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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第一部份 營造業申報淨值與完工註記問題解說 

第二部份 營造業法暨相關子法問題解說 

第三部份 營造業專業人員設置與案例分享 

          【綜合討論及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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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營造業申報淨值與完工註記問題解說 

    1.1.1 營造業申報淨值問題解說 

◆營造業法第23條： 

  →營造業承攬工程，應依其承攬造價限額及工程規模範圍辦理；其一 

     定期間承攬總額，不得超過淨值20倍。 

  *淨值定義︰公司總資產減總負債。 

  *一定期間：一年(辦法6)。 

  *淨值20倍:1年內可承攬總額。 

◆ 「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
總額認定辦法7」(95.12.1台內營0950806977號) 

   →營造業應於每年6月1日至7月31日間檢附承攬工程手冊及前一年或 

     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申報書或經會計師簽證資產負債表，向登 

     記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淨值及承攬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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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未申報淨值認定 

◆營造業淨值認定(辦法7）： 

   以前一年或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或經會計師簽證資產負債表所載
金額認定。 

◆營造業未申報淨值，當期淨值認定方式（辦法8）：  

  *前一期： 

   1.淨值申報期間前設立而尚未申報【營利事業所得】 

   2.該期淨值申報期間後【新設立】以登記資本額為淨值。 

  *本期： 

   1.前期淨值高於登記資本額者：以登記資本額為本期淨值 。  

   2.前期淨值低於登記資本額者：仍維持該淨值。 

◆本辦法95.12.01發佈施行前已設立營造業: 

   主管機關得報經財政部核定後，洽請稅捐稽徵機關提供該營造業當期營立事
業所得稅申報書資產負債表所載淨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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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承攬總額」認定  
◆承攬總額認定：1年內承攬工程金額總和。 
  ★承攬手冊登記已簽約而未完工承攬造價扣除已完成估驗計價金額(含保 
     留款)後總合計算（辦法9）  
    *營造業應檢附該工程完成估驗計價部份統一發票提供核對。 
    *已估驗計價金額:統一發票如有保留款定作人出具證明。 
★綜合營造業扣除(不計入承攬總額)︰ 
    *聯合承攬:協議書所載出資比例分別計算(辦法10)  
    *非屬營造業營業範圍:定作人出具證明，得不計入承攬總額【水電、空 
                        調、電梯、機電】(辦法11)  
    *轉交:專業營造業【要記載承攬手冊】(辦法12)。     
◆承攬造價限額： 
   營造業可承攬一件工程金額上限﹙以契約金額認定、含工帶料費用、含

稅金額﹚﹙內98.7.9台內中營0980806333號、工程會98.5.22工程企
09800210350號函﹚。 

☆舉例來說： 
   一家資本額8億，淨值11億的甲級營造業A「承攬造價限額」是80億，

「承攬總額」是220億，所以A可單獨承攬80億工程，同期間A未估驗計價、
未轉交專業營造業的金額總和不能超過22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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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申報淨值期間與處所 

◆申報期間： 

   每年6月1日–7月31日間申報。 

  ＊如106年度申報105年之淨值 

◆申報處所： 

   向登記所在地主管機關申報淨值及承攬總額。 

◆申報承攬工程： 

  *在建工程：截至106.5.31止仍未完工。  

   →填寫「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 

  *無在建工程→106.5.31皆已完工 

   →僅填寫「承攬總額結算表」申報淨值即可。 

◆申報營造業淨值及承攬總額審查費: 

  *甲等(1500元)、乙等(1000元)、丙等∕專業∕土木包工業(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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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營造業是否申報淨值 

◆未申報有無罰則：營造業法未訂有罰則規定。 
◆未申報承攬總額認定：當年淨值認定。 
  *兩者較低認定：以營造業資本額或最近1年經會計師 
                 簽證負債表所載淨值。 
◆評鑑等級認定：依「營造業評鑑認定基準表」 
  *前2年均未申報淨值：被列為第3級綜合營造業。 
  *評鑑單位審查： 
  「98年始要求其認可營造業評鑑單位，應先審查營造

業出據主管機關核發淨值相關證件後，再依「營造業
評鑑認定基準表」評鑑項目逐案審查」 

   (內97.6.25內授營中09708049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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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申報淨值彙整表 
申報期間 營造業應於每年6月1日至7月31日間申報 

申報處所 向登記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淨值及承攬總額 

可承攬總額 指淨值的20﹙每年﹚ 

申報承攬工
程 

未完
工 

截至106.5.31止仍未完工之在建工程部分 

已完
工 

 

皆已完工，且106.5.31無在建工程者，僅填寫總額結算表」申報淨
值即可【如106年度申報105年度之淨值；去年度『6月初至12月』
及今年度 『1至5月』】 

淨值之認定 定義 公司總資產減總負債﹙即公司總資產減去對外一切債務後的餘額﹚ 

認定 

 

前一年或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或經會計師簽證資產負債
表所載金額認定 

未於期間申
報 

前一期淨值申報期間前設立而尚未申報【營利事業所得】，或該期淨值申報
期間後【新設立】之營造業以【登記資本額】為淨值。 

本
期 

前期淨值高於登記資本額者，以登記資本額為本期淨值 

   前期淨值低於登記資本額者，仍維持該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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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營造業申報淨值注意事項1 

1.承攬總額結算表: 

   記載「在建工程」。 

2.「完工工程」： 

   已向工程所在地營業主管機關辦理完工註記﹙業績登記﹚     

3.在建工程已估驗部份： 

  檢附統一發票(正、影本)，請確實於正本蓋上發票後再行影印。 

  Q：估驗計價保留款？ 

4.已申報過在建工程:仍需附工程合約書正、影本 

  ＊含追加工程外或變更工程合約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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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申報淨值注意事項2 

5.檢附影本： 
   均應加蓋「承攬手冊內登載公司大小章」及「正影本相符章」
（正本一般係於申辦查核無誤時一併領回） 。 

6.承攬工程手冊正本於申辦期間若有其它緊急用途： 
   可向各主管機關承辦人取回，攜公司大小章，並留下聯絡方式，

俟繳回後再行續辦審理；機關通知領公文時，應攜「公司大小
章」辦理「繳規費、領證件正本、手冊正本由承辦人蓋（申報
淨值查核章）」即完成手續。 

7.工程於5月底前完工，於手冊尚未蓋完工校驗章（未註記完成），
請附該工程之工程記載表、完工切結書 

8.前年工程至今年5月底前未完工者： 
  若承攬工程於105年5月31日前未完工且至106年5月31日前仍 
  未完工者，宜附105年承攬總額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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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營造業申報淨值應備證件1 

◆檢附證件：檢附得視各縣市規定而定 
 1.營造業申請登記函【綜合：CC1、專業：SC1、土包：CE1 】： 
   ＊案件掛號使用、蓋公司大小章  
 2.營造業登記證書正、影本： 
   ＊影本加蓋公司大小章 
 3.承攬工程手冊工程記載表〈已簽約而未完工工程〉正影本： 
   ＊影印所申報工程該頁即可 
   ＊內容應於開工時填載工程項目及定作人簽章『未完工程』）。 
 4.上一年度或最近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會計師簽證之資產負債表(共3張) ： 
     正、影本【2擇1檢】。 
    ＊↓↓↓（如有工程，每一案件依序裝訂成一份檢附）↓↓↓ 
 5.﹙1﹚建照執照影本或合法建築許可證明影本 
       ＊ 影本全部及包含已加註開工時間之紀錄表 
       ＊土木工程免附。 
   ﹙2﹚在建工程每案合約影本： 
       ＊應包含封面、日期、工程名稱、地點、金額、估驗文件、開工函、預定竣

工日、工程明細或估價單、追加減應檢附相關證明）。 

http://work.tccg.gov.tw/TCUD/FCKeditor/UserFiles/File/cc1_124332091158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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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申報淨值應備證件2 

6.在建工程（未完工程）已估驗計價部份之含稅統一發票計 ？張： 
   ＊即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所列之發票正、影本（發票影本須加蓋公司大小章）。  
7.未完工工程檢附資料： 
 （1）合約書（影本）_____ 本(合約封面、合約金額、地點、工程 
      名稱、合約日期、估驗次數文件、履約期限，開工函或證件）。 
 （2）建管建照之開工日或機關函文之開工日及甲乙雙方簽章部分 
      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8.未完工工程估驗結算表╴份：統一發票（正、影本）  
  ＊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附表一）；已簽約（即應填戴於手冊）而未完工工程， 
    無論開工與否，每一工程填寫一張。 
  ＊每件申報工程須附一張，蓋公司大小章（視工程數量而定）。 
9. 106年﹙當期﹚承攬總額結算表： 
   →負責人簽名、公司大、小章 
   ＊↑↑↑（如有工程，每一案件依序裝訂成一份檢附）↑↑↑ 
   ＊【影本，請核營造業大小章，並加註正本相符】 
10.已完工而尚未至工程所在地之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竣工註記者 
   ＊另附該頁工程記載表及完工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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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應檢附文件 
1.承攬工程手冊正本﹙含附冊﹚ 
  →頁數不敷使用，登記主管機關申請續發手冊。 
2.登記證書﹙影本﹚。 
3.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損益表、資產負債表﹚

或會計師簽證報告書﹙正、影本﹚。 
4.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一件工程一份﹚﹙附表一﹚ 
5.承攬總額結算表一份﹙附表二﹚。 
6.在建工程已估驗部份之統一發票﹙正、影本﹚。 
7.在建工程之合約書﹙正、影本﹚ 
  →含合約封面、金額、日期、工程名稱、地點、估驗文件、開

工函及甲乙雙方簽章部分。 
8.工程記載表 
9.已完工而尚未竣工註記者另附該頁工程記載表及完工切結書  
10.申請登記函(綜合CC1、專業SC1、土包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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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營造業申報淨值實務問題1 

Q.申報淨值自95年開始，申報淨值實務問題︰ 
  1.是否要申報？為何要申報？期間未申報其淨值認定﹙辦法8﹚？ 
    *前期淨值高於登記資本額→以登記資本額為本期淨值。 
    *前期淨值低於登記資本額→仍維持該淨值﹙最近1年經會技師 
     簽證資產負債表所載淨值 
  2.一定要申報？不申報可否？ 
    *包括民間工程，不申報會影響綜合、專業營造業、土木包工業 
     1年內承攬總額﹙每年淨值20倍﹚。 
  3.有無罰則規定？ →目前法尚無罰則規定。 
  4.連2年不申報會列為評鑑第3級？其適法性為何？ 
    *依營造業評鑑認定基準表認定基準第5點規定（內政部97.6.25 
      內授營中0970804907號） 
  5.公司是甲級不升等可否不申報？ 
    *依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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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申報淨值實務問題2 
6.公司資產負債表淨值是零或負數該如何處理？有無影響？ 
  *應先辦理增資再辦理淨值申報。 
7.營造業是否只需登記在承攬手冊工程申報淨值？若手冊沒有記載，

怎麼辦？ 
  *填上106年承攬總額結算表，附上105年資產負債表影本、證書及手 
   冊正本申報。 
8.營造業停業期間，是否要申報淨值？可否復業時再補辦? 
9.甲等營造業承攬單一工程，第一件工程即已逾淨值，怎麼辦？可否

事後再補辦增資？ 
10.某丙等綜合營造業，其承攬工程屬於第2包或第3包，承攬手冊也未

登記任何工程，如何處理？ 
 
★土木包工業：無評鑑要求亦無等級問題，惟注意淨值20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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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申報淨值實務問題3 

Q︰營造業只需要登記在承攬手冊的工程申報淨值嗎？若
手冊沒有記載，怎麼辦？ 

 *只要填上106年承攬總額結算表，附上105年資產負債
表影本和營造業登記證及手冊正本申報。 

 
Q：5月31日前開工尚未估驗怎麼辦？若於6月1日至7月31

日間開工估驗部份是否要申報？ 
 *填寫工程估驗結算表「估驗為0」，未估驗金額即契約

金額。 
 *在填寫承攬總額結算表「結餘金額」。 

 



17 

   營造業申報淨值實務問題4 
Q︰某丙等營造公司資本額300萬，105年5月承攬1800萬元﹙含稅﹚

的工程，106年3月竣工，106年5月取得使用執照，該如何填寫？
申報淨值時，如果沒有使照，要如何得知完工與否? 

 *承攬總額結算表是在填寫「去年度6月至今年5月底間未完工之工
程」，如丙公司所承攬的工程已於5月底前取得使用執照或使照登
載竣工日期為5月底前之工程，皆屬已完工工程，故此工程「無需」
填寫申報 

 *可參照該工程之建造執照或是工程承攬手冊上的預定竣工日期為 
  依據。 

Q︰申報淨值時，工程發票尚未開立完竣，是否可代表該工程未完工 

   呢？如保留款未開立發票 ，以致與估驗計價不符，怎麼辦？ 

 *附該工程完成估驗計價部份之統一發票提供核對，以及定作人開  

   具之工程估驗計價單等證件﹙內營101.6.15營署中建101350461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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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申報淨值實務問題5 

Q︰甲等營造廠承攬單一工程，承攬限額以資本額10
倍，是否仍受淨值20倍規定？若已逾淨值20倍，怎
麼辦？承攬限額以資本額10倍，符合營造業法規定，
嗣後因變更設計導致逾其資本額10倍，如何處理？ 

 

Q：某一工程其建照上的法定造價為1700萬元；但實
際的工程預算書金額約3000萬元(發包金額)，則丙
等綜合營造廠商可否承攬？有無法規規定?若違反
有無罰則?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1107160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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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值為負承攬工程問題 

Q：某營造公司之淨值為「零」或「負數」，可否承攬營繕工程？可否再施作
未完成之工程？若該公司在停業中，可否於復業時併案增資？若未申報淨
值有否不利影響？ 

 →每年5月申報前1年的稅（申報營利事業所得）（內營102.08.09營授辦建
1020052785號） 

1.依營造業評鑑認定基準第5點規定： 
  申請評鑑年度前二年均未申報淨值者，列為第3級綜合營造業。 
2.營44第2項規定： 
  依採購法辦理營繕工程，不得交由評鑑第3級綜合或專業營造業承攬。 
3.當年度營造業淨值： 
  有申報：依檢附【前年營所淨值或會簽之淨值】。 
  未申報：取低值【前年營所淨值或資本額】。 
4.年度淨值逾20倍處分： 
  警告或3個月－1年停業處分（營56） 
  →5年內警告3次予以停業處分。 
  →5年內受停業處分累計滿3年，廢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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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工程估驗結算– 

      申報填載應注意事項  
◆單一工程估驗結算填寫： 

  期間為去年度6月至今年5月底間未完工之工程（6月至12月為去年
度，1月至5月為今年度）。 

◆五月底前已完工工程： 

  取得使用執照或使照登載竣工日期為五月底前之工程，皆屬已完
工工程，故此工程無需填寫申報。 

◆工程已於申報期間前開工及部分已估驗開立發票（金額均以填寫
含稅金額）： 

  請於工程估驗結算表末列填載已完成估驗部分金額。 

◆申報期間或之前已開工之工程： 

  尚未開立發票之工程，仍需檢附工程合約申報。 



21 

          
工程估驗結算表填載及範例 

 
單一工程估驗結
算 

期間為去年度6月至今年5月底間未完工之工程（6月至12月為去年度，
1月至5月為今年度） 

五月底前完工工
程 

已於五月底前取得使用執照或使照登載竣工日期為5月底前之工程，皆
屬已完工工程，故此工程無需填寫申報 

申報期間或之前
已開工之工程及
部分已估驗是否
開立發票 

已開立 金額均以填寫含稅金額，請於工程估驗結算表（參附表）
末列填載已完成估驗部分金額 

未開立 仍需檢附工程合約申報 

填載注意事項 轉交金額 專業營造業記載於工程承攬手冊之轉交工程金額可扣除 

非屬「營
造業範圍
之承攬金
額 

營造業承攬工程契約中，約定之工作項目非屬「營造業範
圍內」，由定作人出具金額證明，可扣除 

建築工程 如水電、空調、電梯、停車控制、醫療氣
體設備等 

捷運工程 如機電、軌道、空調等 

已施作部
份 

承攬工程已施作部份估驗計價，由承攬人提供統一發票核
對 

未完工 每年5月31日前「未完工」在建工程應填報「估驗表」 

http://work.tccg.gov.tw/TCUD/FCKeditor/UserFiles/File/01_124332094886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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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營造業承攬總額計算表 

承攬總額
﹙辦法9﹚ 

總和
計算 

以承攬工程手冊中工程記載表登記之已簽約而未完工工
程之承攬造價扣除已完成估驗計價部分金額（含保留款）
後之總和計算之 

檢附
發票 

應檢附該工程完成估驗計價部分之統一發票提供核對
﹙正、影本→影本須加蓋公司大小章﹚ 

聯合承攬
﹙辦法10﹚ 

其承攬金額按契約之各營造業聯合承攬協議書所載出資比例分
別計算 

非屬營造業
營業範圍
﹙辦法11﹚ 

承攬工程契約約定之工作項目非屬營造業營業，由定作人出具
金額證明，得不計入承攬總額 

轉交工程
﹙辦法12﹚ 

綜合營造業轉交專業營造業承攬之工程，經專業營造業申請記
載於承攬工程手冊者，該工程金額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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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總額結算表問題 

Q︰承攬總額結算表中：年度結餘金額累計？元，淨值？
元，可承攬總額？元，分別是指那些金額： 

  1.承攬總額結算表︰填寫去年度6月至今年5月底間未 
    完工工程，若該公司所承攬的工程已於五月底前取 
    得使用執照或使照登載竣工日期為五月底前之工程 
    皆屬已完工工程，故此工程無需填寫申報。 
  2.年度結餘金額︰是指未完工的部份金額。 
  3.淨值：指結算申報書股東權益的合計 數﹙公司總資 
          產減總負債﹚ 。 
  4.可承攬總額：指淨值的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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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結算表填載及範例 
申報期間 營造業應於每年6月1日至7月31日期間申報 

