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預算成本架構
工程預算成本架構作業總則
成本架構作業總則
壹、 緣起與目的
政府各級機關因業務需要 訂定中長程計畫 依其內容性質 可
分為公共建設計畫、社會發展計畫及科技發展計畫。而較大規模之交
通、水 、環境保護等公共工程與國家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一般屬公
共建設計畫之範疇 社會發展與科技發展計畫攸關公共工程之部份多
屬房屋建築之興建 範圍較小。另外 各機關每
所辦 非屬前述
三 型計畫之各項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之
亦頗可觀。基於妥善運
用國家有限資源 整體規劃設計作業必須周延 工程預算編 必須合
才能提高其工程品質並避免 費建設經費。
公共建設之工程計畫作業程序大致分為規劃、設計及施工等三階
段 重大之公共工程計畫則可依其程序目標及管考之需要 細分為先
期規劃 可 性研究 、綜合規劃、基本設計 初步設計 、細部設計
及施工等五階段。每一階段均應設定管 目標以避免預算編
實、
設計及施工 當、進 延宕、招標發包延誤等問題。其中以綜合規劃
階段之作業尤屬重要 因為重大之公共工程計畫自先期規劃至施工驗
收啟用 所需期程較為長久 甚或達十
期間或因地形、地質、
天候、海況、環境及政策之變化 或因設計超出原規劃之構想 或規
劃作業考
夠周延、調查及研究工作 足等因素 常成為日後執
計畫辦 追加工程預算之主因。為此 工程會按照各 公共工程特性
及需求 訂定詳細之規劃項目、作業程序、引用資 標準 俾各機關
於編 工程經費時有所依循 以合 估 工程成本 達成確實控制工
程預算之目標。
經由上述之原因 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於97年度計畫為活化技術
資料庫之內容 並提供各類工程之工程預算成本架構 使各主辦機關
於計畫之規劃階段與細部設計階段階有參考之依據 以使工程主辦機
關編 工程經費時可 考引用 主管機關審核時亦有相同之脈絡可
循 冀於工程執 時 確保工程品質、進 及成本 以提高整體經濟
建設效 。
97年度已初步完成包含建築工程、橋樑工程、公路工程、下水道
工程、隧道工程以及災後復建工程 並已放入公共工程經費電腦估價
系統 PCCES 中使用 後續將持續新增各類工程之工程預算成本架
構 以符合各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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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程經費估算之內容與說明
一、 各階段工程經費估算流程
各階段工程經費估算流程
一工程計畫案自先期規劃 可 性研究 、綜合規劃、初步設計
基本設計 、詳細設計、發包、施工至完工驗收 各階段的工程經
費估算過程由淺入深 由簡入繁 由粗估至細估有其 貫性 各階段
工程經費估算的名稱及用途 一 其一般 程如表2-1所示 另對工
程計畫之 程 各機關或因名詞定義或因工程特性等有 同規定 而
得酌情調適。
表 2-1 各階段工程經費估算流程表

所謂設計成熟 係指一件工程計畫自先期規劃開始 籌備之進
為 0
設計成熟 為0
經由綜合規劃 設計成熟 為30
至詳細設計完成之進 為100
設計成熟 為90 100
含完成設
計圖、設計計算書、工程
、施工規範、特訂條款、預算書、投標
書、空白標單等 。
各階段之設計成熟
可依在先期規劃 可 性研究 、綜合規
劃、初步設計 基本設計 、詳細設計各階段所支出之人 費或圖
報告內容與完成規劃設計 階段合計所需人 費或圖 報告內容比
較 其所佔之百分 可視為設計成熟
與工程大小或經費無關 。
茲將各階段工程經費估算之用途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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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期規劃 可 性研究 階段
此階段為公共工程興建構思階段。因工程性質 同 先期規劃之
原則、涵蓋範圍亦 同 如公 選線選定山線或海線之原則 水庫選
定庫址、容 及功能…等等之原則。其目的係為大區域面積選線 公
、鐵 、捷運之
或選址 水庫、港灣、機場、工業區 之用
並編 初步方案之「工程經費概估」 藉以比較、評估各方案開發效
以供該計畫興建原則之依據 俾 後續綜合規劃之進 。
2、綜合規劃階段
此階段所編 之「工程經費概算」主要做為效 評估及財務規劃
之用 供政府核定公共工程總工程經費之依據。計畫經核定後 依據
該核定計畫分 預定實施項目及各
需求經費 循預算程序 編
當 工程預算執 之。以公 工程為
本階段係為評估比較選取交
道型式、結構型式、收費站設置方式等作業。如高速公 之 線已
選定山線 水庫已選定庫址 或在原址擴建 如機場、港灣、公 、
鐵 、水 發電廠等等 之公共工程等 自綜合規劃開始 須進一步
收集資 並分析 估計較正確之工程經費概算 經核定後 以為日後
建設經費之控制。
3、初步設計 基本設計

