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工務類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1、建築物施工損壞道路等附屬公共設施複勘申請
來函敘明建案地址及建照號碼進行申請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7日
2.網路申辦：7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新建工程處養護工程隊各轄區分隊；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新建工程處養護工
10447臺北市中山區
程隊第一分隊
02-25413092
02-25632178
新 生 北 路 2 段 78 號
（中山區、大同
(橋下)
區）
新建工程處養護工
11494臺北市內湖區
程隊第二分隊
02-27930149
02-27932114
民權東路 6段 臨8-1
（松山區、信義
號
區）
新建工程處養護工
程隊第三分隊
10882臺北市萬華區
02-23072805
02-23013936
（中正區、萬華
中華路2段680號
區）
新建工程處養護工
程隊第四分隊
11568臺北市南港區
02-27832524
02-27832997
（內湖區、南港
港東街139號
區）
新建工程處養護工
程隊第五分隊
11265臺北市北投區
02-28226177
02-28205513
（士林區、北投
致遠三路158號2樓
區）
新建工程處養護工
程隊第六分隊
11673臺北市文山區
02-29313757
02-29308504
（大安區、文山
景福街120號
區）
如採郵寄申辦，申請文件請逕寄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11008臺北市信義區
市府路1號4樓南區）
2、臺北市橋梁隧道附設纜線申請
1. 業務主管機關核發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營運許可證、行動電話業務特許執照
或固定通信業務特許執照
2. 分配線網路佈設路線圖及使用橋梁、隧道位置圖及長度
3. 施工圖說（依臺北市下水道橋樑隧道附掛纜線施工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之施工圖
說）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4.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書(既有纜線架設申請續約免附)
5. 臺北市政府橋梁隧道附設纜線申請書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14日
2.網路申辦：14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新建工程處養護工程隊
電話:02-27208889轉2608
傳真:02-27596032
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6樓西南區
本項申請如附件圖說等資料檔案過大，可逕送光碟予承辦單位辦理。
3、臺北市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申請
1.申請書
2.現況照片
3.現況調查表
4.視申請人條件之不同需檢附不同之下列各項證、照之一：
（1）作為車庫、停車位或停車場通道之使用者：
A.申請人之車庫、停車位或停車場有收費者：停車場登記證影本
B.申請人之車庫、停車位或停車場設置於建築物內或已建築之土地，而未收費
者：建築物使用執照及核准平面圖影本
C.申請人之車庫、停車位或停車場設置於私有未建築土地，而未收費者：
a.地籍圖謄本（標示申請地點、斜坡道位置及相關道路名稱）
b.申請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c.土地使用同意書
（2）經營汽車買賣業、汽車保養業、汽車修理業、汽車裝潢業、汽車美容業、汽車
清洗業、車輪定位業、輪胎更換業、小客車租賃業或計程車營業站、加油站或
倉儲物流業，且其營業場所內確有停車空間之事實者及經營機車買賣業、機車
保養業或機車修理業，且其營業場所內確有停車空間：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
業登記證
（3）申請地點有行動不便使用輪椅人士居住，且距最近斜坡道20公尺以上，或至鄰
近斜坡道之間人行道最小淨寬度未達90公分，並無平順騎樓可供替代通行者：
A.申請人行動不便需使用輪椅之相關證明（如身心障礙手冊、殘障手冊影本、醫
院診療書或里辦公處出具之證明書等）
B. 房 屋 所 有 權 狀 影 本 （ 所 有 人 為 申 請 人 本 人 或 其 親 屬 ） ， 或 申 請 人
設籍證明文件
（4）車站、郵局、銀行、區里活動中心、政府機關、學校、醫院、診所或其他相關
公共場所，為銜接其建築物所屬行動不便者設施通行動線者（其為私人機構
者）：開業證明影本
（5）其他：經相關機關勘查確有設置斜坡道必要者，經專案核准設置適當之斜坡
道：由新工處依個案認定應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1.一般申辦(非網路)：22日
2.網路申辦：22日□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新建工程處共同管道科
電話:02-27208889轉8054
傳真:02-27595591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南區
1. 申請人之車庫、停車位或停車場設置於私有未建築土地、而未收費者，得免附土
地所有權狀影本、土地登記謄本。
2. 如需申請樹木移植，申請人可以下列兩種方式辦理申請：
(1) 準 備 行 道 樹 遷 移 申 請 所 需 資 料 向 公 園 處 申 請 （ 網 址 ：
https://service.gov.taipei/Case/ApplyWay/201907160273）。
(2)向新工處申請人行道設置斜坡道時，同時檢附上述行道樹遷移申請所需資料，
由新工處代轉公園處審理。
3.如有用印或簽章之正本申請文件，請逕送承辦單位辦理。
4、臺北市人行道認養、人行地下道認養及人行天橋認養
1.申請書
2.認養範圍及現況圖說
3.認養範圍規劃設計圖說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30日
2.網路申辦：30日□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新建工程處共同管道科(人行道認養)
電話:02-27208889轉8050
傳真:02-27595591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南區
新建工程處維護工程科(人行地下道及人行天橋認養)
電話:02-27208889轉2603
傳真:02-27596594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6樓西南區
如有用印或簽章之正本申請文件，請逕送承辦單位辦理。
5、臺北市人行道設置露天座申請
1.臺北市人行道設置露天座申請書
2.平面位置圖
3.設施物樣本照片
4.人行道及店面現況照片
5.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6.核准後應繳交公共意外保險單影本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網路銀行）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ATM）
1.一般申辦(非網路)：30日
2.網路申辦：30日□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新建工程處共同管道科
電話:02-27208889轉8058
傳真:02-27595591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南區
1. 受理申請僅限臨接道路側並辦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飲食業或餐飲業業者。
2. 保證金及露天座使用費繳費方式如上述：
(1)以即期支票臨櫃繳納者，票據抬頭請填寫「限繳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
(2)採網路繳款者，操作程序詳見繳款單之繳款方式。
3. 保證金退還：
於使用期限屆滿後，許可使用人於移除設施並回復人行道原狀後，經新工處派員
檢查無損壞及其他違規情事後，無息退還保證金。逾期未處理者，視為廢棄物，
由新工處處理之，許可使用人不得要求賠償或提出異議，其廢棄物處理費用，由
許可使用人負擔。許可使用期間如損毀公有公共設施或有其他違規情事，所需修
復費用由保證金扣抵，保證金如不足扣抵時，得向許可使用人追償之。
4. 如有用印或簽章之正本申請文件，請逕送承辦單位辦理。
6、臺北市使用道路集會申請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6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新建工程處工程配合科
電話:02-27596598或02-27208889轉8073
傳真:02-27258079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6樓南區
1.保證金繳納：
申請人應於使用道路集會日前7日至30日（日曆天，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
休息日均應計入）內向新工處以網路提出申請使用道路同意文件。但緊急性集會遊
行，不受7日前申請之限制。申請人於申請當日繳納保證金，網路申請完成後即產
製繳費單，提供保證金線上繳款。
2.保證金退還：
集會導致道路及附屬公共設施損壞或污染時，由本處或本府環保局代為修復或清

