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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工程機關（單位）人員待遇規範問答集 

 

壹、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部分 

一、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之修正重點、適用對象及支給要件 

Q1：本次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修正重點及目的為何？  

A： 

1.本次修正重點係將「工程機關（單位）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專業

人員」納為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以下公務人員專業加給

表（）均簡稱表（）】之適用對象，並自 108年 1月 1日生效。 

2.本次修正目的係為提高「工程機關（單位）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

專業人員」待遇，並期同時改善政府機關土木工程等職系人員流

動率高等問題，以利工程機關（單位）攬才留才。且為兼顧各級

政府財政負擔，經 106年 3月 22日會商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

考量機關（單位）因組織層級、業務性質、是否設有工程專責單

位等條件之差別，其工程業務質與量顯有不同，爰表（七）適用

對象仍以工程機關（單位）為支給範疇，避免支給寬濫。 

 

Q2：表（七）附則第 2點規定所稱之工程機關（單位）的定義為何？ 

A： 

1.表（七）所稱「工程機關」，經參採「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

額配置準則」（以下簡稱配置準則）附表三「各機關組織編制之

官等員額配置比率一覽表」附註第 7 點有關工程機關之定義，

係指機關名稱冠有工程，或以辦理公共工程興建為主要職掌業

務，業務單位實際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等事項，其組設

數至少應占該機關業務單位組設總數百分之五十，且配置工程

類職稱之員額數占機關編制員額數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2.表（七）所稱「工程單位」，經於 106 年 3 月 22 日會商中央及

地方各主管機關，並參酌與會各機關實務建議，係指同時符合

「依機關組織法規所設置之單位」、「實際辦理工程規劃、設計

或監造事項」與「配置技術類職稱且職務歸列為土木工程、結

構工程、水利工程、環境工程、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技術、景

觀設計、水土保持工程、機械工程、電力（子）工程、電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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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職系之編制員額至少為該單位百分之五十」等三項要件。 

 

Q3：有關表（七）適用對象第 3點規定之認定流程為何？ 

A： 考量工程機關（單位）人員適用表（七）之要件，尚涉及實際從

事工程業務之指派分工，故原則上由各機關本權責審認核處，相

關認定參考流程如下圖示。 

 

 

二、工程機關（單位）之認定事項 

(一)工程機關（單位）之認定 

Q1：表（七）之支給要件可否不以工程機關（單位）為限？ 

A：  

1.本次表（七）修正目的係為改善工程機關（單位)攬才留才問題，

並兼顧各級政府財政負擔，避免支給寬濫，爰表（七）適用對象

仍以工程機關（單位）為支給範疇。 

2.惟為兼顧實務作業，機關如符合工程機關（單位）之認定者，機

關（單位）內部實際辦理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不含輔助單位及

業務單位內之行政人員)均得適用表（七），亦即表（七）之組

設規範係匡定適用之機關（單位），至個別人員仍依實際從事工

作內容判定適用之專業加給；且所稱工程單位不以機關一級單位

工程機關（單位）人員適用表（七）認定參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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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即含機關內二級、三級單位）。 

 

Q2：機關內部單位編制員額 8人，其中 4人職務歸列土木工程職系，

得否認定為工程單位？ 

A： 

1.依表（七）附則第 2點後段規定略以，本表所稱工程單位，係指

同時符合「依機關組織法規所設置之單位」、「實際辦理工程規劃、

設計或監造事項」與「配置技術類職稱且職務歸列為土木工程、

結構工程、水利工程、環境工程、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技術、景

觀設計、水土保持工程、機械工程、電力（子）工程、電信工程

職系之編制員額至少為該單位百分之五十」等三項要件。 

2.各機關內部單位是否屬工程單位，請各機關依前開規定，審酌各

該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掌事項與實際業務狀況，本權責覈實認

定。 

 