階段

於前一階段 計畫經核定後 即進 本階段之設計工作 由於引
用及分析之資 較前一階段詳細充分 故所估算編 之總經費 為詳
實 可作為工程主辦機關控管經費之 考 以期工程在核定之預算額
內完成。至於較單純工程如增改建、道 加寬工程等
需進 綜
合規劃 而逕 初步設計作業。
4、詳細設計階段
本階段為依據前一階段成果進 之細部設計 故所估算之工程經
費
確 據以編製工程預算書 以作為工程發包之 考依據 並依
『政府採購法』辦 發包。如一般公 、鐵 、橋 之加寬或建築物
之增建 各機關亦可自 斟酌 逕 詳細設計。
5、發包及施工階段
發包階段包括核定底價、公開招標、資格審查、技術審查、開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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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等作業。施工階段之「執
之結算 額。

預算」包含變 設計及辦 完工驗收

參、 工程預算成本架構概念
工程預算成本架構概念
一個重大公共工程計畫有可能分為 個子計畫所組成。如多功能
之大型水庫計畫可分為水庫計畫、發電計畫、灌溉計畫、自 水計畫、
防洪計畫等子計畫分別估計 然後再總合計算全部工程經費 如 百
公 之重大公 計畫 可依 政區或地形分為 個子計畫分別估計工
程經費 然後再總合計算全部 段之工程經費。
一、 成本架構概念
成本架構概念
計畫成本可分為規劃作業費用(含先期規劃及綜合規劃)、建造成
本 工程經費 、 息、營運及維修 維護 成本等四項。各項成本
採WBS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結構化方式歸納 其內容及架
構詳圖3-1計畫成本組成架構圖 而其詳細內容說明如下所述。
1、規劃階段作業費用(含先期規劃及綜合規劃)
一件計畫或工程自開始籌備 進 規劃階段作業 所需要之一
費用 包括先期規劃 可 性研究 及綜合規劃二階段作業費用 在
該計畫尚未成形或僅是構想初期或由主辦機關提出需求概 時 宜在
該
預算書中 編 此規劃階段作業費用 以配合進 規劃階段必
要之作業。
2、相關資

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規劃及設計階段均需編 此項費用 其工作內容、
工程性質、
等而定。詳述如下四項:
1

及費用視

基本需求資 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基本需求資 如交通 、運 、社經資 、人 技術資 、土
地 用、工業或產業型態、廢棄物 別及
、污水 、廢水特性
等資 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 依各 工程特性分別於各專篇內
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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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計畫成本組成架構圖

2

水文、氣象、海象及地震資 蒐集調查費水文 包括河川、水
位、 砂、水庫、灌排圳 、淹水區、地下水、集水區、橋
等。

氣象 包括風 (風向、風速 )、颱風 (風向、風速、中心氣壓 )、
霧日、氣溫、 雨(或 水) 、濕 、氣壓、 雨天 等。海象
包括潮汐(潮位)、波 (波高、週期、波向)、海 ( 速、 向)、
漂沙( 徑、海水濁 、礦物) 、鹽 、溫 、水深、海底地形等。
地震 包括物 探查、斷層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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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設施管線調查費

包括公共設施管線位置之蒐集、現況調查 與公共設施管線主
管機關之 繫、協調等。
4

其他項目調查費
依工程之特性而作必要之其他項目調查。

3、測 費
規劃及設計階段均需編 此項費用其工作內容、
及費用視工
程性質、
等而定。測 分航空測 、地面測 及海域測 三項
工作內容包括空中三角測量、控制測量 導線測量、水準測量 、地
形測量、橫斷面測 、獨 點 (座標、高程 )測 、水深測 、潮位
測 、海域定位測 等。
4、工址調查、鑽探、試驗及分析費
規劃及設計階段均需編 此項費用 其工作內容、
及費用視
工程性質、
等而定。工作內容包括現有資 蒐集、踏勘、地質調
查、鑽探取樣、現地試驗、室內試驗、大地工程分析等。
1

