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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壹、概況 

一、 設立依據與沿革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於民國 58年由行政院經建會、交通部

等政府機構及中國工程師學會學術團體捐助，經交通部於 58年 12

月 17日核准成立。 

      後續因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立法施行，於民國 96

年 5月 1日轉投資成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並由

台灣世曦公司概括繼受中華顧問原有之工程技術研發使命及工程

顧問業務與業績，本工程司則專注於創新科技的研發應用及培育工

程專業人才等公益使命業務。 

   

二、 設立目的、使命與願景 

      依據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捐助章程第二條，本工程司以發

揮我國專門人才之技術知識，促進交通建設，改進工程技術，提昇

科技發展，協助國內外之經濟發展為目的；多年來積極投入國內各

項重大建設，廣泛參與中山高速公路、台中港、蘇澳港、鐵路電氣

化、機場建設與中國鋼鐵公司建廠計畫等，成功引進國外技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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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國內公共建設量能，奠定良好基礎。 

      本工程司設立於台灣經濟草創時期，面對國家將邁入新時代所

存在的未知與匱乏，但憑旺盛的企圖心，引入新知識與新技術，逢

山開路、遇水架橋，在實務中累積經驗，在建設中成長茁壯，其成

立的宗旨，不只於參與多少建設計畫或協助完成多少規劃、設計，

而是當國家發展、經濟產業與社會生活等所有關聯體，面臨巨大的

潮流變革，要從舊有的體制與領域，躍升到更進步的層次境地時，

扮演一個引領創新與整合培育的重要角色 

    近年來，本工程司體察到「數位時代」已然來臨，面對一個嶄

新的交通施政領域，本工程司允宜擔綱引領數位科技風潮，導入傳

統運輸領域，就如同多年前引入工程建設技術，伴隨台灣從農業時

代轉型進入工商業時代一樣，協助交通施政，積極投入新科技的引

入及應用，與產、官、學、研各界共同合作，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三、 組織概況 

(一) 業務範疇 

   依據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捐助章程第十四條，本工

程司業務範圍如下︰ 

1. 交通、公路、鐵路、橋樑、隧道、港埠、機場、建築、結構、

大地、水利、 環境、能源、科技、控制、電機、通訊、機

械、智慧型運輸系統、大眾捷運、都市計畫、社區、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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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地開發、觀光遊憩及其他各類工程相關技術之研究發

展。 

2. 第一款工程、科技相關技術之檢驗、鑑定、施工技術輔導、

技術出版品之發行及相關項目之教育訓練與人才培育。 

3. 第一款工程、科技相關技術及其產品之引進、交流、研發、

推廣及相關規範之編訂。 

4. 其他有關工程、科技相關技術之研究推廣事項。 

    其中業務範圍第一項與工程顧問業務及工程技術有關之

研究發展，由台灣世曦公司依其需求自行規劃辦理外，本工

程司自 106 年起，以數位時代的交通運輸變革為業務發展主

軸，聚焦在四個重要課題，包括： 

1. 如何協助社會各界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傷亡人數？ 

2. 如何加強檢測偵知與妥善規劃預防性的維護修整，延長設施

壽年以減少重置成本？ 

3. 如何協助主管機關發展有效的壅塞解決方案？ 

4. 如何利用大數據、智能設備、移動裝置與雲端運算等資通訊

科技，發展整合型運輸服務？ 

  並彙整成降低 A1＆A2、推廣全生命週期設施管理、協助

整合區域交控、協助推廣公共運輸、建構綜合性內容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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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重點業務區塊。 

(二) 組織架構(參見圖一組織架構圖) 

   本工程司現有專職員工 45名，專長以交通、土木為主，

為有效執行業務，本工程司研究人力具有高學歷與專業技能

等特性；近年來，因應原有員工屆齡退休，為提升資產監督

與管理、技術研發與服務、人才培育、傳播與出版等業務效

能，人力的晉用與補充，以實際業務需求為導向，並充分運

用各項研究與培訓計畫之人力，以控制人事費用之支出。各

單位之業務重點如下： 

  

 

圖一、中華顧問工程司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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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綜合業務組：辦理人事、文書、總務、法務、房產經營管理、

一般行政管理業務、董事會業務、電腦、資訊網路、常態性

教育訓練、出版等業務。 

2. 財會組：辦理轉投資事業財務監督、財會收支、稅務申報、

資金運用規劃、預算執行管控、台灣世曦舊制退休金提撥管

理、預決算書製作。 

3. 設施管理研發中心：辦理智慧物聯網、大數據分析、橋梁、

鋪面、邊坡、軌道管理、養護技術研發，教育訓練、技術推

廣等事項。 

4. 智慧運輸技術中心：辦理智慧交通控制、先進公共運輸系

統、旅運資訊服務、車聯網、大數據應用等技術研發事項。 

5. 稽核：依規定辦理財務、業務及營運稽核業務。 

 

貳、工作計畫或方針 

一、  研究發展與服務計畫 

(一) 計畫重點 

   109 年度研發業務除延續 108 年度未完成之跨年度計畫

外，聚焦於研發交通大數據核心技術、智慧交安、公共運輸

即服務、交通設施維護與管理與綜合性研發與服務五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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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領域，各項計畫重點如下： 

