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業工程項目施作情形表    執照號碼:   

項次 
專業工程項目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訂) 

□符合營造業法第 23條 

□符合營造業法第 25條 
備  註 

1 鋼構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2 擋土支撐工程及土方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3 基礎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4 施工塔架吊裝工程及模板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5 預拌混凝土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6 營建鑽探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7 地下管線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8 帷幕牆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9 庭園、景觀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10 環境保護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11 防水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12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

關增訂或變更、並公告之項目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以上內容屬實，如有偽造不實將依法負提供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刑責。 

此致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起造人(簽章)：   

 

 

監造人(簽章)：   

 

 

承造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請加附所填各專業營造廠商承攬手冊之營造業證書、負責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欄頁、會員證。 



備註: 

1、營造業法第 8條專業營造業登記之專業工程項目如下： 

一、鋼構工程。 

二、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 

三、基礎工程。 

四、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 

五、預拌混凝土工程。 

六、營建鑽探工程。 

七、地下管線工程。 

八、帷幕牆工程。 

九、庭園、景觀工程。 

十、環境保護工程。 

十一、防水工程。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增訂或變更，並公告之項目。 

 

 2、營造業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 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及工程規模範圍(如下表) 

 

3、營造業法第 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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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交工程之契約報備於定作人且受轉交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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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五百十三條之抵押權及第八百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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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營造業除依第一項規定承攬受轉交之工程外，得依其登記之專業工程項目，向定作人承攬專業工程及該工

程之必要相關營繕工程。 

 

4、營造業法第 52條: 

未經許可或經撤銷、廢止許可而經營營造業業務者，勒令其停業，並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其不遵從而繼續營業者，得連續處罰。 

 

5、刑法第 214 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營造業 承攬造價限額 

工程規模範圍 

建築物高度 建築物地下室開挖深度 橋樑柱跨距 

專業營造業 資本額之十倍以下 不受限制 不受限制 不受限制 

甲等綜合營造業 資本額之十倍以下 不受限制 不受限制 不受限制 

乙等綜合營造業 九千萬元以下 三十六公尺以下 九公尺以下 二十五公尺以下 

丙等綜合營造業 二千七百萬元以下 二十一公尺以下 六公尺以下 十五公尺以下 

土木包工業 二十萬至三百萬元以下 十八點六公尺以下 限無附建地下室 五公尺以下 



專業營造業之資本額及其專任工程人員資歷人數標準表 

專業工程項目 資本額 
專任工程人員 

業務範圍 
資歷 人數 

鋼構工程 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上 

領有土木工程、結構工程、機械工程科技師

或建築師證書，並具二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

經驗者。 

一人以上 鋼結構吊裝、組立工程。 

擋土支撐及土方

工程 

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上 

領有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結構工程、大地

工程、水土保持科技師證書，並具二年以上

土木建築工程經驗者。 

一人以上 一、臨時性擋土設施及支撐設施工

程。 

二、土方開挖、回填、整地工程。 

基礎工程 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上 

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結構工程、大地工程

科技師證書，並具二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

驗者。 

一人以上 淺基礎、深基礎、擋土牆、地下牆、

地下連續壁、基樁、地錨、地層改

良工程。 

施工塔架吊裝及

模版工程 

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上 

土木工程、結構工程、機械工程科技師或建

築師證書，並具二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

者。 

一人以上 一、施工塔架吊裝工程。 

二、模板工程。 

預拌混凝土工程 新臺幣二百

萬元以上 

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結構工程、大地工程、

環境工程、水土保持科技師、建築師證書，

並具二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者。 

一人以上 預拌混凝土之泵送、澆置、搗實工

程。 

營建鑽探工程 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上 

大地工程、應用地質、土木工程、結構工程

科技師、建築師證書，並具二年以上土木建

築工程經驗者。 

一人以上 一、現場土壤、岩石鑽孔工程。 

二、土壤、岩石取樣工程。 

三、水位觀測儀器埋設。 

地下管線工程 新臺幣七百

萬元以上 

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結構工程、大地工程、

環境工程、機械工程科技師、建築師證書，

並具二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者。 

一人以上 一、地下電信管線結構體工程。（不

含電線電纜） 

二、地下電力管線結構體工程。（不

含電線電纜） 

三、地下自來水管直徑二千五百毫

米以上之幹管工程。 

四、下水道幹管工程。 

五、地下水利管渠工程。 

六、地下共同管道結構體工程。 

帷幕牆工程 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 

領有土木工程、結構工程、機械工程科技師、

建築師證書，並參加帷幕牆工程技術講習，

具二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者。 

一人以上 帷幕牆吊裝、組立工程。 

庭園、景觀工程 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上 

林業、園藝、農藝、水土保持、土木工程、

水利工程、結構工程、環境工程、大地工程、

電機工程科技師或建築師證書，並具二年以

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者。其中，土木工程、

水利工程、結構工程、環境工程、大地工程、

電機工程科技師應參加庭園、景觀工程技術

講習。 

一人以上 一、造園景觀工程。 

二、園藝工程。 

三、植生綠化工程。 

環境保護工程 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 

環境工程、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機械工程、

電機工程、化學工程科技師證書，並具二年

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者。 

一人以上 一、水污染防治工程。 

二、空氣污染防治工程。 

三、噪音及震動防制工程。 

四、廢棄物處置資源化處理工程。 

五、土壤污染防治及復育工程。 

六、環境監測工程。 

防水工程 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上 

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結構工程、大地工程、

環境工程、水土保持、測量科技師或建築師

證書，並參加防水工程技術講習，具二年以

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者。 

一人以上 防水、止漏工程及與防水有關之填

縫工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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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所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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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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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小時以上，領有結訓證明。 

 



專業工程項目施作情形表    執照號碼:  ○○○建字第○○○○號           (範例) 

項次 
專業工程項目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訂) 

▓符合營造業法第 23條 

▓符合營造業法第 25條 
備  註 

1 鋼構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2 擋土支撐工程及土方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3 

基礎工程 (地下連續壁)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基礎工程 (基樁)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基礎工程 (地層改良)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4 施工塔架吊裝工程及模板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5 預拌混凝土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6 營建鑽探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7 地下管線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8 帷幕牆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9 庭園、景觀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10 環境保護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11 防水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12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

關增訂或變更、並公告之項目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                      ) 

▓無此項 

□尚未發包 

以上內容屬實，如有偽造不實將依法負提供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刑責。 

此致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起造人(簽章)：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監造人(簽章)：  ○○○○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人：○○○ 

 

承造人(簽章)：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中華民國  ○○○  年 ○○ 月 ○○日 

備註：請加附所填各專業營造廠商承攬手冊之營造業證書、負責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欄頁、會員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