Q3：二級單位如何以編制員額職系認定是否為工程單位？ 

A：查各機關編制表體例，除人事、主計、政風等一條鞭機構外，係

以編制員額總數呈現，並未明確規範機關內各單位編制員額數。

是以，機關如欲認定內部二級單位是否為工程單位，應依分配至

機關內二級單位之編制員額數及各該職務所歸列之職系及單位職

掌予以認定。 

 

Q4：工程機關內非屬辦理工程業務之業務單位人員得否適用表（七）？ 

A：查表（七）適用對象第 3 點業明定「工程機關（單位）實際從事

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復查行政院 107年 4月 9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372382號函規定略以，一般工程機關（單位）工程專業人員

之專業加給，均按表（七）支給，輔助單位及業務單位內行政人

員按表（一）支給。如果機關性質已確定屬工程機關，則該機關

業務單位內實際從事工程業務的專業人員，即可適用表（七），業

務單位內未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人員及行政人員，則適用表（一）；

至輔助單位人員則均按表（一）支領專業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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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表（七）附則 2 所列工程單位認定要件，建議將「工程類職稱」

列入？ 

A： 

1.查配置準則規範意旨，機關如非屬配置準則第 5條所定附表三「各

機關組織編制之官等員額配置比率一覽表」附註第 7點所定義之

工程機關，不應選置工程類職稱，先予敘明。 

2.復查工程機關之認定要件，係參採配置準則附表三「各機關組織

編制之官等員額配置比率一覽表」附註第 7點有關工程機關之定

義，以符官制官規；至工程單位之認定要件，係於 106 年 3 月

22日會商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經參酌與會各機關實務建議，

獲致共識為配置「技術類職稱」且職務歸列為土木工程等職系之

編制員額至少為該單位百分之五十，以符實需。 

3.綜上，為符實務運作現況，有關工程單位認定要件仍宜維持現行

規定。 

 

Q6：表（七）附則 2所列工程單位認定要件之職系範疇，得否增列交

通技術或醫學工程等其他職系？ 

A： 

1.有關工程單位認定要件之組設定義，係參酌工程機關之定義及工

程獎金支給表所列得提撥獎金之職系訂定。至工程獎金支給表得

提撥獎金職系之訂定，係 91年至 92年間邀集地方政府及有關機

關研商並獲致共識略以，考量工程獎金之發給目的係為提高各機

關辦理各項建設工程之效能及加強績效管理，並避免發給浮濫，

排擠工程管理費其他項目之支用，爰參酌考試院函頒之「職組暨

職系名稱一覽表」中有關土木工程與機械工程之職組職系規定，

明定以土木、機械、電力（子）工程職系為限，嗣為應職系說明

書及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於 95年 1月 16日修正施行，爰配合

將上開得提撥工程獎金之職系修正為「土木工程、結構工程、水

利工程、環境工程、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技術、景觀設計、水土

保持工程、機械工程、電力（子）工程、電信工程職系」。 

2.為免衍生爭議及援引之困擾，並與工程獎金支給表維持一致，有

關工程單位所列技術類職稱之職系要件仍宜維持現行所列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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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定標準。 

 

Q7：表（七）附則 2所列工程單位認定要件，所列土木工程相關職系

員額占 50%以上之認定要件建議得否放寬？ 

A：為符官制官規，表（七）就工程機關之定義係與配置準則附表三

「各機關組織編制之官等員額配置比率一覽表」附註第 7 點有關

工程機關之定義一致。至工程單位之認定要件，係參照工程機關

定義所列工程類職稱占比之規定及工程獎金提撥上限等規定，並

於 106年 3月 22日會商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後定之。是以，為

維工程機關與工程單位定義基準之一致性，並避免寬濫，仍宜維

持相關職系之員額占比達 50%以上作為認定要件。 

 

(二)公共工程興建與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之範疇 

Q：表（七）附則 2 所稱「實際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之業務

範疇所指為何？ 

A：所稱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等事項」之範疇，原則係指辦

理公共工程興建（含新建及養護）等相關事宜，建議可參考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第 5 條至第 7 條所列工程規劃、設計、監造之相關工作項目

