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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署106年6月27日召開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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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研商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

說明：依據本署106年6月20日營署中建字第1061350303號開會通

知單續辦。

正本：立法委員王定宇國會辦公室、中華民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台南市土

木包工業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

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防水工程專業營造

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庭園景觀工

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地下管線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施工

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預拌混凝土工程專業營造業同

業公會、臺灣區鋼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營建鑽探工程專業營造業

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交通部、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

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臺灣省14縣市政府、連江縣政府、金門縣政府

副本：內政部法規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本署中部辦公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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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討論事項

素也：有關「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盟申報淨值及一定期

時承攬總額認定辦法」規定之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是否需檢

討修正，如有槍討修正必要，依管建物價指數調整（以下為調整

說明）是否妥過或有其他合理方式調整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查行政院主計處物價指數為一浮動數值，如 100 年（為基期）

至 105 年學建物價總指數為 97.76 ﹔另 95 年（為基期）至 105
年管建物價總指數為 118.徊。

（二）依 95 年至 105 年營建物價總指數調升的二成，故土木包

工業承攬造價限額擬由新台瞥 600 萬元調整為 720 萬元﹔

丙等綜合著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由新台幣 2,250 萬元調整為

2,700 萬元﹔乙等綜合管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由新台幣 7,500
萬元調整為 9,000 萬元﹔甲等綜合營造業及專業管造業承

攬造價限額皆維持其資本額之十倍，其工程規模不受限

制。

（三）另為維持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為資本額之七點五倍，是否

有其併同調整其資本額之必要性？

與會單位意見：

（一）台南市土木包工商業向葉公會

由黨白說明物價指數不予計入承攬總額為原則﹔因考慮、不

違背相關規定，再提直接提高基本資本額由 80 萬提高至

160 萬，即承攬金額由 600 萬提高 1200 萬﹔請相關單位研

議該方案之可行性。

（二）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聯會

1.建議土木包工業應納入如營造業工程管理機制，如主任

技師、工地主任、品管工程師設置，以確保工程品質。

2.另建議管建署統一言了定土木包工業承攬工程規模如高度

及開挖深度限制，以利地方遵循。

（五）台灣區綜合營造業問葉公會

首先，就土木包工業要求放寬土木包工業承攬限額 1 事

(720 萬），本會不贊同再放寬其承攬限額，並維護公共安
全，理由如下：

1. 土木包工業設立定義立法意話來看：棒、承攬當地或批鄰

地區小型綜合營繕工程之廠商（學 l 第 5 款），且只要負



責人具有 3 年土木建築工程施工經驗（管 10），即可擔

任第 32 條工地主任與第 35 條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

之工作（營 36），其所承攬工程自未聘置專任工程人員、

工地主任以及相關專業技術人員等，困涉及建築結構安

全，有危及公共安全之虞。

2. 從規範與制度來看：綜合營造業甲、乙、丙等級與土木

包工業設立門檻’其資本額與規模比率兩者相較，呈現

的比率的 7. 5 倍，何況綜合營造業與專業營造業設立與

承攬工程，皆須聘置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品管、

勞安等及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雇用相關技術士等。

3. 土木包工業設立門檻並不高，可擔負之責任亦相當有

限，站在法規與專業技術人員考量，實有不宜放寬，而

致影響公共安全。

4. 有關土木工程承攬工程規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

標準不一，尤以建築物高度為要，宜由中央主管機關統

一訂定標準，以免危及公共安全。

（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 依「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圓申報淨值及

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下稱認定辦法）第 2 條

至第 4 條規定，甲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為其資本

額之 10 倍﹔乙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為新臺幣

7,500 萬元﹔丙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為新臺幣

2,250 萬元﹔土木包工業承攬造價限額為新臺幣 600 萬

元。另有關學造業之資本額，依營造業法施行細則第是

條及第 6 條規定，甲等綜合營造業為新臺幣 2,250 萬元

以上﹔乙等綜合管造業為新臺幣 1, 000 萬元以上﹔丙等

綜合學造業為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上﹔土木包工業之資本

額為新臺幣 80 萬元以上。

2. 討論事項說明（二）載明 95 年至 105 年營建物價總拈

數調升約 2 成，查該署所擬土木包工業、丹等及乙等綜

合營造業之承攬造價限額調升 2 成（以土木包工業為

例，承攬造價限額擬由新臺幣 600 萬元謂整為 720 萬

元，調幅為 2 成），甲等綜合營造業及專業管造業之承

攬工程造價限額維持資本額 10 倍之方式，尚符 95 年至

105 年營建物價調升之趨勢，本會尊重營建署專業意見。
的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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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討論事項說明（三）載明承攬造價限額為資本額之 7. 5 
倍，餘拈依認定辦法及管造業法施行細則規定，乙等、

