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類技術服務實施技師簽證之法令依據與
簽證及應遵守事項彙整表（106.10.31）
類型
公共工程

法令依據
簽證及應遵守事項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 道路運輸工程等 15 類公共工程之設
規則
計、監造（簽證技師：依各科技師執
業範圍辦理）
公路法第 33 條之 1
1. 中央公路主管機關指定工程規模
公路修建養護管理規則 以上公路工程之設計及監造（依公
第 10 條
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
師簽證）
2. 橋梁檢測簽證
大眾捷運法第 13 條之 1 1. 大眾捷運系統及其附屬設施之公共
（依公共工程專
工程其設計、監造。
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相
關專業技師之科別，由中央主管機
關交通部會商中央技師主管機關定
之）
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 2. 大眾捷運系統兩側限建範圍內之
限建辦法第 17 條、第 20 行為（地基調查鑽探、管線、地下
條
鑽掘式管、涵之設置、河川區域之
工程行為等）：捷運設施影響評估
報告、各開挖階段支撐應力、擋土
壁變形及捷運設施之變形預測
値、監測初始値量測報告、安全評
估報告簽證
下水道法第 17 條
下水道之規劃、設計及監造（依公共
下水道法施行細則第 13 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
條
證-土木、環工、水利）
排水管理辦法第 21 條 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應由水利
工程技師、土木工程技師或水土保持
工程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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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法令依據
自來水法第 56 條

簽證及應遵守事項
自來水事業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
及鑑定，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規模以
上者，應經依法登記執業之水利技師
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但政府機關或
公營自來水事業機構起造之自來水
事業工程，得由該機關或機構內依法
取得水利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證書
者辦理。（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
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電業設備或用戶用電設備屬中央主
電業法第 61 條
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 管機關所定工程範圍者，其設計及監
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 造，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
認定標準第 4 條
相關專業技師辦理。所定工程範圍
外，應由電機技師或電器承裝業辦
理。但該工程僅供政府機關或公營事
業機構自用時，得由該政府機關或公
營事業機構內，依法取得電機技師或
相關專業技師證書者辦理設計及監
造。（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
則、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
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產業園區委託申請設置 產業園區之工程開發時，其設計圖說
規劃開發租售管理辦法 及預算應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
第 16 條
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有變更者，
亦同。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 興建臨時通路或設施，依水土保持法第
災區交通搶通或公共設 12 條第 1 項規定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
施重建簡化行政程序辦 畫者，得以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
法第 3 條
土保持計畫，經同法第 6 條及第 6 條之
1 之專業技師簽證後，由當地水土保持
主管機關審核及監督實施
土石流災害森林火災寒 興建臨時通路或設施，依水土保持法第
害災區交通搶通或公共 12 條第 1 項規定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
設施重建簡化行政程序 畫者，得以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
辦法第 3 條
土保持計畫，經同法第 6 條及第 6 條之
1 之專業技師簽證後，由當地水土保持
主管機關審核及監督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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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建築工程類

法令依據
簽證及應遵守事項
水災災區交通搶通或公 興建臨時通路或設施，依水土保持法第
共設施重建簡化行政程 12 條第 1 項規定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
序辦法第 4 條
畫者，得以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
土保持計畫，經同法第 6 條及第 6 條之
1 之專業技師簽證後，由當地水土保持
主管機關審核及監督實施
空難海難陸上交通事故 臨時通路或設施，依水土保持法第十二
災區交通搶通或公共設 條第一項規定，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施重建簡化行政程序辦 者，得以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土
法第 3 條
保持計畫，經同法第六條及第六條之一
之專業技師簽證後，由當地水土保持主
管機關審核及監督實施。
礦災災區交通搶通及公 興建臨時通路或設施，依水土保持法第
共設施重建簡化行政程 12 條第 1 項規定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
序辦法第 3 條
畫者，得以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
土保持計畫，經同法第 6 條及第 6 條之
1 之專業技師簽證後，由當地水土保持
主管機關審核及監督實施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理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承接工程技術服
條例第 17 條
務業務，應交由執業技師負責辦理；
所為之圖樣及書表，應由該執業技師
簽署，並依法辦理簽證（依公共工程
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建築法第 13 條、第 34 條 1. 六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第 77 條
其結構及設備專業工程部分（依建
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
證規則實施簽證）
2. 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
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
及說明書，應就規定項目為之，其
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
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
3.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
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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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法令依據
簽證及應遵守事項
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項目：
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1. 建築物結構專業工程部分專業技
師辦理簽證項目
2. 建築物電氣設備專業工程部分專
業技師辦理簽證項目
3. 建築物空氣調節設備專業工程部
分專業技師辦理簽證項目
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工程範圍之用戶
電業法第 34 條之 1
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 用電設備其設計及監造。（並依建築
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 法第 13 條第 1 項、建築物結構與設
認定標準第 5 條
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
簽證-電機技師）
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 大眾捷運系統兩側限建範圍內之行為
限建辦法第 17 條
（建築工程）：捷運設施影響評估報
告、各開挖階段支撐應力、擋土壁變形
及捷運設施之變形預測値、監測初始値
量測報告、安全評估報告簽證。
機械遊樂設施設置及檢 結構計算書圖（機械遊樂設施構架力
查管理辦法第 3 條
學分析、計算說明及其他必要之結構
建築法 第 77 條之 3 第 5 計畫）
項
機電設備書圖（設計圖、說明書及其
他必要輔助資料）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置完成後，其承攬人
設置使用管理規則第 10 應依建築法、建築師法及技師法等相關
條及第 12 條
規定會同專業技師或建築師辦理檢查
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 及測試，並由專業技師或建築師於原申
審驗機構管理辦法第 3 請表及工程技術規範所定之建築物屋
條
內外電信設備檢測／審驗紀錄表簽證
確認。
（電機、電子技師）
衛星通信業務管理規則 固定地球電臺技師簽證
第 17 條之 1、第 30 條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補強證明文件，應
評估辦法第 6 條
檢具由專業技師或建築師簽證之補
強設計圖、監造證明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 水土保持計畫、結構安全簽證
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
化行政程序辦法第 3
條、第 5 條、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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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法令依據
簽證及應遵守事項
水災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 水土保持計畫、結構安全簽證
簡化行政程序辦法
土石流災害森林火災寒害 興建臨時住宅行為依水土保持法第
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 12 條第 1 項規定應先擬具水土保
行政程序辦法
持計畫者，得以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
代替水土保持計畫，經同法第 6 條及
第 6 條之 1 專業技師簽證後，由當地
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核及監督實施
古蹟修復及再利用辦法第 國定古蹟修復或再利用計畫、工作報
9 條、第 10 條
告書、解體調查執行主持人；古蹟修
復或再利用規劃設計、監造執行主持
人
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 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報告簽證（交通
則
工程技師）
空氣污染防制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6 條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環境工程技師）