申報處所 向登記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淨值及承攬總額 

有無罰則 營造業未申報淨值及承攬總額，有無罰則之規定？ 

申報承攬工程 未完工 截至106年5月31日止仍未完工之在建工程部分 

已完工 至106年5月31日皆已完工且無在建工程僅填「總額結
算表」申報淨值（如106年度申報105年度之淨值） 

填報總額結算
表 

申報期間尚未承攬工程或承攬之工程已於今年度5月底前完工工
程，廠商 年度結餘金額累計為零者︰ 

仍需填報 僅填載年度、結餘累計為零、淨值、可承攬總額金
額欄位 

檢附文件 

 

前一年或最近營利事業所得申報書或經會計師簽證
資產負債表申報即可 

年度結餘
金額 

指未完工的部份金額 

http://work.tccg.gov.tw/TCUD/FCKeditor/UserFiles/File/02_124332096321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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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5年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範例 

 (有工程) 

工程名稱 桃中校舍新建工程（P.46←請加註工
程記載表之頁數）  

定作人 桃園高級中學 

工程地點 桃園市成功路 設計人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開工日期 105 年10 月 1 日 預訂竣工日期 106 年9 月30 日 

契約金額﹙A﹚ 150,000,000元 簽約日期 105 年9 月20 日 

依本辦法第11條非屬營造業營
業範圍之承攬金額﹙B﹚ 

200.000.000元 

 

轉交金額﹙C﹚ 20.000.000元 

 

﹙A﹚—﹙B﹚—﹙C﹚＝110.000.000  元 

   估驗日期          估驗金額       統一發票號碼       未估驗金額 

五月         10,000,000 元       TP88888888       45,000,000 元 

四月         10,000,000 元       TP77777777       55,000,000 元 

三月         10,000,000 元       TP66666666       65,000,000 元 

二月         10,000,000 元       TP55555555       75,000,000 元 

一月         10,000,000 元        TP44444444       85,000,000 元 

十二月         10,000,000 元       TP33333333       95,000,000 元 

十一月          5,000,000 元       TP22222222       105,000,000 元 

十月 （未開發票月份欄位可視填寫
情況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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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5年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範例 

 (有工程) 

工程名稱 大溪區104年度000預約維護工程 

（P.46←請加註工程記載表之頁數）  

定作人 大溪區公所 

工程地點 桃園市大溪區中山路 設計人 亞新工程顧問公司 

開工日期 105 年12 月 1 日 預訂竣工日期 106 年7 月30 日 

契約金額﹙A﹚ 5,000,000元 簽約日期 105 年11 月15 日 

依本辦法第11條非屬營造業營
業範圍之承攬金額﹙B﹚ 

0元 轉交金金額﹙C﹚ 

 

0元 

 

﹙A﹚—﹙B﹚—﹙C﹚＝ 5,000,000 元 

   估驗日期          估驗金額       統一發票號碼       未估驗金額 

五月         1,000,000 元       TP88888888       1,000,000 元 

四月 

三月         2,000,000 元       TP66666666        2,000,000 元 

二月 

一月         1,000,000 元        TP44444444        4,000,000 元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未開發票月份欄位可視填寫
情況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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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5年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範例 

 (有工程) 

工程名稱 大溪區104年度000預約維護工程 

（P.46←請加註工程記載表之頁數）  

定作人 大溪區公所 

工程地點 桃園市大溪區中山路 設計人 亞新工程顧問公司 

開工日期 105 年12 月 1 日 預訂竣工日期 106 年7 月30 日 

契約金額﹙A﹚ 5,000,000元 簽約日期 105 年11 月15 日 

依本辦法第11條非屬營造業營
業範圍之承攬金額﹙B﹚ 

0元 轉交金金額﹙C﹚ 

 

0元 

 

﹙A﹚—﹙B﹚—﹙C﹚＝ 5,000,000 元 

   估驗日期          估驗金額       統一發票號碼       未估驗金額 

五月         1,000,000 元       TP88888888       1,000,000 元 

四月 

三月         2,000,000 元       TP66666666        2,000,000 元 

二月 

一月         1,000,000 元        TP44444444        4,000,000 元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未開發票月份欄位可視填寫
情況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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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5年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範例 

 (有工程) 

工程名稱 大溪區104年度000預約維護工程 

（P.46←請加註工程記載表之頁數）  

定作人 大溪區公所 

工程地點 桃園市大溪區中山路 設計人 亞新工程顧問公司 

開工日期 105 年12 月 1 日 預訂竣工日期 106年7 月30 日 

契約金額﹙A﹚ 5,000,000元 簽約日期 105年11 月15 日 

依本辦法第11條非屬營造業營
業範圍之承攬金額﹙B﹚ 

0元 轉交金金額﹙C﹚ 

 

0元 

 

﹙A﹚—﹙B﹚—﹙C﹚＝ 5,000,000 元 

   估驗日期          估驗金額       統一發票號碼       未估驗金額 

五月         1,000,000 元       TP88888888       1,000,000 元 

四月 

三月         2,000,000 元       TP66666666        2,000,000 元 

二月 

一月         1,000,000 元        TP44444444        4,000,000 元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未開發票月份欄位可視填寫
情況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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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5年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範例 

 (有工程) 

工程名稱 桃園市區騎樓整平00期工程 

（P.46←請加註工程記載表之頁數）  

定作人 桃園市政府 

工程地點 桃園市中正路 設計人 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開工日期 105年11 月 1 日 預訂竣工日期 106 年6 月30 日 

契約金額﹙A﹚ 46,000,000元 簽約日期 105 年10 月15 日 

依本辦法第11條非屬營造業營
業範圍之承攬金額﹙B﹚ 

0元 轉交金金額﹙C﹚ 

 

0元 

 

﹙A﹚—﹙B﹚—﹙C﹚＝46,000,000 元 

   估驗日期          估驗金額       統一發票號碼       未估驗金額 

五月         15,500,000 元       TP88888888        4.500.000元 

四月 

三月         15,000,000 元       TP66666666        20,000,000 元 

二月 

一月         11,000,000 元        TP44444444        35,000,000 元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未開發票月份欄位可視填寫
情況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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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5年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範例 

 (有工程) 

工程名稱 大漢橋橋樑檢測評估維修補強設計作
業 

定作人 公路總局第三工程處 

工程地點 桃園市復興區 設計人 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開工日期 105 年10 月 1 日 預訂竣工日期 106 年4 月30 日 

契約金額﹙A﹚ 18.000.000元 簽約日期 105年9 月15 日 

依本辦法第11條非屬營造業營
業範圍之承攬金額﹙B﹚ 

0元 轉交金金額﹙C﹚ 

 

5.000.000元 

 

﹙A﹚—﹙B﹚—﹙C﹚＝13,000,000 元 

   估驗日期          估驗金額       統一發票號碼       未估驗金額 

五月 

四月         4,000,000 元       TP88888888                 0元 

三月 

二月          5,000,000 元       TP66666666         4,000,000 元 

一月 

十二月          4,000,000 元        TP44444444         9,000,000 元 

十一月 

十月 （未開發票月份欄位可視填寫
情況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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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5年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範例 

 (有工程) 

工程名稱 大漢溪自行車道工程 定作人 桃園市政府 

工程地點 桃園市復興區 設計人 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開工日期 105 年7 月 1 日 預訂竣工日期 106 年8 月30 日 

契約金額﹙A﹚ 32.320.000元 簽約日期 105 年6 月15 日 

依本辦法第11條非屬營造業營
業範圍之承攬金額﹙B﹚ 

0元 轉交金金額﹙C﹚ 

 

0元 

 

﹙A﹚—﹙B﹚—﹙C﹚＝ 32.320.000元 

   估驗日期          估驗金額       統一發票號碼       未估驗金額 

五月          3,047,221 元       TP88888888         17.272.779 元 

四月 

三月 

二月          4,000,000 元       TP66666666         20,320,000 元 

一月 

十二月          4,000,000 元       TP66666666         24,320,000 元 

十一月 

十月           4,000,000 元        TP44444444         283,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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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5年承攬總額結算表範例﹙單位︰新台幣﹚ 
                (有工程) 

105年度結餘金額累計67.772.779元. 淨值17.000.000元 .可承攬總額340.000.000元               

工程名稱 契約金額
﹙A﹚ 

依本辦法第11條非
屬營造業營業範圍
之承攬金額﹙B﹚ 

（附定作人證明） 

 轉交金額        
﹙C﹚ 

（附專業營
造業手冊證
明） 

已估驗金額
﹙D﹚ 

已開立發票金額 

結餘金額﹙A—
B—C －D﹚ 

未開立發票金額 

桃中校舍新建工程  15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65.000.000 45.000.000 

大溪區104年度000
預約維護工程 

5.000.000       0      0 4.000.000 1.000.000 

桃園市區騎樓整平
00期工程 

46.000.000       0      0 41.500.000 4.500.000 

大漢橋橋樑檢測評
估維修補強設計作
業 

18.000.000       0  5.000.000 13.000.000      0 

大漢溪自行車道工
程 

32.320.000       0      0 15.047.221 17.272.779 

  合        計 251.320.000    20.000.000  25.000.000 138.547.221 67.772.779 

1.結餘金額累計＝前一年度結餘金額累計＋本年度結餘金額67.772.779元 

2.今年尚可承攬金額︰可承攬總額340.000.000元 －結餘金額累計67.772.779元＝272.227.221元                    

負責人                      簽章 審核單位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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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5年承攬總額結算表範例﹙單位︰新台幣﹚ 
                 (無工程) 

105年度結餘金額累計  0  元. 淨值17.000.000元 .可承攬總額340.000.000元   

（營所稅資產負債表編號3000:淨值總額↑）           （↑淨值20倍）   
工程名稱 契約金額

﹙A﹚ 
依本辦法第11條
非屬營造業營業
範圍之承攬金額
﹙B﹚ 

 轉交金額        
﹙C﹚ 

 

已估驗金額
﹙D﹚ 

已開立發票金
額 

結餘金額﹙A—
B—C －D﹚ 

未開立發票金
額 

無工程 

  契約總價 合計 

結算日期：106年5月31日（原則結算到申報日前1天） 

結餘金額累計＝前一年度結餘金額累計＋本年度結餘金額          0         元  

負責人  ：×××                               簽章 審核單位             蓋章 

 
表格一律以打字填載 
並請負責人簽名、 
加蓋營造業大小章 

○
○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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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承攬工程手冊記載與註記問題 
       （第19、42條、細則14） 

1.開工：依【契約造價】填載。 
  完工：完工總價填載（送工程所在地主管機關註記發還） 
2.代工不代料： 
  定作人供應材料金額→由定作人出具證明合計 
3.檢附文件︰工程契約、竣工證件及承攬工程手冊 
  竣工證件：指建築物使用執照或由定作人出具竣工驗收證件。 
4.違反者：未於2個月內辦理註記︰處2萬－10萬元罰緩（營57） 
﹙1﹚營造業承攬工程未依開工及竣工記載時︰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3個月–1年停業處分（營56） 
﹙2﹚承攬手冊內容有變更（營19）︰ 
     營造業登記證書字號、負責人簽章、工程記載事項、獎懲事項、專任工 
     程人員簽名及加蓋印鑑、異動事項。 
   →限期申請變更登記︰屆期不申請者【3個月－1年停業處分】（本法57）。 
3.手冊記載效用︰營造業升等業績、申報淨值、評鑑實績等之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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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承攬手冊記載現況與實務問 
﹙§19、42、56、57、細則14、15﹚ 

開工 1.由【定作人】簽章證明 

2.依契約造價填 載︰起造人及承造人雙方之簽約金額。 

完工 1.完工總價填載︰發票實際開立之總金額 

2.送工程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註記發還 

承攬造價限額
認定 

營造業承攬工程有無超出其承攬造價限額，仍應以其契約金額
為認定基準。（內政部97.1.21台內中營字第0970800035號） 

手冊業績 1.升等︰業績                                          

2.評鑑︰工程實績 

3.管理︰申報淨值及承攬總量 

變更免於記載 1.專業營造業【100萬元以下】工程 

2.土木包工業【10萬元】 

手冊內容變動 2個月內檢附手冊及證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 

逾期申請者 處2萬－10萬元罰緩，並限期申請變更登記。 屆期不申請者【3
個月－1年停業處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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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承攬手冊記載現況與實務解說 

如何記載 完工總價為準→填寫時用國字大寫﹙升等業績、申報淨值、評鑑實績﹚ 

手冊登載 

﹙營19﹚ 

開工    契約造價金額 定作人簽章﹙同訂約時印章﹚ 營42、營細14 

竣工 完工總價 檢同契約、手冊、竣工證件 建築物使照或定作人
出具竣工驗收證件 

註記 完工後2個月？ 送工程所在地主管機關註記 

工程性質 公共工
程 

完工驗收證明書驗
收結算總價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
業機構營繕工程 

＊合約︰工程名稱、
雙方用印、契約金
額、工程項目等處
影印本 

＊使用執照影本 

註︰影印本請加蓋公  

    司大小印鑑章、 

    與正本相符章 

民間工
程 

工程造價不得超過
使照3倍﹙完工結
算金額認定﹚ 

檢附已完工結算金額相符各期
統一發票﹙共同具結工程施工
期間無變更承造人切結 ﹚ 

未申請雜項執照： 

私人土木工程，得以請款統
一發票合計。 

代工未代料： 

得包括定作人（起造人）供應
材料金額，其出具證明合計。 

非屬營造業營業
範圍 

得不計入承攬總額
（定作人出具證明） 

＊建築：水電空調、電梯、停車控制、醫療氣體設備 

＊捷運：機電、軌道、空調等 

未依開工及竣工記載 予以警告或3個月–1年停業處分﹙營42、56﹚ 

證書或手冊遺失：應由登報人登記聲明作廢，並向登記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 

                發（內政部82.2.25台內營820112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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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承攬手冊記載現況與實務解說 

手冊內容
有變更 

內容（營16、19、57）
（細則15）  

營造業登記證書字號、負責人簽章、工程記載事項、獎懲事項、專任工程
人員簽名及加蓋印鑑、異動事項。 

未於 2個月內 處2萬－10萬元罰緩【自事實發生至日起】 

限期申請變更登記 屆期不申請者【3個月－1年停業處分】 

免申請記載變更 專業營造業【100萬元以下】工程；土木包工業【10萬元】 

工程記載
表填寫注
意事項 

開工日期 民間建築 以建照上開工日期為記載 

公共工程 以完工驗收結算證明書上開工日期為記載，若驗收證明書無載明
開工日期，請檢附開工報告公文。 

實際竣工日期 填寫驗收證明書上之實際竣工日期 

工地主任欄位 需設置者（簽名＋蓋章；並檢附執業證＋會員證） 

完工總價填寫 公共工程 完工驗收證明書上驗收結算總價 

民間工程 完工結算金額認定，不得超過使照上所記載工程造價3倍 

定作人證明核章 請甲方業主蓋章，應同雙方切結時所用印章（公家機關為大關防章或小關防章） 

主管機關簽章 基隆市政府營造業工程記載校驗章 

註︰1.完工結算金額︰填寫發票總額。 2.工程造價︰填寫使照金額。 3.承造人公司大小印鑑章。 

註︰若工程由A.B兩家營造廠完成，此工程業績登記於A.B兩者，但A﹢B﹙業績﹚＜使照上所記載工程造價之3倍 

Q ︰完工後何時辦理註記？﹙營19、42、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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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工程記載表如何填載  
工程名稱  ○○國民小學忠校樓新建工程  

工程地點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 

設計人（機關）  ××建築師事務所  

定作人姓名  ○○國民小學 

工程性質  ■建築工程               □土木工程  

建築執照字號  （105）桃園市府工建築字第00666號  

開工日期  105年5月30日（填寫驗收証
明書上開工日期、無載明請
檢附開工報告公文） 

獎懲事項  ν 

預定竣工日期  106年4月29日  實際竣工日期  106年4月15日（填寫驗收証明書上實際竣工日
期）  

契約造價 壹仟萬元（新臺幣）   定作人證明核章  同切結時印章（大關防或小關防章） 

工地主任 需設置者：簽名＋蓋章（並檢附執業證）(無需設置著免填)  

使用執照字號  （106）桃園市府工建築使字第00438號  

工程完工總價 壹仟貳佰萬（填寫驗收証明書上結算總價）  

主管機關簽章  桃園市政府營造業工程記載校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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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承攬業績登記檢件總表 

                         檢附證件    正影 

1 營造業承攬工程手冊  正本 

2 申請書－綜合營造業（CC1）、專業營造業（SC1）、土木包工業（CE1）  登記函 

3 營造業登記證書（綜合、專業或土木包工業）  影本乙份  

4 工程記載表（申請註記工程影本既可，手冊工程記載內容應於開工時填載工程項目及
定作人加蓋印鑑） 

影本乙份  

5 政府機關、團體（公營機構）開立工程竣工驗收證明（請攜正本現場審核） 正、影本乙份 

6 工程合約（影本內容應含封面、工程名稱、地點、金額、工程明細、用印、印花稅、
追加減應檢附符合建築法證明）  

正、影本乙份  

7 (建照)使照影本（影本請印製清晰﹚ 影本乙份  

8 私人工程各期發票（明細表、發票影本﹚（影本須加蓋開立發票廠商發票章） 正、影本乙份 

9 起造人與承造人共同具名無變更承造人切結書 【承造人負責人應親簽】 正本 

註 影本上需蓋與營造業承攬工程手冊相同之『公司大小印鑑章』及『與正本相符章 』 

註 有設置工地主任工程應檢附︰有效期限內工地主任執業證影本及工程記載表內工地主任欄位簽章（免
設者免附）  

註 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請至營建署首頁＞政府資訊公開＞相關法規＞ 建法令＞建築理篇＞『營造業申請登
記函』、『營造業申請登記函填寫須知及申請書表』下載 

