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公共工程基本設計審查機制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依據行政院核定「提升公共工程計畫及經費審議效率方案」及適用
「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辦理公共工程相關作業，經濟
部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日訂頒「經濟部公共工程基本設計審查機制」(以
下簡稱本機制)，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ㄧ百零二年九月十
七日。茲配合行政院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及一百零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核
定修正之「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政府公共工程計
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基本設計階段之必要圖說」及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
五日函文各機關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納入計畫應辦事項等，爰辦
理本次修正。
本次主要係配合調整本機制計畫適用經費門檻(含補助型案件適用條
件及排除投資型案件之適用）、基本設計階段審查提送文件參考內容、相
關行政程序規定等，修訂本機制相關規定及附件(自主檢核表及作業流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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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共工程基本設計審查機制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壹、依據
依據行政院核定「提升公
共工程計畫及經費審議效率方
案」(以下簡稱審議效率方案)
及「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
審議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審議
要點)辦理。

現行規定
壹、依據

說明
本點未修正。

依據行政院核定「提升公
共工程計畫及經費審議效率方
案」(以下簡稱審議效率方案)
及「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
審議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審議
要點)辦理。

貳、適用範圍
貳、適用範圍
一、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適用審議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適用審議
程委員會(以下簡
要點之公共工程計畫及總工程建
要點之公共工程計畫及總工程建
稱工程會)一百零
造費未達新臺幣一億元公共工程
造費未達新臺幣(以下同)五千萬
六年六月十四日核
及房屋建築計畫(不含國營事業
元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不
定修正之「政府公
部分)其個案工程(包含委託其他
含國營事業部分)其個案工程(包
共工程計畫與經費
機關辦理及補助直轄市或縣市政
含委託其他機關辦理、補助直轄
審議作業要點」(以
府辦理且補助比率逾百分之五十
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及水利署投資
下簡稱審議要點)
之工程，以下分別簡稱委辦型及
台水公司辦理之工程，以下分別
，其適用審議要點
補助型工程)基本設計階段之審
簡稱委辦型、補助型及投資型工
之計畫總工程建造
查，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機制
程)基本設計階段之審查，除另有
經費門檻額度，由
辦理。
規定外，應依本機制辦理。
新臺幣五千萬元提
高至新臺幣一億元
；中央補助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辦
理之個案工程，增
列補助比率逾百分
之五十且補助經費
達新臺幣一億元以
上者納入適用範圍
等事項，為符審議
要點精神及相關送
審程序，爰配合修
正本審查機制之適
用條件範圍。
二、 現行審議要點已修
正其適用範圍為總
工程建造經費達新
臺幣一億元以上之
工程，爰本部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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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就個案工程未
達審議要點適用門
檻部分之文字規定
，須一併配合調整
，由未達新臺幣五
千萬元改為未達新
臺幣一億元。
三、 依據工程會一百零
六年九月四日工程
技字第一○六○○
二五九八六○號函
說明，本機制原訂
之投資型工程可比
照國營事業辦理之
個案工程，排除適
用審議要點辦理基
本設計階段審議。
故為符合審議要點
之審查原則，爰配
合將投資型工程排
除適用。
叁、審查作業機制
叁、審查作業機制
一、配合投資型工程排
一、本部公共工程計畫中總工程建 一、本部公共工程計畫中總工程建
除適用，爰修正第
造經費達一定金額以上之個案
造經費達一定金額以上之個案
一款第一目及第四
工程，由本部專案辦理審查會
工程，由本部專案辦理審查會
款第二目文字內容
議審查，會議主持人由本部指
議審查，會議主持人由本部指
。
派技監或參事層級以上高階主
派技監或參事層級以上高階主 二、配合第貳點修訂後
管擔任。
管擔任。
內容，修正第一款
(一)所稱一定金額以上個案工程 (一)所稱一定金額以上個案工程之
第一目之 2、第四款
之規模，依工程計畫主辦機關
規模，依工程計畫主辦機關之
、第四款第一目及
之屬性區分如次：
屬性區分如次：
第三目及第五款，
1.工程專責單位(水利署)：總工程
1.工程專責單位(水利署)：總工程
將相關經費金額門
建造經費在新臺幣四億元以上
建造經費在四億元以上之工程
檻調增為新臺幣ㄧ
之工程。(不含補助型工程)
。(不含補助型及投資型工程)
億元。
2.非工程專責單位：總工程建造
2.非工程專責單位：總工程建造經 三、為符合本機制附件
經費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工
費在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
「基本設計階段審
程。
查提送文件自主檢
(二)審查會議屬專業技術審查，除 (二)審查會議屬專業技術審查，除
核表」現行規定所
由本部指派專人擔任審查委員
由本部指派專人擔任審查委員
列文件項次內容，
外，必要時可聘請相關專家、
外，必要時可聘請相關專家、
增列第一款第五目
學者若干名協助辦理審查，以
學者若干名協助辦理審查，以
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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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客觀獨立之審查功能。
(三)審查過程得視實際需要辦理現
場現勘，並拍照記錄存證。
(四)審查會議除本部主辦機關相關
人員及專家委員參與外，另應
邀請行政院及本部相關審議或
管考機關派員列席。
(五)基本設計階段審查提送參考內
容，說明如下：
1. 研究報告審查意見說明。
2. 基地及周圍環境分析(補充測
量及地質調查及其他補充調
查、試驗或勘測報告)。
3. 需求計畫(包含空間或使用壽
年)。
4. 規劃理念說明書（概要描述）
。
5. 法令分析。
6. 初步配置圖(包含初步平面圖
、初步立面圖、初步剖面圖及
結構系統規劃)。
7. 機電設備系統規劃書。
8. 建造成本經費預估（含計算書
）、經費籌措及分配年度(應
考慮物價可能波動之風險)。
9. 施工初步時程。
10.設計準則與綱要規範。
11.採購策略。
12.取得用地證明。
13.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或綠色內
涵之設計規劃。
14.替選方案評估。
15.生態檢核作業。
(六)為加速審查程序，工程主辦單
位送審時應檢附基本設計階段
審查提送文件自主檢核表(如
附件一)，書件不齊且未有適當
理由者，經通知後未於三日內
補正者，得逕退請工程主辦單
位補件。
(七)審查原則：
1. 可行性評估階段核定內容與
匡列經費進入基本設計階段
辦理技術專業審查及經費概
算之作業管控之落實度。