水污染防治

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 公私場所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
許可證管理辦法第 5 條 證時，應填具申請表，連同經依法登
記執業之環境工程技師或其他相關
專業技師簽證之空氣污染防制計
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
為之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一、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應簽證事項。
二、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應簽證事項。
三、其他環境保護法律規定應簽證事
項。
水污染防治法第 17 條 1.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申請發給
排放許可證或辦理變更登記應具
備之必要文件（環境工程技師）
2. 水措資料表及其相關書面文件簽證
水污染防制法施行細則 技師依水汙染防治法第 17 條第 4 項
第8條
規定執行簽證業務時，應查核事項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 功能測試參與單位應包含：製程操作
申報管理辦法第 60 條 單 位 、 處 理 程 序 操 作 單 位 、 取 樣
單位、檢測單位。屬應經技師簽證
者，其簽證技師應共同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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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法令依據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 1.
許可申請審查管理辦法
第 10 條、第 14 條、第 2.
17 條、第 19 條、第 27
條、第 28 條
3.
4.
5.

簽證及應遵守事項
水措資料及其相關書面文件、土壤
及地下水相關檢測報告
試車計畫書、水措設施設置完工及
標示完妥照片、證明文件
功能測試報告
設置完工照片
經下水道管理機關（構）同意，將
部分廢（污）水排放
6. 於專用雨水下水道等地面水體，應
申請排放許可證者，該排放於專用
雨水下水道等地面水體之文件及
水措資料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應簽證事項
土壤及地下水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畫、評估
法第 11 條
調查資料、污染調查及評估計畫等文
污染整治
件，應經依法登記執業之環境工程技
師、應用地質技師或其他相關專業技
師簽證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料簽證
測 作 業 管 理 辦 法 第 10
條、第 11 條
環境工程專業技師簽證 其他環境保護法律規定應簽證事項：土
規則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定應簽證
事項
都市計畫
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 區域計畫法開發計畫簽證
非都市計畫
16 條之 1
土地開發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因政府依法徵收、撥用或協議價購土
則第 22 條
地，致減少原經核准之開發計畫土地
涵蓋範圍，而有第一項第三款所列情
形，如不影響基地開發之保育、保安
、防災並經專業技師簽證及不妨礙原核
准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之主要公共設
施、公用設備或必要性服務設施之正常
功能行使，得準用前項規定辦理。
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 自辦市地重劃地區之公共設施工程
市地重劃辦法第 32 條 規劃、設計及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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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法令依據
簽證及應遵守事項
土地所有權人辦理農村 重劃區之公共設施工程，理事會應依
社區土地重劃辦法第 30 核定開發計畫內容規劃、設計及監造
條
，依法須由相關工程技師簽證者，並
應委由合格之相關工程技師簽證
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法第 6 條、第 6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規模以上之水土
條之 1
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規劃、設計及監造
（水土保持、土木工程、水利工程、
大地工程等技師）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 「水土保持計畫監造須知」(行政院農
辦法
業委員會 100 年 3 月 3 日農授水保字
第 1001861303 號函頒)
採礦
礦業法第 62 條
探礦構想書圖、開採構想書圖、開採
及施工計畫書圖、年度施工計畫書圖
簽證（採礦工程技師）
土石採取
土石採取法第 10 條
土石採取計畫書圖簽證（採礦工程、
土石採取法施行細則第 5 土木工程、水利工程、大地工程、礦
條
業安全、水土保持、應用地質、測量
技師-依執業範圍簽證）
溫泉開發
溫泉法第 5 條
溫泉取供事業開發溫泉開鑿溫泉
井：鑽探紀錄、水量測試、溫度量測
及溫泉成份簽證（水利技師及應用地
質技師或礦業技師）
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 6 溫泉開發及使用計畫書、溫泉使用現
條、第 10 條、第 11 條 況報告書，應經水利技師及應用地質
技師之簽證
船舶新建（變 船舶法
遊艇所有人申請前條特別檢查及丈
更）
第 63 條
量，應檢送承造船廠之出廠證明或遊
艇來源證明。
前項證明，包括船體結構相關圖說及
主機、推進機、引擎、輔機等機器來
源證明。
量產製造之遊艇，經造船技師辦理簽
證，遊艇所在地航政機關得不經特別檢
查，逕依該造船技師簽發之出廠簽證合
格證明登記或註冊，並發給遊艇證書。
具有特殊設計、型式、構造、機器、
小船檢查丈量規則
第 4 條、第 10 條
設備、材料、屬具及使用目的之小船
，確認按照本規則規定全部或一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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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法令依據