規定，本權責審認。 

 

三、實際從事工程業務專業人員之認定 

Q1：行政類職系人員於工程機關（單位）內實際從事工程業務，可否

適用表（七）？ 

A：依行政院 107年 4月 9日函規定，編制於工程機關（單位）內，

且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即得依表（七）支給專業加給【註：

惟配置於輔助單位人員均應按表（一）支給】；至人員職務歸系

僅作為是否屬工程機關（單位）之認定要件，尚非認定專業人員

之必要條件。是以，如職務歸列行政類職系，其編制係配置於工

程機關（單位）之業務單位內並實際執行工程業務，即屬表（七）

適用對象。惟仍宜參酌辦理工程獎金支給表所列「直接從事工程

業務之專業人員」之認定做法處理，以維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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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工程單位委外辦理工程業務，是否符合工程單位「實際辦理工程

設計、規劃、監造」之要件？ 

A： 

1.有關公共工程之各階段工作，業務單位得視工程性質及規模採自

行辦理，或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辦理後，負責履約管理及工程督導

事宜。又查「工程獎金支給表」亦就實際從事工程相關業務類型

區分「自辦」與「非自辦」二類，並訂有不同提撥額度。 

2.是以，表（七）適用對象第 3 點規定所稱「實際從事工程業務」

尚不以自辦工程為限，亦包含非自辦等實際從事工程相關業務之

情形，惟「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所辦業務仍宜與工程

規劃、設計及監造相關，並宜與工程獎金之「直接從事工程業務

之人員」維持一致性之認定基準，以維衡平。 

 

Q3：工程機關（單位）內核稿、督導（辦）人員及督導該工程單位之

人員是否屬「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 

A： 

1. 按表（七）修正意旨，係審酌工程機關及工程單位掌理工程規

劃、設計、監造等業務之量能，並維持上開機關（單位）內從

事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待遇衡平，爰以工程機關（不含輔助單

位）編制內或工程單位編制內人員做為適用表七之組設前提要

件。 

2. 是以，如屬工程機關業務單位編制內，或屬工程單位編制內之

核稿、督導（辦）人員，如經機關認定係屬從事工程業務之專

業人員，即得按表（七）支領專業加給；至如屬工程機關編制

外或工程單位編制外之上級督導（辦）或核稿人員，則不合按

表（七）支給。 

 

Q4：借調、支援之人員，可否適用表（七）？ 

A： 

1.查表（七）適用對象第 3 點：「工程機關（單位）實際從事工程

業務之專業人員。」復查「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

要點」第 2 點及第 10 點規定略以，所稱借調，指各機關因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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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要，商借其他機關現職人員，以全部時間至本機關擔任特

定之職務或工作；借調人員之支薪，除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有關規定辦理外，以在本職機關支薪為原則。另查本總處 101年

7 月 27 日總處給字第 1010044297 號函規定略以，審酌以支援方

式至其他機關工作者目前尚無相關規定，為期與借調人員處理一

致，渠等支援人員仍應按本職適用之規定，在本職機關支薪。 

2.是以，各機關借調（支援）其他機關之工程專業人員，或工程機

關（單位）之工程專業人員借調（支援）至其他非工程機關（單

位），均須同時符合：「本職所在機關（單位）為工程機關（單位）」，

且於借調（支援）期間「實際從事工程業務」，始得按表（七）

支給專業加給。 

 

四、其他表（七）相關疑義 

Q：建議將直轄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機關及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機關納

入表（七）適用對象。 

A： 

1. 配合縣市改制直轄市，原北、高 2 直轄市辦理該市轄內監理業

務統一由中央辦理，至直轄市轄內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12 條至第 68 條汽車之裁罰業務，則移撥各直轄市處理，另