1. 研發交通大數據核心技術 

利用已建置完成之交通需求預測與最佳化模型，配

合全方位移動服務平台與 APP 所蒐集之各類數據，進一

步建構具有軌跡特性的交通數據挖掘、融合、計算與分析

方法，建立共通性的知識技術與工具，以及多元、跨界與

前瞻應用的技術方法。109 年相關計畫包括： 

(1)大數據運用於需求預測相關方法、技術之研發 

A.交通旅運需求具有時間與空間特性，並為規劃各種移

動服務的重點項目。 

B.研發整合歷史數據與即時數據的調適性，預測方法與

技術開發。 

C.以實際資料進行效能及預測準確率驗證。 

D.探討方法之可應用場域。 

(2)人工智慧運用交通大數據分析方法之研發 

A.交通大數據的分析需要輔以人工智慧進行分類、採

擷、分析、預測與學習，才能發揮實際應用上的效能。 

B.利用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影像辨識等技術建立模型

以預測流量、壅塞等交通參數。 

C.驗證前述模型之有效性和準確度。 



 

- 7 - 

 

D.建立自動化車流分析回應的可行架構方案 

(3)交通服務提取關聯與特徵值相關技術模組開發 

A.關聯與特徵值是建立能預測旅次目的，強化主動推播

與使用者行為分析，為重要的移動服務加值功能。 

B.交通服務相關資料蒐集及建立資料庫。 

C.交通服務資料分類、關聯、特徵提取與標籤化方法研

究。 

(4)貫序性問題之視覺化技術模組開發 

A.交通數據的貫序特性讓規劃者能夠由一個情境推演出

後續情境，並加以調控、監測，進行以「數據驅動」為

基礎的管理。 

B.應用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技術，建立視覺化交通數據

預測模式方法。 

C.模式驗證及實地應用檢證。 

(5)應用機器學習處理具有多元影響因素問題之技術模組開

發 

A.交通情境常受同一因素的多元特性影響，例如旅行時

間會因當下、週期與趨勢等因素而變化，傳統的迴歸與

多目標決策方法，處理起來不但複雜且常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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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利用機器學習中的深度學習發法建立模型。 

C.利用歷史與現有的數據進行監督式與非監督式學習建

立模型。 

D.利用強化式學習來持續調校模式。 

E.開發與實證類神經網路深度學習模型應用於各種交通

領域。 

(6)多元數據融合應用於問題分析處理技術之研發 

A.交通或生活課題亦常受多元因素的影響，例如路網或

路段的交通量會受天氣、時段、地點、環境品質、日常

或特殊活動等的影響。 

B.針對場景、情境分析可能的影響因素。 

C.將各項影響因素網格化並視覺化績效指標強度。 

D.將各種影響因素捲入並建立深度學習模型交通資料流

通應用通用資料 API設計。 

E.資料蒐集、驗證、比較與清理演算法開發。 

(7) 結合移動服務之旅行大數據分析 

A.以遊覽車業為目標，分析公司與車輛之營運特性與情

況，如業者安全風險評量、關聯產業資訊等。 

B.分析國人旅遊偏好、特性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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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智慧運輸系統中長期發展規劃 

  協助交通部進行我國智慧運輸系統中、長期之政策研

擬、研發及產業發展方向等相關規劃。 

(9) 北宜廊道車流及旅行時間預測 

   針對目前假期常態壅塞之北宜運輸廊道，蒐集相關資料

並研發車流及需求預測等模式，以有效預估通過此廊道

之旅行時間，提供主管機關交通管理策略研擬及用路人

參考。 

2. 智慧交安 

以建立各類交通安全評量並喚起各界重視並改善交

通安全為目標，建立交通安全大數據協作與融合平台，開

發事故改善目標儀表板及駕駛人安全評量技術等交通安

全管理應用技術。109 年計畫為前瞻智慧運輸發展與安全

評量技術研究發展計畫，計畫重點為： 

(1) 公路安全手冊本土化因子研修。 

(2) 蒐集台灣道路交通安全評估資料。 

(3) 建置道路交通安全評量系統。 

(4) 遊覽車管理技術平台建置。 

(5) 評估建立運輸業交通安全評量方法。 

(6) 建立公路運輸業安全評量機構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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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協助交通部進行計畫管考作業。 

3. 公共運輸即服務 

以「人」為基礎，建立移動服務的共用性平台，並

與 AIOT 基礎平台整合，提供給產、官、學、研各界作為

發展特定地區，或目的移動服務生態系統時使用，以打造

並完善好行服務、偏鄉行動服務、MaaS 及社群服務等公

共運輸或小眾運輸相關服務。109 年相關計畫包括： 

(1) 打造好行服務平台 

A.以 108 年度建立的移動服務平台為基礎，繼續發展上

層屬於使用者端的各類移動服務應用平台，作為國內發

展各類移動服務的共用平台架構。 

B.開發租車服務模組。 

C.開發併車服務模組。 

D.開發營運服務模組。 

E.開發共同服務模組。 

F.區塊鏈服務模組開發計畫。 

G.開發大數據分析服務模組。 

H.開發收益管理服務模組。 

(2) 發展偏鄉行動即服務平台 

A.以已完成之多程撥招（Transit Hailing）APP 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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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服務為基礎，發展通用型的多點媒合共乘服務，提

