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設處

表 號 表 名 發布單位 審查單位 編 製 單 位 表名 編製單位 名 稱 編 製 單 位

2331-00-02-2 南投縣工廠登記家數異動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南投縣工廠登記家數異動名冊 建設處

2352-00-01-2 南投縣建築師開業登記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建築師開業登記冊 建設處

2355-00-01-2 南投縣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核發建築物建造及拆除執照存根或登記冊 建設處

2355-00-02-2 南投縣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統計-按構造別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核發建築物建造及拆除執照存根或登記冊 建設處

2355-00-03-2 南投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設施改善概況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公共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登記冊 建設處

2355-00-04-2 南投縣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核發使用執照存根或登記冊 建設處

2355-00-05-2 南投縣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構造別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核發使用執照存根或登記冊 建設處

2355-00-06-2 南投縣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高度別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核發使用執照存根或登記冊 建設處

2355-00-07-2 南投縣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層數別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核發使用執照存根或登記冊 建設處

2355-00-08-2 南投縣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使用分區別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核發使用執照存根或登記冊 建設處

2355-00-09-2 南投縣核發建築物拆除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核發使用執照存根或登記冊 建設處

2355-00-10-2 南投縣核發建築物拆除執照統計-按構造別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核發使用執照存根或登記冊 建設處

2355-00-11-2 南投縣違章建築案件統計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違章建築查報表存根聯 建設處

2355-00-12-2 南投縣建築物開工統計-按用途別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核發使用執照存根或登記冊 建設處

2355-00-13-2 南投縣建築物開工統計-按構造別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核發使用執照存根或登記冊 建設處

2356-01-06-2 南投縣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統計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登記冊 建設處

2356-01-07-2 建築物昇降設備檢查取得使用許可證統計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建築物昇降設備取得使用許可證登記 建設處

2356-02-01-2 南投縣廣告物管理統計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廣告物管理登記冊 建設處

2359-01-01-2 南投縣實施都市計畫區面積及人口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都市計畫區面積及人口登記冊 建設處

2359-01-02-2 南投縣都市計畫種類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都市計畫種類 建設處

2359-01-03-2 南投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 建設處

2359-01-04-2 南投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已取得面積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已取得面積 建設處

2359-01-05-2 南投縣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 建設處

2359-01-06-2 南投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已闢建面積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已闢建面積 建設處

南投縣政府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

報 告 表 整 理 表 登 記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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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處

表 號 表 名 發布單位 審查單位 編 製 單 位 表名 編製單位 名 稱 編 製 單 位

南投縣政府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

報 告 表 整 理 表 登 記 冊

2359-90-01-2 南投縣現有停車位概況─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部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登記冊 建設處

2492-00-02-2 南投縣商業登記異動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商業登記簿 建設處

20410-06-01-2 南投縣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核准情形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核准情形 建設處

20410-06-02-2 南投縣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核准情形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核准情形 建設處

20430-90-01-2 南投縣再生能源之躉售發電量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再生能源之躉售發電量 建設處

1490-90-07-2 南投縣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媒合數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媒合數 建設處

10890-02-01 南投縣租金補貼核發狀況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租金補貼核發狀況 建設處

10890-02-02 南投縣整合住宅補貼辦理情形－性別、身份類別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整合住宅補貼辦理情形－性別、身份類

別
建設處

10890-02-03 南投縣整合住宅補貼辦理情形－身份別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整合住宅補貼辦理情形－身份別 建設處

1490-90-04 南投縣社會住宅興辦情形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社會住宅興辦情形 建設處

1490-90-05 南投縣社會住宅承租情形-按申請人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社會住宅承租情形-按申請人分 建設處

1490-90-06
南投縣社會住宅承租情形-按申請人具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別

分
主計處 主計處 建設處

社會住宅承租情形-按申請人具經濟或社

會弱勢身分別分
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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