違反公路法、強制險舉發、裁罰、移送強制執行及訴願等業務，

則未納入移撥範圍。另在行車事故鑑定部分，公路總局各區監

理所如基宜區、花東區、竹苗區、嘉雲區、屏澎區等鑑定會鑑

定案件受理範圍可能跨縣市，道路交通狀況複雜性與專業性與

其他直轄市政府設置鑑定單位僅處理單一轄區性質容有不同。

又公路總局並就事故資料予以蒐集、分析，進而提出改善報告

作為研議改善交通工程、修正交通法令及加強交通安全宣導相

關事項之參考。 

2. 茲以公路總局監理業務含括車輛管理、駕駛人管理、公路運輸

管理、稅費管理、交通違規裁決、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

並掌理歲入，提供公路養護、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與直

轄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所）及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業務性

質尚有不同，爰尚不宜適用相同之專業加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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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程獎金支給表」相關疑義 

一、工程獎金提撥之相關疑義 

Q1：建議增列「交通技術職系」及「經建行政職系」等職系為工程獎

金支給表之提撥對象。 

A： 

1. 查 78 年至 90 年間陸續訂頒之原「臺灣省政府所屬工程機關員

工工程獎金發給要點」、「臺北市政府所屬工程機關員工工程效

率獎金發給要點」、「高雄市政府所屬工程機關員工工程效率獎

金發給要點」及「中央政府各工程機關員工工程獎金發給要點」

僅限工程機關（單位）土木工程職系人員得支領工程獎金。 

2. 嗣為應機關實務需要並兼顧工程管理費支用情形，原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於 91 年至 92 年期間邀集中央相關機關及地方政府研

商，獲致各級機關土木、機械、電力（子）工程職系之現職人

員為工程獎金提撥對象，至獎金之發放則由各機關審酌人員辦

理工程獎金情況發給，嗣為應「職系說明書及職組暨職系名稱

一覽表」95 年間修正，將上開土木、機械、電力（子）工程職

系細分為土木工程、結構工程、水利工程、環境工程、建築工

程、都市計畫技術、景觀設計、水土保持工程、機械工程、電

力（子）工程、電信工程等職系，爰配合修正得提撥工程獎金

之職系並沿用至今。 

3. 以交通技術職系及經建行政職系尚非屬前開原土木、機械、電

力（子）工程職系，且工作性質及所需專業知能與得提撥工程

獎金職系之職務仍有不同，為免限縮工程管理費其他支用項目

得運用之額度，得提撥工程獎金額度之職系仍宜維持現行職系

認定標準。 

 

Q2：建議提高每個預算員額得提撥工程獎金之上限或放寬得提撥工程

獎金額度之員額（如輔助單位員額亦得提列） 

A：依「工程獎金支給表」規定工程獎金之經費來源為工程管理費，

復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規定，工程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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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項目有臨時人員人事費用及工程獎金等 12項，為合理兼顧機

關核發獎金實需及工程管理費支用情形，爰經參酌原「中央各級

行政機關工程獎金支給原則」及原「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工程獎金

支給原則」規定，每人每年最高以新臺幣（以下同）4 萬 5 千元

提撥獎金額度，並經 104 年 12 月 14 日「中央及地方各級行政機

關工程獎金支給表草案」會議獲致共識在案，為免限縮各機關工

程管理費其他支用項目得運用之額度，尚不宜再予放寬。 

 

二、直接、間接從事工程業務相關疑義 

Q1：建議於「工程獎金支給表」附則明定「直接從事」、「間接輔助」

工程業務認定標準？  

A：「工程獎金支給表」明定該項獎金支給對象為各機關實際從事工程

業務，且屬年度總預算所列員額及年度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公

務人員、工友、技工、駕駛、聘僱人員及駐衛警察：其他機關借調、

兼任或代理之人員，如有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事實，得比照適用。

並就上開適用、比照適用人員依「直接從事」或「間接輔助」工程

業務之不同，分別定有每人每年獎金發給限額。至「直接從事」或

「間接輔助」審認基準向係由各機關依個別人員對工程之實際貢獻，

本權責覈實審認，為維機關實需並保留適度彈性，仍宜維持上開方

式辦理。 

 