供偏鄉地區作為彌補公共運輸不足之整合方案。 

B.配合智慧運輸發展計畫或公共運輸發展計畫找尋適當

的測試、運營場域。 

C.於實際場域中測試偏鄉行動即服務平台，據以完善平

台功能。 

(3) 發展 MaaS即服務平台 

A.就已完成服務模組進行階段性的功能測試。 

B.整合已開發之各平台模組使其成為 MaaS服務平台。 

C.於實際場域中測試並改善 MaaS服務平台。 

(4) 臺灣未來城市移動管理之全方位移動平台開發 

    提供大學科研與新創公司的智慧城市移動管理開發平

台，預計 108年完成平台各模組開發建置，109年進行功

能整合測試並上線。 

(5) 發展社群服務平台 

    測試社群服務平台，並據以改善修正平台功能。 

4. 交通設施維護與管理 

發展人工智慧影像辨識交通設施缺失技術、交通設

施狀態智慧診斷技術並參與交通設施維護施政協作與技

術推廣。以影像辨識技術為業務發展核心，結合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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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攝影成像、攝影定位及雲端服務機制，建立多

元、前瞻的設施缺失自動偵測技術，並應用最新端、網、

雲、台技術，發展通用型交通設施智慧監控與診斷技術，

協助維護管理機關即時掌握設施狀態與服務性能；另並建

立交通設施維護知識匯流平台，協助相關技術引進、推廣

及應用。109 年相關計畫包括： 

(1) 發展人工智慧影像辨識交通設施缺失技術 

A.應用人工智慧及攝影測量技術進行橋梁劣化區自動判

釋及定位 

a.應用 AI技術進行橋梁劣化區域自動判釋。 

b.應用攝影測量技術進行劣化區定位。 

c.建立橋梁檢測機器學習雲端計算與服務機制。  

B.開發鋪面缺失智慧巡檢技術 

a.影像辨識結果調校。 

b.影像辨識核心模組準確度及效能提升。 

c.影像辨識鋪面管理應用與推廣。 

d.本工程司業務發展永續規劃。 

e.國外參訪活動。 

C.橋梁影像於橋梁管理資訊系統之應用 

a.本工程司人員橋梁 3D建模技術訓練。 



 

- 13 - 

 

b.橋梁 3D建模導入橋梁管理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 

c.橋梁 3D建模規格草案制訂。 

d.本司業務發展永續規劃。 

(2) 發展交通設施狀態智慧診斷技術 

A.無線動態應變監測技術於橋梁結構健康監測之應用 

a.應用無線動態應變數據及邊緣運算技術進行預力橋

梁結構健康監測。 

b.動態應變計之無線通訊模組(NB-IoT)製作與校正。 

c.進行實驗室預力橋梁模型試體之試驗，同時搭配影

像取樣模瑞法(sampling Moire’method)及智能鋼

絞線(內嵌光纖光柵)技術進行比對驗證。 

d.現場預力橋梁監測。 

B.金門大橋監測系統規劃 

a.辦理金門大橋監測系統規劃，包括主橋段之脊背

橋、邊橋及引橋部分。 

b.監測系統安裝與測試。 

c.完工後載重試驗。 

d.分析模型之建立與校正。 

e.通車時橋體結構即時狀態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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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橋梁定期檢測成果(數據)加值與應用之研究 

a.研析目前橋梁各類狀況指標問題，及可能改善之方

法。 

b.研擬可行且較能真實反應橋梁健康狀態之指標及計

算方式。 

c.應用橋梁定期檢測成果數據，進行測試與驗證。 

d.加值與應用定期檢測成果數據，提供維護管理機關

決策參考。 

(3) 交通設施維護施政協作與技術推廣 

A.縣市政府橋梁檢測之外部稽核作業 

a.協助交通部辦理縣市政府橋梁檢測 外部稽核作業。 

b.預定完成台灣地區、澎湖縣、金門縣等 21縣市橋梁

基本資料、檢測資料及維修資料之外部稽核作業。 

B. 風光互補電力系統推廣與應用 

a.設施維護與修繕。 

b.氫能技術資料蒐集。 

c.氫能技術交流座談。 

d.電動自行車、電動機車綠能示範。 

e.國外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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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綜合性研發與服務 

善用本工程司交通領域之各項專業知識與技能，掌

握國內外技術與脈動，適時導入或引進最新技術，辦理技

術交流與參訪活動，搭建政府部門與國內外技術開發商或

供應商交流之平台，以提升政府部門施政品質與效率，並

發揮本工程司專業影響力。109 年計畫為辦理辦理技術交

流與參訪活動，計畫重點為： 

(1)蒐集各專業領域國內外最新研發或商品技術資料。 

(2)拜訪國內外廠商，實質了解技術內容，研判及創新可運用

之領域。 

(3)由本工程司扮演技術交流平台，邀請相關產、官、學、研

討論共同技術，發揮創意與應用，提升品質與效益。 

(4)協助合作伙伴，整合系統、組織團隊，讓相關部門切合需

求，並得以實際應用。  

(二) 經費需求 

  設施管理之研發相關計畫方面，概估支出約 650萬元；在

智慧運輸技術研發相關計畫方面，概估支出約 2,567 萬 9 千

元。 

  另加計相關人事費用、折舊費用及其他費用概估支出約

3,805萬 1千元，總經費需求概估約 7,023萬元。 



 

