統安裝-無紙審照申請人版系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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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營建署版本

系統安裝-無紙審照申請人版系統(3)

無紙化版本

因內容格式不同，故無紙化版本案件無法轉回營建署版本中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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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登記資料查詢
進入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http://cpabm.cpami.gov.tw)→

舊版入口網→營造業專區→登記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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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工商憑證-綜合營造業

申辦資格：

依公司法完成登記之公司、分公司及依商業登記法完成登記之商號

申辦地點：

目前工商憑證IC卡的申請作業是採用線上填寫申請資料，進行線上審查
作業後，必須郵寄或親臨公司商號所屬登記機關送件申請（臨櫃申辦窗
口），請至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站依流程進行申請 。

申請注意事項：

(1).所屬登記立案主管機關已成為初審窗口。

(2).具有組織(團體)識別碼(OID)。

(3).線上填寫申請資料後，請列印申請書並蓋用與公司商號及負責人登
記 相符之印鑑章，將申請書郵寄或親臨公司商號所屬登記機關送件申請
(臨櫃申辦窗口)進行審查。

申請資訊網址如下:

http://moeaca.nat.gov.tw/index-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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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資格：

只要年滿18歲(含)以上，設籍於本國之國民 (即為自然人)，且未受監護
宣告者。

申辦地點：

申辦自然人憑證並無戶籍地限制，可跨縣巿辦理，可親至鄰近有辦理此
項業務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不包含各地民政局(處))。

攜帶項目：

(1) 本人國民身分證正本
(2) 自然人憑證IC卡工本費275元
(3) E-MAIL信箱

申請資訊網址如下:

http://moica.nat.gov.tw/

申請自然人憑證-建築師

http://moica.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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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E政府帳號-代辦人

2

代辦業者自行填寫，申請
後請務必記住帳號(英文
大小寫不可錯誤)及密碼

1

3

 首次使用代辦人員登入，請先申請E政府帳號(由「建築物施工勘驗
網路申報管理資訊系統」點選代辦人進入連結網頁)→點選加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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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

建築物施工勘驗網路申報系統

https://building.e-land.gov.tw/

 「宜蘭縣政府便民服務資訊網」 → 「建築物施工勘驗網路申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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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身分選擇

點選登入身分類別

登入身分分為
1.承造人(左)-使用工商憑證登入
2.監造人(中)-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
3.代辦人(右)-使用「我的E政府」帳號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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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承造人與監造人

1.確認電腦環境：安裝Hicos元件並進行IC卡功能檢測
2.輸入卡片密碼及驗證碼，點選 登入系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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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造人首次登入作業：
1.統一編號：營造廠統一編
號（不可有空格）
2.Email：請完整輸入email

系統登入-首次約定作業協定

監造人首次登入作業：
1.身分證號：監造人身分證號
（英文字母大寫且不可有空格）
2.Email：請完整輸入email

（說明：本畫面資料填寫主要為系統紀錄卡片資訊用，正確
填寫完再重新登入即可進入系統，若遇到無法登入的情形，
請擷取畫面，Mail至客服信箱，由專人進行處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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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系統後，僅可查看登入人員的案件，點選欲操作案件之執照號
碼，即可進入施工勘驗網路申報管理系統

系統登入-案件列表



開工案件與勘驗項目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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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系統

點選建築執照申請

建立開工申報案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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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申報案件

建立申請書資料後，在欲處理
案件上點兩下滑鼠左鍵進入

建立開工申報案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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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無紙審照作業→開工營造業資格審查

開工資格審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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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輸入並上傳開工審查資料後送出

開工資格審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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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資格審查(3)-案件核准

審核完畢印出營造廠資格審查表，用印大小章後掃描並列入書圖附件
上傳（需待資格審查完成後才可掛號開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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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資格審查(4)-案件核退

核退之資格審查案件，須回申請人版將資料重新複製後，才可進行資
格審查重新申請（原核退案件可以刪除避免畫面過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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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B11-1：建築工程開工申報書

進入編輯開工申報書

輸入開工申報資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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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完整輸入報表內容

輸入開工申報資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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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B14-1：施工勘驗

進入編輯施工勘驗資料

輸入施工勘驗項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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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新增資料”，依序建立申報勘驗項目