理，所需費用由保證金內扣除後，餘額無息退還，不足時分別由本處或環保局向申
請人追償；如無損壞及污染情形，並於集會完畢後7日內無息退還保證金。
3.申請使用道路最多以連續2日為限，且同一申請人每月僅得申請1次。
4.申請網址：https://assembly.gov.taipei/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7、道路土地捐贈
1.申請書1份
2.土地贈與與所有權移轉契約書2份
3.土地增值申報書每筆土地各1式2份
4.印鑑證明(1年內)1份
5.土地所有權狀正本1份
6.切結書1份
7.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機關團體應檢附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1份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
(1)一般捐贈、都更案捐贈及都市計畫變更回饋捐贈案：36日
(2)容積移轉送出基地捐贈案：30日
2.網路申辦：□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1)一般捐贈、都更案捐贈及都市計畫變更回饋捐贈案：36日
(2)容積移轉送出基地捐贈案：30日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新建工程處工程配合科
電話:02-27208889轉8084
傳真:02-27258079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6樓南區
本項服務部分書表涉及申請單位用印或簽章，實際審核期限以申請單位逕送申請文件
正本予承辦單位辦理為據。
8、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申請
1.整建申請書1份
2.土地使用權同意書1份(建地如屬自有免附)
3.使用共同壁協定書1份(未使用共同壁者免附)
4.整建切結書1份
5.設計圖樣正本1份(包括地籍位置圖、1/100原建物平面圖、原建物各向立視圖(標明
屋頂屋簷高度及拆除線高度)及1/100整建建築平面圖各向立視圖、基礎、各層地
板、屋架構造平面圖，1/20主要部份剖面圖、整建前後房屋面積計算表)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1.一般申辦(非網路)：10日
2.網路申辦：10日□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新建工程處工程配合科
電話:02-27208889轉8093
傳真:02-27258079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6樓南區
本項服務部分書表涉及申請單位用印或簽章，實際審核期限以申請單位逕送申請文件
正本予承辦單位辦理為據。
9、臺北市堤坡認養
1.申請書1份
2.認養計畫書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22日■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水利工程處河川管理科
電話:02-27208889轉8186
傳真:02-27226740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東南區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10、臺北市河濱公園場地使用申請(營利性及非營利性活動)
1.申請表
2.活動企畫暨安全計畫書
3.營利行為展售活動資料表（非營利免付）
4.營利行為展售審核表（非營利免付）
5.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
6.申請人為個人者請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人為法人、公司或團體請附負責人及
立案證明文件影本，機關、學校則免。
7.本市大型活動主辦單位環境維護表（使用場地辦理活動者）
8.切結書（使用場地辦理活動者）
9.緊急聯繫窗口聯絡表（使用場地辦理活動者）
10.路跑活動自主檢核表（辦理路跑活動者）
11.交通維持計畫書（參加人數超過5,000人之大型活動者）
12.如為舉辦勸募活動須另附內政部或本府社會局核准勸募活動函影本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1)非營利活動:4日
(2)營利性活動：10日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水利工程處河川管理科
電話:02-27208889轉3277
傳真:02-27226740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東南區
1.3,000人以上大型路跑活動，需向本府體育局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後，本府體育局
再函轉水利工程處辦理場地使用核定事宜。
2.依教育部體育署研訂「路跑活動參與者安全維護及權益保障應注意事項」，辦理跑
步運動需將檢核表送場地管理機關審核。
3.營利活動係指：推廣政令、公益、社教、休閒體育、民俗節慶、農特產品、藝文展
演、文化創意產業或本府各機關因推動市政等目的所舉辦之營利活動(包括現金交
易及商品展示行銷或廣告行為)。
4.非營利性活動係指：集會、演說、展覽、表演等無商品展示行銷或廣告之行為。
5.依「臺北市公園場地申請使用須知」第4條第8項規定，申請使用河濱公園場地經
水利工程處核准者，申請人應於使用場地起始日起算前3日，繳納保證金、使用費
等始得使用。
11、臺北市河防建造物附掛纜線作業
1.河防建造物附掛纜線申請書一式2份
2.相關圖說6份（一千分之一航測圖、比例尺二百分之一設計平面圖、比例尺四十分
之一之設施物設計詳圖）
3.相關許可執照
4.繳費收據（審查費、勘查費、許可書費等收據）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28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水利工程處河川管理科
電話:外縣市02-27208889轉8183
傳真:02-27226740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東南區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12、臺北市河濱公園開放街頭藝人展演場地使用登記申請
免證件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0.125日(1小時)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水利工程處河川管理科
電話:02-27208889轉8186
傳真:02-27226740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東南區
1. 受理登記時間（遇例假日或停止上班日順延至次一上班日）：
(1)每月1至20日下午3時前可辦理上網登記(申辦網址:
https://tpbusker.gov.taipei/(S(4nlfrydgox5ne3ze4glotj5m))/place.aspx)。
(2)每月20日下午3時電腦亂碼抽籤。
2.每月20日下午4時臺北市街頭藝人登記及展演申請平台網站公告抽籤結果。表演場
次業經公告後，請準時按排班表演及使用場地。另無人使用時段，以先到先使用。
3.申請人應申請登記成為街頭藝人並領有臺北市街頭藝人登記證；請先向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申請登記證後，再登記場地使用。
13、臺北市市區排水審查
1. 申請書
2. 地理位置圖
3. 地籍配置圖（附地籍圖謄本）
4. 基地附近排水系統現況圖
5. 基地現況照片
6. 建築物1樓核准平面圖（附建照影本）
7. 排水系統平面設計圖（需標明樁號）
8. 排水系統縱斷面圖
9. 排水系統橫斷面圖
10. 排水系統各部詳圖
11. 排水系統集水區分析圖
12. 道路設計指示標高及水準點（附建築線指示圖）
13. 水理計算資料(流出抑制設施類案件附「臺北市基地開發保水量計算表與逕流量計
算表」或「臺北市基地開發逕流排放量計算表」及「臺北市基地開發貯集滯洪量
計算表」)
14. 其他(包含切結書等)
15. 基地內排水配置圖說
16. 排水計畫自主檢核表
17. 排水計畫自主檢查紀錄表
18.已完成繳納之審查及查驗費用文件及收據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18日▓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水利工程處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電話: 02-27208889轉8212、2654
傳真:02-27203351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南區
實質審查紀錄表請至「臺北市排水案件管理平台」
(https://heochk.gov.taipei)填寫資料。
14、有線纜線申請暫掛雨水下水道作業
1.雨水下水道暫掛纜線申請書
2.雨水下水道暫掛纜線行政契約
3.各經營區纜線暫掛分區明細表
4.雨水下水道暫掛纜線行政契約結算明細表
5.年度申請纜線暫掛雨水下水道審查表
6.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建設階段或營運階段之相關證明文件並加蓋申請業者印鑑
章。
7.年度暫掛各行政分區雨水下水道圖說
8.暫掛纜線電子屬性表
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14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水利工程處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電話: 02-29370659轉15
傳真: 02-29371721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南區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15、市區雨水下水道管線資料申請作業
1.申請書
2.申請單位提出申請雨水下水道圖資範圍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7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水利工程處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電話: 02-27208889轉8210
傳真: 02-27203351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南區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16、河川(排水設施範圍)公(私)地一般使用申請
1.申請書封面
2.申請書件表
3.申請書
4.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5.施工計畫書
6.切結書
7.申請位置地籍套繪圖
8.設計圖表
9.河防建造物開挖暨復建計畫書
10.水理分析報告
11.水利建造物監測計畫
12.防汛應變計畫
13.私有土地使用同意書
14.環保局審查通過使用焚化再生粒料之證明文件(堤內水防道路挖掘)
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除堤內水防
道路挖掘外，其餘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除堤內水防道路挖掘外，其餘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13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水利工程處河川管理科
電話:02-27208889轉8186
傳真:02-27226740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東南區
1.堤內水防道路挖掘，申請人依「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收費標準」須繳納規費，
並依「臺北市焚化再生粒料推廣使用作業要點」第9點規定辦理。
2.核准施工結束日期30日內須辦理結案。
17、裝設路燈
1.申請表
2.位置簡圖
3.私地請提供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傳真申辦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5日
2.網路申辦：5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路燈科
電話:02-23815132轉298-303
傳真:02-23756817
地址：10046臺北市中正區懷寧街109號
路燈裝設施工時間，因涉及道路挖掘、台電公司電源供電及屬私地時需提供土地（外
牆）無償使用同意書等不確定時程，致裝設時限無法納入。
18、公園處場地使用（一般性活動）
1.場地使用申請表。
2.活動企畫暨安全計畫書。
3.申請人或負責人存摺影本。
4.申請人為個人者請附身分證影本；申請人為法人、公司或團體請附負責人與立案證
明文件影本。但機關、學校免附。
5.交通維持計畫書（參加人數超過五千人之大型活動者）。
6.場地所在地警察分局之許可文件影本（使用場地集會、演說者）。
7.內政部或本府社會局核准勸募活動函影本（舉辦勸募活動者）。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傳真申辦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4日
2.網路申辦：4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各公園管理所及園藝工程隊各分隊；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青年公園管理所
10882臺北市萬華區水源
【 大 安 、 中 正 、 02-23032451
02-23323122
路199號
萬華區公園】

