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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服辦法之額外服務工作項目計費

 建議
研議技服辦法之額外服務工作項目計費

附表二、公共工程(不包括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參考表

技服辦法附表一、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參考表

5第5條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規劃，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服務項目擇定之：

八、製作工程計畫書。如設計準則、規範等級
說明、構造物型式及施工法(含特殊構造物
方案及比較)、材料種類、結構及設備系統
概要說明、構造物耐震及防蝕對策、營建
土石方處理、工程計畫期程、工程經費概
算等初步建議。

九、都市計畫、區域計畫等之規劃。
十、施工計畫、交通維持計畫、監測及緊急應
變等初步規劃。

十一、使用期限規劃及維護管理策略。
十二、規劃報告。
十三、其他與規劃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或契

約之技術服務

一、勘察工程基地。
二、繪製工程基地位置圖。
三、可行性研究結果之檢討及建議。
四、測量、地質調查、鑽探及試驗、土
壤調查及試驗、水文氣象觀測及調
查、材料調查及試驗、模型試驗及
其他調查、試驗或勘測。

五、計畫相關資料之補充、分析及評估。
六、運輸規劃。
七、製作規劃圖說。如配置圖、平面圖、
立面圖及具代表性之剖面圖等草案
構想。

4第4條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可行性研究，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服務項目
擇定之：

七、方案研擬及比較評估。

八、計畫成本之初估及經濟效益評估。

九、財務之分析及建議。

十、風險及不定性分析。

十一、經營管理方式之研究。

十二、初步運輸及交通衝擊評估。

十三、可行性報告及建議。

十四、其他與可行性研究有關且載明
於招標文件或契約之技術服務。

一、計畫概要之研擬。

二、初步踏勘及現況調查。

三、研究工址相關範圍既有地形圖、
測量、地質、土壤、水文氣象、材料
等資料蒐集及其他調查、試驗或勘測。

四、都市計畫、區域計畫等之調查及研究。

五、計畫需求調查及分析。

六、計畫相關資料之分析、整理及評估。

7第6條(2)

一、基本設計
(一)規劃報告及設計標的相關資料之檢討及
建議。

(二)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詳細測量、詳細地
質調查、鑽探及試驗及招標
文件所載其他詳細調查、試驗或勘測。

(三)基本設計圖文資料：
1.構造物及其環境配置規劃設計圖。
2.基本設計圖。如平面圖、立面圖、剖
面圖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基本設計圖。
3.結構及設備系統研擬。
4.工程材料方案評估比較。
5.構造物型式及工法方案評估比較。

6.特殊構造物方案評估比較。
7.構造物耐震對策評估報告。
8.構造物防蝕對策評估報告。
9.綱要規範。
(四)量體計算分析及法規之檢討。
(五)細部設計準則之研擬。
(六)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案。
(七)施工規劃及施工初步時程之擬訂。
(八)成本概估。
(九)採購策略及分標原則之研訂。
(十)基本設計報告。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設計，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服務項目擇定之：

3參考資料

 政府採購法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109.09.09)

 附表一、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參考表

 附表二、公共工程(不包括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
百分比參考表

6第6條(1)

一、基本設計：
(一)規劃報告及設計標的相關資料之檢討及
建議。

(二)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詳細測量、詳細地
質調查、鑽探及試驗及招標
文件所載其他詳細調查、試驗或勘測。

(三)基本設計圖文資料：
1.構造物及其環境配置規劃設計圖。
2.基本設計圖。如平面圖、立面圖、剖
面圖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基本設計圖。

3.結構及設備系統研擬。
4.工程材料方案評估比較。
5.構造物型式及工法方案評估比較。
6.特殊構造物方案評估比較。
7.構造物耐震對策評估報告。
8.構造物防蝕對策評估報告。
9.綱要規範。
(四)量體計算分析及法規之檢討。
(五)細部設計準則之研擬。
(六)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案。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設計，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服務項目擇定之：

柯鎮洋董事長演講

額外服務工作項目
計費研議

技服辦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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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係於民國 88年 5月頒行，二十餘年來，在現有法令或規定愈來愈嚴謹情
況下，造成政府各單位要求辦理之事項也愈來愈多。為使計畫推動順利，工程主辦機關常會依據建造費用百分比法編列