達到客觀獨立之審查功能。
四、依據工程會「政府
(三)審查過程得視實際需要辦理現
公共工程計畫與經
場現勘，並拍照記錄存證。
費審議作業要點基
(四)審查會議除本部主辦機關相關
本設計階段之必要
人員及專家委員參與外，另應
圖說」第二點規定
邀請行政院及本部相關審議或
及「公共工程生態
管考機關派員列席。
檢核機制」應辦事
(五)基本設計階段審查提送參考內
項，增列第一款第
容，說明如下：
五目之 14 及第五目
1. 研究報告審查意見說明。
之 15。
2. 基地及周圍環境分析(補充測 五、修正第四款內容有
量及地質調查及其他補充調
關未達新臺幣四億
查、試驗或勘測報告)。
元之個案工程經審
3. 需求計畫(包含空間或使用壽
查通過後須函文副
年)。
知單位為行政院，
4. 規劃理念說明書（概要描述）
。
以符合審議要點規
5. 法令分析。
定。
6. 初步配置圖(包含初步平面圖
六、依現行工程會實際
、初步立面圖、初步剖面圖及
管考作業模式，第
結構系統規劃)。
五款酌作文字修正
7. 機電設備系統規劃書。
。
8. 建造成本經費預估（含計算書
）、經費籌措及分配年度(應
考慮物價可能波動之風險)。
9. 施工初步時程。
10.設計準則與綱要規範。
11.採購策略。
12.取得用地證明。