- 16 - 

 

(三) 預期效益 

1. 研發交通大數據核心技術 

 (1)提升技術量能 

研發交通大數據分析處理、引入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相

關技術，提升技術能量。 

 (2)解決交通瓶頸 

增進有關運輸需求、交通流量等預測準確度，供各界運

輸規劃應用及決策參考，以解決交通瓶頸，提升交通設

施效益。 

2. 智慧交安 

 (1)協助交通安全相關業務 

建立共用平台，避免各自籌建所造成的重複投資浪費，

亦能加速推動交通安全相關業務及研究發展。 

 (2)減少交通事故發生 

喚起民眾交通安全自我防護意識，強化間接交通安全防

護，俾減少交通事故及生命財產損失。 

   (3)以新創育成來落實永續 

安全評量具商業價值，有機會育成為全球首創兼具公益

與商業收益的產品與服務，並透過市場機制，獲得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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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來永續發展。 

3. 公共運輸即服務 

 (1)以服務平台減緩壅塞與能源耗用問題 

研發基礎服務平台，提供給各界加值運用，集合眾人之

力來滿足個人運輸需求，減少個人運具私用，強化運輸

的效率，減少空氣、噪音污染、溫室氣體排放以及能源

耗用。 

 (2)協助孕育新創公司 

以基礎平台所提供之服務，降低各界進入運輸服務市場

之門檻，並藉以爭取科技部與經濟部計畫，協助進行新

創公司的育成。 

4. 交通設施維護與管理 

(1)發展人工智慧缺失影像辨識施與相關巡檢技術 

應用人工智慧及攝影測量技術，進行橋梁劣化區自動判

釋及定位，提升本工程司專業技術與業務能力。開發鋪

面缺失智慧巡檢技術，有效解決國內巡檢人力不足之瓶

頸，並協助主管機關即時掌握所轄路段現況，提升道路

服務品質，確保民眾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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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發交通設施狀態智慧診斷技術 

建立交通設施狀態即時監控之安全管理機制，協助主管

機關評估設施結構安全、提供預警與定期維修養護所需

資訊，以及回饋相關分析模式之重要參數值，並可作為

專家決策之參考依據。 

(3) 協作交通設施維護施政與技術推廣 

A. 108 年度縣市政府橋梁檢測之外部稽核作業成果：促

使橋梁維護管理機關積極作為，改善系統性缺失，與部

分跨縣市管理橋梁未妥善協調分工之情形，以提升橋梁

服務品質，保障用路人安全。 

B.風光互補及氫燃料電池推廣與應用之效能：建置風光

互補及氫燃料電池綠能屋，以微電網的基礎，藉此實現

未來家庭化/社區化發電、儲能及與充電的全綠能生活

及交通。 

5. 綜合性研發與服務 

辦理技術交流與參訪，達成先進技術引進推廣，協

助政府施政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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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才培育 

(一) 計畫重點 

     培育人才為中華顧問設立宗旨之一。109年預定辦理之人

才培育計畫如下： 

1. 與政府攜手進行人才培育 

(1)協助推動政府人才培育計畫 

   研發型法人的產業角色，近年來已成為產學鏈結的重要關

鍵。為配合政府法人產學鏈結推動人才培育目標，本工程

司自 107年度開始執行經濟部「DIGI
+
 Talent 跨域數位人

才加速躍升計畫」，續於 108年度執行科技部「重點產業

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完整建構學士、碩士到博士

三階段的人才培育需求計畫，從而提供產業界不同階段的

人力需求彈性運用機會。 

   109年度仍將持續申辦兩大計畫。「DIGI
+
 Talent 跨域數

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以協助大三以上即將進入職場的學

子，體驗實務工作累積職場經驗為目標。「重點產業高階

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的目標，則是透過法人結合企業力

量，導引博士級人才投入產業界，將學、研專業能力轉化

為產業研發能量，提升產業界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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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行研究加值技轉 

    109 年度本工程司將評估申請科技部「運用法人鏈結產學

合作計畫」；該計畫與本工程司於政府、產業、社會等三

方，建立起綿密業務網絡之願景契合，可連結政府、企業

與社群，形成多邊相互供需的生態體系核心價值。希望藉

由執行該計畫，進一步落實顧問諮詢、技術加值與媒合輔

導等法人技轉價值，成為推動學界研發成果產業化，創造

交通產業之產學鏈結的平台。 

(3)協助政府精進人才培訓機制 

    依據交通部所頒「交通部公路橋梁檢測人員資格與培訓要

點」及相關規範內容，協助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培訓公路橋

梁檢測人員，並會審編修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訓教材供相

關單位參循。另針對我國公路橋梁檢測人員之資格，以及

培訓制度提出研修意見，同時，針對公路橋梁目視檢測評

估結果之總體性指標，暨能更客觀反應橋梁性能之檢測作

法等課題，進行資料蒐集與初步研析，以提升我國公路橋

梁檢測作業之品質及其能量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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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合實需辦理人才培訓計畫 