室內試驗 包括一般物 性試驗、篩分析、比重計分析、滲透
試驗、壓密試驗、直剪、三軸壓縮試驗、單壓、彈性試驗、消
散試驗、抗 試驗、點荷重試驗等。

2

現地試驗 包括標準貫入試驗、荷氏錐貫入試驗、平鈑載重試
驗、透水試驗、孔內側壓試驗、當地應 試驗、現場直剪試驗、
震波測試、海底地質鑽探試驗、震測試驗、海底地質剖面測勘
試驗、海底地形聲波測掃試驗等。

5、模型試驗費
規劃階段除需作如前述之水文、氣象、海象蒐集調查外 另由工
程主辦機關視工程之需要決定是否作模型試驗 或經水政、水 、環
保主管機關審查 決定是否作水工模型試驗。水工模型試驗項目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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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次要河川橋墩(台)沖刷

2

經過灌溉大排之輸水干擾

3

平 河川堤線 交通 線在 水區之排洪影響

4

河口或海岸受蝕地橋

5

海灣、海堤工程及海洋構造物

沖刷

6、環境影響評估費
在規劃階段需委託具辦
工作所支出之費用。

環境影響評估業務之專業機構辦

下

1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 環境影響評估須分 階段辦
第一階段研提『環境影響 明書』送環保主管機關審查 如審
查決議無需繼續評估 則評估程序終止 如審查決議需繼續評
估 則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研提『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書 初稿 』送環保主管機關審查。

2

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包括『環境影響 明書』撰寫、審查
及公開 明會。其中『環境影響 明書』撰寫須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及環保署所頒 之各 開發 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
則辦 。

3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包括『環境影響 明書 (定稿本)』之
公開陳 、公開 明會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初稿 』之
評估範疇界定、撰寫、審查、現場勘察、聽證會等。其中『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初稿 』撰寫須依「環境影響 明書」之
審查結 、「環境影響評估法」及環保主管機關所召開〝評估
範疇界定會〞之決議事項辦 。
7、專案管

及顧問費 階段性或全程

近 公共工程規模日 龐大、新工法種 增加快速及 確 要求
提昇 為保障公共工程計畫之成本、進 控制及品質管制等整體效
自計畫開始先期規劃階段 可 性研究 、綜合規劃、設計、施
工 以至完工後之經營維護 需有一以貫之的思考 而配合適當之作
為 但主辦機關往往受限於人 及專業能
足 而無法達成預定之
成果 故於政府採購法相關子法中規定 機關在人 或專業能
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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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可委託專業或技術服務廠商辦 技術服務工作 以達成預定之成
果。專業服務指提供專門知 或技藝之服務 所需費用及詳細服務內
容得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及相關規定辦 。
專案管 服務內容包括規劃與可 性之諮詢及審查、設計之諮詢與審
查、招標發包之諮詢及審查、施工督導與 約管 之諮詢及審查等項
目 詳細服務內容詳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而委
託專案管 獲致之效
一彌補機關專業人 或能 之 足 二為透
過專案管 可有效控管工程之成本、品質及工期。機關於先期規劃 可
性評估 階段即應考 是否有人 或專業能
足之情況 並宜視
需要將全部或部分作業 委託廠商辦 專案管 技術服務工作 惟應
先擬具委託專案管 計機關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 辦 專案管
廠商評選作業 其評選標準及項目包括廠商於技術服務項目之經驗及
信譽、建議書之完整性、可 性及對服務事項之瞭解程 、工作計畫
及預定進 、計畫主持人及主要人員之經驗及能 、如期 約能 、
廠商之資源及其他支援能 、價格及其他必要事項等項目。
8、規劃分析費
為工程辦 先期規劃 可 性研究 及綜合規劃等內容時 由工
程主辦機關訂定工程規劃之工作內容及範圍 工作內容及所需費用依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規定 並考 工程種
、特性及工程地點等因素後辦 。
9、專題研究報告費
遇有特殊地質、地形、海域、構造、施工技術、或特殊情況 需
另作專題之專案研究所需之費用 所需費用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
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及
相關規定辦 。專題研究費依實際需要 分別 入規劃階段作業費
用、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10、建造成本(工程經費)
自設計階段作業、用地取得及拆遷、工程建造及支付施工期間
息 所需要之一 開銷稱為建造成本 工程經費 。建造成本(工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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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包括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工程建造
費、其他費用、施工期間 息等五大項所組成。分述如下
1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含初步設計及詳細設計)