Q2：「工程獎金支給表」提撥上限為每人每年均為 4 萬 5 千元，為何

每人每年發給限額卻區分「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人員 13萬元及「間

接輔助」工程業務人員 6萬 5千元？ 

A：查本總處前為辦理「中央各級行政機關工程獎金支給原則」及「地

方各級行政機關工程獎金支給原則」等工程獎金相關規範整併作

業，於 104 年 12 月 14 日會商相關機關，其中就個別人員每人每

年獎金發給限額部分獲致決議以，「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人員維持

年支上限規定，每人每年 13萬元為限，至「間接輔助」工程業務

人員部分，以工程獎金之發給係為鼓勵機關辦理各項建設工程，

提高工作效能，發展工業技術並加強績效管理，且為免影響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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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工程業務人員獎金額度，不利相關人才吸引及留用，爰以不

超過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人員之年支上限 50%，即 6萬 5千元為限。 

 

三、附則規定相關疑義 

Q1：非工程機關（單位）人員，借調、支援工程機關（單位）無法適

用表（七），可否支領職務獎金？  

A： 

1. 查「工程獎金支給表」明定支給對象為各機關實際從事工程業

務，且屬年度總預算所列員額及年度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

公務人員、工友、技工、駕駛、聘僱人員及駐衛警察，其他機

關借調、兼任或代理之人員，如有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事實，

得比照適用。附則 7 規定略以，工程機關（單位）依表（七）

支給專業加給者，該機關工程獎金應均以績效評核結果發給績

效獎金，不適用職務獎金規定。 

2. 復查「行政院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實施員額移撥暨人力相互支援

作業注意事項」規定之支援係以「借調」方式實施。是以，本

機關內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人員（無論是否編制於工程單位）

自得依「工程獎金支給表」辦理，又支援適用表（七）工程機

關（單位）之人員如係以「借調」方式實施，並實際從事工程

業務，亦得比照適用。另機關內工程機關（單位）依表（七）

支給專業加給者，該機關應均以績效評核結果發給績效獎金，

均無職務獎金之適用。 

 

Q2：機關內工程單位適用表（七）不得支給職務獎金，該機關非工程

單位可否支給職務獎金？ 

A：查「工程獎金支給表」附則 7 規定略以，工程機關（單位）依表

（七）支給專業加給者，「該機關」應均以績效評核結果發給績效

獎金，不適用工程獎金支給表職務獎金規定。是以，機關內如有

工程單位適用表（七），該機關所有單位應僅發給績效獎金，無職

務獎金之適用。又工程獎金之發給，係為鼓勵工程人員如期如質

完成所辦理之工程，爰依績效評核結果核發，係回歸本項獎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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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之意旨。又機關如依上開規定全數改以績效化方式支給，其從

工程管理費提撥之工程獎金總額仍維持不變，附為敘明。 

 

Q3：適用「中央政府各工程機關員工工程獎金發給要點」之機關，於

完成組織調整前，108 年 1 月 1 日起是否繼續依該要點發給工程

獎金？  

A：查「工程獎金支給表」附則 7 規定略以，工程機關（單位）依表

（七）支給專業加給者，該機關工程獎金應均以績效評核結果發

給績效獎金，不適用工程獎金支給表職務獎金規定。附則 8規定：

「適用『中央政府各工程機關員工工程獎金發給要點』（以下簡稱

發給要點)且尚未完成組織調整之機關，於組織調整生效之當年度

（含）以前，其工程獎金支給仍得依上開發給要點規定辦理，並

自組織業務調整生效日次年 1 月 1 日起改依本表規定辦理。」上

開規定係為利行政院組織改造順利推動，並考量組改機關預算編

列情形所為之例外規定，是以，符合表（七）支給對象之工程機

關（單位），如屬尚未完成組織調整之機關，得依工程獎金支給表

附則 8 規定，於新機關組織法生效之當年 12 月 31 日前，依上開

發給要點發給工程獎金。 

 