承辦單位

南港公園管理所
【 信 義 、 文 山 、 02-27884255
南港區公園】

02-26533954

11569臺北市南港區東新
街170-1號

圓山公園管理所
【 中 山 、 大 同 、 02-25850192
松山區公園】

02-25954431

10472臺北市中山區新生
北路3段105號

陽明山公園管理
所
【士林區中山北
路5段以西、外雙 02-28832130
溪以北1公頃以上
公園及北投區公
園】

02-28831890

11141臺北市士林區中山
北路5段378巷26號

園藝管理所
【 士 林 區 中 山 北 02-28812512
路5段以東、外雙

02-28839041

11142臺北市士林區福林
路60號

溪以南1公頃以上
公園及士林區鄰
里公園】
花卉試驗中心
【陽明山區1公頃
以上公園及內湖
區公園】
園藝工程隊東區
分隊【松山、內
湖、南港區綠
地、廣場】
園藝工程隊西區
分隊【中正、萬
華、大同、中山
區（基隆河以
南）綠地、廣
場】
園藝工程隊南區
分隊【信義、大
安、文山區綠
地、廣場】
園藝工程隊北區
分隊【士林、北
投、中山區（基
隆河以北）綠
地、廣場】

02-28612247

02-28616039

11191臺北市士林區仰德
大道4段175巷32號

02-87916654

02-87918353

11494臺北市內湖區堤頂
大道1段389號

02-23071429

02-23323812

10882臺北市萬華區水源
路199號

02-27262075

02-27274442

11061臺北市信義區松山
路652號

02-28805456

02-28805457

11141臺北市士林區福林
路254巷20號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19、公園處場地使用（營利性活動）
1.場地使用申請表。
2.活動企畫暨安全計畫書。
3.營利行為展售活動資料表。
4.營利行為展售審核表。
5.申請人或負責人存摺影本。
6.申請人為個人者請附身分證影本；申請人為法人、公司或團體請附負責人與立案證
明文件影本。但機關、學校免附。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傳真申辦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10日
2.網路申辦：10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各公園管理所及園藝工程隊各分隊；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10882臺北市萬華區水源
青年公園管理所
02-23032451
02-23323122
路199號

【大安、中正、
萬華區公園】
南港公園管理所
【 信 義 、 文 山 、 02-27884255
南港區公園】

02-26533954

11569臺北市南港區東新
街170-1號

圓山公園管理所
【 中 山 、 大 同 、 02-25850192
松山區公園】

02-25954431

10472臺北市中山區新生
北路3段105號

陽明山公園管理
所
【士林區中山北
路5段以西、外雙 02-28832130
溪以北1公頃以上
公園及北投區公
園】

02-28831890

11141臺北市士林區中山
北路5段378巷26號

02-28812512

02-28839041

11142臺北市士林區福林
路60號

02-28612247

02-28616039

11191臺北市士林區仰德
大道4段175巷32號

02-87916654

02-87918353

11494臺北市內湖區堤頂
大道1段389號

02-23071429

02-23323812

10882臺北市萬華區水源
路199號

02-27262075

02-27274442

11061臺北市信義區松山
路652號

02-28805456

02-28805457

11141臺北市士林區福林
路254巷20號

園藝管理所
【士林區中山北
路5段以東、外雙
溪以南1公頃以上
公園及士林區鄰
里公園】
花卉試驗中心
【陽明山區1公頃
以上公園及內湖
區公園】
園藝工程隊東區
分隊【松山、內
湖、南港區綠
地、廣場】
園藝工程隊西區
分隊【中正、萬
華、大同、中山
區（基隆河以
南）綠地、廣
場】
園藝工程隊南區
分隊【信義、大
安、文山區綠
地、廣場】
園藝工程隊北區
分隊【士林、北
投、中山區（基
隆河以北）綠
地、廣場】
備註