(1)依交通施政服務鏈發展布局「施政協作」 

  交通施政服務鏈育成(incubation)包含人才培育與所需知

識、技術的深化與移轉等兩部分。本工程司 107年度開始

以公益協作方式擔任規範複審作業單位，進行「公路橋梁

檢測及補強規範」草案複審，並進行後續橋梁檢測人員的

訓練培訓。108 年度再度接受交通部委託辦理「公路景觀

設計規範」草案複審，並研擬規劃於 109年度，進行後續

公路景觀設計專業人員培訓，藉此以協助政府提升台灣公

路景觀。 

(2)推動 VR技術以輔助橋梁檢測人員培訓之效能 

   結合虛擬實境（VR）技術，將橋梁檢測現場實務轉入 3D

虛擬系統，促使以往須於戶外示範操作之課程，轉入室內

進行，並成為輔助橋梁檢測人員培訓之教材。 

(3)補助清寒學子就學並為國家社會儲備優秀人才 

   提供勵志獎學金，給予國內大專院校土木、水利、交通及

相關科系（所）之經濟弱勢，且品學兼優的全日制在學學

士生或碩士生申請，藉此發揮公益法人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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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劃交通工程參訪以協助在校同學充實理論與實務 

國內大學院校土木、營建、交通管理及運輸物流等

科系在校學生，可透過參訪國內重大交通建設工程、交通

控制中心及運輸物流營運等機構，實地觀摩交流，驗證課

堂所習得理論知識，進而了解職場就業需求，為投身國家

建設及個人生涯規劃預作準備。另者，亦提供造訪單位針

對在校同學，說明該單位主要業務特性及工作內容，間接

達成「徵才」目的。 

4. 以技術論壇傳布工程新典範 

為同步落實施工訊息，全程記錄施工過程，使施作

過程公開且透明化，同時兼顧環境生態保育，以及通車後

養護管理等工程理念，延續前六屆蘇花改工程技術論壇成

果，舉辦第七屆蘇花改工程技術論壇。因 109 年為蘇花改

工程的最後年度，將特別邀請有關規劃設計單位、施工專

家與研究學者一同參與，將蘇花改工程成為兼具效率、安

全與生態保育之施工及管理新典範的經驗與各界分享。 

(二)經費需求 

     在辦理工程人才培育方面，概估支出約 1,159萬元。 

(三) 預期效益 

1.與政府攜手進行人才培育 

(1) 經濟部「DIGI
+
 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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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該計畫，乃是企圖藉此創造更多與產業鏈結的契

機，建立本工程司更廣的業務網絡，同時發揮公益法人

的職責，為學生創造更多就業鏈結的機會。 

(2) 科技部「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RAISE 計

畫）」 

本工程司於 108年度首度申請該計畫，培訓了 5名博士

級菁英，不僅使其因此累積了職場實務經驗，亦引進專

業輔導團隊，專責專案地客製化階段性的輔導課程，培

訓其創業、專案執行、新創事業開創等各項能力。109

年度將再申請該計畫，延續 108年度各項效益。 

(3) 科技部「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計畫」 

結合產、學聯盟的力量，整合學、研之能量，發展更多

前瞻的技術與應用。 

(4) 公路橋梁維護管理訓練講習計畫 

培訓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增進國內橋梁檢測人員對於橋

梁檢測、監測及維護管理最新的相關知識、技術與訊息，

提升其專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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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合實需辦理人才培訓計畫 

 (1) 公路景觀設計專業人員培訓計畫 

結合公路景觀設計規範複審修訂頒布，推動我國首批公

路景觀設計專業人員培訓，使其累積豐富的實務執行經

驗，逐步落實我國公路環境景觀美質提升之成效。 

 (2) 技術輔助橋梁檢測人員培訓 

應用虛擬實境技術建構影像式 VR 系統，重建橋梁檢測

現場環境。使學員不必親赴現場，於室內即可體驗外業

檢測作業的各項操作步驟，達到預先累積實作經驗的目

的。若實施成效良好，將可成為本工程司人才培育之獨

門技術，並可持續擴大推廣至路面、邊坡及隧道等設施

檢測人員訓練。 

3.規劃交通工程參訪以協助在校同學充實理論與實務 

 本工程司與國內重大交通建設及運輸管理機關合

作，規劃在建工程、交通控制及運輸物流營運機構等參訪

行程，邀請大學院校土木、交通運輸科系師生參加，提升

國內交通運輸人才培育之成效。 

4.以技術論壇傳布工程新典範 

結合各方量能以實務累積經驗，針對各項工程難題

之解決案例探討，達到技術交流，互助成長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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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傳播與出版 