每案註記費用︰依合約金額﹙未達2250萬→400元﹚﹙未達7500萬→600元﹚ ﹚﹙7500萬以上→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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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承攬手冊登記與檢件對照表1  

 

 

承攬工程類別                 檢附文件    承攬金額登記  

承攬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公
營事業機構之
土木工程  

1.合約正本（正本含印花稅）。 依工程完工驗收證明書驗
收結算總價填寫  

2.合約影本（請影印合約封面、工程名 

  稱、金額、地點及甲乙雙方用印部份即可）。 

3.驗收證明書正本、影本。  

承攬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公
營事業機構之
建築工程  

1.合約正本（正本含印花稅）。 依工程完工驗收證明書驗
收結算總價填寫 

＊正本驗後退還，影本 

  請加蓋公司、負責人 

  印鑑及與正本相符章 

  戳留存。 

2.合約影本（請影印合約封面、工程名 

  稱、金額、地點及甲乙雙方用印部份即可）。 

3.驗收證明書正本、影本。 

4.使用執照影本、開工報告書。  

未申請雜項執
照 

之私人土木工
程  

1.合約正本（正本含印花稅）。 得以請款統一發票合計。 

＊正本驗後退還，影本 

  請加蓋公司、負責人 

  印鑑及與正本相符章 

  戳留存。 

2.合約影本（請影印合約封面、工程名 

  稱、金額、地點及甲乙雙方用印部份即可）。 

3.已完工結算金額相符之各期統一發票  正本
(請檢附存根聯)、及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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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承攬手冊登記與檢件對照表2 

承攬工程類別              檢附文件              承攬金額登記  

承攬民間建築
工程  

1.合約正本（正本含印花稅）。 依據營造業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 

2項第2款規定: 

1.工程造價以定 作人（起造人） 

  及承造人共同具名之完工結算金 

  額認定。 

2.以使用執照上所記載工程造價 

2.合約影本（請影印合約封面、工程 

  名稱、金額、地點及甲乙雙方用印
部份即 

   可）。  

3.使用執照及開工報告書影本。 

4.已完工結算金額相符之各期統一發 

  票正本(請檢附存根聯)、及影本。  

 （即法定造價）之3倍為限。 

註：完工結算證明書之填寫方式： 

（1）合約金額： 

     起造人及承造人雙方簽約金額 

（2）工程完工總價：發票實際開 

     立之總金額。  

5.定作人（起造人）及承造人共同具 

   名之完工結算金額認定切結書。 

6.起造人與承造人共同具結之工程施 

   工期間無變更承造人切結書。  

包工不包料  由定作人（起造人）出具證明合計之  完工總價得包括定作人（起造人）
供應材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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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承攬手冊註記罰則  

  條文             規定             罰則 

§16、57 違反申請書變更規定【應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2個月內】  

處2萬－10萬元罰鍰；並限期依規定申請
變更登記。屆期不申請者，予以3個月－
1年停業處分。  

§18Π、
56  

未依限辦理主管機關通知
之補正事項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3個月－1年
停業處分。【營造業於5年內受警告處分
3次者；亦同】  

§19Π、
57  

違反承攬工程手冊變動規
定【有變動時應於2個月內
申請變更】 

處2萬－10萬元罰鍰；並限期依規定申請
變更登記。屆期不申請者，予以3個月－
1年停業處分。  

§23I、56  違反承攬造價限額、工程
規模範圍及承攬總額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3個月－1年
停業處分。【營造業於5年內受警告處分
3次者；亦同】  

§42I、56  違反承攬工程手冊簽章證
明或註記規定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3個月－1年
停業處分。【營造業於5年內受警告處分
3次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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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手冊記載實例問題1 

1.承包商遭變更承造人，如何記載？ 

  →依「完成比例與金額記載」 

2.原承包商及保證營造廠商所完成工程如何記載？ 

  →「比率與金額」 

3.兩家廠商聯合承攬時如何記載？ 

  →依其協議書之工作範圍為承攬限額之計算。 

4.丙等營造業採用逐案簽章時，其業績如何記載？ 

  →請先委託技師或建築師完成逐案簽章程序後再註記 
5.營造業承攬室內裝修工程？裝潢工程？ 
6.營造業承攬勞務性質或非營繕工程是否要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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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手冊記載實例問題2 

7.營造業自行興建與銷售或與地主合建分屋銷售時，如
何記載？ 

8.營造業專業工程轉交專業廠商？ 
9.營造業承攬小型營繕、修繕、整修、改修等工程，如 
   何記載？ 
10.營造業可否代工不代料？業績如記載？ 
  ﹙內政部94.12.14台內中營0940087687號﹚ 
11.綜合營造業承攬建築物拆除工程其竣工業績可否註記

認定？ 
＊建築法第９條所定建造行為並不包括拆除，且現行法

令對承拆人亦並無明文規定﹙營建署100.2.22營授辦
建1003580093號、101.6.4營署中建10135038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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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手冊記載實例問題3 

Q︰有關甲等營造廠將其部分工程分包予丙等營造廠施作，
該工程完工丙等營造廠是否要記載於承攬手冊？是否
當年度要申報淨值？ 

 ＊丙等未直接承攬工程，且無業績，如屬聯合承攬或經
訂作人同意且訂有契約之營造業，自可依本法第42條
規定辦理﹙營建署100.07.11營署中建1003505762號﹚ 

 
Q︰營造業承攪工程竣工後，是依營造業法第20條規定自

行停業時，可否就該公司在停業前已竣工之工程向工
程所在地主管機關辦理承攬工程手冊註記 ？ 

 ＊應先辦理註記後再行停業，若無，應於該公司辦理復
業時併案辦理﹙內政部營建署100.12.29營署中建
10035122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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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手冊記載實例問題4 
Q︰甲等綜合營造業承攬工程，其單一工程承攬造價限額為其資本額

之十倍，是施工中因其他因素導致﹙如物價指數調整、追加工程、
設計變更、履約爭議﹚其承攬總價逾越其原承攬限額，該如何處
理？承攬工程手冊如何記載？ 

 ＊營造業承攬工程後，縱因物價指數調整、設計變更等非可歸責營
造業因素，致結算總價逾越限額，仍僅得依承攬限額填寫於手冊
﹙內98.12.28台內中營0980812245號、內營102.1.23營署中建
1023580047號、內營103.9.29營授辦建1033580728號﹚ 

 
Q︰有關丙等綜合營造業於法定承攬造價限額規定新台幣2250萬內以

單一契約方式承攬複數建照建築工程時，其承攬工程手冊係採分
開抑或合併登錄以及業績如何認定案？ 

 ＊承造人﹙營造業﹚於工程開、完工時向營造業主管機關申請登錄
時，毋須因建築工程有複數之建、使照字號而分業登錄於承攬手
冊內，業績認定亦同（內政部營建署100.12.23營署中建
100007795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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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手冊記載實例問題5 
Ｑ︰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是否包含營業稅？可否包工不

包料？其業績如何記載認定？有關『造價』 ﹙如捷運
工程﹚是否包括營運、維護、保全及清潔等項目？ 

 ＊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應以契約造價金額認定，
並包含營業稅﹙內政部98.7.9台內中營0980806333
號﹚ 

 ＊包工不包料應依營造業法施行細則第１４條第３項
規定辦理﹙內政部94.12.14台內中營0940087687號﹚ 

Q:私人裝修工程及機電工程，完工註記時上限為何？ 

Q:有兩家營造廠共同投標簽一份合約，甲公司占81%，乙
公司占19%，其完工註記按各自比例或全部辦理登錄？ 

 
 
 



  2.2.6 手冊記載實例問題6 

Q:某工程竣工後須2個月辦理註記時，其驗收結算金額是否扣除違約
金？營造業法是否有規定應於工程竣工後多久期限內辦理竣工登
記？  

  →一般不扣除該違約金，是否扣除由主管機關依個案事實認定。 

Q:某營造廠承攬工程為總價承攬工程金額1200萬，惟完工實做結算金
額為600萬，該廠商認為少核算600萬，乃向法院訴訟但仍有部分
爭訟中，其辦理註記可否先依結算金額辦理？事後爭訟判決金額
可否再補辦理？或與主管機關申請暫緩待爭訟結束後再辦理？  

  →營19、42已明文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手冊工程記載事項（含開【
竣】工日期）、辦理期限及辦理開（竣）工方式【內營105.5.27
營授辦建1050030605號】（營56：警告或3個月－1年）（營57：2
－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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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手冊記載實例問題7 
Q:某丙等營造業承攬衛福部金門醫院「事業廢水處理設施遷移改建工程

」，是否辦理營造業註記？ 

→因涉個案事實認定，由主管機關依權責查明辦理（內政部營建署
105.7.1營授辦建1053580362號） 

Q:營造業辦理工程竣工註記及業績認定，因發票開立日期超過使照上竣
工日期3個月，而不予認定業績是否有當？ 

→營造業者承攬營繕工程時，承造人應檢附已完工結算金額相符各期統
一發票，其發票開立者應與承造人名稱及統一編號相符，買受人應
與起造人相符（內政部營建署105.7.1營授辦建1053580362號） 

→營及細則14第2項旨意，尚無因發票開立日期超過使照上竣工日期3個
月不能認定為業績相關規定（內政部營建署103.05.02營授辦建字第
103350409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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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手冊記載實例問題8 

Q:某甲等營造廠承造新建大樓，其合約金額為7千萬，完工
結算金額亦為7千萬，但建造執照法定造價2千萬，其承
攬手冊該如何記載？ 

Q:若承造一棟大樓，申請為同一建照，但其樓層之起造人
（定作人）不同，分別與5樓戶簽訂契約施作，亦即一個
建照同時分簽5個契約，惟該工程完工後，其承攬手冊係
合併累計或分開記載？ 

Q:某乙等綜合營造業承攬建築工程，105年承攬結構工程
7500萬，106年再承攬同建案水電工程2000萬，該建築物
為同ㄧ建照執照，完工註記是否分開或合併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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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手冊記載實例問題9 

Q：甲機關承辦「玉衡樓外牆整修工程」標案，預算金額13000000元
，惟建築物高度37M，廠商資格訂定為乙級以上綜合營造業，是否
有理？ 

◆是否須聘置工地主任？ 

◆營造業就承攬工程完工後辦理註記，惟主管機關卻要求廠商提出
「工地主任資格及勞保」證明，是否有當？ 

◆營造業「完工註記」時，可否要求檢附「專業分包商」相關資料
方能辦理註記，是否有當？ 

  →營42及細則14規定，工程竣工後檢同工程契約、竣工證件及承 

    攬手冊，營造業法並無相關規定需檢附「分包商相關資料」方 

    能受理「竣工註記」（內政部營建署106.1.10營署中建 

    10535098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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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手冊記載實例問題10 

Q:某丙等綜合營造業承攬建築工程，契約金額為2200萬
元，但建造法定造價4000萬元，為分數個建造之建號
，但丙等卻一個合約申報淨值，被主管機關查獲逾造
價限額而違反營造業法第23條規定？若分數棟透天厝
，未挖地下室但連璧？ 

 

Q:某丙等營造廠於同一基地擬蓋6棟連棟透天厝，每棟造
價400萬元，該案分成6個契約與6案建築執照，是否可
分成6案承建？或是以一契約6案建築執照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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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手冊記載實例問題11 
Q:甲綜合營造廠商承攬乙機關「閑逸旅棧教學實習旅館建置－內部裝修建置設

備及床組」及「湖光堂地坪整修及傢俱搬遷復原」等採購，是否屬營繕工
程？得否辦理竣工註記？是否須符合「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應
申請許可者，經主管機關核發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後始得辦理竣工註
記？營造業承攬裝修工程、整修工程及改裝工程，此工程金額可否列為營
造業升等業績之採計？ 

*營42I與細則14辦理註記，申請登記室內裝修工程屬「室裝管理辦法」應申請
許可者，應檢具政府主管機關核發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後得於辦理竣
工註記。 

*採7：「工程:指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
設備及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甲承攬採購應非屬此規定營繕工程項目，
是不宜辦理竣工註記。 

◆營造業從事土木、建築工程及其相關業務以外業務無細則14適用﹙內營
93.06.10台內營0930084447號、97.12.22營署中建09735807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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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營造業承攬海外工程實績記載 

Q：我國營造業及外國營造業承攬海外工程實績，可否登
記於承攬工程手冊？ （內政部96.2.8內授營中
0960800685號函） 

 1.工程完工總價：以新台幣折算（依結算日前一辦公日
台灣銀行外匯交易盤即期賣出匯率）。 

 2.手冊記載總額：仍須符合等級登記（限額）。 

 3.檢附證件：須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
其他經外交部授權之機構認證。 

 4.海外工程實績註記：營造業登記所在地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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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廠商承攬我國工程資格 

Q：大陸地區廠商如欲承攬我國公共工程，是否須依法在我國設立營
造業據點，並取得我國營造業登記證書及承攬手冊，始得參與？ 

  1.須符合兩岸條例第40條之1：「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非經主管
機關許 可，並在台灣地區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不得在台從事業
務活動。」及營造業法第69條在我國設立營業據點，始得參與。 

  2.政府未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或設立營造工程相關產業，大陸廠商
無法來台投資或設立營造業，進而參與我公共工程投標（兩岸條
例72條第2項及73第3項授權訂定『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
法－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業別項目』）。 

  3.在台成立之陸資企業包括：子公司、分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
及其轉投資事業，暫不准許（陸委會98.7.15陸經0980014473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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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營造業法暨相關子法解說 
    2.1營造業設立與經營問題 

項次   程序                   組織／辦理    備註 

一 公司名稱
預查 

1.獨資或合夥－直轄市、縣（市）政府。  預查公司之名稱欄得
填列5個公司名稱，保
留6個月 

2.公司組織– 經濟部或直轄市政府。 

二 籌設許可 向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 負責人與申領營造業
證冊者應為同一人 

三 公司登記
或商業登
記 

1.應於6個月內辦妥 90.11.12廢止 

2.屆期未辦妥者－由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廢止許可。但有理由得申請延期1次﹙3個月﹚ 

四 營利事業
登記證 

營利事業登記證自停止使用後，廠商得以列印商工
登記資料：「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或「直轄
市、縣﹙市﹚」 政府資訊網站查詢登記資料投標 

98.4.13停止使用 

五 領取證冊 領取營造業證書及工程承攬手冊 始得營業 

六 加入公會 1.依成立類別分別加入﹙如綜合、專業、土包業﹚ 專業公會得依第八條
分別設立 

2.專業公會未設立前，得暫加入綜合營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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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營造業分類（營3第3–7款） 

◆綜合營造業（營第3條第3款）： 
  綜理營繕工程施工及管理等整體性工作廠商。 
◆專業營造業（營第3條第4款）： 
   從事專業工程廠商。 
◆土木包工業（營第3條第5款）： 
  在當地或毗鄰地區承攬小型綜合營繕工程廠商 
◆統包（第3條第6款）： 
  將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安裝等部分或全部合併辦理招標 
 ＊不包括監造﹙如內湖康樂抽水站﹚。 
 ＊綜合營造業結合具有規劃、設計資格，始得以統包方式承攬﹙營22﹚     
  →均由一家業者負責，有效統合不同界面﹙結合技師或建築師、顧問公司﹚ 
◆聯合承攬（第3條第7款）： 
  二家以上綜合營造業共同承攬同一工程契約行為。 
  共同具名投標與簽約，負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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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包與聯合承攬 
統       
包 

定義 指基於工程特性，將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安裝等部份或全部合併辦理
招標﹙不包括監造﹚ 

結合 綜合營造業應結合依法具有規劃、設計者，始得統包承攬 

優點 減少溝通介面、降低工程複雜性、加強統合專業技術 

案例 某業主欲將某土地開發設計、規劃，連同建築物之營造一併發包於某工程
顧問公司，再將建築物之營造部份轉包予該公司？ 

聯合
承攬
JV 

定義 1.指二家以上之綜合營造業共同承攬同一工程之契約行為 

2.日本「共同企業體」、交通部國工局「聯合經營」或「短期 結合」、 

  台北市捷運局「聯合承攬」 

協議書 1.營造業聯合承攬工程時，【應共同具名簽約】，共同負連帶責任。 

2.內容︰工作範圍、出資比率、權利義務 

卡外商承
包條款 

外國營造廠承包10億元以上公共工程，需與國內營造廠聯合承攬，對此公
共工程營造廠的業績、年資及承攬工程竣工累積額採高門檻 

承攬限額
限制 

1.甲與丙或乙與丙或甲與乙＝仍受承攬限額限制 

2.同業：如兩家綜合營造業。 

  異業：如綜合營造業與建設公司或空調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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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綜合營造業設立﹙營3第3款.4.營7第1項.細則3.4.23﹚ 

◆綜合營造業（營第3條第3款）：  
 1.等級︰分為甲、乙、丙三等﹙營第7條第1項﹚ 
   Q.室內裝修業、冷凍空調、水電業是否屬於營造業？ 
 2.設置條件︰﹙營第7條第1項﹚ 
   ＊專任工程人員：1人以上(具2年土木建築工程經驗)﹙細則3﹚ 
   ＊資本額：甲2250萬、乙1000萬、丙300萬 
 3.升等：丙升乙－3年業績、5年工程累計2億、評鑑2年第1級。 
         乙升甲－3年業績、5年工程累計3億、評鑑3年第1級。 
 4.設置專任工程人員： 
  *技師者，應加入各該營造業所在地技師公會後，始得受聘於綜合營造業 
  *主任技師【土木、結構、水利技師證書】或主任建築師【未開業且不需加入  
      公會】 
  *具2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 
   →從事營繕工程測量、規劃、設計、監造、施工或專案管理工作。 
  *取得證書前:環工、測量、大地、水土保持等技師 
   →應修習30學分(課程：材料力學、結構學、鋼筋混凝土學、測量學、土力學 
      等學科) 
   →已受聘於綜合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應於修正變更後2年內提出回訓補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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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營造業經營範圍1 