技術服務預算，但將許多原本不屬於設計範疇之項目於契約內載明要求設計廠商辦理，設計廠商對於這些工作有些需另

委託專業廠商辦理，有些需增加人力自辦，但政府採購法於技術服務費率制定當時多數無此類工作，因此亦無相對應之

費用，形成加量不加價之不合理現象。

合理解決之道乃是在原本不屬於設計範疇之技術服務項目，應單獨編列費用或依實作數量結算，此類工項整理如下。

柯鎮洋／台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結構技師、土木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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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6條(3)

二、細部設計
(一)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補充測量、補充地
質調查、補充鑽探及試驗及 其他必要之
補充調查、試驗。

(二)細部設計圖文資料：

1.工程圖文資料。如配置圖、平面圖、立
面圖、剖面圖、排水配置圖、地質柱
狀圖等。

2.結構圖文資料。如結構詳圖、結構計算
書等。

3.設備圖文資料。如水、電、空調、消防、
電信、機械、儀控等設備詳圖、計算
書、規範等。

(三)施工或材料規範之編擬。

(四)工程或材料數量之估算及編製。

(五)成本分析及估算。

(六)施工計畫及交通維持計畫之擬訂。

(七)分標計畫及施工進度之擬訂及整合。

(八)發包預算及招標文件之編擬。

16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河川公地申請
工作細項  河床地形測量；公頃

 河床質採樣；處
 申請所需計畫書編撰
水文水理分析
最大可能沖刷深度分析
河防安全影響評估報告
施工計畫書
環境影響說明計畫書
防汛應變計畫書
管理維護計畫書
河川使用土地清冊
河川地使用後復舊計畫書
河防建造物開挖暨復建計畫書

預算編列要則 影響範圍

12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補充測量(陸上)

工作細項

 地形測量(平地、不同比例尺)；公頃
 地形測量(山坡地、不同比例尺)；公頃
 導線測量；公尺
 控制點測量；處
 已知控制點檢測；處
 石樁埋設；處
 鋼樁埋設；處
 道路、河川及溝渠斷面測量；公尺
 路權界址鑑界；筆
 獨立點座標及高程測量；點
 都計樁檢核；點
 測量成果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公頃

10第8條

一、有關專業技術之資料與報告之研究、
評審及補充。

二、替代方案、工程設計及施工可行性之
審查及建議。

三、各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說明書、
報告書之編製及送審。

四、水土保持計畫之辦理及送審。
五、申請公有建築物候選綠建築證書或
綠建築標章。

六、特殊設備之設計、審查、監造、檢驗
及安裝之監督。

七、操作及維護人員之訓練。

八、協辦有關器材、設備及零件之採購。
九、關於生產及營運技術之改善。
十、設施安全之評估。
十一、協辦設備之操作及營運管理。
十二、操作及維護手冊之編擬。
十三、價值工程分析。
十四、協助處理民眾抗爭、災害搶救或

管線遷移等事項。
十五、其他與技術服務有關且載明於招

標文件或契約之事項。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第四條至第七條之服務，得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擇定下列服務項
目，併案招標，或另案辦理招標：

11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補充地質調查及試驗(陸上)

工作細項

 現地鑽探、取樣及現場試驗
 鑽孔進尺費(土層)；鑽孔進尺費(礫石層)；鑽孔進尺費(軟岩)；
鑽孔進尺費(硬岩)

 標準貫入試驗及劈管取樣；透水試驗；地球物理探測；垂直平鈑
載重試驗；現地直接剪力試驗；現地密度與篩分析試驗

 水位井安裝及觀測
 機具器材運搬費；鑽孔配合費
 岩心箱；岩心鑑定記錄
 便道修建費；搭架費；地上物補償(含土地租金)
 工安管理、環保及保險費
 設計單位之現場督導費
 室內試驗
 報告及其他

預算編列要則  依面積及地形困難度編列

14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都市設計審議(多目標使用申請)