a.資 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費均包含 惟其工作內容較多
較大
較高。
b.測 費均包含 惟其工作內容較多
較大
較高。
c.工址調查、鑽探、試驗及分析費均包含 惟其工作內容較多
較大
較高。
d.階段性專案管 及顧問費均包含 惟其項目較多。 工程主辦機
關需委託專業服務廠商協助業主擬訂工程保險計畫、工程保險條
款、工程保險招標文件 及日後工程之 賠管 計畫等 所需之
費用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及相關規定辦
。
e.設計分析費 初步設計 基本設計 分析費 依據規劃成果 辦
工程之初步設計(基本設計)內容 所需費用依「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及相關規定辦
詳細設計分析費
依據規劃或初步設計(基本設計)成果 辦 詳細設計內容 所需
費用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及相關規定辦
。
f.專題研究報告費均包含 惟其項目較多。
2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包括用地取得費、地價調整費、拆遷補
償及遷移費、拆遷補償及遷移費之調整費、辦 上述業務之作業費
等五大項。各項內容詳述如下。
a.用地取得費 依工程計畫構想圖、地形圖及地籍界限圖所擬用地
範圍依照地籍區段 出各區段之徵收面積 並 照縣市政府之各
地籍區段公告土地現值單位面積之價格 算出用地取得總價 必
要時並考慮政府加成計算等規定。
b.地價調整費由於概估計算之基準 至真正執 查估補償之目標
尚有一段時間 概估之經費須 酌
之土地公告現值成長
及政府政策調整。每 之土地公告現值各縣市政府調幅 一 亦
無準確準則可於遵循 惟機關概估土地公告現值 應 考最近幾
地價調整 增 予以編 所需之土地購置費。地價調整 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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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考表 3-2 如下所示
表 3-2 地價調整年增率參考表

c.拆遷補償及遷移費包含建築物拆遷補償費、農 作物及魚 、畜
禽補償遷移費、公共設施管線遷移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d.拆遷補償及遷移費之調整費為建築物拆遷、農 作物及魚 、畜
禽遷移費與公共設施管線遷移費、其他補償費等之調整 則按工
程物價調整
估算至執
之費用。
e.拆遷補償及遷移費之調整費為建築物拆遷、農 作物及魚 、畜
禽遷移費與公共設施管線遷移費、其他補償費等之調整 則按工
程物價調整
估算至執
之費用。
f.辦 上述業務之作業費 為辦 上述業務 所需之人 、材 等
一 費用。包含地籍資 蒐集、地籍現況測 、召集地主 明興
辦工程之目的與計畫、召開協議收購會議、辦
計變 、地籍
假分割、地上物查估、呈報徵收、徵收後之地方政府作業等。
3 工程建造費包括直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 詳各專篇 )、間接
工程成本、工程預備費及物價調整費。工程建造費之計算應註
明估價當時物價水準之基準
以做為未 調整之 考
如
「按民國九十八 之物價所編 之經費」。
a.直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 直接工程成本為建造工程目的物所
需之成本。直接工程成本之單價包括直接工程費、承包商管 費
及 潤、營業稅在內 並包含依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 作業
要點」編 之品管費用。
b.除主體工程外 施工中環境保護費及工地安全衛生費亦為直接工
10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執行