◆經營範圍︰「土木、建築工程及其相關業務」﹙營3〔1〕﹚ 
◆營業登記︰綜理『營繕工程』施工及管理等整體性工作廠商 
◆營造業法及公司法︰尚無明文營造業『限於專業經營』。 
  *公司所營事業： 
   除許可業務應載明於章程外，其餘不受限制（公18）。 
  *公司概括方式記載：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公司名稱及業務預

查審核準則11、經濟部91.1.24日商09102010620號）。 
  *所營事業︰ 
   專指許可業務，為章程內應記載必要事項外（公129第2款）  
◆營繕工程以外：無營造業法規定適用（內營93.6.10台內營0930084447號） 
 
Q：營造業未依營66Ⅰ規定換領登記證書，可否承攬營繕工程或依建築法申報

開工？ 
  →逾期未換領廢止許可及登記證書（內95.9.26台內中營09508057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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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經營範圍2 

◆定作人訂有承攬資格限制︰應受其規定﹙營44﹚ 

  應視個案情況得由工程主辦機關自定投標資格，為營繕工程招標仍不得違
反營造業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內政部營建署101.9.28營授辦建
1013509540號、95.04.20營署中建0953580267號﹚。 

◆投標廠商資格︰綜合營造業及專業營造業﹔均可承攬專業工程。 

  勿僅限定為專業營造業﹙營8﹚，以免違反政府採購法第6條︰「…對廠商
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第37條︰「機關訂定投標廠商資格，不
得不當限制競爭…。」﹙內營97.11.21營署中建0973580682號、工程會
97.12.09工程企09700492780號、95.11.20工程企09500450370號﹚。 

◆承攬專業工程項目﹙營25﹚︰ 

  「綜合營造業承攬營繕工程或專業工程項目，除與定作人約定需自行施工
者外，『得』交由專業營造業承攬，其轉交工程之施工責任，由原承攬綜
合營造業負責，受轉交專業營造業並就轉交部分，負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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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交工程   
◆綜合營造業承攬之營繕工程或專業工程項目，除與定作人約定需自行施工者

外，得交由專業營造業承攬，其轉交工程之施工責任，由原承攬之綜合營
造業負責，受轉交之專業營造業並就轉交部分，負連帶責任（第25條）。 

﹙1﹚綜合營造業就轉交部分，負連帶侵權責任: 
     「分包商與得標商連帶負瑕疵責任」(採67第3項)。 
﹙2﹚轉包：將原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履 
           行（採65、細則87）。 
﹙3﹚分包：非轉包而將契約之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採67）。 
◆轉交工程契約報備於定作人且受轉交專業營造業已申請記載於工程承攬手冊，

並經綜合營造業就轉交部分設定權利質權予受轉交專業營造業者，民法第
513條之抵押權及第816條因添附而生之請求權，及於綜合營造業對於定作
人之價金或報酬請求權（第25條第2項）。 

﹙1﹚權利質權：可轉讓債權；工程款債權設定＝擔保質權人【指分包商】、 
               出質人【原承包商】、債務人【機關】（民法902） 
﹙2﹚條件：書面、向機關報備（通知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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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營造業承攬限額∕工程規模範圍1 

◆資本額： 

   1.綜合營造業：甲等－2250萬、乙等－1000萬、丙等－300萬。 

   2.土木包工業：80萬。 

   3.專業營造業： 

    鋼構、檔土支撐及土方、基礎、施工搭架吊裝及模板、營建鑽探、庭園景觀、防
水等工程－300萬；地下管線－700萬；帷幕牆、環境保護等工程－500萬。 

◆造價限額：有無超出以契約金額認定。 

   1.綜合營造業：甲等－資本額10倍、乙等－7500萬、丙等－2250萬。 

   2.土木包工業：600萬。 

   3.專業營造業：資本額10倍。 

◆規模範圍： 

 ＊綜合營造業：甲等【不受限制】 乙等【建物高度36、建物地下室開挖9、橋樑柱
跨距25】丙等【建物高度21、建物地下室開挖6、橋樑柱跨距15 】 

＊土木包工業︰【橋樑柱跨距5 、建物高度、地下室深度及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度
規模範圍，由直轄市、縣市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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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許可及工程承攬規定 
 

 

營造業類別    土木包工業            綜合營造業 專業營造業﹙所
營項目﹚ 

  丙等    乙等   甲等 

許
可
條
件 

資本額 80萬   300萬   1000萬   2250萬 200～700萬 

應置人員經
歷 

負責人：3年土木建築
工程施工經驗 

專任工程人員﹙主任技師﹚ ：2年土木
建築工程『測量、規劃、設計、監造、
施工或專案管理工作』經驗 

同綜合營造業 

工
程
限
制 

承攬限額 600萬﹙含專業項目﹚ 2250萬 7500萬 資本額10倍 資本額10倍 

建築物高度 各縣市訂定 21Μ以下 36Μ以下 工程規模 

不受限制 

工程規模 

不受限制 
建築物地下
室開挖 

各縣市訂定 6Μ以下 9Μ以下 

橋樑柱跨距 5Μ以下 15Μ以下 25Μ以下 

承攬地點 登記地及毗鄰縣市 全國 全國 全國 全國 

工
程
另
置 

工地主任 承攬金額5000萬以上. 建築物高度36Μ以下.建築物地下室開挖10Μ以下或橋樑柱跨距
25Μ以下  

技術士 規模及人數詳「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應置之技術士種類比率或人數標準」 

建築物高度限制 建築技術規則分為→未實施容積率管制與實施容積率管制自基地地面計量至建築物最
高部份之垂直高度。但女兒牆未超過1.5公尺，屋頂突出物面積未超過建築面積1／8者，
且高度未超過6公尺者，不計入建築物高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9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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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計畫書與土木工程報告表 

◆應载明事項 

（1）營造業名稱及營業處所。     （2）發起人或合夥人。 

（3）所營事業。                 （4）營業設備。 

（5）資本總額。                 （6）人員配置及訓練計畫。  

◆營造業承攬土木工程報告表填表須知:營造業編號共六位。 

 ＊第一欄位:填寫地區代號 

   1.代表台北市2.代表高雄市3.代表台灣省4.代表福建省(金馬地區) 

 ＊第二欄位:填寫營造廠等級代號 

   1.代表甲級2.代表乙級3.代表丙級 

 ＊第三至第六欄位:填寫營造業登記證編號 

   →如證書上編號為三位數時前面應加零後再據以填入。 

◎例如大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所在地在台灣省，甲級營造廠，證書編
號為679號，則填寫為：31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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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申請變更問題 
◆變更登記： 
  *法人主體有變更：先向營造業主管申請許可，再向公司主管機關辦理。 
    →變更組織或名稱（改易名稱）、合併或分割 
  *法人主體未變更：先向公司或商業機關→在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申請辦理變更地址、跨縣市變更地址、變更負責人、增資、減資、證冊補

發、專任工程人員（內營93.5.26台內營0930084167號）。 
◆營業地址變更事實發生日︰應自事實發生日起2個月內 
  申請完成營業地址變更後得於新址營業之日（內9 3.9.1 4 台內營

0930085532號、經93.7.20經商09302099990號）  
  *公司組織︰經濟部核准次日起算。 
  *獨、合資︰營利事業登記核准日起算。 
  *事項有變更時︰公司變更登記完成後，同時辦理商業及營造業變更登 
                  記﹙內93.9.14台內營093008532號﹚。 
◆經濟部於核准營造業者變更、停業、復業或解散等相關公司登記事項時副

知所屬縣市政府營造業主管機關，並經經濟部99.1.8經商09802179830號
函復略以於公司登記系統修改後，自99.3.1起實施配合辦理在案（內營
103.9.29營授辦建1033580731號、98.12.18營授辦建09835137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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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登記經營問題1 
Q1︰綜合營造業營業項目可否再增載專業工程項目？ 
  →綜合營造尚無增加專業營造業之營業項目 ﹙內政部營建署93.5.19台 
      內營0930006264號﹚     
Q2︰營造業法公佈實施後﹙92.2.7﹚，未換發專業營造業，該等公司行號，

可否以原登記營業項目繼續經營該等業務？ 
  →營8︰所稱專業工程項目之ㄧ，應由營造業為之。 
  →營4Ι︰營造業非經許可、領有登記證書，並加入營造業公會，不得營業 
    違者︰處100～1000萬罰緩，並勒令停業，不遵續營得連續處罰﹙營52﹚ 
  →本法實施後︰各該等公司行號自應依規定換發各該等工程專業營造業， 
                方得營業﹙內營96.01.25營署中建0963580052號﹚。 
Q3︰公司登記二個以上營業項目，可否僅就其中一個營業項目申請停業，其

餘營業項目繼續營業？ 
  →就公司整體營運為暫時停止營業，尚無就單一營業項目為停業規定 
   ﹙經濟部96.03.28經商09600045420號、內營96.04.20營署中建 
    09600179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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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登記經營問題2 

Q4.專業營造業可否申請逕為變更為丙等綜合營造業疑義？ 

  →因設立許可、登記資格條件及申請書件不同，故不宜﹙內營
101.02.02營署中建1013500666號﹚。 

Q5.綜合營造業是否可申請「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登記證」疑義？ 

Q6.專業營造業承攬後可否再分包予綜合營造業或土木包工業？ 

Q7.廠商已申請丙等綜合營造業，可否再申請專業營造業？有何差異？ 

Q8.營造業擔任室內裝修施工廠商，是否需領得室內裝修登記證？是否設
置專業技術施工人員？ 

  （內營94.8.12營署中建0943580446號、96.8.6營署建管0960040843號） 

Q9.營造業就其所營事業可否變更登記為『非營造業』？ 

   申請辦理更名→變更登記為非營造業→營造業歇業→辦理廢止登記
（營20）→不得經營營造業業務→違者處10-50萬罰鍰（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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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專業營造業設置與資本結構 
     ﹙營8.9.25.29.33.細則5.17.22﹚ 

◆定義︰從事專業工程之廠商。 
◆登記項目︰選擇登記2項以上專業工程﹙營第8條﹚。 
   →專業營造業至遲在94.2.7以前須完成申請設立登記，始得營業。 
◆設置條件︰資歷、人數依93.8.23台內營0930085876號令訂定『專業營造業之資本

額及其專任工程人員資歷人標準表』 
 ﹙1﹚置符合各專業工程項目之專任工程人員1人 
     ＊未明文規定專任工程人員『強制入會』 
     ＊各該專業工程技術講習30小時(防水、帷幕牆、園藝景觀) 
 ﹙2﹚資本額；以金額較高者為準 
    ﹙A﹚鋼構、擋土支撐及土方、基礎、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營建鑽探 
        、庭園景觀、防水等工程→300萬元。 
    ﹙B﹚帷幕牆、環境保護等工程→500萬元 
    ﹙C﹚地下管線工程→700萬元 
    ﹙D﹚預拌混凝土工程→200萬元 
◆本法25規定－受綜合營造業轉交專業工程，亦得依其登記【專業工程項目】，向定

作人承攬專業工程。 
◆定作人定有承攬資格者，應受其規定之限制（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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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業務範圍  
專業工程項
目  

         專任工程人員          業務範圍 

             資  歷  人數  

鋼構 土木、結構、機械等科技師或建築師證
書，具二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者  

1 鋼結構吊裝、組立﹙裝﹚。  

【技術士設置︰任一職類】 

擋土支撐及
土方  

土木、水利、結構、大地、水土保持等
科技師證書﹙2年經驗﹚。 

1 1.臨時性擋土及支撐設施。 

2.土方開挖、回填、整地 

基礎  

 

土木、水利、結構、大地等科技師證書
﹙2年經驗﹚。  

1 淺基礎、深基礎、擋土牆、地下牆、地
下連續壁、基樁、地錨、地層改良  

施工塔架吊
裝及模版  

土木、結構、機械等科技師或建築師證
書﹙2年經驗﹚。 

1 1.施工塔架吊裝。 

2.模板工程。  

預拌混凝土  

 

土木、水利、結構工程、大地、環境、
水土保持等科技師、建築師證書﹙2年經
驗﹚。  

1 預拌混凝土之泵送、澆置、搗實工程。  

營建鑽探  

 

大地、應用地質、土木、結構等科技師、
建築師證書﹙2年經驗﹚ 。  

1 1.現場土壤、岩石鑽孔 

2.土壤、岩石取樣 

3.水位觀測儀器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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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業務範圍  
專業工程項
目  

         專任工程人員          業務範圍 

             資  歷  人數  

鋼構 土木、結構、機械等科技師或建築師證
書，具二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者  

1 鋼結構吊裝、組立﹙裝﹚。  

【技術士設置︰任一職類】 

擋土支撐及
土方  

土木、水利、結構、大地、水土保持等
科技師證書﹙2年經驗﹚。 

1 1.臨時性擋土及支撐設施。 

2.土方開挖、回填、整地 

基礎  

 

土木、水利、結構、大地等科技師證書
﹙2年經驗﹚。  

1 淺基礎、深基礎、擋土牆、地下牆、地
下連續壁、基樁、地錨、地層改良  

施工塔架吊
裝及模版  

土木、結構、機械等科技師或建築師證
書﹙2年經驗﹚。 

1 1.施工塔架吊裝。 

2.模板工程。  

預拌混凝土  

 

土木、水利、結構工程、大地、環境、
水土保持等科技師、建築師證書﹙2年經
驗﹚。  

1 預拌混凝土之泵送、澆置、搗實工程。  

營建鑽探  

 

大地、應用地質、土木、結構等科技師、
建築師證書﹙2年經驗﹚ 。  

1 1.現場土壤、岩石鑽孔 

2.土壤、岩石取樣 

3.水位觀測儀器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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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業務範圍  
專業工程項目           專任工程人員         業務範圍 

           資  歷  人數  

環境保護  環境、土木、水利、機械、電機、化學等
科技師證書﹙2年經驗﹚ 。 

1 1.水污染防治工程。 

2.空氣污染防治工程。 

3.噪音及震動防制工程。 

4.廢棄物處置資源化處理工程。 

5.土壤污染防治及復育工程。 

6.環境監測工程。  

防水  土木、水利、結構、大地、環境、水土保
持、測量等科技師或建築師證書，並參加
防水工程技術講習﹙2年經驗﹚ 。  

1 防水、止漏工程及與防水有關填縫
工程。 

專業營造業『開工日
期』及『實際竣工日
期』 

係指專業營造業依本法第25條第3項規定向「定作人承攬專業工程及該工程之必要相關營
繕工程之開工日期及實際竣工日期」（內政部97.10.17台內中營0970808243號函）。 

一、外國營造業於我國申請設立登記為專業營造業者，在我國設立登記之分公司，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用資 

    金金額應達本表所列之資本額。 

二、本表所稱2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指從事營繕工程測量、規劃、設計、監造、施工或專案管理工作2年。 

三、本表所稱工程技術講習，指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專業機關（構）、學校、團體辦理之各該專業工程技 

    術講習30小時以上，領有結訓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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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造建造工程案問題 
 
Q︰某甲等綜合營造業承造某大樓建築工程，因將土方工

程部分，委請非具有土方工程專業營造資格者，執行
土方開挖工程，被認涉及違反營造業法第52條與第54
條等相關規定，是否有當？  

      思考問題︰ 
1.綜合營造業可否承作專業工程項目？ 
2.綜合營造業是否需增加專業營造業之營業項目？ 
3.綜合營造業分包予未具專業營造業承作有無處分？ 
4.綜合營造業可否自行或僱用人力及租賃機具設備等方

式處理？ 
5.該廠商是否屬承攬關係或僱傭關係？ 
6.如非屬營造業可否依營造業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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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25條-自行施工定義 
◆關於自行施工認定論述如下： 
  *「自行施作」非「自有機具或自有勞工」: 
    係自有「專任工程人員」親自監督。 
  *委託其他合法廠商提供機具人力: 
   以自有「專任工程人員」親自監督執行工程施工，依法負擔各項法定責任

者，為法所許。 
◆租賃設備機具代替自有:尚符合採購法第65條規定所稱「自行履行」(工程

會89.3.23工程企89006979號) 
◆以僱傭關係僱用人力施作者為自行施工類此案件審議情形： 
   *雙方簽定契約內容已明定「土方開挖工程」項目事證明確 
◆自行施工認定內政部函令（內政部103.12.15台內營1030813771號、

104.3.25內授營中1040408721號）如下： 
   *自行履行原契約全部或主要部分。 
   *以租賃設備機具代替自有者履約。 
   *以僱傭關係僱用人力施作者。 
   *得分包予綜合營造業與土木包工業。 



  營造業者將鷹架工程轉包問題 
◆有關營造業者將鷹架工程轉包予非營造業者之承包關係，有無依據營造業

法規定處罰要件？若機關要求廠商就「鷹架工程」需經結構技師簽證是否
有理？鷹架工程（CNS4750）是否屬「施工塔架吊裝及模板工程」專業營
造業？ 

→「鷹架工程」是否適用營3定義之營繕工程或細則17所指必要相關營繕工程
，宜由貴府視個案事實狀況據以認定（內政部101.1.6內授營中
1000251127號）。 

→ 包括用以供興建、改建、修繕等營造目的使用之臨時性搭蓋、架設工程，
如施工中所架設之竹架、鋼管架、跳板、安全網、防護棚、吊裝塔架及模
板加工、放樣、組合、支承及拆除等工程，宜由個案實際狀況予以認定。 