工作細項

 都市設計審議報告

 多目標使用申請報告之製作

 審議

預算編列要則 依面積及建物棟數而定

15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都市計畫變更

工作細項

 主要計畫變更(不同面積)含都市設計審議
報告、多目標使用申請報告之製作及審議

 細部計畫變更(不同面積)

預算編列要則 依面積不同訂定

9第6條(4)

三、代辦申請建築執照與水、電、空調、消防或電信之工程設計圖說資料送審。
四、協辦下列招標及決標有關事項：
(一)各項招標作業，包括參與標前會議、設計、施工說明會。
(二)招標文件之釋疑、變更或補充。
(三)投標廠商、分包廠商、設備製造廠商資格之審查及諮詢。
(四)開標、審標及提供決標建議。
(五)契約之簽訂。
(六)招標、開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處理。

五、其他與設計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或契約之技術服務。
前項設計，應符合節省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環境、節約資源、
經濟耐用等目的，並考量景觀、自然生態、生活美學及性別、身心障礙、
高齡、兒童等使用者友善環境。

17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水土保持計畫

工作細項

資料蒐集分析與計算

區域地質分析

水土保持工程(整地、道路、排水設施)

邊坡保護

植生工程

開發期間因應各階段施工之防災設施書圖製作

預算編列要則 依據面積大小及工程特性評估工作量

13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工作細項

1.環境現況補充調查--可先蒐集既有環境資料，若有
不足再進行必要之補充調查；按實計價。

2.環境影響差異分析技術服務--包含：變更前後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環保對策檢討及修正、報告撰寫、
環評審查簡報製作、審查意見回覆等。

預算編列要則 按實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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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文化資產調查(陸上)

工作細項

考古探坑試掘
視田野調查結果，若基地範圍可能涉及文化遺址
分布，可進行探坑試掘予以確認，考古鑽探

文獻蒐集分析
工作量配合監看範圍及日數並視計畫區範圍大小
、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議題而定

考古監看
視需要執行，用於輔助確認探坑試掘結果

預算編列要則 實做計價

18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濕地明智利用徵詢

工作細項

資料收集研閱

現地勘查訪談

利用方式研究分析建議

預算編列要則 次

19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實施開發利用行為調查

工作細項

陸域生態調查；季次

水域生態調查；點次

海域生態調查；點次

生態環境影響評估及對策研擬

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生態環境影響評估、
擬定生態環境保育對策或替代方案

預算編列要則 實做計價

22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交通量調查(設計階段)

工作細項

主要路口與路段之尖峰小時交通量現地調查

主要道路行駛速率現地調查

主要道路路口與路段之監測交通量資料蒐集

成果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處次

23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設計階段風險評估報告

工作細項

風險項目辨識

對策

殘餘風險

預算編列要則 約設計服務費之0.5%，但不少於15萬元

21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樹木調查及保護移植計畫

工作細項

樹木樹種數量調查；公頃

樹木健康調查評估；株

撰寫保護移植計畫

預算編列要則 實做計價

24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公共藝術策畫

工作細項 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

預算編列要則 公共藝術設置經費之10~15%

26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出流管制計畫

工作細項

基本資料及基地現況調查(淹水訪談作業及紀錄)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出流管制量訂定

削減洪峰流量方案研擬

土地開發對區外排水影響評估

出流管制設施工程計畫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管理與維護計畫

預算編列要則 人月

27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生態檢核

工作細項
 生態調查；點次

 設計階段生態評估檢討

預算編列要則 實做計價

25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BIM模型之建置與管理

工作細項
BIM設計及空間衝突檢查

設計模型管理

預算編列要則

BIM設計及空間衝突檢查
土建部分約其細部設計服務費之5%

機電部分約其細部設計服務費之15%。

設計模型管理
約細部設計服務費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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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管線調查及試挖

工作細項

管線資料蒐集及現場調查

非破壞性調查(透地雷達)

非破壞性調查(跨孔式地電阻法)

非破壞性調查(時間域電磁法)

管線試挖及復舊

調查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依試挖深度、範圍及困難度編列

28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用水計畫書

工作細項

1.計畫用水量評估(含節約用水措施及設施規劃、
用水平衡圖、污水處理及排放等)

2.水源供應規劃(含周邊可供水源、預定取得水源、
供水系統規劃、用水自動化管理系統等)