(一) 計畫重點 

      109 年度出版與傳播計畫如下： 

1. 推廣官網與臉書粉絲專頁數位平臺 

 109 年度持續強化數位匯流平台運作功能，運用官方

網站、內容平台，包含：故事專題、智慧運輸、人才培育、

技術教育頻道推播等，與〈中華顧問 CECI〉臉書粉絲專

頁的社群傳播；善用現場直播功能與廣大的社團群眾連

結，促使知識與訊息被分享與傳遞；運用自身對於交通施

政的瞭解以及專業知識、技能規劃策展，以社群媒體、部

落格、圖片、影片、電子報等經營內容，協助推動交通施

政與服務。 

2. 以出版專刊作為技術交流的橋樑 

本工程司長期以來落實從理論與實務互相應證的理

念，是以每實際執行各類工程技術後，會將可檢討以及可

借鏡之處，做有系統的分析與整理，並在每年固定出版 4

期的《中華技術》上發表，以期將寶貴的技術知識，快速

地傳遞給交通施政與其他相關單位，藉此達成公益法人所

應背負的使命。 

3. 以內容經營來引導各種協作式生活移動服務的創新 

〈生活譜記〉是以「交通生活」為導向的移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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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平台，內容以「出行」及「旅行」為主要議題，透過

平台協作的模式，為交通知識加值，並串聯在地生活與移

動服務，提倡以公共運輸、共用、共享等方式移動的生活

風格，並匯入交通部所屬單位之各類出版品、活動資訊與

研究成果資訊等，俾利各界採礦、加值。109 年度將鎖定

以「旅遊客群」為目標，結合 GA 分析整合使用數據，強

化社群行銷，以服務的心態，提供民眾平台服務與內容，

藉此推廣人人都是策展人，交通即生活的理念。 

(二) 經費需求 

  在辦理工程技術出版方面，概估支出約 380萬元。 

(三) 預期效益 

1.官網與臉書粉絲專頁新知專文推廣 

(1) 以資訊加值來與使用者互動 

網站與臉書內容資訊進行加值，提供正向的宣傳，找到

反向的回饋，並透過數據採集、儲存、管理、可視化分

析等技術，深入瞭解民意在交通服務的走向。 

(2) 建構運輸專業知識學習管道 

快速擷取與智慧運輸、綠色運輸、大數據、互聯網、設

施養護、工程技術、營運管理等科技相關新知識，匯流

各交通主管機關活動、成效、出版、影音等資訊，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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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整理後，分享給各交通主管機關與運輸業界人員，

藉此增加知識學習與傳輸的管道。 

2.出版工程技術期刊與專刊 

(1) 推廣新技術知識，成為專業技術領域的重要參考指標 

推廣本工程司及產、官、學、界、研之技術，讓這些技

術能夠被廣為運用，並給予各界借鏡，成為專業技術領

域的重要參考指標。 

(2) 強化科技公益角色 

彙整研發成果編輯技術專書出版、研討，推廣，分享給

各界，使本工程司成為知識、技術匯流的平台，強化公

益角色的扮演。 

3.〈生活譜記〉數位內容平台 

  109 年度以公共運輸行程規劃服務與專題策展為主

軸，收集網站效應與數據，匯聚民眾的想法，將這個與民

眾生活習習相關的交通生活匯流平台，成為民眾生活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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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般行政業務 

(一) 計畫重點 

1. 辦理轉投資事業監督與管理。 

2. 辦理人事管理及績效考核等事宜。 

3. 辦理本工程司預算、決算等相關會計業務，配合會計師於每

年進行會計及稅務作業查核。 

4. 召開董事會議、主管會報及業務會報等會議，適時掌握工作

進度及追蹤後續執行狀況。 

5. 妥善運用財產，如資金運用及財產管理。 

6. 辦理具本工程司舊制年資員工之退休金相關作業。 

7. 辦理內外部稽核作業。 

(二) 經費需求 

1. 一般行政業務經費需求概估支出約 5,964萬元。 

2. 退休金費用需求概估支出約 3,000萬元。 

(三) 預期效益 

1. 定期召開董事會議，以提供指導方針及業務決策，作為本工

程司業務執行之方向。 

2. 落實本工程司考核制度，提升員工工作效率。 

3. 強化轉投資事業之監督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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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各項預算、決算等相關會計業務，配合會計師於每年進

行會計作業查核，掌握整體預算之執行。 

5. 透過內外部稽核，落實內部控制管理。 

五、 購置及維修固定資產 

(一) 計畫重點 

1. 辦公設備及個人電腦之汰舊換新。 

2. 網路及其資訊安全相關之各項軟硬設備等持續辦理更新及

增強。 

3. 出租資產及辦公室之維修及裝潢。 

(二) 經費需求 

  購置經費需求概估支出約 276萬元。 

(三) 預期效益 

1. 汰換舊設備以提升同仁之工作效率及效能。 

2. 增進電腦系統效率及穩定度。 

3. 加強房舍維護與管理以提升資產價值，增加出租資產之經濟

效益及收入。 

4. 加強網路與系統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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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 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收入預算數1億8,33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億9,050