程成本之項目 簡稱環保安衛費 在規劃階段約為直接工程成本
之 0.3 3 為原則 詳如下
■施工中環境保護費 包括空氣污染、噪音、震動、水污染、廢
棄物清 等防制措施及其他環保費 管 、宣導、訓 、承
包商施工中監測等 。
■工地安全衛生費 包括工地內所有設備之安全、工區內之衛生
及其他安全衛生費 管 、宣導、訓 、防護具等 。
c.間接工程成本 間接工程成本係業主為監造管 工程目的物所需
支出之成本 包括工程管 費、工程監造費、階段性專案管 及
顧問費、環境監測費、空氣污染防制費及初期運轉費。各機關或
有 同規定 得酌情調適各項目或合併之。間接工程成本因工程
性質而有 同 按直接工程成本之百分比計算 因各機關之規定
同而 。
■工程管 費 工程管 費 係指主辦機關辦 工程所需之各項
管 費用 工程管 費之編 原則與支用項目、支用方式
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 費支用要點」之規定辦 。
■工程監造費 主辦機關設 專責單位或委託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或委託建築師事務所、技師事務所或其他依法 得提供技術
性服務之自然人或法人辦 工程監造業務所需之費用 旨在
監督工程承攬單位之施工內容是否依據設計內容按圖施工符
合 約規定 工程監造費之服務內容及計費方式 應依「機
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辦 。
■階段性專案管 及顧問費 機關因專業人 或能
足 可委
託建築師事務所、技師事務所、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其他依
法 得提供技術性服務之自然人或法人提供專案管 技術服
務 有關服務之內容及計費方式 應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
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辦 。
■環境監測費 施工期間須於工區設置 處環境監測設備 並定
期監測、追蹤施工中之噪音、震動、空氣污染等 其費用含
環境監測費用、定期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撰寫等。
■空氣污染防制費 有關空氣污染防制費應依「空氣污染防制費
收費辦法」相關規定予以編 。
d.工程預備費 為彌補先期規劃 可 性研究 、綜合規劃及設計
期間 因所蒐集用資 之
、品質和
等 夠完整、可能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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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或無法預 之偶發事件等 況 所準備的一筆費用 但 包
括超出原研究規劃設計以外之工程範圍和內容變 所造成之費
用增減。工程預備費之編 按直接工程成本之百分比估計 編
標準因各工程性質與 別有所差
編 原則 明如下
■重大新建工程計畫 如水庫、港灣、公 、鐵 、水 發電或
其他較複雜工程 或如需進 評選位址、
者 其先期規
劃、綜合規劃、基本設計、細部設計等四階段之工程預備費
編 標準下限為 0 上限依工程別分別以「直接工程成本」
之 15 30 、 10 25 、3 10 、3 5 為原則。
■一般工程計畫 其規模較小或較單純作業程序分為規劃、設
計、施工等三階段 如擴、增建工程 則其規劃、設計階段
之工程預備費編 標準下限為 0 上限依工程別以「直接工
程成本」之 8 20 、3 5 為原則。
以一個經過複雜地形山區之公 工程計畫為
明其工程預備
費之編
在先期規劃 可 性研究 階段先選擇 個可
線方案
並做最佳 線之建議 依所選擇之 個 線方案之工程內容、工程項
目逐項估算其直接工程成本 由於此階段可 用的資 之品質、
等較粗
為避免因使用大比 圖可能造成的
差 及工程內容修
改而使經費估算 足 故較複雜之公 工程 其工程預備費可以直接
工程成本的百分之二十為其可 性階段經費估算之原則。
可掌握
引用的資 充分 則工程內容具體明確 工程預備費相對可予減低
最低可能為 0 。此階段估算之總工程費 即可做為後續綜合規劃及
設計階段經費之初步依據 亦即進入綜合規劃階段時 就已核定之
線做 詳細之工程調查及 確定的工程內容規劃 並依此詳細的工程
項目 重新逐項估算直接工程成本 再加上此階段估算之工程預備費
和其他相關費用 而成總工程經費 由於引用之資 較前一階段詳細
充分 故此階段總工程經費較前一階段 正確合
據以報請核定
後 以為日後建設經費之控制 再依據分 預定實施項目 編定各
分 預算執 之。
至於進入初步設計或細部設計階段 亦需比照前階段重新 確估
算直接工程成本 再加上此階段估算之工程預備費和其他相關費用
而成總工程經費 但仍需在核定之預算額 內辦
否則 有經費執
超出原額 時 應另案陳核追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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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物價調整費工程建造費之計算應註明估價當時物價水準之基準
如按民國九十八 之物價所編 之經費需求。
物價調整費係直接工程成本及間接工程成本與工程預備費之合
計 重大建設計畫由於執 時間長達 5 10
建議於綜合規劃階段
物價調整 增 採用 1.8
註
政院主計處編印中華民國臺灣地
區「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之消費者物價指 最近十 平均值為
1.753
按昇冪計算。第一 按現值估算工程經費 第二 後開
始按物價指
增 調整編 分 資 需求。經費核定以後 在 同
代可按實際物價指
況調整並修正總額。
表3-3 物價調整年增率參考表