3.缺水應變措施研擬
(含生活及其他用水、工業用水等)

4.用水計畫審查與撰寫

預算編列要則 依面積及人口數

36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土石流調查與評估

工作細項
土石流現況與保全對象調查

影響評估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依溪流集水區地形困難度

34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電力系統衝擊分析

工作細項

1. 電力系統衝擊分析(含電力潮流分析、故障電
流分析、電壓變動分析、電壓閃爍分析、功
率因數分析、諧波管制分析、電壓持續運轉
分析)

2. 暫態穩定度分析

預算編列要則 人月

35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

工作細項

地表地質調查

地質鑽探及取樣

地球物理探測

現地取樣試驗

室內試驗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依面積及地形困難度編列：視需要納入GEO2010
資料庫建置費

30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防風林補植計畫

工作細項

補植區動、植物生態調查評析

補植區土壤鹽害、土壤貧瘠度調查分析

補植區飛砂、風害、潮害、高溫乾燥等危害因子
調查分析

防風林補植計畫整體規劃

防風林補植設計

預算編列要則
規劃：約防風林補植工程預算之2.5%

設計：約工程費之5%

31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用地權屬調查

工作細項 用地範圍權屬資料整理、分析及申請

預算編列要則 公頃

33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用地費及拆遷補償費評估

工作細項

土地協議市價查估、評定

土地徵收市價查估、評定

地上物補償費查估、製作報核

協議價購會議

預算編列要則 公頃次(或年度)

29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

工作細項
海洋生態環境調查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

預算編列要則
應另含專案小組與海審大會之相關審查作業
所需費用。

37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之作業費

工作細項
山坡地現況與保全對象調查

山坡地加強工程設計

預算編列要則 依面積大小與地形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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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沿線構造物調查(設計階段)

工作細項 1.建物識別(含公共結構物)設計階段「沿線構造物
調查」係為評估兩側建物受潛盾鑽掘或深開挖影
響以及建物保護設計之用。內容包含結構型態
(建材、柱間距等)、基礎型式、基礎/地下室深度
、與本工程距離等。

2. 建物傾斜度調查

3. 成果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依建築物棟數

39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現地噪音量測及落錘實驗
(與噪音振動評估報告相關)

工作細項

噪音量測

落錘實驗

評估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量測處數

40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工程碳盤查或碳排放量評估

工作細項

工程排碳量估算(工程細設成果)

工程施工期間碳盤查

工程開發營運期間碳盤查

預算編列要則 人月

42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既有結構耐震能力評估

工作細項 資料蒐集。
現況調查。
混凝土抗壓強度試驗、中性化深度檢測、
及氯離子含量檢測。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耐震補強方案規劃。
耐震補強經費概估。
長期腐蝕監測計畫。

預算編列要則 樓地板面積

41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健康風險評估

工作細項
依據環保署「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進行
開發工程對鄰近區域居民之健康風險評估

預算編列要則 人月

44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風洞試驗

工作細項

1.場地租用費

2.試驗(含模型製作(不同比例不同尺寸)、環境
風場調查、主體構造風力情況評估、外部被
覆物局部風力情況評估)

3.報告撰寫

預算編列要則 場地規模因案而異

43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水工模型試驗

工作細項

1.試驗場地租用費

2.試驗(含水工模型與河道模型建置、量測設
備整備、試驗人員勞務費、數值模型驗證)

3.試驗報告撰寫

預算編列要則 場地規模因案而異

46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消防性能驗證分析與審查

工作細項

火災煙控分析

動態避難分析

消防水力電腦模擬計算(若需要)

預算編列要則 建築物總容積(m3)

47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文宣及宣導品

工作細項

文案企劃

文宣製作

印刷費用

預算編列要則 頁，份

45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影片、動畫、模型製作

工作細項

工程簡介影片拍攝與製作

動畫製作

模型製作(不同比例不同尺寸)

預算編列要則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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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網站架設及定期更新