(六)為加速審查程序，工程主辦單
位送審時應檢附基本設計階段
審查提送文件自主檢核表(如附
件一)，書件不齊且未有適當理
由者，經通知後未於三日內補正
者，得逕退請工程主辦單位補件
。
(七)審查原則：
1. 可行性評估階段核定內容與
匡列經費進入基本設計階段
辦理技術專業審查及經費概
算之作業管控之落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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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工期、經費概算之精確度
2. 相關工期、經費概算之精確度
與可靠度。
與可靠度。
3. 施工階段承攬契約相關發包
3. 施工階段承攬契約相關發包
文件應注意事項。
文件應注意事項。
4. 為落實永續經營、節能減碳、
4. 為落實永續經營、節能減碳、
維護生態環境之政策目標，如
維護生態環境之政策目標，如
有相關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綠
有相關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綠
色內涵指標及經費比例一併
色內涵指標及經費比例一併
列入審查。
列入審查。
(八)審查流程：經濟部公共工程計 (八)審查流程：經濟部公共工程計
畫基本設計審查作業流程圖
畫基本設計審查作業流程圖
(如附件二)。
(如附件二)。
(九)審查會議之秘書作業由本部國 (九)審查會議之秘書作業由本部國
營會主辦、申請審查之計畫主
營會主辦、申請審查之計畫主
辦單位協辦(準備審查資料及
辦單位協辦(準備審查資料及
其他行政支援作業)，有關外聘
其他行政支援作業)，有關外聘
委員之出席費、審查費、差旅
委員之出席費、審查費、差旅
費等，由計畫主辦機關相關費
費等，由計畫主辦機關相關費
用項下支應。
用項下支應。
二、未達一定金額以上之所屬工程 二、未達一定金額以上之所屬工程
及工程專責單位所屬補助型或
及工程專責單位所屬補助型或
投資型工程之基本設計審查，
投資型工程之基本設計審查，
由各計畫主辦機關負責審查，
由各計畫主辦機關負責審查，
審查原則準用本機制之規定，
審查原則準用本機制之規定，
其審查機制由計畫主辦機關訂
其審查機制由計畫主辦機關訂
定後報部備查。
定後報部備查。
三、新臺幣四億元以上之個案工程 三、四億元以上之個案工程經審查
經審查同意後，由各計畫主辦
同意後，由各計畫主辦機關備
機關備妥相關文件送審查單位
妥相關文件送審查單位辦理部
辦理部稿轉送行政院公共工程
稿轉送工程會辦理基本設計審
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辦理
議。
基本設計審議。
四、未達新臺幣四億元之個案工程 四、未達四億元之個案工程(不含總
(不含總工程建造經費未達新臺
工程建造經費未達五千萬元公
幣一億 元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
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經審查
計畫)經審查通過後由審查單位
通過後由審查單位辦理部稿以
辦理部稿以正本函送主辦機關
正本函送主辦機關，並副知行政
，並副知行政院、行政院主計總
院經濟能源農業處、主計總處、
處、工程會等審議機關及本部管
工程會等審議機關及本部管考
考會計等相關單位，前述審查單
會計等相關單位，前述審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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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區分如次：
區分如次：
(一)本部：非工程專責單位所屬總 (一)本部：非工程專責單位所屬總
工程建造經費在新臺幣一億元
工程建造經費在五千萬元以上
以上未達新臺幣四億元之個案
未達四億元之個案工程(包含
工程(包含補助型)。
補助型)。
(二) 工程專責單位(水利署)：所屬 (二)工程專責單位(水利署)：所屬
總工程建造經費未達新臺幣四
總工程建造經費未達四億元及
億元及補助型之個案工程。
補助型、投資型之個案工程。
(三)非工程專責單位：所屬總工程 (三)非工程專責單位：所屬總工程
建造經費未達新臺幣一億元之
建造經費未達五千萬元之個案
個案工程(包含補助型)。
工程(包含補助型)。
五、總工程建造經費在新臺幣一億 五、總工程建造經費在五千萬元以上
元以上個案工程之各項審查成
個案工程之各項審查成效(包含
效(包含審議期程、審議前後工
審議期程、審議前後工期及經費
期及經費之差異等)請各計畫主
之差異等)請各計畫主辦機關定
辦機關定期提送本部，俾利檢討
期提送本部，俾利檢討管控及彙
管控及 配合工程會指示 彙送檢
送工程會檢討。
討。
六、本機制規定未盡事項，依行政 六、本機制規定未盡事項，依行政
院核定之審議效率方案及審議
院核定之審議效率方案及審議
要點辦理。
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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