4

其他費用包括研究發展費、配合工程費、藝術品設置費等項。
由各主辦機關依工程性質需要或有關法規規定 酌予考慮編
必要之費用。

5

施工期間 息公共投資建設如事業單位及非營業性基 之投資
計畫 由於投資效 之考 需考慮將施工期間 息 入建造成
本(工程經費)中。施工期間 息應按資 分配 (即各
所需
資 分配額及各資
源)及借款
情形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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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息

息是為推動工程計畫 以借貸融資方式取得資 之財務費用
而此費用與主辦機關之財務調 方式、資
源及借貸比 等因素相
關(與工程實體建造成本無關) 應配合工程計畫之財務規劃所研擬之
財務方案 計算 提供財務評估及財務計畫使用 並俟財務方案確定
後納入計畫成本中。「 息」之編 方式屬財務分析內容 建議依個
案 況將另案探討。 屬本手冊之探討範圍。
12、營運及維修
工程計畫經施工完成、驗收合格及正式啟用後 開始計算營運及
維修 維護 成本 為維持計畫之健全營運、運轉所需之經 費用
包括材
件、人工、操作設施、工具、儀器、監測、養護、維修、
稅捐與保險費等經常費用 必要之添置與主要設施之期間換新費用
維護環境及景觀等每 分攤之經 費用 以及本階段之階段性專案管
及顧問費。由於營運及維修 維護 成本在工程施工完成後發生
其估算係提供先期規劃 可 性研究 及綜合規劃中之效 評估、財
務評估及計畫等工作使用 因此「營運及維修 維護 成本」之編
方式 屬本手冊所規範之範圍。 考資
下 費用以百分比估計作
為 考之用
1

規劃階段、設計階段及施工階段監造費用依 政院「機關委託
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辦 。各項費用因工程性質而
有 同 以直接工程成本之百分比計算時 依各機關之規定而
。

2

規劃階段作業費用(含先期規劃及綜合規劃)
工地工程費 之 0.5 2.3 。

為直接工程成本

3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為直接工程成本 (工地工程費)之 2.5
。

4.0

4 間接工程成本 為直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之 10 20 。
係主辦機關自 辦 者 由於各機關對建造成本之規定及計算
方式 一致 如薪資是否 入建造成本等問題均有 同之
解 主辦機關可酌減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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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工程保險費
主要用於先期規劃或綜合規劃作業 故保險費用之編 方式可以
直接工程成本乘以「規劃階段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各 工程建議 考
費 」之概估算方式為之 惟各機關仍應考 工程之規模及特性 予
以調整編 。發包預算編 階段 機關可視工程特性與規模以及保險
市場之 況 將工程保險費併入發包工程費 即納入直接工程成本由
廠商投保 或由業主投保 即納入間接工程成本 。有關規劃階段營
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 考費 如表3-4所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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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規劃階段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各 工程 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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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WBS 架構與編碼方式說明
1、WBS 架構概念說明
一般工程預算於編列之順序均是依據 WBS 架構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編列 WBS 架構是依據工程之主項大類、分項工程以及
工作項目、單價分析表等階層 由大到小、由粗到細的階層方式呈現
下圖 4-1 以建築工程之直接工程為例 第一階層為建築工程 第二階
層則為建築工程之主項大類 包含有大地工程、鋼筋混凝土模板工程
等 第三階則為分項工程 包含有連續壁工程、樁工程等 而第三階
下層則為各分項工程之工作項目 詳如圖 4-2
而各工作項目下則
有人、機、料及雜項等單價分析 如此階層式的預算編列架構稱之為
WBS 架構。