工作細項

網站架設
網站維護
網站平台租用費
伺服器主機
伺服器軟體及用戶端授權
 NAS儲存設備
防火牆
網路交換器
 SQL資料庫軟體

預算編列要則 人月、部、套

52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施工期間派員赴工址(國內)技術諮詢

工作細項

出席費

交通費

住宿費

雜費

預算編列要則 依實際發生數量結算

50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配合海外參訪

工作細項

機票

地區交通費、生活費及公費--參照「中央政
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
支數額表」編列

預算編列要則 依實際發生數量結算

51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派駐機關人力

工作細項 工程師(年資0~2年)
工程師(年資3~5年)
工程師(年資6~10年)
工程師(年資11~15年)
工程師(年資16~20年)
行政人員(專科及以下)
行政人員(學士)
行政人員(碩士)

預算編列要則 人月

54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施工階段BIM審查

工作細項

可施工性檢討

4D工項排程

衝突檢查

施工模擬

材料估算

竣工模型

預算編列要則 約設計階段BIM模型建置費用之25%

55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無人機施工紀錄

工作細項 依據民用航空法之遙控無人機專章相關規定

預算編列要則 公頃

49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舉辦研討會議

工作細項
研討會議之場地費、宣傳費、交通、住宿、
膳食、保險及設計單位配合人月費與管理費

預算編列要則 場次

53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二級品管抽驗

工作細項 各項檢試驗費

預算編列要則
※費用應編列於機關工程管理費內。如編列
於監造或施工廠商契約內，應比照職安衛
設施編列方式，逐項編列按實作數量計價

56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價值工程分析

工作細項

資訊收集
創意構想階段
評估判斷階段
細部發展階段
簡報建議階段

預算編列要則
※不宜由監造廠商辦理，交由價值工程研析
學會

57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全程駐廠品質控制(國內)

工作細項

駐廠人日費--監造人日單價=(監造人月費
/168)*8，交通費

住宿費

雜費

預算編列要則 人日、人次、依實際發生數量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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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赴國外廠驗或驗廠

工作細項
機票

地區交通費、生活費及公費

預算編列要則 人日、人次、依實際發生數量結算

59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終止契約另案發包評估(含法律諮詢)

工作細項

各項工程銜接之安排

原分包廠商後續事宜之處理

工程預付款扣回方式

以施作未請領工程款廠商是否由該廠商請款

工程款請領發票之開立及撥付方式

應澄清或確認之事項

預算編列要則 ※應以契約變更另行議價

60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爭議調解及仲裁訴訟文件撰寫/出席

工作細項
請求調解之事項、調解標的之法律關係、
爭議情形及證據

預算編列要則 ※應以契約變更另行議價

62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工程竣工至驗收完成期間之駐地人員費用

工作細項 駐地人員

預算編列要則

 監造人時單價之1.5倍

 配合機關要求辦理，依實際發生人月數量
結算，不足月部分按比例計算

61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配合營運需求之夜間施工監造

工作細項 夜間施工監造

預算編列要則

 監造人時單價之1.5倍

 晚間6時以後之施工監造；監造人時單價
=(監造人月費/168)

 依實際發生人時數量結算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余信遠執副於年會中演講

本學會自 108年 7月受公共工程會委託研究「工程技
術服務合理費用之探討」，於 108年底結案。在與工程會
及業界交換意見後，決定自發性的展開第二階段繼續深入

研究。感謝業界各大公司，包括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泰興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聯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及宋裕祺研究室團隊

自 109年 3月以來，歷經 9個月十三次會議的共同研商，
及後續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亞新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的加入。期間數度對政府提出具體建議並經採納

（工程會已數次修改採購法並公告實施之）。

宋理事長帶領業界共同研究

感謝業界各公司協助研究，其間花費無數精力時間，

無私提供數據，更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本次成果豐碩，

公信度高，足為業界發聲。期望政府相關單位，採納建言

，我們將持續與各界進行溝通，齊力為公共工程技術服務

業奠定可長可久的執業環境。

全案「公共工程技術服務費用編列及建議」部分成

果在年會中以論壇形式發表， 以收集更多意見，作為報告
最後定稿之參考。結案報告將於 110年 1月提交工程會。
其中「技術服務費用編列建議」，由中興顧問余信遠執行

副總主筆，一字一句

審慎推敲，務求嚴謹

客觀及公正，內容將

於下期會刊中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