萬元，減少 720萬元，約 3.78%，主要係財務收入減少所致。 

(二) 本年度支出預算數1億7,526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億8,806

萬元，減少 1,280 萬元，約 6.81﹪，主要係退休金費用減少

所致。 

(三) 總收支預算數相抵後，計有淨賸餘預算數 804萬元，較上年度

預算淨賸餘數 244萬元，增加 560萬元，約 229.51﹪。 

二、 現金流量概況 

(一) 業務活動之現金淨流出預算數 3億 3,596萬 1千元，主要係提

撥退休金至台灣銀行退休金專戶所致。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預算數 2億 9,724萬元，主要係處份貨

幣型基金及短期票券所致。 

(三) 現金及約當現金預算數淨減少 3,872萬 1千元。 

三、 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基金預算數 7億 7,014萬 5千元與上年度相同。上年度

累積公積及其他預算數 23億 8,838萬 7千元，經加計本年度淨賸

餘預算數 804萬元，本年度累積公積及其他預算數為 23億 9,642

萬 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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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 前(107)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一) 決算結果： 

1. 收入決算數 2億 702萬 5千元，較預算數 1億 8,600萬元，

增加 2,102萬 5千元，主要係財務及其他收入增加所致。 

2. 支出決算數 1億 7,026萬 5千元，較預算數 1億 8,048萬元，

減少 1,022萬 5千元，主要係撙節費用所致。 

3. 總收支決算數相抵後，計有淨賸餘決算數 3,675萬 9千元，

較預算數 552萬元，增加 3,123萬 9千元。 

(二) 成果概述： 

1. 智慧運輸領域 

   107 年針對「強化用路安全認知」、「精進旅行時間預

測」、「協助發展公共運輸」、「智慧運輸政策規劃」等四

大主軸進行研發。 

(1) 強化用路安全認知 

A. 交通安全資訊分析與儀表板開發 

本計畫係以警政交安相關單位為主，提供交通事故

相關資料分析結果的數據展示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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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交通安全管理體系-遊覽車運輸業應用 ISO 39001精

神之自主安全管理 

為使中小型遊覽車運輸業者得以自行運用 ISO 

39001 至其組織之道路安全管理相關工作上，依據

ISO 39001之精神，參照我國道路安全相關法規、交

通主管機關現行相關管理措施，及聯合國交通安全

宣言及相關標準，研擬實務應用手冊，作為遊覽車

運輸業者日常實施自主安全管理之用。 

規劃結合遊覽車運輸業者 ISO 39001 實務應用手冊

之簡單易用 APP，以提供主管機關或推廣中小型遊覽

車運輸業者日常運輸服務自主安全管理之機構參

考。完成包括 APP 開發規劃書及 APP 功能項目規劃

等內容。 

C. 交通安全管理體系-發展運輸業安全評量方法與評

量機制 

本計畫以前期計畫所設計之台灣運輸業安全評量方

法為基礎，完善整體計畫模型內容，蒐集模擬相關

所需資料後，透過機器學習，利用演算法找出各因

子權重，進行模型試算、結果評估及模型調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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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後續所需平台的功能及內容進行修正。 

 (2)精進旅行時間預測：針對以往較困難的週末及長連假之

旅行時間預測，引入「圖形辨識」分析技術，有效萃取

出北宜關鍵路段每日旅行時間之主要特徵，並辨識出其

週期模式，可據以建立完整之預測架構。 

 (3)協助發展公共運輸：開發公共運具靜動態整合資訊及最

適行程規劃 App 及網站，以鼓勵民眾使用公共運輸。 

 (4)智慧運輸政策規劃：研提 108-109年 ITS建設計畫：團

隊依照「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106-109 年)」中

所規劃的六大類別分別進行闡述，並且依照各類別中原

定的執行計畫，加以補充及說明，彙整成 108-109年 ITS

建設計畫之綜合建議，並且提出各計畫中可行的執行項

目與方針。 

2. 交通設施維護領域 

(1)辦理智慧化養護作業研發：107 年開發人工智慧影像辨

識鋪面缺失模組，現階段仍需投入大量影像樣本供機器

學習以提升辨識準確度，未來可導入現有之國道鋪面管

理系統、公路鋪面管理系統平台，減少公路巡檢之人力

與時間，提高國道及公路之品質，保障用路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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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金門跨海大橋橋梁監測計畫及基礎深度探測技術

於樁柱式橋梁之驗證研究：金門大橋監測系統規劃截自

107年度止，金門大橋監測計畫已完成第二階段之工作。 

(3)基礎深度探測技術於樁柱式橋梁之驗證研究：已完成全

部工作項目，包括量測設備組裝、模型樁實驗及驗證，

以及現地樁柱式基礎深度探測驗證。研究成果顯示，透

過本計畫所研發之檢測設備、量測方法及數據分析標準

作業模式，可有效測得樁柱式橋梁之基礎深度。 

(4)107 年「縣市政府橋梁檢測作業外部稽核作業」：107

年縣市政府橋梁檢測之外部稽核作業已全部完成，本作

業除可督促及協助縣市政府提升橋梁安全外，並有助於

增進民眾對政府施政滿意度，認應持續積極辦理，以共

同努力提升我國橋梁安全。 

(5)辦理交通部技術規範複審作業：本工程司於 107年度首

次以公益服務方式替交通部進行「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

規範(草案)」複審作業，邀請產官學專家共同審定技術

規範。自 107 年 6 月 20 日起計召開 10 次審查會議，9

月 20日報部提送複審成果，交通部於 10月 24日頒布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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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育 