→模板工程（4390-12）：包括模版加工、放樣、組合、支承及拆除等工程。 

→工作平台架設工程（4390-13）：包括臨時舞台架設工程、戲台竹棚架設等
工程等。 

「鷹架工程」是否適用營造業法法第3條定義之營繕工程或本法施行細則第17
條所指必要相關營繕工程，宜由貴府視個案事實狀況據以認定（內政部
101.1.6內授營中10002511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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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作業使用鋼管施工架（鋼管鷹架）- 
      符合國家標準推動期程 

□推動工程：108年全面推動（CNS4750、正字標記同等品、正字標記）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59） 

  1.公共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102年起 

  2.公共工程預算金額達： 

    20億（102年）、10億（103年）、5億（104年）、2億（105年）、1億（ 

    106年）、5千萬（107年） 

  3.建築物頂樓樓板高度達： 

    100M（103年）、75M（104年）、50M（105年）、40M（106年）、30M（ 

    107年） 

  4.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建築工程，模板支撐高度7M以上，其面積達100  

    ㎡以上且占該層模板支撐面積60%以上者：自104年起 

  5.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建築工程，其開挖深度達15M以上或地下室為四 

    層樓以上，且開挖面積達100 ㎡之工程：自105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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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營造業承攬營繕工程或專業工程項目問題 

Q︰某市政府水利局辦理招標案『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設
備功能提昇及截流站景觀美化工程（第一期工程）』乙
案，招標公告廠商資格僅訂為「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
業」，經查該案環境工程項目約佔40.6%，該機關辦理
營造業法第8條規定之專業工程項目工程採購時﹙如防
水、庭園景觀、擋土支撐及土方、鋼構、地下管線、基
礎、營建鑽探、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預拌混凝土、帷
幕牆…等工程﹚，就公共工程符合專業工程項目標案中
之投標廠商資格，限制為登記該專業營造業方得投標，
卻將綜合營造業及土木包工業排除在外，是否有當？ 



綜合營造業承攬營繕工程或專業工程項目問題 

Q：某招標機關承辦「航廈屋頂防水工程」，預算金額為
454206390元，惟招標機關於招標公告知投標廠商資格僅
載明「防水工程專業營造業」，未納入綜合營造業，是
否有不當限制競爭？ 

 →機關辦理採購，其訂定廠商資格，應依採36、37條及投
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辦理，並以確認
廠商具備履行契約所必須能力者為限，不得不當限制競
爭（工程會97.12.9工程企09700492780號）。 

 →綜合營造業或防水專業營造業，均可承攬專業工程（內
政部營建署97.11.21營署中建0973580682號）（台北地
方法院101.1.17北院木總101000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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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限制之爭議 
Q：某機關承辦「教學游泳池新建工程」標案，預算金額59400000元，招標公告

載明允許廠商共同投標：「乙等綜合營造業與乙級電器（氣）承裝業登記證
明」，並明定單獨投標知廠商資格，依營造業法規定之乙等綜合營造業登記
證明（需具有乙級以上電器（氣）承裝業登記證明），惟招標機關定訂單獨
投標之綜合營造業廠商資格，須同時具有乙級以上電器（氣）承裝業登記證
明，有無違反營造業法第25條與政府採購法第37條所定不當限制競爭？ 

 □法令依據及函釋 

   1.營25與採25、36、37條；共同投標辦法；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2.工程會88.9.17工程企8813938號函說明二：「規定投標廠商資格需為甲等水管承裝 

     商、水泥製品業及營造業三業共同投標，則依『共同投標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 

     應允許廠商得單獨投標，該廠商資格須具有三業資格」。 

   3.工程會89.1.7工程企88023064號：單獨投標時，其投標標的及所應符合投標廠商資 

     格，同共同投標廠商。 

 □自來水管線工程：台水公司105.10.4台水工1050029466號 

   1.凡承攬裝修自來水導水、送水、配水管線及用戶用水設備工程，應具承裝商資格。 

   2.地下自來水管2500毫米以上幹管工程屬地下管線專業營造業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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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限制之爭議 
Q：某招標機關辦理「災害修復工程」，於99.7.6第1次開標計8家廠商

投標，招標公告載明廠商資格為甲等營造業，最低標甲廠商（甲等
綜合營造業）報價191.200.000元，低於底價217.210.000元，在核
定底價以內且高於底價80%，招標機關決標予最低標甲廠商，惟未得
標廠商乙廠商書面提出異議，表示甲廠商其承攬造價額度逾越其資
本額10倍，認其決標違反營造業法第23條規定，是否有理？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其屬營造業法所定營繕工程者，機關於決標前
發現營造業投標廠商標價在底價以內，可為決標對象。 

 →高於營造業法所規定承攬造價限額時，其處理方式： 

   1.招標文件已載明不決標此等廠商，不決標予該廠商。 

   2.未載明不決標予此等廠商而決標，通知營造業法主管機關，該廠 

     商如不接受決標，依採購法及招標文件規定處理（工程會 

     98.3.27工程企098000556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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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土木包工業設立與營業 
項次  分類                經營範圍／規範                   備  註 

一 設立 經向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許可、登記 

營第3條第5款 

二  營業登
記 

營業項目統一登記︰在當地或仳鄰地區
承攬小型綜合營繕工程 

第10、11條、細則第5、6條 

三 名稱重
複 

土木包工業辦理跨縣市變更地址，移入
直轄市、縣市登記之土木包工業名稱重
複者，依商業登記法第28條，該移入土
木包工業應先行辦理更名 

土木包工業如因高雄縣市、台南縣
市、台中縣市合併直轄，爰登記名
稱在合併前縣市），名稱有重複如
何處理？ 

四 負責人 須有3年以上在營造廠或工程機關服務，
確有從事建築或土木工程施工經驗者
【附薪資所得稅扣繳憑單】 ，惟仍受
本法第28條限制。  

＊確有從事建築或土木工程施工經 

  驗： 

 指從事營繕工程測量、規劃、設 

 計、監造、施工或專案管理工作。 

＊出具服務證明書或經歷證明書； 

須經法院公﹙認）證 

五 資本額
與承攬
限額 

資本額︰80萬；限額︰6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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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包工業設立與營業 
項次  分類                 經營範圍／規範          備  註 

六 組織或名稱 申請辦理變更地址、跨縣市變更地址、增資、減
資、變更組織或名稱，應先向公司或商業主管辦
理變更，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辦理登記，
由「舊負責人」或「新舊負責人」共同具名。 

 

非公司之獨資或合夥組
織土木包工業辦理『增
資』後商業主管機關核
發之證件登載之「資本
額」認定。 

七 承攬規模 橋樑柱跨距為五公尺以下，建築物高度、建築物
地下開挖深度及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度之規模範
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 

各直轄市、縣市訂定標
準不一，目前由營建署
調查訂定情況 

八 專業工程項
目自行施作 

＊含有鋼構、擋土支撐及土方、基礎、施工塔架  

  吊裝及模版或地下管線工程單一工程項目︰300 

  萬元 

＊含有預拌混凝土、營建鑽探、帷幕牆或環境保 

  護工程單一工程項目︰20萬元。 

＊含有庭園、景觀工程項目︰200萬元。 

＊含有防水工程項目︰50萬元。 

＊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 

  目應置技術士 

＊土木包工業負責人應 

  負責工地主任﹙營 

  32﹚及專任工程人員 

 ﹙營31﹚應負責辦理工 

  作﹙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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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包工業設立與營業3 

◆「越區」︰指跨越工程座落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為準 
           （內71.08.16台內營93415號函）  
  「毗鄰」︰指行政區域劃分之鄰界直轄市、縣（市）。  
◆負責人︰具三年營造業或工程機關服務，從事營繕工程施工經驗        

（內政部營建署92.5.23營署建管0922908443號函）  
◆服務證明書︰ 
 1.在政府機關、公（軍）營機構服務者︰ 
   應繳驗該機關（構）出具載明任職職系說明之服務證明書。 
 2.依法登記開業︰ 
   建築師事務所、技師事務所、營造業、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公民營事業 
   機構營繕單位服務者。 
   ＊應繳驗出具載明任職工作性質服務證明書，應經公證人認證。 
◆經歷證明書︰ 
  應記載實際擔任之工作或工程之名稱、地點、面積、形態及所任之工作項 
  目、起訖時間等，應經公證人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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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包工業實例問題 

◆負責人可否重複設立營造業？可否擔任他營造業股東？ 
◆非公司組織型態﹙獨資或合夥﹚土木包工業名稱可否重複？ 
◆負責人得否兼任其他業務或職務？合夥人可否再次申請另設一家？ 
◆可否經營材料買賣業務？可否申請經營其他相關業務？ 
◆可否承攬工程中專業工程項目（如防水工程）？可否從事承造人

或室內裝修工程？ 
◆負責人出具服務證明，得否採計工程行或企業社施工經驗證明？ 
◆負責人負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地主任之責，可否再兼品管及勞安人

員之職？ 
◆負責人死亡若繼承人未具有3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施工經驗可否繼

承？ 
◆企業社負責人，可否再為設立土木包工業負責人？ 



土木包工業承攬專業工程項目實務問題 

 
◆土木包工業承攬某科技大學之活動中心整修工程及機電工程，其負

責人於工程勘驗時，是否依營造業法第41條規定到場說明？若未到
場有無處分？其完工註記時上限為何？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可否擔任
他營造業之工地負責人？ 

→負責人違反36條規定，予以該3個月-2年停業處分（營63） 

→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應以契約造價金額認定之，並包含營業
稅（內政部98.7.9台內中營字第 0980806333）。 

◆有關丙等營造廠與土木包工業共同承攬某國立科技大學之『產學共
用及智慧型機電工廠防水及修繕工程』、『活動中心整修工程』，
惟於兩工程勘驗或驗收時，其營造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
；以及土木包工業負責人等未依營造業法第41條規定到場說明？若
未到場時各有何處分？其完工註記時上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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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包工業承攬專業工程項目實務問題 

◆某土木包工業於自有一塊地分蓋16棟透天，亦分16張建築執照（
獨立棟），其符合承攬資本額，因皆採包工不包料，亦未申報淨
值，是其淨值如何認定？ 

◆某土木包工業專業混凝土工程（ 泵送、澆置、搗實）單一工程項
目逾20萬元，是否違反營23條規定？ 

◆某土木包工業承攬屬專業營造業項目防水工程70萬元，是否違反
營23條？ 

 →可承攬防水工程（50萬）（內政部營建署95.10.12營署中建
0953580678號） 

◆土木包工業從事室內裝修施工業務，應具備何種專業施工人員？ 

  應由其負責人依室裝管理辦法4、5及營造業法36、32負責辦理（
內95.6.28台內營0950803867號、94.2.21台內營094008168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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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複查及抽查﹙營17、18、55、56、細則20﹚ 

◆申請復查年限: 
  營造業自領得登記證書日起，每滿五年應申請複查。 
  *隨時抽查: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受抽查者:不得拒絕、妨礙或規避。 
◆複查申請:應於期限屆滿3個月前60日內。 
◆拒絕、妨礙或規避複查或抽查者：處違規廠商10－50

萬元罰緩（第55條） 
◆檢附文件:營造業登記證書及承攬工程手冊或相關證明 
           文件。 
◎複查及抽查項目： 
  營造業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相關證件、財務狀況、

資本額及承攬工程手冊內容（第17條）。  
 

 



    營造業管理資訊系統增列通報功能 
  －行政通知，屆期前是否預先行政通知？ 

◆除在系統首頁顯示需「行政通知」相關營造業訊息外，建議亦請於
資料查詢項下增列營造業前開狀態。 

◆內政部營建署101.5.3召開會議結論：原則上於屆期前4個月內通知
業者依限辦理（比照牌照換發通知之作法）。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營造業管理資訊系統』協力廠商－系統
上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所增列『行政通知』功能，原則表示贊同 

 *台北市、高雄市、彰化縣：以E－mail、人工郵寄、傳真或公會通知
、手機簡訊等方式）。 

◆相關函示： 

   內營101.6.11營授辦建1013504617號、101.5.21營授辦建
1013580318號、內101.9.3內授營中101080851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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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查財務狀況計算  

 項   目   公 式（編號） 資料填報與計算（百分比數） 

自有資本率  股東權益淨額（3000）／
資產總額（1000）  

（85.837.686）／（680.224.897）% ＝
12.62%  

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1100）／流動
負債（2100）  

（548.332.253）／（594.387.011）%＝
92.25%  

淨值報酬率  稅後損益（3440）／股東
權益淨額（3000）  

（–19.844.994）／（85.837.686）%＝ 

 –23.12%  

固定資產週
轉率  

銷貨淨額（04【01-02-
03】）／固定資產淨額
（1400）  

（347.351.302）／（24.899.711）%＝
1395.00%  

固定資產週
轉率淨值週
轉率 

銷貨淨額／股東權益淨額 （347.351.302）／（85.837.686）%＝
404.66%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與最近一期營業稅銷售額及稅額申報書，經會計師簽證 

  之財務報表或審計機關審定之結算書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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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綜合營造業評鑑 

◆營造業為何申請評鑑 
1.依據：本法第43條第2項規定【未申請法無明文罰則】。 
2.評鑑目的： 
  ＊升等：乙升甲須有3年第一級評鑑證書，丙升乙須有2年第一級評鑑證書。 
  ＊申請優良營造業：須取得第一級評鑑證書。 
  ＊承攬公共工程：須取得第一或二級評鑑證書。 
3.對象：綜合營造業及認有必要之專業營造業。定其予以評鑑，分三級【第三級不得 
        承攬公共工程】 
4.評定報告書：有效期限1年。【向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辦理評鑑機關（構）、公會團 
              體】申請發給。 
  ◎但發給單位【不得同時為受託辦理該營造業評鑑之機關（構）、公會團體】。 
5.證書：有效期限3年【營造業得於期限屆滿或每年度申請當年評鑑，同一年度內不 
        得重複申請評鑑】（辦法5）。 
  ◆99.12.31以前，營造業得申請補辦92年度至94年度之評鑑；逾期不得申請。 
6.前2年未申請申報淨值： 
  申請評鑑之日【年度】前2年均未申請申報淨值＝列為第三級【不得為升等、承攬 
  公共工程、優良營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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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評鑑項目與基準 

◆項目與準備資料 
1.工程實績：【承攬手冊完成業績登記，最近3年工程竣工累計】 
2.施工品質：【品質良率，施工查核紀錄表與定作人施工品質評量表】。 
3.組織規模：【工程人員畢業證書、技能證照、勞保繳費單據等比率】。 
4.管理能力：【完工驗收證明、使用執照、重大職業災害1人死亡或3人傷害】。 
5.專業技術研究：【費用之收據或發票、最近3年從事】。 
6.財務狀況：【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最近3年平均值】。 
◆基準 
（1）受評為A級標準達4項以上＝列為第1級。B級達3項＝第2級。 
（2）新設立：第1年︰組織規模及財務狀況受評B級＝第2級。 
             第2年︰施工品質、組織規模、專業技術研究及財務狀況受評B級達2項 
                    ＝第2級。 
（3）自行停業後復業：停業前【未申請評鑑或評鑑證書有效期限已屆滿】。 
   ﹙A﹚第1年︰組織規模及財務狀況受評B級＝第2級。 
   ﹙B﹚第2年︰施工品質、組織規模、專業技研及財務狀況受評B級達2項＝第2級  
◆停業中營造業不得申請評鑑，於原因消滅後再申請。 
 



    2.10 營造業停業處理問題 

◆停業期限：法無明文限制（內96.1.17內授營中0960800056號）。 
 *證書與手冊（營20）︰ 
  送繳縣 (市) 主管機關註記後發還（並檢附公司或商業主管機關核發

登記證件）。 
 *未辦理者︰處10–50萬罰鍰﹙營55﹚。  
 *停業期間再行承攬工程者﹙營54﹚: 
  處100–500萬罰鍰，並廢止其許可(營造業自廢止許可日起5年內，其

負責人不得重新申請營造業登記)。 
◆營造業歇業時︰要辦理廢止登記 
◆營造業自行業停業、受停業處分或歇業辦理期限： 
  *應於停業或歇業日起3個月內（細則16） 
◆撤銷或廢止：應進行清算程序（經90.9.26商09002192350號） 
  *必俟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歸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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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成工程之處理 
◆營第21條︰營造業經撤銷登記、廢止登記或受停業處分者 
  *自處分書送達次日起:不得再行承攬工程。 
  *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得委由營造業符合原登記等級、類別者，

繼續施工至竣工為止」。 
◆對未完成工程處理方式︰ 
  *可與業主解約。 
  *委由同等級營造業。 
  Q︰可否委託第3人代為履行保固？ 
◆繼續施工至竣工為止： 
  應由受託廠商概括承受及後續工程。 
 
Q︰原承攬廠商停業處分屆滿時，可否繼續履行工程契約？又有關   
      由接辦事宜，究由原承攬廠商抑或主辦工程機關委由執行？ 
   →依營21規定，無法於處分屆滿日起繼續施作原契約工程。因工程 
     發包施工涉及合約雙方權益問題，宜由契約雙方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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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停業、復業、歇業」  
 
停業期限  公司申請停業或延展開業期間每次最長不得超過

1年，但營造業法及施行細則並無明文限制。 
公司登記及認許辦法第10條
第3項（內政部96.1.17內授
營中0960800056號函）。  

未辦理  期限  自行業停業、受停業處分、復業或歇業時，
應於停業或歇業日起3個月內。  

營第20條、營則16 條 

歇業︰送繳辦理「廢止【解散】登記」  

逾期  處新臺幣10萬–50萬元罰鍰  營55條 

停業期間再
承攬工程 

經撤銷登記、廢止登記或受停業之處分者，自處
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不得再行承攬工程。 

營54條第1項第3款︰「處
100–500萬」 

未完成工程
處理  

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得委由營造業符合原
登記等級、類別者，繼續施工至竣工為止」。 