1. 僅限推廣政令、公益、社教、休閒體育、民俗節慶、農特產品、藝文展演、文化
創意產業或本府及其所屬機關因政策需要等目的所舉辦之活動。

2. 大安森林公園兒童小舞臺場地，自100年11月21日起停止營利性及勸募義賣活動等
申請使用，僅開放周末假日藝文、社教及政令宣導等非營利性活動場地使用。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20、行道樹遷移申請
1.申請表
2.現況照片
3.現況位置平面圖
4.樹木移植計畫書
5.文件申請人條件之不同需檢附不同下列各項證明之一
（1）作為車庫、停車位或停車場出入之使用者，檢附本府工務局新工處同意
人行道設置車行斜坡道之證明
（2）建築工地工程車輛出入之使用者，檢附本府工務局新工處同意設置斜坡道證
明，再依據申請位於設置斜坡道位置上之行道樹遷移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傳真申辦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由申請單位
自行僱用合格綠化廠商遷移並負擔相關費用）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由申請單位自行僱用合格綠化廠商遷移並負擔相關費
用）
1.一般申辦(非網路)：5日
2.網路申辦：5日□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園藝工程隊各分隊；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園藝工程隊東區
分隊【松山、內
11494臺北市內湖區堤
02-87916654
02-87918353
湖、南港區綠
頂大道1段389號
地、廣場】
園藝工程隊西區
分隊【中正、萬
華、大同、中山
10882臺北市萬華區水
02-23071429
02-23323812
區（基隆河以
源路199號
南）綠地、廣
場】
園藝工程隊南區
分隊【信義、大
11061臺北市信義區松
02-27262075
02-27274442
安、文山區綠
山路652號
地、廣場】
園藝工程隊北區
分隊【士林、北
11141臺北市士林區福
投 、 中 山 區 （ 基 02-28805456
02-28805457
林路254巷20號
隆河以北）綠
地、廣場】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21、公園及行道樹認養申請
1.申請表
2.認養標的範圍位置圖及照片
3.規劃設計圖及規劃說明書（申請改造認養方式時提供）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傳真申辦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7日
2.網路申辦：7日□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園藝工程隊及各公園管理所；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園藝工程隊
02-23815132 轉
10046臺北市中正區懷
【行道樹、綠
02-23899501
317
寧街103號
地、廣場】
青年公園管理所
10882臺北市萬華區水
【大安、中正、 02-23032451
02-23323122
源路199號
萬華區公園】
南港公園管理所
11569臺北市南港區東
【信義、文山、 02-27853819
02-26533954
新街170-1號
南港區公園】
圓山公園管理所
10472臺北市中山區新
【中山、大同、 02-25850192
02-25954431
生北路3段105號
松山區公園】
陽明山公園管理
所
【士林區中山北
11141臺北市士林區中
02-28832130
02-28831890
路5段以西、外雙
山北路5段378巷26號
溪以北1公頃以上
及北投區公園】
園藝管理所
【士林區中山北
路5段以東、外雙
11142臺北市士林區福
02-28812512
02-28839041
溪以南1公頃以上
林路60號
公園及士林區鄰
里公園】
花卉試驗中心
【陽明山區1公頃
11191臺北市士林區仰
02-28612247
02-28616039
以上公園及內湖
德大道4段175巷32號
區公園】
會勘後若無問題則辦理簽約事宜，完成認養手續。
22、行道樹懸掛燈飾申請
申請表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傳真申辦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電匯)□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
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7日
2.網路申辦：7日■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園藝工程隊各分隊；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園藝工程隊東區
11494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分隊【松山、內 02-87916654
02-87918353
堤頂大道1段389號
湖、南港區】
園藝工程隊西區
分隊【中正、萬
10882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華、大同、中山 02-23071429
02-23323812
水源路199號
區（基隆河以
南）】
園藝工程隊南區
11061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分隊【信義、大 02-27262075
02-27274442
松山路652號
安、文山區】
園藝工程隊北區
分隊【士林、北
11141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02-28805456
02-28805457
投、中山區（基
福林路254巷20號
隆河以北）】
1.請於懸掛日之前7日至60日內提出申請。
2.每懸掛1株行道樹應向本處繳納新台幣3千元之保證金。
23、路燈桿遷移
1.申請表
2.鄰近住戶同意書（遇有爭議時）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傳真申辦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7日
2.網路申辦：7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路燈工程隊各分隊；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路燈工程隊東區 02-27912307
11494臺北市內湖區
02-87926560
分隊
02-27915794
堤頂大道1段389號
路燈工程隊西區 02-25918451
10363臺北市大同區
02-25863574
分隊
02-25942744
昌吉街57號5樓之4
路燈工程隊南區 02-23688535
10087臺北市中正區
02-23684277
分隊
02-23684080
汀洲路3段8號
路燈工程隊北區 02-28913065
11262臺北市北投區
02-28911987
分隊
02-28919659
承德路7段413巷16號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路燈遷移施工時間，因涉及道路挖掘許可（可能遇到期限禁止開挖）、台電公司電源
供電及屬私地時需提供土地（外牆）無償使用同意書時程等不確定時程，致遷移時限
無法納入。
24、申請分期攤繳5年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
1.申請表（分期攤繳原因說明，及申請分攤期數）
2.本票（需有一位有完全行為能力之共同發票人）
3.占用人為身心障礙者或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且設有戶籍自住。
（符合資者，可打折）
4.84年1月1日以前建築物已占用之相關證明文件（如戶籍設籍或門牌編釘證明等）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傳真申辦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22日
2.網路申辦：22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工程配合科
電話:02-23815132轉243、246、308
傳真:02-23893736
地址：10046臺北市中正區懷寧街109號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25、新建房屋申請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審查
1.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
2.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預留)接管資料檢核表
3.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專業技師、建築師
簽證署表(5層以下且非供公眾使用)
4.臺北市污水下水道暨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專業技師簽署表
(6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
5.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建築師、專業技
師)自行檢查表
4.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設計(變更設計)行政審查項目表
5.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設計(變更設計)技術簽署抽查項目表
6.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函(污水管渠查詢及套繪圖暨現場會勘案件相
關公文)
7.與申請案件有關之設計、施工、維護、專利等必要檢附相關之切結書、同意書或說
明書（如游泳池、溫泉水、預先處理設施、油脂截留器、放射性或感染性廢水等案
件）
8.建築執照影本﹙正反面﹚或許可函影本及建築執照圖說副本（1份）
9.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變更設計）建築師簽證表﹙配合單一窗口收件需要﹚
9.專業技師資料
(1) 會員證影本
(2) 執業執照影本
10.污水量（CMD）計算表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11.10.設計圖說：(1)現況位置圖/套繪污水管渠圖(圖面應註明四周相關道路名稱，
且註明建築基地至污水下水道接入點或預留設施位置，標示指北符號及比例尺
1/500)
12.建築物內部管線
(1) (3)配管立圖或昇位圖
(2) (2)各樓層污排水設備設置平面圖﹙比例尺1/100或依建築執照圖比例﹚
13.建築基地至公共污水下水道接入點用戶排水設備配置圖（含連接管）
(1) (4)水理計算書（事業用戶設計需含質量平衡）、設備圖例及施工注意事項
(2) 設施標準圖（含設施、人孔及框蓋；、陰井及框蓋；、採樣井及框蓋；、清除
口；通氣管等設施）
(3) (5)案件內含餐飲業加附油脂截留器計算資料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管線及設施設
計圖說
11.污水處理設施功能計算書或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審定登記文件
12.污水處理設施計畫書：﹙達專用下水道規模者檢附﹚
(1) 專業技師簽署
(2) 臺北市政府專用下水道系統審查表
(3) 技師審查簽認證明書
(4) 新申請設置專用下水道系統資料表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
□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
□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3日
2.網路申辦：3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營運管理科
電話: 02-25973183轉107至111
傳真: 02-25974045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1.處理時機為取得建照後，放樣勘驗前將污排水設計圖說逕送衛工處辦理審查
2.所送圖說資料右下角須註明建照號碼並由建築師核章(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3.掛件時，應備證件：
(1)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1式5份）
(2)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圖 (1式4份)
(3)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預留)接管檢核表
(4)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建築師簽證表或
臺北市污水下水道暨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專業技師簽署
表
(5)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建築師、專業技
師)自行檢查表
(6)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變更設計) 建築師簽證表﹙配合單一窗口收件需要﹚
4.3.如涉及建築管理權者，依臺北市政府97年5月7日府授工衛字第09732077700號函
「臺北市污排水用戶排水設備圖說圖審簽證制度革新方案」本審查案請依本府110年8
月23日府工衛字第11030352702號令「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審查及查
驗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26、既有房屋申請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審查
1.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
2.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預留)接管資料檢核表
3.臺北市污水下水道暨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專業技師、建築
師簽署表(6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
4.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建築師、專業技
師)自行檢查表
4.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設計(變更設計)行政審查項目表
5.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設計(變更設計)技術簽署抽查項目表
6.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函(污水管渠查詢及套繪圖暨現場會勘案件相
關公文)
7.與申請案件有關之設計、施工、維護、專利等必要檢附相關之切結書、同意書或說
明書（如游泳池、溫泉水、預先處理設施、油脂截留器、放射性或感染性廢水等案
件）
7.使用執照影本﹙正反面﹚及使用執照圖說副本﹙或檢附臺北市建築管理處無相關圖
說證明文件﹚1份
8.設置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既有建築物所有權人資料(1~4項任一即可)
(1)房屋權狀影本
(2)建物登記簿謄本
(3)稅捐機關課稅資料影本
(4)其他(可證明所有權人資料)
9.委託書（設置人需委託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技師簽署核章設計用戶排水設備）
專業技師資料
(1)會員證影本
(2)執業執照影本
10.污水量（CMD）計算表
11.10.設計圖說：(1)現況位置圖/套繪污水管渠圖(圖面應註明四周相關道路名稱，
且註明建築基地至污水下水道接入點或預留設施位置，標示指北符號及比例尺
1/500)
12.建築物內部管線
(1) (2)設備單位表及配管立圖或昇位圖
(2) 各樓層污排水設備設置平面圖
13.建築基地至公共污水下水道接入點用戶排水設備配置圖（含連接管）
(1) (3)水理計算書（事業用戶設計需含質量平衡）、設備圖例及施工注意事項
(2) 設施標準圖（含設施、人孔及框蓋；、陰井及框蓋；、採樣井及框蓋；、清除
口；通氣管等設施）
(3) (4)案件內含餐飲業加附油脂截留器計算資料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管線及設施設
計圖說
(5)建管處原核准使用執照平面圖﹙或檢附臺北市建築管理處無相關圖說證明文件﹚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
□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
□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3日
2.網路申辦：3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營運管理科
電話: 02-25973183轉107至111
傳真: 02-25974045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1.所送圖說資料右下角須註明使照號碼並由專業技師核章(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2.掛件時，應備證件：
(1)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1式5份）
(2)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圖(1式4份)
(3)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預留)接管檢核表
(4)臺北市污水下水道暨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專業技師簽署
表
(5)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建築師、專業技
師)自行檢查表
3.2.如涉及建築管理權者，依臺北市政府97年5月7日府授工衛字第09732077700號函
「臺北市污排水用戶排水設備圖說圖審簽證制度革新方案」本審查案請依本府110年8
月23日府工衛字第11030352702號令「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審查及查
驗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27、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變更設計審查
1.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
2.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預留)接管資料檢核表
3.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專業技師、建築師
簽證署表(5層以下且非供公眾使用)
4.臺北市污水下水道暨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專業技師簽署表
(6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
5.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建築師、專業技
師)自行檢查表