簽證及應遵守事項
施有困難時，得由船舶所有人或船長
列舉事實及理由，並檢具領有執業證
書之造船技師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
本國驗船機構審核認可之圖說文件
申請航政機關組成專案小組審議後
決定之。
載客動力小船之設計圖應經合格造
船技師簽證，始得辦理。
漁船運搬養殖活魚管理 供活魚運搬作業之漁船須改造船體
辦法第 6 條
者，其漁業人於取得籌辦許可文件
後，應檢附造船技師簽證符合航行安
全穩度之認可文件，申請許可後，始
得改造。
危險工作場所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 事業單位向檢查機構申請審查丁類
檢查辦法
-工程施工
工作場所，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施
第 17 條
工安全評估人員及其所僱之專任工
程人員、相關執業技師或開業建築師
之簽章文件。
測繪業務
國土測繪法第 41 條
測繪業受委託辦理測繪業務之成果，應
由測量技師依簽證規則簽證之。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 測量技師簽證之實施範圍，包括各種
測量技師簽證規則
測繪作業之辦理過程、引用資料、使
用設備及其測繪成果。（簽證規則附
表：測量技師簽證項目）
地政機關委託辦理地籍 受託測繪業於辦理地籍測量業務完竣
測量辦法第 10 條
後，應檢附測量技師依國土測繪法第 41
條規定簽證之測繪成果連同原測量圖
說等相關資料，送地政機關依地籍測量
相關法規之規定辦理成果檢核。
地質
地質法第 10 條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係由
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 地質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定技師辦理
準則
者，報告書之簽證應檢附該辦理技師
之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
人內依法取得相當類科技師證書者
辦理時，應檢附該辦理技師之技師證
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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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災區重建

再生水開發案
取水構造物、
水處理設施與
供水設施

電業、能源管
理、再生能源

法令依據
簽證及應遵守事項
莫拉克颱風災民安置用 開發計畫，應經下列技師簽證：
地變更及開發辦法第 11 1.地形圖及坡度分析圖：相關測量專
條(103.10.24 廢止)
業技師。
2.地質部分：相關應用地質或大地工
程專業技師。
3.整地排水部分：相關土木、水利或
水土保持工程專業技師。
4.整體開發計畫部分：相關都市計畫
專業技師。
5.交通系統計畫部分：相關交通工程
專業技師。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例
第 13 條：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物、
水處理設施與供水設施之設計及監
造，應由技師法所定執業範圍之相關科
別技師辦理簽證。但政府機關或公營事
業機構自行興辦者，得由該機關或機構
內依法取得相關科別技師證書者辦理。
前項相關專業技師之科別，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中央技師主管機關公告之；簽
證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再生水經營業籌設許可 第 11 條：再生水經營業應於再生水開
及再生水開發案興辦許 發案興建完成後，檢附專業技師監造簽
可辦法
證報告報請該管主管機關辦理查驗。
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 第 3 條：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物、
物與水處理設施及供水 水處理設施與供水設施之工程設計及
設施專業技師簽證規則 監造，應由專業技師辦理簽證。簽證項
目及範圍，涉及二科別以上專業技師執
業範圍者，應由再生水經營業指定專業
技師負責整合，與其他專業技師共同簽
證負責。
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則 自用發電設備設置完成後，總裝置容
第6條
量達一百瓩者，設置人申請核發自用
發電設備登記證應填具之「設備竣工
試驗報告」需監造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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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法令依據
簽證及應遵守事項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經申請人
管理辦法第 10 條
或其代理人簽署之完工驗收文件；如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達一百瓩以
上，符合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
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者，應另
檢附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
關專業技師辦理設計與監造之證明
文件及監造技師簽證之竣工試驗報
告。
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土木技師或結構
領雜項執照標準第 6 條 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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