營21條，可與業主解約或委
由同等級﹙概括承受﹚ 

撤銷、廢 

止、解散  

公司經主管登記機關廢止登記應進行清算，待清算完結後，其法人才正式消滅  

依公司法第24條規定：「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依規定
選任清算人，辦理清、決算事宜。」  

＊撤銷：自始無效【溯及既往失效】 ＊廢止：嗣後無效【不溯及既往】 

次日起 1.民間工程不得報開工及勘驗。2.公共工程不得參加投標。 

3.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自己不得施工，必須委託同等級的營造廠代為施工。 



營造業停業期限與出入登記問題 

 Q：某丙等營造廠於92.3.13換證後隨即辦理停業，未依法（
92.2.7）實施後1年內換證（綜合營造業），因該廠商每年辦
理續停至101.11.25擬向主管機關申請復業，該廠商申請辦理
復業，又該廠商亦未於98.2.8時辦理複查，可否向主管機關
申請復業並同時辦理複查？ 

       思考問題 
1.營造業法施行後，自行停業是否有無期限？ 
2.自行停業後是否需每年至主管機關再申辦？ 
3.無需每年申辦停業自何時施行？ 
4.營造廠商負責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須否每年於其承攬工程所在

地政府機關辦理出入登記？ 
5.營造業停業期間，是否要申報淨值？可否復業時再補行申報？ 
6.廠商未於98.2.8時辦理複查，可否請求採逐案簽章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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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丙等營造業逐案簽章報備登錄 
 ◆法令依據： 

1.營66第4項：「…。該建築師或技師不得設立事務所或受聘於技術顧
問機構，且技師應加入公會後，始得為之。 

  *應於每次受理委託簽章後:逐案向工程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登錄。 

2.建築師或技師受丙等綜合營造業委託執行委託執行綜理施工管理簽章
報備登錄及收費辦法（內97.10.24台內中營0970808495號發布） 

◆應檢附文件： 

  *受託簽章建築師或技師:應攜國民身份證正本親至簽名。 

  *影本:請核公司大、小章（技師資料影本核技師章）。 

●CC1請至本府網站【桃市政府→一般入口→（機關網站）建管處→表
單下載（受委託同意書予切結書）→表單名稱“綜合營造業登記（
變更登記）相關申請書表”】或營建署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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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級逐案簽證申報事項與檢附文件 

◆受委託主任建築 

師或主任技師何 

時登錄？應於開 

工時向工程所在 

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登 

錄相關資料。 

◆所有表格一律電 

  腦登打，所有影 

  本皆須蓋公司大 

  小章，主任技師 

  資料蓋技師章： 

 (若影本資料過多 

 ，可以印雙面) 

          民間建築            土  木  

1.合約書，重點影印(封面、工 

  程稱、工程地點、契約金額 

  和甲乙雙方用印)。 

2.建築執照影本（土木免附）。 

3.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資料 

  (正、反面，影本)： 

 A.主任建築師：建築師證、身 

   份證。 

 B.其他科別主任技師：技師證、 

   身份證、會員證。 

4.CC1。 

5.手冊(先行填寫於手冊內頁， 

  並先蓋業主章、主任技 

  師須至市府親簽)。 

6.切結書。 

7.審查費：900元  

1.合約書，重點影印(封面、工 

  程稱、工程地點、契約金額 

  和甲乙雙方用印)。 

2.開工報告(函) 

3.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資料 

  (正、反面，影本)： 

 A.主任建築師：建築師證、身 

  份證。 

 B.其他科別主任技師：技師證、 

   身份證、會員證。 

4.CC1。 

5.手冊(先行填寫於手冊內頁， 

  並先蓋業主章、主任技 

  師須至市府親簽)。 

6.切結書  

7.審查費：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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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訂定逐案簽證處理方式 

Q︰甲營造廠承攬乙區公所之「公園興建工程」，工程期間委託丙技師執行綜
理施工管理簽章事宜，嗣完工後乙提供相關資料予市政府﹙開工報告、完
工報告、初復驗驗收紀錄、計畫書送審核章表等資料﹚。依所提資料顯示
，皆有丙到場配合簽章，惟查甲將本案工程竣工登載承攬手冊辦理註記時
，經工程所在地主管機關查獲，並無於開工時將逐案簽章丙向報備登錄，
遭以違反本法第61條第3項規定處罰，是否有理？ 

A︰營造業因受理委託技師或建築師登錄備註期限逾開工時有相關處分 ，且丙
等綜合營造業所委託辦理逐案簽證工程，未依規定於開工時辦理註記，亦
有處分。 

   營造業本法61條第2項未使其在場︰「予以營造業3個月至1年停業處分」  

   技師61條第3項︰「予以警告或2個月至2年停業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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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營造業法實務問題 
      1.同一營業地址實例問題 

Q：某丙等綜合營造公司於其為公司營業登記之營業地址
，再於同一地址又設置另一家土木包工業二家以上同
業務性質公司登記，丙等綜合造業與土木包工業同時
參與機關承辦「水管線改善工程採購案」投標，因廠
商地址相同，被機關認定為「不同投標廠商間的投標
文件內容重大異常關聯」，遭違反法令行為並沒收押
標金，是否合理？     思考問題︰ 

 1.同一地址可否申請登記二個以上同業務性質公司？ 
 2.兩家公司同時參與標案投標會否認定為「重大異常關 
    聯」？ 
 3.會否違反法令行為並沒收押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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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營造業執照可否為拍賣標的 

Q：某綜合營造業針對營造業許可、公司登記及變更登記作相
關之規定，將營造業牌照股權轉讓予他人，因該廠商欠稅
2000萬元未繳納，且涉有所得稅法執行事件，遭行政執行
署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其適法性？ 

          思考問題： 

1.營造業執照（登記證書）可否轉讓股權？ 

2.營造業所持執照可否為強制執行拍賣標的物？ 

3.營造業登記證書有無具備財產價值？ 

4.營造業法或其他法令有無明文規定？ 

5.該受讓廠商是否概括承擔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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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承攬私人營繕工程 
 
Q︰甲等綜合營造業其承攬乙私人建築營繕工程，其工程總金額為6億

元，該公司資本額為5千萬元，依法承攬單一工程承攬造價限額為其
資本額之十倍，定作人擬將其分基礎工程、結構工程、室內裝修工
程等三部分，可否依定作人之意，將其分基礎（結構）工程與室內
裝修工程等部分分開發包並簽約施作，其承攬手冊如何記載？ 

             思考問題：  
1.甲單一工程資本額10倍與淨值20倍，是否同時受限制？ 
2.基礎工程、結構工程、室內裝修是否一整體建築？ 
3.工程是否一建照執照一合約訂定，可否將該等工程分開簽約施作？ 
4.可否將室內裝修部分分開發包並簽約施作？ 
5.甲就本件工程完工結算金額，其業績如何記載？ 
6.甲於工程施工中可否辦理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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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營造業承攬民間連棟建築物問題 

Q.某丙等綜合營造業擬承攬民間連棟建築物，其工程造價金
額6000萬元，惟某市府擬將拆為3個建造執照並分3個合約
發包，皆由該廠商為承造人，將建築承造完竣後，是否違
反規定? 

         思考問題︰ 
1.同一建案其合約依法「可否直接作成3本合約」？ 
2.承造完竣，是否有違承攬限額規定？ 
3.何種情況下可分拆合約發包？ 
4.可否採聯合承攬並同為承造人？承攬造價限額多少？ 
5.屬聯合承攬時承攬限額計算為何？  
6.承攬工程手冊工程記載表如何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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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單一契約承攬複數建照建築工程問題 

◆某丙等綜合營造業承攬一連棟式建築工程，該工程分屬有兩建照執照，
承攬造價限額符合其等級造價限額(2250萬)，然業主同時以一契約發包
予該廠商，係以單一契約方式承攬複數建照建築工程時，該廠商如何處
理（內政部營建署100.12.23營署中建1000077954號函） 

          思考問題︰ 

1.該工程分屬有兩建照執照，業主可否同時以一契約發包？ 

2.承攬總價是否需符合其該等級承攬造價限額之限制？ 

3.逾其等級承攬限額時，可否將工程合約拆成2件簽約? 

3.承攬手冊記載係採分開或合併辦理？ 

4.該工程業績如何認定？ 

 

◆某丙等營造廠承攬A棟透天厝、B棟透天厝，惟AB棟分別為建築築照，但
廠商卻以一契約簽訂承作，是否有限額造價限制？有無逾越承攬限額而
受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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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借(冒)營造業牌照投標處分問題 
 
Q：某甲使用乙營造業登記證書或承攬工程手冊，參與工程案投標，若

該工程案開標時因故宣布廢標或未得標，然借(冒)用營造廠牌照參
與投標而經營營造業務者，該營造業是否符合本法第54條規定？如
移送法院審理，檢察官以緩起訴處分，該廠商是否有罪？營造業業
經法院刑事判決借牌之事實處罰在案，得否再依營造業法處罰？  

           思考問題: 
 1.有無違反採第87條第5項後段之刑責？ 
 2.若經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時，是否為有罪判決？ 
 3.緩起訴處分是否仍應刊登為不良廠商？ 
 4.經依採購法刑事處罰，得否再依營造業法處罰及廢止許可登記？ 
 5.是否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適用？ 
 6.機關依刑事判決沒入或追繳押標金，有無時效消滅適用? 
 7.工程行或企業社使用他人營造業參與投標，有無處分? 
 
 
 

 



   借(冒)用牌照法律處分 

◆營造業使用他人營造業登記證書或承攬工程手冊，參與工程案投標: 

   無論是否得標，已有經營營造業業務之行為，已符合營第5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內
政部104.1.16內授營中1040800123號、97.11.27內授營中0970809403號）。  

◆行政罰法24Ⅰ：「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緩者，依法定罰緩最高規定
裁處」，此規定適用係以一行為同時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為前提。但營造業者同
時觸犯刑事法律（政府採購法）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營造業法）並無此條規定適
用（法務部97.11.10法律0970038040號） 

◆押標金追繳時效起算點－管制性不利處分，但時效自何時起算行政程序法未規定，應
類推適用相關公法或民法（行政法院52判345、大法官釋474、新北地院102簡102號
）（行政程序法131Ι、Π） 

 *民法128前段與197Ι於「損害賠償請求權」起算：「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
義務人時起」。 

  1.自機關知悉：收受審計部函送緩起訴。 

  2.自債權成立：自押標金返還日（民315、28上1760） 

  3.自請求權可行使時：法律上無障礙（63台上1885、97台上1027、99台上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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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營造業合併實務問題 

Q︰甲公司為甲等綜合營造業，與乙公司依據企業併購法進行合併，惟
乙公司原非營造業公司，但合併完成後作為存續公司並繼受經營甲
公司之綜合營造業務。 

      思考問題︰ 
1.營造業辦理合併申請案程序為何？ 
2.合併後以乙公司為存續公司，可否使用甲消滅公司之名稱？ 
3.合併後乙存續公司是否概括承受甲消滅公司之權利義務？ 
4.甲營造公司與乙一般公司合併後，如以乙公司為存續公司，該乙公司

是否得承受甲消滅公司原登記之營造業等級及業績？ 
5.合併後乙存續公司，可否繼續經營甲公司之營造業務？ 
6.其原甲營造公司之獎懲是否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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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營造業承攬拆除工程高度認定 
 

Q︰有關丙等綜合營造業承攬拆除工程之建築物高度25
公尺，是否與「營造業承攬工程規模認定辦法第4條
」規定有違? 

      思考問題： 
 1.該工程是否適用營造業法？ 
 2.是否屬於「營繕工程」？ 
 3.且承拆人是否應具備營造業資格？ 
 4.可否依營造業法第23條規定申報淨值？ 
 5.是否記載承攬手冊？ 
 6.「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

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之營造業承攬造價限
額及規模範圍，是否適用於拆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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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營造業專業人員設置與案例分享 

    3.1公司負責人﹙營第3條第8款﹚ 

◆負責人： 
  （1）無限、兩合－股東。               （2）有限、股份有限－董事。 
  （3）獨資組織－出資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4）合夥組織－執行業務合夥人。 
  （5）公司或商號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負責人 
 ●公司法8：在執行職務範圍內 
   *無限、兩合－股東。有限、股份有限－董事。 
   *股份－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等。 
   *公司經理人或清算人。 
 ●公司經理人︰由公司或商號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民553﹚。 
   →經理人損害賠償責任︰因違反法令、章程致公司受損害時，對公司應負賠償責 
     任﹙公34﹚。 
   →勞基法︰勞工。公司法︰委任  
◆負責人變更：應以變更後負責人為限制出境對象 
     【97.8.13稅捐稽徵法已修個人100萬、營利事業200萬如：董事長、董事】。 
   →變更後原負責人仍屬於該營利事業【受僱人、股東、合夥人或為變更後負責 
      人之配偶、三親等以內親屬】應繼續限制出境。 
◆負責人不得重複：（營34.28 細則19） 
   營造業負責人不得為其他營造業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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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負責人定義及違規問題 

                定義／類型                  罰  則 

定義 營3第8
款 

股東﹙無限、兩合﹚、董事﹙有限、股份﹚、
出資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獨資組織﹚、合夥人
﹙合夥組織﹚、經理人﹙公司或行號﹚ 

經理人︰ 

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經副理、特別助理、計
畫主持人、 計劃經副理、專案經副理。 

公8 股東﹙無限、兩合﹚、董事﹙有限、股份﹚、
監察人、發起人﹙股份﹚、檢查人、重整人或
重整監督人 

非屬經理人︰ 

襄理、組長、總工程師、計畫工程師、專案工程師 

兼職 

 

營28 

【營58
條】 

 

為其他營造業之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
主任 

處20萬–100萬罰鍰，通知營造業限期辦理解任 

屆期不辦理者，營造業處20萬–100萬罰鍰。並 

  得繼續通知該營造業辦理解任。 

屆期仍不辦理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Q︰具有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品管人員、
職業安衛人員之資格可否專任？兼任？ 

告知 營37、
38 

未告知定作人施工困難或公共危險 處幣5萬–50萬罰鍰【營59條】 

 未即時處理公安 

公司
欠稅 

營造公司欠稅達「限制欠稅出境實施辦法」金額標準，
公司章程未有規定或未經選任清算人時，應以全體股東
(有限公司)或全體董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制出境對象
【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應繳各項稅捐，未依限繳納時，依稅捐稽徵法第20
條，於滯納期滿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財政部
96.4.16台財稅09604522400﹚ 

→97.8.13修正公司﹙200萬﹚個人﹙100萬﹚ 

法人
消滅 

＊公24條解散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 

  依規定選任清算人。 

＊撤銷或廢止登記公司，應進行清算程序，必俟清算 

  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歸消滅﹙公83、民42第1項﹚ 

最高法院81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經濟部
90.9.26商090021923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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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專業人員定義（營3第9–11款） 
1.專任工程人員（第3條第9款）：104.2.4修正 
  受聘於營造業之技師或建築師﹙未開業﹚，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施工技術

指導及施工安全之人員。 
   技師者應稱→主任技師、建築師者應稱→主任建築師 
  ﹙1﹚勞健退保、薪資所得、差勤工作紀錄者 
  ﹙2﹚與營造業有僱傭關係﹙依勞基法『勞動契約』不得強迫其訂定定期 
       契約﹚ 
  ﹙3﹚無需領有執業証【只需證書】   
  ﹙4﹚執行本法第35條工作，第41條勘驗﹙查驗、估驗、驗收﹚在場說明 
       並簽章 
2.工地主任（第3條第10款）： 
   受聘於營造業，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工地事務及施工管理之人員。 
  ﹙1﹚受聘丙等為專任工程人員【98.2.8止】 
  ﹙2﹚受聘本法第30條工地主任設置『執業證』【一定金額或規模】 
  ﹙3﹚應加入公會  



   專業人員定義（營3第9–11款） 
3.技術士（第3條第11款）： 
  領有建築工程管理技術士證或其他土木、建築相關技術士證人員  
  ﹙1﹚分3階段實施93.95.97年﹙99.5.25修正﹚ 
  ﹙2﹚適用範圍包含公、私有專業工程之特定施工項目 
  ﹙3﹚專業工程各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日誌應記載→技術士姓名、證 
       書字號及該技術士簽名或蓋章 
  （4）營造業專業工程項目應置技術士（營33）： 
     →違者：予以警告或3個月-1年停業處分（營56） 
  （5）技術士依權責於工地現場依其專長技能及作業規範進行施工操 
       作或品質控管（營29）： 
     →違者：按情節重大，予以3個月-2年停業處分（營53） 
Q：有關建築師公會建議就『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記錄』及『

建築物施工日誌』中，就技術士簽章欄位需落實執行，是否可行？ 
  →依「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應致之技術士種類比率或人數標準表」備

註略以：『技術士失衡時，由中央主管機關召集相關公（工）、協會協商調
整工程規模及設置標準』，需評估目前各該職類技術士人數，是否符合市場
需求（內營105.3.24營署建管10529034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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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專任工程人員規範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應為繼續性從業人員，不得為定期契約勞工，並不

得兼任其他業務或職務。 
 ★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兼任教學、研究【每週8小時】、勘災【緊急性勘

災工作】、鑑定【公會指派或輪派】或其他業務、職務者。 
 →營造業負責人知其專任工程人員有兼職情事，應通知其辭任；屆期未辭任

者，應予解任（營34） 
1、定義：擔任「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人員」 
2、受聘：土木、水利、結構工程技師或建築師（未開業）。 
   但測量、環工、大地或水土保持等技師，必須修材料力學、結構學、鋼筋