4.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設計(變更設計)行政審查項目表
5.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設計(變更設計)技術簽署抽查項目表
6.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函(污水管渠查詢及套繪圖暨現場會勘案件相
關公文) (如有涉及接入點變更或預留接管設計變更接管設計等事項)
7.與申請案件有關之設計、施工、維護、專利等必要檢附相關之切結書、同意書或說
明書（如游泳池、溫泉水、預先處理設施、油脂截留器、放射性或感染性廢水等案
件）
8.設計人核章之變更設計圖說（述明變更設計原因）
9.經建管處核可變更設計後之建築執照附表影本及建築執照圖說副本1份（含建照變
更設計申請書、變更設計後圖說副本：屬衛工處必需辦理變更設計案者）
10.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變更設計) 建築師簽證表﹙配合單一窗口收件需要﹚
8.專業技師資料
(1)會員證影本
(2)執業執照影本
9.污水量（CMD）計算表
10.現況位置圖/套繪污水管渠圖﹙圖面應註明四周相關道路名稱，且註明建築基地至
污水下水道接入點或預留設施位置，標示、指北符號及比例尺1/500
11.建築基地至公共污水下水道接入點用戶排水設備配置圖（含連接管）
(1)水理計算（事業用戶設計需含質量平衡）
(2)設施標準圖（含設施、人孔、陰井、採樣井、清除口等設施）
(3)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管線及設施設計圖說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網路繳款：
□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
□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3日
2.網路申辦：3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營運管理科
電話: 02-25973183轉107至111
傳真: 02-25974045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1.所送圖說資料新建房屋申請案右下角須註明建照號碼並由建築師核章(公司章及負
責人章)
2.掛件時，應備證件：
(1)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1式5份）
(2)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圖(1式4份)
(3)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預留)接管檢核表
(4)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建築師簽證表或
臺北市污水下水道暨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專業技師簽署
表
(5)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建築師、專業技
師)自行檢查表
(6)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 變更設計 ) 建築師簽證表﹙配合單一窗口收件需要﹚。
3.2.如涉及建築管理權者，依臺北市政府97年5月7日府授工衛字第09732077700號函
「臺北市污排水用戶排水設備圖說圖審簽證制度革新方案」本審查案請依本府110年8
月23日府工衛字第11030352702號令「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審查及查
驗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28、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施工核轉挖掘道路證明
1. 道路挖掘申請書圖資料1式2份（須於新工處網路下載）
2. 建築執照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起造人建照申請章）
3. 承裝商證明文件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加蓋承
商公司行號及負責人印鑑章後隨件留存備查(以下為自來水管承裝商應檢附文件)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公司設立登記表公司變
更登記表）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自來水管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影本
(3) 當年度之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4)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自來水管承裝商承辦工程手冊（代表人或負責人照
片及印鑑欄位影本）
(5) 經技能檢定相關文件或技工考驗合格證(明)書影本
(6) 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證書影本
(7)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自來水管承裝商技工工作證影本（正反面）
(8) 勞工保險卡或專任技工書面切結或證明文件影本
4. 承裝商證明文件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加蓋承
商公司行號及負責人印鑑章後隨件留存備查(以下為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應
檢附文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公司設立登記表公司變
更登記表）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影本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承辦工程手冊（代表人
或負責人照片及印鑑欄位影本）
(4) 經技能檢定相關文件或技工考驗合格證(明)書影本
(5) 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證書影本
(6)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技工工作證影本（正反
面）
(7) 勞工保險卡或專任技工書面切結或證明文件影本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0.125日（1小時）
2.網路申辦：1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營運管理科
電話: 02-25973183轉107至111
傳真: 02-25974045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29、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核轉免配合統一申挖證明
1. 建築執照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起造人建照申請章）
2. 承裝商證明文件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加蓋承
商公司行號及負責人印鑑章後隨件留存備查(以下為自來水管承裝商應檢附文件)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公司設立登記表公司變
更登記表）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自來水管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影本
(3) 當年度之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4)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自來水管承裝商承辦工程手冊（代表人或負責人照
片及印鑑欄位影本）
(5) 經技能檢定相關文件或技工考驗合格證(明)書影本
(6) 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證書影本
(7)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自來水管承裝商技工工作證影本（正反面）
(8) 勞工保險卡或專任技工書面切結或證明文件影本
3. 承裝商證明文件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加蓋承
商公司行號及負責人印鑑章後隨件留存備查(以下為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應
檢附文件)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公司設立登記表公司變
更登記表）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影本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承辦工程手冊（代表人
或負責人照片及印鑑欄位影本）
(4) 經技能檢定相關文件或技工考驗合格證(明)書影本
(5) 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證書影本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6)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技工工作證影本（正反
面）
(7) 勞工保險卡或專任技工書面切結或證明文件影本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0.125日（1小時）
2.網路申辦：1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營運管理科
電話: 02-25973183轉107至111
傳真: 02-25974045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30、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竣工查驗
1.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
2.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預留)接管資料檢核表
3.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專業技師、建築師
簽證署表(5層以下且非供公眾使用)
4.臺北市污水下水道暨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專業技師簽署表
（6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
5.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變更設計、竣工）(建築師、專業技
師)自行檢查表
4.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竣工查驗項目表
5.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竣工修正檢核項目表
6.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竣工查驗紀錄
6.照片及圖說
(1)建築物內（懸吊設施）新設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內部尺寸及外觀(含污水
坑、採樣井、制水閥、切換閥等施工後照片)
(2)涉及公共設施部分(如管渠穿越水溝下方或管渠穿越地下室連續壁預留管帽施工
前、中、後照片)
(3)建築物外，新設污水下水道設施，設施內部尺寸及外觀等施工後照片
(4)接入既有公共污水下水道銜接處(既有設施及管渠接入前、後照片)
(5)既有污水設施之管損修復或自行遷移施工或廢除管封之施工前、中、後照片
(6)7.竣工圖說及用戶申請接管竣工資料卡（背面附壹層平面圖，註明建築基地至污
水下水道接入點位置及周圍道路，附光碟電子檔）
8.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道路段新增污水設施及管渠材料施工品質自主
檢查表及道路段管溝回填施工紀綠表
9.道路挖掘許可證影本
10.竣工照片
(1) 承裝施工過程（如施作管帽則檢附過水溝底部照片《含相關背景位置》及施工
過程）
(2) 切換閘閥照片（如屬非公告區再附，公告區則免；事業用戶檢附制水閥）
(3) 陰井、框蓋及清除口﹙事業用戶附採樣井及框蓋、制水閥、預先處理設施等﹚
(4) 專用下水道各槽設備及框蓋（須附施工前、中、後照片）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11.檢附切結書：
(1) 廢（污）水處理設施操作、維護、管理切結書1式3份（非公告區及專用下水道
適用）
(2) 廢（污）水處理設施功能切結書（專用下水道適用）
(3) 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切結書（專用下水道適用）
(4) 新開發社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切結完成領證手續（專用下水道適用）
(5) 污泥處理(含處置)切結書（專用下水道適用）
12.承裝商證明文件：正本核對後退還，影本應加蓋承商公司行號及負責人印鑑章後
隨件留存備查
自來水管承裝商應檢附文件：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公司設立登記表公司變
更登記表）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自來水管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影本
(3) 當年度之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4)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自來水管承裝商承辦工程手冊（代表人或負責人照
片及印鑑欄位影本）
(5) 經技能檢定相關文件或技工考驗合格證(明)書影本
(6) 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證書影本
(7)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自來水管承裝商技工工作證影本（正反面）
(8) 勞工保險卡或專任技工書面切結或證明文件影本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應檢附文件：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公司設立登記表公司變
更登記表）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影本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承辦工程手冊（代表人
或負責人照片及印鑑欄位影本）
(4) 經技能檢定相關文件或技工考驗合格證(明)書影本
(5) 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證書影本
(6)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技工工作證影本（正反
面）
(7) 勞工保險卡或專任技工書面切結或證明文件影本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3日
2.網路申辦：3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營運管理科
電話: 02-25973183轉107至111
傳真: 02-25974045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1. 如涉及建築管理權者，依臺北市政府97年5月7日府授工衛字第09732077700號函
「臺北市污排水用戶排水設備圖說圖審簽證制度革新方案」本查驗案請依本府110
年8月23日府工衛字第11030352702號令「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審
查及查驗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2. 為落實簽證制度，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簽署專業技師務必到場會同查驗。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31、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竣工備查核報
1. 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繕打1式4份【1正3副】）
2. 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竣工圖（1式4份【1正3副】）
3. 建築執照正本
4. 用戶門牌影本（新建房屋）；水號證明（既有房屋）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3日
2.網路申辦：3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營運管理科
電話: 02-25973183轉107至111
傳真: 02-25974045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依臺北市政府97年5月7日府授工衛字第09732077700號函「臺北市污排水用戶排水設
備圖說圖審簽證制度革新方案」，4-3實施方式6、竣工查驗項目：建築物內排水系統
及衛生設備與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含預鑄式）竣工查驗由建管處併同建築法第39條
規定辦理。其餘屬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者由衛工處辦理竣工查驗事宜。俟衛工處完成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竣工查驗後，將污水排水設計竣工圖說副本1份送建管處辦理後
續建築物內排水系統及衛生設備與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含預鑄式）竣工查驗作業。
本備查案請依本府110年8月23日府工衛字第11030352702號令「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用
戶排水設備設置審查及查驗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32、臺北市污水管渠查詢及套繪圖案件申請作業
1. 臺北市污水管渠查詢及套繪圖暨現場會勘案件申請書
2. 建造執照及附表或雜項執照及附表影本
3. 建造執照地籍套繪圖或地籍圖謄本等影本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6日
2.網路申辦：6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營運管理科
電話: 02-25973183轉107至111
傳真: 02-25974045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1.一般申辦(非網路)：申請書請詳述所有申請查詢或套繪之地籍地號以及土地總筆
數；申請人並應於申請書簽章。
2.建造執照及附表或雜項執照及附表影本（無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影本免附；整建、
維護及既有房屋免附）