【一 階】

【二 階】

第 一階為 「 建築工 程 」

第 二階為 「 主項大類 項目 」

第三階則 為 「 分項 工程 」

大地工 程

連續 壁工程

【 三階】

B.DD-GE02266
B.DD-G E

樁工 程
B.DD-GE02451

工地 工程費
直 接工程 費

鋼筋混 凝土模 版工程

B.DD

鋼筋 工程
B.DD-CO03210

B.D

B.DD-C O

混凝 土工程
B.DD-CO03310

圖 4-1

WBS 架構圖-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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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
連續壁工程
B.DD-GE02266
樁工程
B.DD-GE02451

0246810101
024682412A
024682413A
024684412A
024685412A
024686412A
024687412A

反循環式鑽掘混凝土基樁，D=60cm，含鋼
筋
反循環式鑽掘混凝土基樁，D=70cm，L
=30m，含鋼筋，陸上
反循環式鑽掘混凝土基樁，D=70cm，L
=30m，含鋼筋，水中
反循環式鑽掘混凝土基樁，D=90cm，L
=30m，含鋼筋，陸上
反循環式鑽掘混凝土基樁，D=100cm，L
=30m，含鋼筋，陸上
反循環式鑽掘混凝土基樁，D=120cm，L
=30m，含鋼筋，陸上
反循環式鑽掘混凝土基樁，D=130cm，L
=30m，含鋼筋，陸上

M0331045003

結構用混凝土，(預拌，
水中)，210kgf/cm2

02451A0004

基樁，完整性試驗

02451B0004

基樁，泥漿處理費

鋼筋，連工帶料(含鋼筋
M0321000074
供應、工資、零星工料
E000001010001 機具不分類，使用費
E000008730001 固定吊車，30~39t
L000005100003 操作手
L000005000002 技術工不細分
L000006100002 小工
W0127110004 零星工料

圖 4-2

WBS 架構圖-建築工程

2、編碼方式
上述之 WBS 架構圖中不論是第一階、第二階到第三階層皆有編
碼 例建築工程之直接工程費編碼為 B.D、工地工程費為 B.DD 等
工程預算成本架構中之編碼僅為提供系統辨識 實際上使用者於使用
「公共工程經費電腦估價系統」中不需針對主項大類進行編碼。
1 、主項大類編碼之模式為系統辨識碼 + 建造費用別編碼 +工項
類別編碼 如圖 4-3「B」為系統辨識碼、
「DD」為建造費用別
編碼、
「RO」為工項類別編碼、「02231」為作業項目編碼 若
進一步說明 如圖 4-4 所示 第一階部份「B」與「DD」與上
述相同 意為直接工程費用 第二階部份「GE」代表建造費
用別編碼 是依據各工程英文名稱之簡寫 如大地工程為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因此取簡寫 GE 第三階部份
「 02266 」為作業項目編碼 主要參考該工程與施工綱要規
範相關之綱要編碼所編訂 若查無相關施工綱要規範會選取
相近章篇之施工綱要規範進行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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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WBS
二階WBS
一階WBS
B . D D -

R

O

0

2

2

3

1

作業項目編碼
工項類別編碼
建造費用別編碼
系統辨識碼

圖 4-3 主項大類編碼架構

B. DD

GE

02266

一階
二階
三階
圖 4-4 主項大類編碼架構-範例

2 、以下為工程預算成本架構中直接工程費項目之下層與間接工程
費下層所包含項目之編碼。
直接工程費 B.D
 工地工程費 B.DD
 品管費 B.DQ
 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B.DG
 環境保護費 B.DE
 營業稅 B.DT
 施工安全衛生設施與管理費用 B.DS
 保險費 B.DI
間接工程成費 B.I
 工程行政管理費 B.IM
 工程監造費 B.IV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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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 B.IC
 環境監測費 B.IP
 空氣污染防制費 B.IE
工程預備費 B.P
物價調整費 B.A
3 、工程預算成本架構所提供之主項大類項目 有部份主項大類下
層並無分項工程 如圖 4-5 建築工程中之木作工程、特殊外
牆工程等並無分項工程 為使預算編列時各工作項目能列於
同一階層同時為使編碼可於 PCCES 系統中運作順暢 增加第
三階分項工程 編碼則於工程類別編碼後以 5 個零代表無分
類。