開工送件前請務必填寫以利審查！勘驗項目務必完整輸入
若有分區分層或連照分項申報，請先於此畫面中依序填入。

注意

建立申報勘驗項目

輸入施工勘驗項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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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開工與施工勘驗資料登入完畢後點選“網路傳輸”

開工申報作業-網路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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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書圖電子檔繳交”，進行書圖繳交作業

開工申報作業-書圖電子檔繳交(1)



34

將開工相關圖檔或文件轉換成PDF格式

建議將所有整理之PDF圖檔置放於同一目錄下，並以案件名稱作為次
目錄方便日後管理

圖說檔案名稱格式： 圖說類別-圖號_圖名.PDF

圖說檔案名稱範例：107-01_施工計畫書.pdf

※圖號請自行設定、檔名不可有空白

可參考系統中“文件命名說明”

開工申報作業-書圖電子檔繳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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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或圖檔
類別代碼：

開
工
申
報
作
業
書
圖
電
子
檔
繳
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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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圖資料建立完成後，點選清稿送件

開工申報作業-書圖電子檔繳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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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上傳圖檔”，並進行線上簽章作業，完成書圖電子檔上傳

開工申報作業-書圖電子檔繳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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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申報作業-自主檢查表列印(1)

點擊“無紙審照作業”依步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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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申報作業-自主檢查表列印(2-1)

操作步驟
【1.取得一碼通】→ 【2.輸入申請案件種類】→ 【3.列印自主檢查表】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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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申報作業-自主檢查表列印(2-2)

連照操作步驟
【1.其餘案件均上傳申請書】【2.所有開工附件於本案上傳】【3.依序填寫
案件編號及執照號碼】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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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申報作業-自主檢查表列印(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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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申報作業-掛號送件

掛號送件時需準備書表、書圖「上傳成功證明」及「自主檢查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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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系統，可以進行審查意見的線上回覆

點選系統「回覆審查意見」可於線上查看開工附件需補正的地方

，並於線上填寫回覆補正的內容

開工申報作業-回覆審查意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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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完畢點選存檔 完成意見回覆

已補上公司大小章

開工申報作業-回覆審查意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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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申報作業-回覆審查意見(3)

 進入書圖電子檔繳交作業，將檔案抽換後重新上傳即可

重新上傳後須通知承辦人收件審查
注意



建築物施工勘驗網路申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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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系統後，點選欲操作案件之執照號碼

系統登入-案件列表



48

 進入此畫面即可開始進行施工勘驗網路申報作業

系統登入-申報作業畫面說明

勘驗項目列表(含各項目操作功能)

其他功能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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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申報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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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管理施工勘驗項目”➔點選“新增一欄”➔選取勘驗項目、登打
勘驗說明➔點選“儲存”➔出現儲存成功

網路申報-勘驗項目之新增修改刪除

1

2

3

4

下次可申報日期由掛號日期起算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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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申報”取得掛號號碼及掛號日期

網路申報-勘驗項目申報

已申報之勘驗項目，不可刪除，亦不可重新排序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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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申報項目，才可點選附件上傳按鈕，並上傳已整理好的勘驗書件附件

網路申報-附件上傳(1)

1.點選“附件上傳” 會開新分頁進行附件上傳
2.附件上傳完畢後點選“送件” 進行案件審核
＊送件後案件將上鎖無法再修改(附件上傳及勘驗說明皆無法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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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附件上傳(2)

 點選“附件上傳”會另開新分頁進入附件管理頁面，進行附件管理作業

已上傳附件預覽

新增附件作業

本次勘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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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附件上傳(3)

1.選擇圖檔類別
2.輸入文件類別(附件說明)：可透過下拉式選單選擇，也可以自行輸入

3.點選“選擇上傳檔案”上傳附件(可選擇單檔或多檔上傳) *限PDF檔案
4.確認檔案後點選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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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刪除已上傳之附件，請勾選欲刪除檔案後按下刪除即可刪除附件

網路申報-附件上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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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送件

送件步驟：
1.點選“送件”圖示
2.跳出“即將送件”警示框→點選“確定”
3.案件狀態轉變為“辦理中”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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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管理作業-工地主任管理(注意事項)