Q4：機關內僅一個工程單位，是否仍需執行績效評比？ 

A：工程獎金支給意旨即在鼓勵各機關如期如質完成所辦理之公共工

程，爰「工程獎金支給表」中明定工程獎金分績效獎金及職務獎

金，其中績效獎金應占獎金總額度 30%以上，且依績效評核結果

區分適當等第發給。是以，機關內僅一個工程單位，仍應辦理績

效評比，並按績效評核結果發給績效獎金，而非將績效獎金額度

逕發給該單位。 

 

Q5：以工程管理費進用之臨時人員其工程獎金提撥金額是否受「工程

獎金支給表」提撥上限規制？ 

A：查「工程獎金支給表」附則 9規定：「各機關以工程管理費進用之

臨時人員，其工程獎金之發給應於契約中明定，不適用本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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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查「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第 3 點規定略以，

工程管理費支用項目包括因工程需要聘請臨時專門技術人員，或

僱用臨時監工、技工、雜工之人事費用。以工程管理費進用之臨

時人員不適用「工程獎金支給表」，尚無依該表「提撥」工程獎金

之問題，其經費來源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

辦理。 

 

Q6：108 年 1 月 1 日起工程機關（單位）適用表（七），其實際從事

工程業務之約僱人員、定期僱用人員後續如何支給工程獎金？ 

A：機關預算員額內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約僱人員係屬「工程獎金支

給表」支給對象，該機關或內部單位符合表（七）工程機關（單

位）規定，且依表（七）支給專業加給，機關內約僱人員則依「工

程獎金支給表」支給績效獎金。至以工程管理費進用之臨時人員，

依「工程獎金支給表」附則 9 規定其工程獎金之發給應於契約中

明定，不適用該表規定。又工程獎金支給表所列支給對象以外之

其他人員（如非以工程管理費進用之臨時人員或非年度總預算所

列員額之約僱人員等）工程獎金之發給，得比照上開工程管理費

進用之臨時人員辦理，即工程獎金發給事宜均於契約中明定。 

 

四、其他工程獎金相關疑義 

Q1：機關首長、副首長得否支給工程獎金？ 

A： 

1. 考量督導員工達成機關之績效目標屬機關首長職責，機關辦理

工程業務是否具有績效，與機關首長之督導有密切關連，原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爰於 98年 6月 6日局給字第 09800627042號函

同意自 98年度起，各機關辦理工程業務如經上級機關以公開評

比機制評定著有績效，機關首長得依評選等第支領個人績效獎

金，所需經費並在該機關工程獎金之個人績效獎金額度內勻

支。 

2. 查立法院審查 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作第 24項通案決議

以：「為使工程獎金之發放，能激勵實際辦理工程之人員，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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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要求中央及地方支領工程獎金之機關，其首長及副首長應

排除於工程獎金支領範圍之外。」上開決議因涉中央及地方機

關通案性規範，本總處爰於 102 年 3 月 1 日以總處給字第

1020025543 號函請各機關依該決議辦理。立法院審查 107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雖未再就前開機關首長及副首長支領工

程獎金與否做成相關決議，惟是否發給渠等工程獎金，仍請參

酌上述通案決議之意旨及渠等之貢獻，本權責卓處。 

 

Q2.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工程機關（單位）人員適用表（七）亦可支

給工程獎金，請問適用表(七)之地政人員可否支領工程獎金？ 

A：查本總處 107年 12月 10日總處給字第 1070058116號書函規定略

以，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地政機關（單位）實際辦理工程者，

得依「工程獎金支給表」提撥及發給工程獎金。是以，地政機關

（單位）如有辦理工程且得自工程管理費提撥工程獎金額度，該

機關得審酌人員實際辦理工程情形，依「工程獎金支給表」規定

支給工程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