木作工程
B.DD-CA

直接工程費
B.D

工地工程費
B.DD

特殊外牆工程
B.DD-WA

防水工程
B.DD-IN

圖 4-5

木作

B.DD-CA00000

其他工程

B.DD-CAZ

特殊外牆

B.DD-WA00000

其他工程

B.DD-WAZ

防水

B.DD-IN00000

其他工程

B.DD-INZ

WBS 架構分項工程編碼

4 、工程預算成本架構中所提供參考之工作項目 使用者可直接參
考使用 但不得更改工作項目內容 但實際使用時若有所提
供工作項目以外之其他工作項目 因無法直接於下層新增工
作項目 因此若有與提供之分項工程中無相關之工作項目
則可直接於其他工程中新增 另於第二階主項大類中同樣設
置其他工程 其目的與分項工程中設置其他工程之目的相
同 設置其他工程項目 如圖 4-6 除可提供使用者新增分
項工程與工作項目外 當標案資料回收後 公共工程技術資
料庫每三個月或每半年則會依據回收標案資料中其他工程中
所增加的項目 鑑請專家委員審查後 適時更新成本架構之
內容 以達到實用性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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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工程費

工地工程費

假設工程

整地工程

B.DD-TE02310

B.D

B.DD

B.DD-TE

放樣工程

B.DD-TE01725

施工架工程

B.DD-TE01540

安全圍籬工程

B.DD-TE01560

交通維持費

B.DD-TE01556

管線維護費

B.DD-TE02252

其他工程

B.DD-TEZ

其他工程

B.DD-OTZ

其他工程
B.DD-OT

圖 4-6

WBS 架構其他工程編碼

伍、 成本架構手冊使用方法
本成本架構使用說明手冊係供主辦機關進 公共工程中長程計
畫之先期規劃 可 性研究 後 據以進 綜合規劃階段編 預算時
周詳考 各項經費之編
作為計畫核定之 考 以 計畫奉核後之
分 預算編
在 詳實的規劃下 依預算編製之規定 編製
確
的經費 以為每 執 的基礎。主管機關在核定該計畫時 亦可依本
手冊之架構逐一檢討各項目編 之必要與否 俾使編製者及審核者對
於工程經費編
植基於共同的溝通基礎上 有助於建設計畫、效 、
財務之評估與安排。
一、手冊內容及範圍
公共工程之 別甚多 本使用說明手冊就已完成之五種工程 別
以及本年度另完成兩種工程類別另編 使用說明手冊專篇 供各主辦
機關 考之用 茲將各專篇之適用範圍簡要 明如下
第一篇 公 工程
高速公 、快速公 、一般道

。

第三篇 橋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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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橋 、鐵 橋 、捷運橋

。

第四篇 隧道工程
公

隧道、輸水隧道。

第 十 篇 自 水工程
區域性、 市及工業區自 水系統。
第十一篇 河川整治工程
主要河川、次要河川。
第十二篇 下水道工程
市及工業區污(雨)水下水道系統。
第十八篇 建築工程
國民住 、辦公大 。
二、各工程篇之撰寫內容 明
各工程種類之使用說明手冊各篇之編排方式乃是針對「工程經費
估算編 」訂定 每一工程篇均分五章撰寫 各章之內容 明如下
第一章直接工程成本

包括計畫組成之直接成本項目 明。

第二章間接工程成本

包括計畫組成之間接成本項目 明。

第三章工程預備費 包括工程預備費項目及比例說明。
第四章物價調整費 包括物價調整費之計算方式說明。
第五章特殊因素 包括特殊因素所包含之項目說明。
三、手冊運用原則
依工程之性質尋找相關之專篇 考 如公 工程尋找公 專篇
無相關專篇可比照 則可 考各篇統一格式 估算程序 及估算原
則 考辦
各項工程經費估 時 可 考各專篇所列之範
依序
詳實編製。
估

各項目之工程經費

有疑義時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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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及工程經費估算內對各項目編製原則之 明 各項工程經費估 時
宜應用資 之項目及
則可 考各專篇之規定。
如何將一項重大工程 割其圖
進而編製項目 估算成本 各
機關之做法或有 同。在同性質的工程中 宜仿照本使用說明手冊項
目編 。 確有其個別獨特性
能引用本手冊項目 可增 新項目
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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