3.建造執照地籍套繪圖或地籍圖謄本等影本，應明確標示（可用色筆框畫）欲查詢或
套繪之基地地籍位置及範圍，並應注意地籍是否合併或分割，如有不實申請人自行
負責。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33、臺北市污水管渠現場會勘案件申請作業
1.臺北市污水管渠查詢及套繪圖暨現場會勘案件申請書
2.檢附建造執照地籍套繪圖或最近3個月內地籍圖謄本。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7日
2.網路申辦：7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營運管理科
電話: 02-25973183轉107至111
傳真: 02-25974045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1. 一般申辦(非網路)：申請書請詳述申請現場會勘之地籍地號以及土地總筆數；申
請人並應於申請書簽章。
2.設計審查前接入點現場會勘，應於辦理管渠查詢或套繪圖後，始得申請。並由管理
機關訂定現場會勘時間、地點等事項，於會勘後製作會勘紀錄並同時提供申請接
入點之相關屬性資料。
3. 建造執照地籍套繪圖或地籍圖謄本等影本，應明確標示（可用色筆框畫）欲現場
會勘之基地地籍位置及範圍。
4.如為申請管遷會勘者，申請現場會勘案件經管理機關認定有鑑界之必要時，申請人
應依規定申請鑑界事宜。建築基地內既有污水管渠辦理遷移會勘，基於管渠遷移
所需空間整體規劃考量，除經管理機關核准者外，土地所有人或起造人需於領得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後，始得申請。
34、污水下水道投肥證核發
水肥車輛行車執照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2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迪化污水處理廠
電話: 02-25973183轉872
傳真: 02-25964463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後棟4樓
申辦投肥證應先具備以下資格：