丙等綜合營造及土木包工業之承攬造價限額恰為資本

額之 7. 5 倍（以乙等綜合學造業為例， 7500 【承攬造價

限額】／1000 ［資本額］ =7. 5 ）。至於資本額是否併同
承攬工程造價限額調整以維持 7. 5 倍，考量資本額亦受
物價變動（例如不動產及機具）之影響，如經營建署認

定符合營造業法立法意豈且有謂整之必要，本會無意

見。

（五）新北市政海

1. 學造業之承攬工程造價限額依物價指數謂升者，建議其

應一併辦理資本額調整為先。未依物價指數調升者，依
原規定辦理。

2. 四物價指數為浮動值，後續若再謂整建請貴署統一訂定
調整值通知各縣市政府，以利地方政府據以執行。

（六）內政部學建著中部辦公室

1. 本部於 95 年 12 月 1 日訂定「學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

工程規模範聞申報淨值及一定期問承攬總額認定辦法J

（以下稱本辦法）發布迄今已逾十年有餘，上聞所研訂之

管造業承攬工程限額為因應這幾年工程物價之調漲，雖

前經本署 96 年 11 月 19 日會議紀錄結論決議其考量實

務及合理計算承攬總額，凡因物價調整所增加之金額皆

以不予計入承攬總額為原則﹔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亦針對公共工程物價指數調整有其相關函釋及配套措

施（例如訂定機瞬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學建物價變動

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惟相關公會團體表示目前營造

業之承攬限額亦應隨營造工程物價作調整，經評估調整

之可行性後，建議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近 10 年（95 年至

105 年）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作適當謂升。

2. 另資本額是否併同承攬工程造價限額調整以維持 7. 5 倍

l 節，為能維持原有公司財務狀況，建議資本額亦維持

原有資本額與承攬限額之倍數(7.5 倍）原則下調整。

3. 有關建議土木包工業應納入如學造業工程管理機制，如

主任技師、工地主任、品管工程師設置 1 節，查土木包

工業承攬之學繕工程規模有其限制，且涉其他條文規定

3 



結論：

（如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將來如有修法，

土問意見本署將納入修法之參考。

4. 另建議由中央統一訂定土木包工業承攬工程規模 l 節，

接其目前本辦法第 2 條立法意言， f率為避免中央統一訂

定標萃，對現有土木包工業承攬之工程規模範園衝擊過

大，故有關土木包工業承攬工程規模範聞部分仍由各縣

市政府依其需求定，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衡酌當地
情形研訂土木包工業承攬工程規模範園，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以完成該事項之法定效力。未來相關公會團

體如有共識，將考量修法之可行性（由中央機關統一吉了

定土木包工業可7f（攬之工程規模範國）。

（一）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依本辦法 95 年發布迄今近十

年營造業承攬限額均未調整，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近十年營

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調整約二成，土木包工業承攬造

價限額由新台幣 600 萬元調整為 720 萬元（600 萬元

泣，2=720 萬元）﹔丙等綜合管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由新台幣

2,250 萬元調整為 2,700 萬元（2,250 萬元 xl.2=2,700 萬元）﹔

乙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由新台幣 7,500 萬元調整為

9,000 萬元（7,500 萬元 xl.2峙，000 萬元）﹔甲等綜合營造業及

專業管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皆維持其資本額之十倍，其工程
規模不受限制。

（二）現行營造業（土木包工業或綜合營造業丙、乙等）承攬限額
為資本額之 7.5 倍，為維持且不高於現行規定公司資本額

與承攬限額之倍數，故承攬造價限額調高後，土木包工業

資本額由新台幣 80 萬元調整為 100 萬元（720 萬元
/7.5（倍）＝96 萬元，以十萬為單位）﹔丙等綜合營造業資本額

由新台幣 300 萬元調整為 360 萬元（2,700 萬元/7.5（倍）＝360
萬元）﹔乙等綜合營造業資本額由新台幣 1,000 萬元調整為

1,200 萬元（9,000 萬元/7.5（倍）＝ 1,200 萬元）。

（三）本案後續請循法制作業程序修正「學造業法施行細則」及

「，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園申報淨值及一

定期問承攬總額認定辦法」。上開施行細則及認定辦法修

正公告後，對於現有土木包工業及丙、乙等綜合營造業，

應於申請複查時一併辦理增資作業。

<I 



（四）考量管造工程物價指數波動，對著造業承攬限額之影響可

每 10 年評估是否辦理撿討。

桂、散會：上午 11 : 5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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