混凝土學、土壤力學、測量學等五門學科﹙第7條﹚。 
 →修習土木建築相關學程－30學分。 
   具2年土木建築經驗。若已受聘者【2年內提出回訓補修學分證明】。 
 →土木包工業負責人3年土木建築工程施工經驗【綜合及專業則無】。 
Q：營造廠聘任技師或建築師，其工程經驗年資計算為何？ 
   A：依營7及細則3規定:「2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從事營繕工程測量

、規劃、設計、監造、施工或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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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工程人員規範 
3、入會：受聘技師應加入【各該營造業所在地之技師公會】，始得受聘（如：營造 
         桃園市變更台北市，應另加入北市公會）。 
 ＊『建築師』受聘並無應加入公會規定（95.9.12營授辦建0953580629號）。 
 ＊營造業所在地未設該專任工程人員科別技師公會，得加入【鄰近公會】（92.6.24

內授營建管0920087480號）。 
4、專任：（本法34）（本法61）。 
  （1）僱庸關係存在：應於3日內辦理勞健保、退休金手續。 
  （2）行政法院75判2257號判例： 

 「凡辦公時間內全部在聘僱機關服務或受聘僱用機關之支配於室外服務，並依
規定支領全部時間報酬者屬之。如僅以部分時間為聘僱用機關工作，支領車
馬費或研究費等其他報酬者，應非專任人員，並無按日計酬，按時計酬、按
件計酬之分別」。 

5、職責：依本法35、37－39、41賦於職責。 
6、陪同勘驗︰查驗工程→包括工程估驗及工程查核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地主任』於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查驗（包括

工程估驗）、或驗收工程時（包括查核），應在現場說明並於文件上簽章（
93.9.21台內營093008653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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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或因故不能執行業務『如短期出國、重病』 
（本法34） （本法61）  
 

◆因故不能執行：短期出國或重病或停止執行營造業業務處分﹙本
法40﹚。 

   應於15日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以核備之日為生效日期（細
則20）→另聘：於3個月內。 

 Q︰專任工程人員因故請假，可否另聘技師代理其職務至其復職為
止，不必辦理解聘手續？「離職或3個月以上，營造業應另行改
聘」 

◆違反（本法56）－營造業【予以警告或3個月－1年停業處分】。 
◆另聘期間有繼續施工工程（本法40第2項）： 
   應委由符合營造業原登記等級、類別且【未設立事務所或未受聘

於技術顧問機構或營造業之建築師或技師擔任】＝亦即『原專任
工程人員或待聘者』應於辦理備查時，一併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但應加入技師公會，始得為之（94.9.9營署中
建0940042587號）。 



 專任工程人員離職證明問題 

◆專任工程人員因公司停業或他遷不明，自請註銷離職登
記（93.10.8營署建管0932915994號）： 

﹙1﹚需檢具已自受聘營造業離職證明文件： 
     公司出具離職證明書或勞健保登記資料或足資證明  
     已離職證件。 
﹙2﹚營造業經撤銷、廢止或辦妥歇業登記： 
     經查屬實者，其離職日以其撤銷、廢止或辦妥歇業 
     登記日期為準。 
﹙3﹚營造業停業或不知去向： 
     經查屬實者，以專任工程人員提出【離職註銷申請 
     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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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工程人員短期請假及代理辦理 
＊請假日前15日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如經地方政府查明確有緊急情事，得由

各地方政府彈性應變調整處理（併請檢附營造業登記證書及承攬工程手冊
印鑑頁影本）內政部103.01.16台內營1030800188號、內103.02.10台內營
1030800660號函 。 

 1.短期請假及代理︰每年30日為限，可分次申請。 
 2.得委由︰符合營造業原登記類別技師擔任，並負連帶責任。 
 3.代理︰以代理1人為限 
   ＊請假及代理專任工程人員須經受雇營造業負責人簽章同意。 
 4.主管機關同意備查︰ 
   ＊應註記請假及代理技師相關資料於內政部營建署所建置營造業管理資訊 
     系統並副知雙方及營造業。 
 5.辦理︰ 
   得以親自到場辦理簽章或以檢附雙證件（身分證及健保卡『或駕駛執照』）

方式辦理。 
 6.註記︰ 
   需於承攬工程手冊中辦理註記（審查費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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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工程人員處分 
1.專任工程人員違反34、35、41條或第66條第4項受委託技師規定處分： 

  予以警告或2個月－2年停業處分【受警告處分3次，亦同】。 

2.專任工程人員﹙技師﹚受託簽章︰  

  違反35條或未加入公會或受理委託簽章後未逐案向工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報備登錄者→予以警告或2個月–2年停業處分。 

3.營造業負責人『明知』所置專任工人員違反第34條第1項或第41條第1項規
定；未通知其辭任、未予以解任或未使其在場者： 

   予以該營造業3個月—1年停業處分。 

4.離職或因故不能執行業務（營40Ⅰ）︰ 

  營造業應於15日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於3個月內另聘。 

＊違反規定（營56）： 

   營造業【予以警告或3個月－1年停業處分，營造業於5年內受警告處分3
次者，亦同；5年內受停業處分期間累計3 年者，廢止許可】。 

＊停業中之營造業，因其無營業之事實，得免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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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工程人員執行業務問題 

Q：某廠商因聘專任工程人員離職後逾3個月內未依規定另
聘專任工程人員，事涉違反營造業法第40條規定，依同
法56條提送營造業審議委員會予以處分？又若該專任工
程人員請假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因有數個工地進行施
工查驗，可否同時委由代理1人或數人？ 

1.主辦機關辦理查驗時，未到場是否可繼續辦理查驗？ 
2.受委任專任工程人員可否同時兼任於5個工地？ 
3.是否應於工地每一施工日到場？ 
4.爰聘專任工程人員離職於多少日內報請備查？未報請是

否有罰則？ 
5.受委任專任工程人員是否需加入該受聘公司全民健康保

險或勞保？ 
 
 
 



  分包廠商專任工程人員簽章問題 

Q：某標案原為統包案，其設備商與土木承包商共同承攬，
但土木承包商不繼續承作，所以其專任工程人員撤走，造
成設備廠商得自己聘任專任工程人員，但其非營造業資格
是否可聘置專任工程人員？若主包商非營造廠但分包商是
營造廠，其聘用專任工程人員可否全案工程簽證負責嗎？ 

  →因分包商只能就分包商工作範圍不能對全案。 

 

Q：某丙等綜合營造業因聘任技師離職，有一件工程已完工
但未驗收，到驗收時可否請代理專任工程人員執行職務？
是否要新聘？有無離職後3個月內另聘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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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應置工地主任問題（細則18）  

◆擔任專任工程人員留任至98.2.8止（落日條款） 
1.一定金額：5000萬元（離島1億元）  
2.一定規模：建築物高度36M（約7層樓）、建築物地下室開挖10M、地下2層 
            樓）、橋梁柱跨距25M（每案） 
3.違反聘置規定：按其情節輕重（營56） 
  警告或3個月–1年停業處分【營造業5年內受警告處分3次者；亦同】 
4.陪同勘驗： 
  工程勘驗、查驗或驗收在現場說明時查核其執業證(營30、41)。 
5.任職：施工期間【不宜同時兼任二處以上工地】。 
6.聯合承攬：廠商各聘任一人。 
7.專業營造業：達工程金額或規模，仍應設置。 
◆證照取得途徑：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合格【參訓220小時】中央勞工行政  
                主管機關技能檢定【營造工程管理甲級技術士證】 
◆回訓換證：每4年換領職業證【32小時】 
 



   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問題 
◆台南市自104.9.14起領有建築執照工程辦理申報開工時，應檢附「台南市建

築工地登革熱防職工作計畫書」及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參加台南市「建
築工地登革熱防治宣導講習證明書」： 

  1.設置：金額與規模 

  2.聘置問題：室內裝修、專業營造業、關係企業、聯合承攬、資格限制（大 

              專具建築土木）、專兼職、65歲受聘。 

  3.丙等逐案簽章 

    （內103.1.2台內營1020811562號、98.3.23台內中營0980801950號） 

◆營造業負責人有工地主任資格，公司遭停權或停業中，可否受聘其他營造廠
單位工地主任？ 

◆工程於契約終止後結算階段，是否仍需聘工地主任？若未達契約金額2000萬
元時，是否要至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 

  →結算階段，仍需指定專人辦理營32條所列工地主任應辦勘驗及驗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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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地主任請假代理方式 
◆工地主任為營造業所聘用，與營造業屬勞雇關係，其請假規定

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內政部營建署
103.6.17營署中建1033580411號） 

◆請假代理人資格及規定： 

  1.領有營造業中央主管機關核發執業證者 

  2.無兼任其他需置工地主任之工地及職務者 

  3.請假及代理，應由營造業主報請工程主辦機關（或單位）及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備查 

  4.代理人於代理期間應負該工地主任法定工作及職責（營32） 

●工地主任與工地負責人區別？工程會98.9.25工程管
9800401050號 

  1.工地主任：依營造業法規定為法定名稱（營3第10款） 

  2.工地負責人：依工程契約辦理（契約範本9第1款第1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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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主任報備切結書 
                  工 地 主 任 切 結 書 

     本人          受聘於                 公司，為承攬                                        
招標案之工地主任，施工期間預定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對於工地主任之責任，包括刑事、民事與行政責任
，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令規定，並願確實遵行。 

                   立書人工地主任： 

                   身分證字號： 

                   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 

                   公會會員證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號： 

                   承攬廠商： 

                   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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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人員常見違反營造業法案件態樣  

處分對象          違規類型              罰  則  

專任工程人
員 

˙專任工程人員兼職 

˙專任工程人員未盡職責 

˙專任工程人員未配合勘驗、查驗或驗 

  收說明【營第34、35、41條】  

專任工程人員予以警告或2個月–2年停止 

執行營造業業務處分。 

【營第61條第1項】 

˙逐案簽章逾期報備 

【營第66條第4項】  

予以警告或2個月– 2年停止執行營造業 

業務處分。【營第61條第3項】  

工地主任 

 

˙工地主任未盡職責【營第32條】 

˙工地主任未配合勘驗、查驗及驗收
【營第41條】  

予以警告或3個月–1年停止執行營造 

  業業務之處分。 

受警告處分3次者，予以3個月–1年停 

  止執行營造業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行 

  營造業業務處分期間累計滿3年者，廢 

  止其工地主任執業證。 

工地主任執業證自廢止之日起5年內， 

  其工地主任不得重新申請執業證。 

   【營第6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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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主任聘置實務問題 

Q1︰某機關承辦建築物12層樓防水工程之修繕，該工程
總金額為1300萬元，就其工程規模之建築物高度逾50
㎡，該防水工程施工期間於工地是否聘置工地主任？ 

 
Q2：某學校辦理大樓修繕工程，其金額為1200萬元，惟

建築物高度22公尺，其廠商資格定為乙級營造業以上，
是否有理？ 

  依建築法第9條規定：建造行為：新建、增建、改建、
修建。 

 
Q3：某機關承辦『橋樑改善工程』橋梁柱跨距30公呎工

程規模，工程金額為2100 萬元，廠商資格定為甲等綜
合營造業是否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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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地主任執行業務問題 

Q︰某甲級綜合營造業承攬「市府中歷區人行天橋工程」案，該工程決標
金額為3500萬元，其人行天橋橋柱柱跨距逾25㎡，該廠商是否依營造
業法第30條規定，於施工期間聘置工地主任？該工地主任施工期間可
否兼職? 

1.專任於一處工地？完工或驗收結算? 
2.兼任該營造業其他公司董、監事職務？ 
3.負責人得否擔任該公司工地主任？ 
4.聯合承攬工程，是否需各自設置？ 
5.登記其關係企業工地主任資格者？ 
6.專業營造業達一定金額或規模？室內裝修工程? 
7.營造業停業期間，可否為他公司工地主任 ？ 
8.逾65歲退保，遭機關認未加保勞保拒絕聘置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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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主任聘置相關規定 
     類型              規範         函釋 

1 專任工地 工地主任不宜同時兼任二處以上工地 內政部95.10.20台內中營
0950806186號 

2 負責人具有
資格 

可擔任該公司工地主任，於法尚無不符，
但以一處工地為限 

內政部102.2.19台內營1020083567
號 

3 兼職 對於其他公司之業務或職務亦不宜兼任 內政部營建署100.10.21營署中建
1003510303號 

4 關係企業 必須受聘於該營造業，不得以關係企業
內具有工地主任資格者派兼 

內政部96.01.08台內中營
0950808027號 

5 職災保險 年滿65歲以上已領勞保老年給付者，若
再受雇，不能在單獨加入職災保險 

勞動部102.5.14勞保3字第
1020140110號令 

該解釋令於102.10.16勞保3字第
1020140540號函釋廢止 

6 停工或辦理
工程中止 

建築工程因故中止，該工程申請部分使
用或部分拆除時，仍有施工行為，且該
承造人（營造業）仍應負施工管理之責 

內政部97.10.08內授營建管
0970807927號 

7 聯合承攬 應於聯合承攬協議書所載各自設置 內營101.3.23營署中建1013501862
號 



  工地相關人員專、兼職問題 
 

◆工地人員本工地或本標案（同期間跨工地或其它標案） 

  *工地主任、品管人員、安衛管理人員（法令規定不可跨工地或標案） 

  *品管與工地負責人（兼職－依契約、法令未特別規範或有討論空間） 

◆廠商執業技師已為專任工程人員是否可兼任品管人員？ 

  專任工程人員未經品管訓練仍可擔任承包廠商品管人員（要點4、6），未達2千
萬工程適用（103.12.29修正），除工程契約另有規定外，仍得兼任品管人員
職務（工程會105.9.22工程管10500296170號函） 

◆營造業「工地負責人」於標案執行期間，可否兼任其他標案「品管人員」？ 

  →應依個案契約約定並參酌相關規定辦理（工程會100.10.25工程管 

     10000389050號） 

◆工程行負責人可以兼任品管人員與勞安人員？土木技師可以當專任工程人 

  員兼工地主任？(內政部92.10.02台內營0920089067號函釋) 

  →兼任該營造業公司之業務或職務,係屬公司內部業務考量及人力調度, 非不得
兼任其他業務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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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地相關人員專、兼職問題 
 

◆營造業承攬公共工程未達設置工地主任，其公共工程告示牌所列工地負責人
，是否須為工地主任（是否須於勘驗、查驗或驗收工程時到場說明）？ 

◆營造業負責人可否擔任他營造業工地負責人，是否違反營28條規定？ 

◆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可否擔任他營造業工地主任?若停業期間可否擔任他營造業
工地主任？ 

◆2千萬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品管人員，可否由營造業負責人兼任？ 

◆品管人員得否兼任工地主任或勞安人員?可否於負責工程申報完工後改登錄其
他工程？ 

◆工程行負責人可以兼任品管人員與勞安人員？土木技師當專任工程人員可否
兼職工地主任？ 

◆工地主任於負責工程申報完工後(尚未驗收),廠商可否要求於主管機關系統內
或行政程序上先行登錄或同意為“解職”(解除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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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相關人員專、兼職問題 

◆兼任該營造業公司業務或職務,係屬公司內部業務考量及人力調度, 尚非不得
兼任其他業務或職務(內政部92.10.02台內營0920089067號函釋)。 

*公共工程設置「工地主任」為營造業法規定（營30），「工地負責人」依工程
契約辦理（採購契約範本9第1款第1目指派適當代表人），機關得於契約規
定於勘驗、查驗或驗收工程時到場說明（工程會98.9.25工程管09800401050
號）。 

*工程招標文件規定置品管人員且約定應專任（專職）於品管業務，不得兼任該
公司其他職務（含營造業負責人），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行職務（98.10.27
工程管09800436080號）。 

◆對不需「專任」品管人員工程，得「兼任」者，作業要點對其具有其它身分
並無限制，惟限於公司法第222條規定公司監察人須以超然立場行使職權，
而不得兼任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等職務。」（98.11.16工程管字第
09800507030號） 

◆營58：20－100萬罰緩（得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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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契約工程專業人員兼職 

◆某廠商承攬高市養工處「105鳳山等7區公園公園鋪面及木棧平台設施維護改
善及緊急搶修工程（開口契約）期間」，工程採購契約罰則補充說明3.4.5
條：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所聘工地負責人、工地主任、職安人員、專
任工程人員或專任品管人員等，經有兼任其他職務（工地負責人、工地主任
、品管人員、監造人員、工程人員、職安人員）者，扣罰違約金。該廠商工
地負責人兼任該處其他工程，遭承辦單位政風查報每日扣罰違約金1000元，
且自開工日起至無建任情事止，是否有當？ 

 ◆開口契約（以年為單位） 

  ＊目的：可節省每次辦理維修標案之行政程序 

  ＊常用：經常養護或緊急搶修工作（災修工程） 

  ＊招標：最低標決標 

  ＊契約：採用「預約式」（不定期履行、不確定數量） 

  ＊履約：數量不確定 

  ＊價金：採實作實算 

  ＊次數：不限次數，隨時通知履行（工作項目、內容、價格及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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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工地人員專兼職 

◆法令對執行工地人員（工地負責人、安衛或品管人員）有規定應「專職」
限制者，無論就「身分」或「標案」並無除外之情形，均不得兼任。  

 ●安衛人員兼職問題： 
「職安衛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3：「事業雇主管理人員（100人－專
職），不應常駐現場執行業務得兼任其他與勞工安全衛生無關工作。 

 ●工地負責人兼職問題： 

  *兼職規定:預算金額未達2,000萬，於徵得機關同意後得為兼任。 

  *應切結其兼任: 

    工程限於市(縣)府地區工程，並以兼任3項工程為限，兼任其他標案工程   

  *工程需依營30設置工地主任時，工地主任不宜同時兼任二處以上工地。 

 ●品管人員兼職問題： 

  *品管理作業要點:對品管人員兼職（2000萬），應切結限於兼職市(縣)府
地區工程，且兼職標案以三案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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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相關人員跨工地或標案專兼職 

                               同期間跨工地或其他標案 

本工
地或
本標
案 

工地人員 工地
主任 

品管人員 工地負責人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專職 非專職 專職 非專職 

﹙兼職﹚ 

工地主任 × × × × × × 

品管
人員 

專職 × × × × × × 

非專職 × × △ △ × × 

工地負責人 × × △ △ × × 

安全
衛生
管理
人員 

專職 × × × × × × 

非專職 × × × × × × 

說明 「○」可互兼. 「×」法令規定不可跨工地或標案.  