1.本府環境保護局核准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及載運車輛（水肥車）
核准證明文件（即丙級以上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且須包含許可清除廢棄物之總類
D-0104（水肥或糞尿等廢棄物）。
2.載運車輛（水肥車）須具備 GPS 即時追蹤系統，且經本府環境保護局正式核可。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35、參觀污水處理廠
免證件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4日
2.網路申辦：2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迪化污水處理廠
電話: 02-25973183轉871
傳真: 02-25964463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後棟)
國小三年級（含）以下學生恕不受理
36、「建築物地下層既有化糞池廢除或改設為污水坑補助」資格鑑定
申請表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33日
2.網路申辦：23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營運管理科
電話：02-25973183轉106
傳真：02-25974045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1、 建築物為民國88年2月13日前領得建照執照者。
2、 申請之建築物位於本市污水下水道完成地區內，經勘查可藉修改既有污水管線以
重力流銜接公共污水下水道而廢除既有化糞池，或無法修改既有污水管線以重力
流銜接公共污水下水道而將既有化糞池改設為污水坑者。
37、「建築物地下層既有化糞池廢除或改設為污水坑補助」申請
1、補助申請書
2、建築執照影本(正反面)
3、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已報備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4、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申請補助之會議紀錄(已報備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5、區分所有權人代表之證明文件(未報備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6、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申請補助之證明文件(未報備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7、建築物登記簿謄本或稅捐機關課稅資料之影本(未報備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8、工程圖說（地下層平面圖、地下層昇位圖或配管立圖）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28日
2.網路申辦：20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營運管理科
電話：02-25973183轉106
傳真：02-25974045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1、所有區分所有權人之相關證明文件：如為影本應註明與正本相符，並親自簽名或
蓋章。
2、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申請補助之證明文件：所有區分所有權人均應親自簽名，
並說明以上資料為本人親簽無誤，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如無法親簽者，須提
出委託書，另同意書正本須親送或郵寄至本處。
38、「建築物地下層既有化糞池廢除或改設為污水坑補助」竣工審查
1、施工前中後相片(彩照)
2、具領人身份證影本(以個人名義具領者)
3、統一編號相關文件(以管委會、公司行號名義具領者)
4、改管示意圖
5、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6、領款收據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49日
2.網路申辦：41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營運管理科
電話：02-25973183轉106
傳真：02-25974045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領款收據於竣工會勘當日簽名繳回。
39、例假日及國定假日進場投肥
1、進場投肥申請表
2、投肥清除紀錄表或其他足資證明受託清除廢棄物之資料或契約影本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4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迪化污水處理廠
電話: 02-25973183轉872
傳真: 02-25964463
地址：10376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後棟4樓
1、投肥用戶申請例假日及國定假日進場投肥應依「臺北市水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度
污水水質標準及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具備本處之核發有效投肥證始得申請。
2、依「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水肥投入站投肥作業使用規範」第2點規
定申請例假日及國定假日進場投肥應於投肥前5日提出申請。
3、申請表應蓋印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4、投肥清除紀錄表或其他足資證明受託清除廢棄物之資料或契約影本皆應註明「與
正本相符」。
5、申請進場時段僅允許9時至18時。
40、水土保持計畫申請（含水土保持計畫變更設計申請）
水土保持計畫電子檔1份，並檢附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及審查結論
各一份；無需者免附
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30日(委託審查案件，受託單位如需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修正，每修正1
次增加30日，且委託審查含補正之作業總期間不大於90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大地工程處審查管理科
電話：02-27591109
傳真：02-27592156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依「水土保持法」第14條之1第1項規定，大地工程處審核水土保持計畫，應收取審查
費，故本申請案經行政審核受理後，即通知申請人(水土保持義務人)依「水土保持計
畫審查收費標準」規定之審查費額，透過金融機構匯款後，始得進行案件委外審查作
業。
41、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申請（含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變更設計申請）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電子檔1份，並檢附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及審查
結論各一份；無需者免附
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30日(委託審查案件，受託單位如需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修正，每修正1
次增加30日，且委託審查含補正之作業總期間不大於90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大地工程處審查管理科
電話：02-27591109
傳真：02-27592156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依「水土保持法」第14條之1第1項規定，大地工程處審核水土保持計畫，應收取審查
費，故本申請案經行政審核受理後，即通知申請人(水土保持義務人)依「水土保持計
畫審查收費標準」規定之審查費額，透過金融機構匯款後，始得進行案件委外審查作
業。
42、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申請（水土保持計畫申報開工）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工文件
2.水土保持開工工期說明
3.監造契約影本
4.現場豎立開發範圍界樁
5.標示開挖整地範圍(非保護區者得免設置)
6.依規定樹立施工標示牌
7.災害搶救小組名冊（含行動電話）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6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大地工程處審查管理科
電話：02-27591109
傳真：02-27592156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43、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申報開工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工文件（無需者免附）
2.水土保持開工工期說明
3.監造契約影本（無需者免附）
4.現場豎立開發範圍界樁
5.標示開挖整地範圍(非保護區者得免設置)
6.依規定樹立施工標示牌
7.災害搶救小組名冊（含行動電話）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7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大地工程處審查管理科
電話：02-27591109
傳真：02-27592156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44、水土保持計畫完工申請
1.水土保持竣工書圖及照片
2.承辦監造技師簽證之竣工檢核表
3.聯外排水屬抽排者，檢附水土保持專業技師簽證之查驗成果及後續管理維護計畫
（包含至少3年期專業技師管理檢測委託契約）
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處理時限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30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大地工程處審查管理科
電話：02-27591109
傳真：02-27592156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45、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完工申請
1.水土保持竣工書圖及照片
2.如有技師監造者，需檢附承辦監造技師簽證之竣工檢核表
3.聯外排水屬抽排者，檢附水土保持專業技師簽證之查驗成果及後續管理維護計畫
（包含至少3年期專業技師管理檢測委託契約）
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30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大地工程處審查管理科