 為配合系統後續資料檢核作業，送件前，請務必確認人員管理作業中需
輸入一筆“有效”的工地主任/工地負責人資料

1.送件時，若出現更新失敗
訊息，則代表未輸入有效的
工地主任/工地負責人資料

2.請至“施工勘驗人員權限
管理”中，輸入資料

*注意：有效資料指“人員到
職日非未來日期，且於作業
期間內尚未離職之資料”。



58

管理各案件工地主任/工地負責人：
1.點選要管理的執照案件
2.於該執照點選“施工勘驗人員權限管理”
3.進入“施工勘驗人員權限管理”頁面
4.點選“新增／修改”

正在進行授權
的執照號碼

人員管理作業-工地主任管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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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點選“＋新增一欄工地主任”
6.依序輸入工地主任/工地負責人相關資料
（工地負責人無執業證號可任意輸入欲授權APP操作之帳號）

7.確認資料無誤後點選“儲存”

✓ 欲停止人員授權可直接修改其帳號離職日

人員管理作業-工地主任管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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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授權步驟：
1.點選要授權的執照案件
2.於該執照點選“施工勘驗人員權限管理”
3.進入“施工勘驗人員權限管理”頁面
4.點選“新增／修改”

正在進行授權
的執照號碼

人員管理作業-授權代辦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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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點選“＋新增一欄其他人員”
6.帳號：填入代辦業者的“Ｅ政府帳號”（請注意英文字母大小寫及空白）
使用者名稱：填入代辦業者姓名
身分類別：選擇代辦業者
帳號生效日：選擇授權使用開始的日期（請注意年月日）
帳號到期日：選擇授權使用截止的日期（請注意年月日）
7.確認授權資料無誤後點選“儲存”

✓ 欲停止人員授權可直接修改其帳號到期日或將其授權帳號刪除即可

人員管理作業-授權代辦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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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完成

代辦業者登入後僅可操作被授權案件

人員管理作業-授權代辦人(3)

（說明：畫面上案例均為系統測試畫面，並非實際執行畫面喔！）



63

 案件送件後，可於系統中查看案件審查流程，備註欄可顯示核退/補正說明

其他-檢視流程(檢視總核退/補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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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送件後，可於系統中查看案件審查流程，備註欄可顯示核退/補正說明

其他-檢視附件(檢視附件核退/補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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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結果為“退回補正”時，請先確認承辦人員的建議事項後點選“補
正”即可進行案件補正

其他-補正作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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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補正後系統新增一件掛號號碼相同但流水碼不同的項目➔上傳附件
（僅需上傳補正資料）➔點選送件

其他-補正作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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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照列印：點選列印勘驗紀錄表

 連照列印：輸入連照最後一照號碼➔點選列印勘驗紀錄表

 欲另存成PDF：點選印表機圖示➔確認目的地（列印：印表機型號；存
檔：另存為PDF）➔儲存

其他-列印勘驗紀錄表



⚫ 下載安裝與登入
⚫ 案件列表與拍照
⚫ 待補傳紀錄清單
⚫ 工地緊急通知服務

施工勘驗APP



下載安裝與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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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施工勘驗網路申報管理系統，可掃描二維條碼下載施工勘驗APP

 Android與iOS皆依提示順序點選確認進行安裝

 安裝完成即可看到APP的圖示

下載安裝與登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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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與登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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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APP並進行帳號登出

點選施工勘驗→選擇身分→輸入帳號密碼，即可進入施工勘驗APP

下載安裝與登入(3)

輸入於建築物施工勘
驗網路申報系統中，
人員管理新增的帳號
密碼進行登入作業



工地緊急通知服務



74

若遇“豪雨、地震、防汛、
颱風”或其他不定期宣導
事項，縣市政府可透過
APP推播通知加強工地巡
視

工地緊急通知服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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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APP可看到相關緊急
通知

依規定必須到場勘查拍攝
照片

拍攝完畢點選“傳送”上
傳現場照片至施工勘驗網
路申報管理系統中

工地緊急通知服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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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地緊急通知記錄】可查看案件緊急通知時所上傳之照片

工地緊急通知服務(3)



THANKS 謝謝聆聽

系統諮詢
02-87713258

service@sysonlin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