「△」 契約法令未特別規範或有討論空間 



             實務問題 
Q：某丙等廠商承攬北市府圖書館104年度成功民眾閱覽室屋頂防水工

程，因工程契約第9條規定及其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
工表，經查施工期間廠商提報工地負責人，於104.9.21至104.12.9
專任期間兼任其他職務並於其他工程兼任3案以上，與規定不符，
涉有違規兼職情形罰扣違約金1日2000元，是否有當？ 

1.工地相關人員可否專、兼職或停工期間可否解職？ 

 →工地人員本工地或本標案（同期間跨工地或其它標案） 

 →工地主任、品管人員、安衛管理人員（法令規定不可跨工地或標案） 

2.品管與工地負責人（兼職－依契約、法令未特別規範或有討論空間） 

Q：某丙等營造業承接機電工程屬《營造業》之【電路及管道工程業】，
勞工人數目前不到30人，惟某機關公共工程施工安全衛生須知，要
求廠商依法設置職安衛乙級管理員，是否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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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兼職實務問題 

Q：營造業負責人應專職專責於其職務，是問︰ 

1.可否擔任其他公司或工程技術顧問業之監造人員？ 

2.可否兼任營造業其他職務或其他公司董、監事職務？ 

3.營造業負責人具技師身分，可否再依營第66條第4項受丙
等營造業委託執行綜理施工管理 ？ 

4.同時具有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品管人員、勞安人員
可否同時擔任該公司職務？ 

5.土包業負責人可否同時擔任綜合營造業負責人或股東？ 

6.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任可否同時擔任該營造業負
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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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專業營造業項目與技術士設置 

  類別／項目  資本額  土包業施作專
業工程限額   

  特定施工項目   技術士種類   法令依據  

專 

業 

營 

造 

業 

鋼構 300萬 300萬 鋼構 

 

鋼構構件
吊裝及組
裝 

測量、建築塗裝、半
自動電銲、一般手工
電銲、氬氣鎢極電銲
﹙任一職類﹚ 

＊造價限額： 

  資本額10倍           

＊工程規模： 

  不受限制 

 

1.營造業法第 

  8條及第9條 

2.專業營造業
之資本額及
其專任工程
人員資歷人
數標準表 

3.同辦法第5
條  

擋土支撐及
土方  

300萬 300萬 

基礎 鋼筋、模
板、測量、
混凝土 

鋼筋、模板、測量、
混凝土﹙任一職類﹚ 基礎  300萬 300萬 

施工搭架吊
裝及模板  

300萬 300萬 

施工搭
架吊裝
及模板 

結構體模
板  

模板﹙該職類﹚ 

預拌混凝土 200萬 20萬 

營建鑽探  300萬 20萬 

地下管線  700萬 300萬 
庭園景
觀 

造園景觀、
園藝 

造園景觀﹙造園施
工﹚、園藝﹙任一﹚ 

帷幕牆  500萬 20萬 

庭園景觀  300萬 200萬 
防水 營建防水 營建防水﹙該職類﹚ 

環境保護  500萬 20萬 
預拌混
凝土 

預拌混凝
土澆置 

混凝土﹙該職類﹚ 
防水 300萬 50萬 



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設置技術士 

◆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日誌應記載事項： 

  1.當日施工各項: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內容。 

  2.各特定施工項目僱用:技術士姓名、證書字號及該技術士簽名或蓋章。 

◆技術士人數供需失衡:由中央主管機關召集相關公（工）、協會協商調 

  整工程規模及設置人數標準。 

◆本標準適用範圍：含括公、私有專業工程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應置） 

◆承攬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該規模達到設置標準者，其施工期間應於工    
地設置一職類技術士人數。 

  →未達標準表規定者，營造業相關法令尚無設置規定。 

◆處分：營造業承攬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其規模達到標準表規定時，應於
施工期間設置任一職類技術士人數，否則將違反同法56條規定：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3個月–1年停業處分」 

  【營造業於5年內受警告處分3次者，予以3個月–1年停業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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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應置技術士種類、比率或人數標準表對照 
 

工 程    項    目    種     類       規     模     人    數 

鋼 構 鋼構構件吊裝

及組裝。 

1.一般手工電

銲 

2.半自動電銲 

3.氬氣鎢極電

銲 

4.測量 

5.建築塗裝。 

1.99年：1500萬 

2.100年：1000萬 

3.101年：500–1000萬。 

4.101年：1000–2500萬 

5.101年：2500萬以上（不含構 

          件材料費）。 

1.設置1人 

2.設置1人 

3.設置1人 

4.設置2人 

5.設置2人；為 逾2500萬 

  部分，每1500萬應增1 

  人 

基 礎 1、擋土牆 

2、土質改良

及灌漿 

3、錨樁工程 

1.鋼筋 

2.模板 

3.測量 

4.混凝土 

1.99年：6000萬 

2.100年：5000萬 

3.101年：3500–5000萬 

4.101年：5000–8500萬 

5.101年：8500萬以上 

1.設置1人 

2.設置1人 

3.設置1人 

4.設置2人 

5.設置2人；為逾8500萬 

   部分，每3500萬應增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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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應置技術士種類、比率或人數標準表對照 
 

施工塔架

吊裝及模

版 

結構體模版

工程 

模板 1.99年：5000萬 

2.100年：4000萬 

3.101年：3000– 4000萬 

4.101年：4000– 7000萬 

5.101年：7000萬 以上 

1.設置1人 

2.設置1人 

3.設置1人 

4.設置2人 

5.設置2人；為逾7000萬部分，

每3000萬應增置1人 

庭園、景

觀 

1.造園景觀

施工 

2.植生、綠

化及養護 

1. 造園景觀

（造園施工） 

2.園藝 

1.99–100年：300 萬 

2.101年：100萬 

3.101年：300萬 

1.設置1人 

2.設置1人 

3.設置2人 

預拌混凝

土 

預拌混凝土

澆置工程 

混凝土 1.99–100年：500 萬 

2.101年：300–500 萬 

3.101年：500–800 萬 

4.101年：800萬以上（不含材料費） 

1.設置1人 

2.設置1人 

3.設置2人 

4.設置2人；為逾800萬部 

 分，每300萬應增置1人 

 防水 營建防水 營建防水 1.99–100年：500萬 

2.101年：200萬 

3.101年：500萬 

1.設置1人 

2.設置1人 

3.設置2人 139 



   專業工程承攬與技術講習 

Q：桃園市府承辦「桃園市新屋地域行銷園區環境改善工程」，於招標公告
廠商資格訂定：「營業項目登記為造林業（A201010）或園藝服務業（
A1020580）或庭園、景觀工程專業營造業（E103091）等其中一項」，排
除「綜合營造業」廠商，是否有當？綜合營造業承攬「防水工程」、「
帷幕牆工程」、「庭園、景觀工程」等工程，其聘任專任工程人員須檢
附30小時技術講習結訓證明，是否有當？ 

   →綜合營造業得承攬專業工程項目（營25、內政部營建署101.2.2營署中 

     建1013500666號、93.5.19台內營0930006264號）。 

   →3項專業工程講習委託「台灣專業營造業暨技術士發展協會」及『社團 

     法人台灣景觀環境學會』辦理，對「專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資 

     歷」應具條件所為規定，本法並無規定綜合營造業所聘專任工程人員 

     尚須取得結訓證明（內政部營建署106.1.13營授辦建10635000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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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人員實務問題 

◆某土木包工業其負責人具有技師資格；惟向市府承攬園藝、景觀工
程，擬需具園藝、景觀工程專業營造業資格才可承攬，是否有理？
若該廠商負責人擬設立專業營造業，可否惟該公司之專任工程人員
？又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可否當營造廠之工地主任？該負責人可否受
聘丙等綜合營造業為逐案簽章？  

 *含有承攬專業工程項目，一項以上且各項金額及造價限額符合營8規
定，得由其自行施作（認定辦法3）：  

  1.鋼構、擋土支撐及土方、基礎、施工塔架及模版、地下管線等  

    單一工程：300萬  

  2.預拌混凝土、營建鑽探、惟幕牆、環境保護等單一工程：20萬  

  3.庭園、景觀工程：200萬  

  4.防水工程：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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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人員實務問題 
◆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可否為其他營造業的工地負責人？營造業法細

則15規定一定金額免予申請記載變更者，指專業營造業100萬元工
程、土包10萬元工程；若有一建逐案簽的案子；原工程總價：
315000元與變更後工程造價1589600元，是否要辦理變更？   

   

 

◆營造業負責人可否擔任其他公司「監造人員」？土木包工業負責
人可否擔任建築師事務所之監造人員？有無違反營造業法規定？ 

   營造業負責人要專職經營管理不得擔任其他公司或工程技術顧問
業監造人員（內營100.10.18營署中建1000060550號、101.9.20營
授辦建10100604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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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聘置專業人員資格問題   

Q：甲等營造業承攬「00市府衛生局行政暨健康大樓辦公廳舍室
內裝修及相關附屬工程（第一期）」招標案，因監造單位認
依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要求專業施工技術人員，需為建築師與
土木、結構工程技師證書者，惟該廠商專任工程人員聘置環
工技師，遭主辦機關認為不符合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規定，
是否有理？該廠商是否要另置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者
？ 

1.營造業承攬室內裝修，是否需置專業技術人員或領得裝修業登
記證？ 

2.營造業聘置技師，有無技師法執行業務限制？ 
3.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要求專業施工技術人員，需為建築師與土木

、結構工程技師證書者，其營造廠聘任環工技師，是否就不
符合辦法規定？ 

4.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規定有無牴觸營造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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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退休再任營造業業務問題 
 

Q：某甲等營造廠商承攬「0市政府0區內公園兒童遊具體建
設施增設及老舊設施修復更新工程」乙案，該公司於106
年5月1日聘任「陳君」為其專任工程人員，查該員原任
職於0市0區公所農建課技士，亦已106年3月31日離職在
案，是該工程得否由所聘任「陳君」執行業務與簽證？ 

       思考問題︰ 
1.領月退休金公務員若擔任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需否停領

月退休金？ 
2.是否僅承攬政府業務各團體聘用退休公務員才需停發退

休金？ 
3.該員受聘於營造業承攬政府工程執行職務，是否亦可屬

限制範圍？   
4.營造業法法規有無限制規定？有無包含承攬民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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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期間職業災害處分 
 
Q：甲營造公司承攬乙建設公司之新建工程，將其施工塔

架工程分包與丙工程公司，因工程施工期間所僱勞工2
人發生施工架倒榻致死事件，其甲營造公司之工地主任
、專任工程人員及營造業負責人各負何責任？又丙公司
其所營事業僅『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卻執行營造業特許之業務需受何處分？上
開疑因違反營造業法規定，遭移送營造業審議委員會審
議，試問各分別為何處分？ 

一、甲營造公司之專任工程人員處分 

二、甲營造公司工地主任處分 

三、有關丙工程公司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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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營造業違反事項及罰則  
 

 

          違反事項及法條依據        罰  則 

1 營11條 土木包工業違反越區營業 營56條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3個月以
上1年以下停業處分。 

→營造業於5年內受警告處分3次 

   者；亦同 

→於5年內受停業處分期間累計滿3  

  年者；廢止其許可  

營18條第2項 未依限辦理主管機關通知之補
正事項 

營23條第1項 違反承攬造價限額、工程規模
範圍及承攬總額  

營26條 未依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製作
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工計
畫書，負責施工  

營第30條第1項  違反工地主任設置規定  

營第33條第1項 違反技術士設置規定 

營第42條第1項  違反承攬工程手冊簽章證明或
註記  

2 營36條 

                

土木包工業負責人違反應負責
辦理之工作 ﹙營32工地主任、
營35專任工程人員﹚ 

營63條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該土木包工業3
個月–2年停業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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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違反事項及罰則 

 

 

          違反事項及法條依據        罰  則 

3 營16條 違反申請書變更規定【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2個月內】  

營57條 

＊處2萬–10萬罰鍰 

＊限期依規定申請變更登記。 

＊屆期不申請者，予以3個月– 

  1年以下停業處分。 

營19條第2項  違反承攬工程手冊變動規定
【有變動時應於2個月內申請變
更】  

4 營28條  違反營造業負責人設置規定  營58條 

＊處負責人20萬–1百萬下罰鍰 

＊通知該營造業限期辦理解任。 

  屆期不辦理者，對該營造業處   

  20萬–1百萬罰鍰。 

＊得繼續通知該營造業辦理解 

  任，屆期仍不辦理者，得按次 

  連續處罰。  

5 營29條 

                

技術士未於工地現場依其專長
技能及作業規範進行施工操作
或品質控管，情節重大者  

營53條 

予以3個月–2年停止執行營造業
業務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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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違反事項及罰則 

 

 

          違反事項及法條依據          罰  則 

6 營第32條
第1項 條 

工地主任應負責辦理工作下列： 

一、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施工。 

二、按日填報施工日誌。 

三、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料等管 

    理。 

四、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督 

    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 

    其他工地行政事務。 

五、工地遇緊急異常狀況之通報。 

營62條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3 

  個月–1年停止營造業業務處 

  分。 

→營造業工地主任經依規定受 

  警告處分3次者，予以3個 

  月–1年停止執行營造業業務 

  處分 

→受停止執行營造業業務處分 

  期間累計滿3年者，廢止其 

  工地主任執業證。  

＊工地主任執業證自廢止之日 

  起5年內，其工地主任不得重 

  新申請執業證。  

 

營41條第1
項 

工地主任於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於
勘驗、查驗或驗收工程時，應在現
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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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違反事項及罰則 

 

 

          違反事項及法條依據        罰  則 

7 營第37條
第2項條 

營造業負責人未盡告知定作人義務
或適時處理  

營59條 

＊處負責人5萬–50萬罰鍰 

 營第38條   營造業負責人未即時為必要之避免
危險措施  

8 營第39條  營造業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員違反
第37條第1項、第2項或前條規定致
生公共危險  

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9 營第52條 

                

未經許可或經撤銷、廢止許可而經
營營造業業務  

營52條 

＊勒令其停業，並處1百萬–1  

  千萬下罰鍰 

＊不遵從而繼續營業者，得連 

  續處罰。  

10 營第54條  ＊使用他人登記證書或承攬工程手 

  冊經營營造業業務者。 

＊將登記證書或承攬工程手冊交由 

  他人使用經營營造業業務。 

＊停業期間再行承攬工程者 

＊處1百萬–5百萬罰鍰，並廢 

  止其許可。 

＊自廢止許可之日起5年內，其 

  負責人不得重新申請營造業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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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違反事項及罰則 

 

           違反事項及法條依據        罰  則 

11 營第4條 經許可後未領得營造業登記
證或承攬工程手冊而經營營
造業業務者﹙第1款﹚。  

營55條 

＊處10萬–50萬罰鍰。 

＊營造業有前項第1款或 

  第2款情事者，並得勒 

  令停業及通知限期補辦 

  手續，屆期不補辦而繼 

  續營業者，得按次連續 

  處罰。 

＊有前項第4款情事，經 

  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辦 

  手續，屆期不辦者，得 

  按次連續處罰。  

營第4條 未加入公會而經營營造業業
務者 ﹙第2款﹚ 

營第17
條   

未依規定申請複查或拒絕、
妨礙或規避抽查者﹙第3
款﹚。  

營第20
條  

自行停業、受停業處分、復
業或歇業時，未依規定辦理
者﹙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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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常見違反營造業法案件態樣  

處分
對象 

           違規類型              罰  則  

營造
業 

一 ˙無照經營營造業【營4條】  

 

勒令停業並處100萬–1000萬罰鍰。 

得連續處罰【營52條】  

二 ˙借牌 

˙出借牌 

˙停業承攬工程【營54條】  

處100萬–500萬罰鍰並廢止其許可。 

【營54條】  

三 ˙未申領許可【營17條】 

˙未加入公會而經營營造業 

˙逾證書複查期限申請複查 

處10萬–50萬罰鍰並得勒令停業及通知
限期補辦手續。 

得按次連續處罰。 

【營55條】  
˙逾期辦理停業、復業、歇業 

【營20條、營細16條】 

四 ˙明知專任工程人員兼職【營34條】 

˙明知專任工程人員未配合勘驗、查驗或 

  驗收說明【營41條】  

予以該營造業2個月–1年停業處分。  

【營61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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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常見違反營造業法案件態樣  

處分
對象 

           違規類型              罰  則  

營造
業 

五 

 

˙補正逾2個月內【營18條】 警告或3個月1年–停業處分。 

於5年內受警告處分3次者，予以3個月
– 

   1年停業處分。 

於5年內受停業處分期間累計滿3年者， 

  廢止其許可。 

  【營56條】  

˙承攬工程逾承攬限額或工程規模【營23 

  條】 

˙未按圖施工【營26條】 

˙未置工地主任【營30條】  

˙未置技術士【營33條】 

˙專任工程人員離職或不能執行業務15天
內未報備、逾3個月未補聘專任工程人員
【營40條】 

˙未竣工註記【營42條】  

六 ˙逾2個月未辦理變更登記【營15、16 

  條】 

處新臺幣2萬–10萬罰鍰並限期依規定 

  申請變更登記。 

屆期不申請者，予以3個月–1年停業處 

  分。【營57條】  
˙承攬工程手冊變更逾2個月未辦理變更 

  登記【營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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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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