電話：02-27591109
傳真：02-27592156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46、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解說申請
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解說服務申請書表
臨櫃親自申辦、傳真申辦、電話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7日
2.網路申辦：7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大地工程處森林遊憩科
電話：02-27593001轉3312
傳真：02-27592667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1.公文申請請註明申請單位、解說日期及時間、參加人數、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2.解說申請於活動日前2週前提出申請
47、北投貴子坑露營場及內湖碧山露營場申請使用
高中(職)以下學生團體需提出學校課外活動組之同意證明文件免證件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1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大地工程處森林遊憩科
電話:02-27593001轉3316
傳真:02-27592667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公文申請請註明申請單位，申請日期及時間、參加人數、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48、私有林採伐
1.採運申請書
2.伐採區域位置圖
3.林產物權利證明文件（如非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者，須另附相關授權證明文件）
4.道路及水土保持計畫書
5.伐採跡地造林計畫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14日
2.網路申辦：14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大地工程處森林遊憩科
電話：02-27593001轉3313
傳真：02-27592667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1.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可由申請人提供相關地段地號資料，由本處透過網路逕
向主管機關擷取。
2.使用網路申辦者，伐採區域位置圖、林產物權利證明文件、道路及水土保持計畫
書、伐採跡地造林計畫等，單一檔案容量限制至多20MB，總容量100MB，超過容量
無法夾帶則採其他申請方式辦理。
49、非保安林範圍之查察
申請書（如非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者，須另附相關授權證明文件）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6日
2.網路申辦：3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大地工程處森林遊憩科
電話：02-27593001轉3313
傳真：02-27592667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1.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可由申請人提供相關地段地號資料，由本處透過網路逕
向主管機關擷取。
2.使用網路申辦者，若非土地所有權人，請檢附相關授權證明文件，單一檔案容量限
制至多20MB，總容量100MB，超過容量無法夾帶則採其他申請方式辦理。
50、水土保持計畫及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展延工期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展延）工期文件（無需者免）
2.敘明理由及展延後完工工期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7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大地工程處審查管理科
電話：02-27591109
傳真：02-27592156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51、山坡地水土保持諮詢服務
山坡地水土保持諮詢服務預約單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傳真申辦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8日
2.網路申辦：8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大地工程處審查管理科
電話：02-27591109
傳真：02-27592156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備註
項目名稱

52、大地工程處轄管場地租借

應備證件

1.場地使用申請表
2.活動企劃書(須以具有教育性、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活動內容為主)

申請方式

網路申辦（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處理時限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7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大地工程處森林遊憩科
電話：02-27593001轉3313
傳真：02-27592667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備註

1. 開放申請場地：內雙溪自然中心-研習中心（研習教室）、內雙溪自然中心-藥用
植物園（第二教室）、內溝溪生態展示館2樓、太陽廣場等4處。
2. 開放使用時間：每週四至週二上午9時至17時（週三公休），國定假日除外。
3. 申請程序：須以具有教育性、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活動內容為主，請於場地使用
30日前檢送申請表、活動企劃書，經核准後須於7個工作天內完成場地使用費及保
證金繳納，逾時視同放棄使用，不得異議。遇特殊或緊急情形經本處核准者，不
在此限。

4. 場地核准使用後，申請人無法如期使用時，應於原定使用日期前5個工作天提出退
費申請，不得私自轉讓；本處應將已繳交使用費及保證金全數無息退還。但已發
生之費用，不在此限。未遵守者，使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使用之費用不予退還。
5. 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後，經管理機關認定設備無遭毀損且場地已清潔完畢回復原狀
者，且完成申請退還保證金手續後全數退還申請人。但場地設施有毀損或髒亂情
事，即於保證金中扣除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或實際清潔費用；經核定免繳保證金
者，仍應賠償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或繳納實際清潔費用。
6. 本處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場地自用時，得於1個月前通知申請人改期或取消。
如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申請人不得異議並拋棄任何賠償請求
權。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53、臺北市政府再生水經營業籌設許可
1.申請書
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3.「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核准公文
4.公司章程草案或公司章程修正草案
5.營業計畫
6.資本額證明文件
7.資本額及各發起人或股東認股金額
8.全體發起人或股東名冊及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9.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或全體股東同意書
10.已完成繳納審查費之收據(一般申辦：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適用)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30日
2.網路申辦：30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水利科
電話:02-27208889轉6757
傳真:02-87884984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東南區
1、網路申辦者，請透過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或網路 ATM 方式繳費。
2、一般申辦者，請先選擇下列方式之一，完成繳費後，再提出案件申請。
(1)至金融機構辦理匯款，匯款資訊如下：
A.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公庫處
B.戶名：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審查費
C.帳號：16-07150-046101-3
(2)洽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秘書室開立繳款書，再持繳款書前往台北富邦銀行各分行
臨櫃繳款。
54、臺北市科研創新計畫補助申請
1.計畫補助申請書
2.計畫說明書
3.切結書
臨櫃親自申辦、委託申辦、郵寄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30日
2.網路申辦：30日□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工務局水利科
電話:02-27208889轉6798
傳真:02-87884984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東南區
1.非全年度開放申請，詳細時間將公布於工務局網站及市民服務大平臺。
2.本局自申請計畫截止收件之次日起30日內完成審核，並將審核結果函復補助對象。
55、道路挖掘許可（不含堤內水防道路）
1.申請書
2.管線埋設橫斷面圖
3.1/1000平面位置圖
4.施工計畫書
5.設計圖1份
6.施工前照片（含挖掘地點背景之前、後二個方向的照片，並於照片上以紅線標示挖
掘路徑）1份
7.營建空污費繳款書或環保局核備函證明文件1份(介接環保局系統驗證)
8.環保局審查通過使用焚化再生粒料之證明文件(介接環保局系統驗證)
9.會勘核准函（設置斜坡道者須檢附1份）
10.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備之交通維持計畫（挖掘主、次要幹道及橫越道路挖掘者須檢
附1份）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13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道路挖掘各主管機關（不含堤內水防道路）；電話、傳真、地址：如附表
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02-23560179
10078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
02-89788900
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02-23560321
路1段59號
大地工程處道路步 02-27593001
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02-27592518
道科（山區道路） 轉3214
300號3樓

備註

1.申請人須繳納空污費、規費、道路修復費。
2.核准施工結束日期30日內須辦理結案。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56、管線申挖證明
1.管線申挖證明申請書1份(須蓋起造人印章)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申請方式
繳費方式

處理時限

承辦單位

備註

2.管線申挖切結書(須蓋起造人印章)
3.建照影印本1份
4.免挖證明（五大管線除瓦斯管線免挖無需附免挖證明外，其他管線免挖皆需向管線
機構申請免挖證明）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免費）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免費）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7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電話:02-89788900
傳真:02-23560179、02-23560321
地址:10078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59號
本項服務書表涉及申請單位用印或簽章，實際審核期限以申請單位上傳申請文件予承
辦單位辦理為據。
57、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設置許可
1.申請書
2.設計圖說
3.非管線機關（構）者，應檢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設置文件
4.管線機關（構）為有線電視業者或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應檢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核發之籌設許可、經營許可或設置核准證明文件
5.申請附掛於既設豎桿或設施物者，應檢附該既設豎桿或設施物之所有權人（或管理
人）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網路申辦(全程式）
網路繳款：□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其他
非網路繳款：■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支票或匯
票□電話繳款□悠遊卡□其他
1.一般申辦(非網路)：無
2.網路申辦：13日 ■全程式□非全程式□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電話:02-89788900
傳真:02-23560179、02-23560321
地址:10078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59號
本項業務申請作業，實際審核期限以申請單位上傳申請文件予承辦單位辦理為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