(1)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勵志獎學金：本工程司秉持公

益法人的社會使命， 107年度循往例持續頒發勵志獎學

金，鼓勵國內在學學士，成績優異卻家庭清寒者頒發勵

志獎學金。107 年度頒發型式以更多元的方式執行，結

合「大專院校交通工程參訪活動」及「經濟部跨域數位

人才加速躍升計畫」兩案行程合併辦理，讓獲獎學子同

時參與工程實務觀摩並知悉政府人才培育計畫，同時也

讓更多同學知道本工程司公益本質，在求學及求職階段

皆可持續獲得本工程司的支持與幫助。 

(2)「DIGI+ Talent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培訓單位：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申請擔任 107年度「跨域數位

人才加速躍升分包計畫-跨域數位人才實務專題研習」研

習單位，總計申請六個實務研習計畫:公共運輸行動服務

運算人才培育計畫」、「公共運輸之資訊整合技術人才

培育計畫」、「以社群為基礎的智慧好行服務平台」、

「智慧交通之應用：長照 2.0接駁系統建立與智能停車

樣態分析」、「看見未來打造創意數位匯流平台：生活

譜記」及「獨立電網綠能屋之能源管理及最佳化效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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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六個實務研習計畫，申請研習生員額共 25名，包含

碩士 15名及學士 10名。 

   本工程司首度參與經濟部「DIGI+ 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

加速躍升計畫」，獲得評審高分肯定，包括本工程司所

提供的業界資源及業師陣容，以及規劃專題內容，皆符

合數位需求發展趨勢，成為工研院、資策會之後的第三

大人才培育法人。結訓成果亦成功輔導研習生獲得特選

殊榮，並經挑選成為新年度 2家培訓單位代表之一，錄

製培訓經驗之宣傳影片之肯定。 

(3)擴大「智慧運輸、智慧生活－新世代跨域人才培育工程」

研究計畫：本工程司執行「智慧運輸、智慧生活－新世

代跨域人才培育工程」之研究計畫，以「建立人本及永

續的智慧交通生活環境，實現台灣成為智慧運輸國家」

為願景，向下推動建構共享協作平台、發展人力培力體

系、推動創新方案實踐與表揚具體推動貢獻之四大推動

策略，逐年推動各策略下之行動方案。 

(4)國際人才培育交流：107年度本工程司協辦「2018智慧

城市展 ITS論壇」，該論壇由中華智慧運輸協會主辦，

於 3月 27日至 30日展開連續 4日議程，邀請星、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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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觀摩我國智慧運輸營運現況。 

(5)「108 年度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本工

程司 107 年底亦通過科技部「108 年度重點產業高階人

才培訓與就業計畫」申請審核，成為 108年度培訓單位，

總計申請 5名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進行為期一年的輔導

就業計畫。計畫執行期間以美商美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 Metropia)合作，本案延攬之博士後人才，將與

Metropia在美國與台灣的員工協同工作。 

(6)辦理大學土木及交通系所學生工程參訪：為強化台灣工

程人才培育成效，協助大學院校在學學生實地驗證學校

所習得之工程理論知識，107 年度本工程司安排國內重

大交通建設工程參訪活動，透過工程或營運管理單位對

於工程進度與作業方法簡報解說，及實際觀摩現場作業

情形，讓莘莘學子在進入職場前，可對課堂習得之知識

進行比較與驗證。 

(7)2018年橋梁安全維護管理研討會：為維護提升橋梁通行

安全，本工程司會同中華民國道路協會敦請交通部指

導，並邀請國內橋梁管理機關與顧問公司共同舉辦「2018

年橋梁安全維護管理研討會」，於 107年 9月 3日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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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民航局國際會議廳舉辦。 

(8)2018軌道菁英育成研習營：研習營辦理方式採跨校、跨

系可由學校推薦或學生自由組隊報名，期間透過專家學

者分享國內業者營運管理實務現況，並規劃團隊專案創

作競賽，期能培育出更多優秀的工程菁英種子。 

(9)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訓及培訓教材研擬計畫：本工程司

承攬辦理，具體工作內容包括 

A. 完成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訓。 

B. 依據「交通部公路橋梁檢測人員資格與培訓要點」

規定課程內容，以及民國107年10月最新頒定之「公

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編撰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

訓教材。 

C. 完成「交通部公路橋梁檢測人員資格與培訓要點」

專家意見調查，並提出公路橋梁檢測作業具體可行

之精進建議。 

(10)技術教育頻道－大師講座：107年 6月邀請姚仁祿先生

演講 AI之後，8月邀請 DIGITIMES黃欽勇社長演講「聯

網時代的變革」11月 1日是中央研究院曾志朗院士演講

「（AI x NI) = 智慧爆發力，永無止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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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專題演講及公學協會參與：本工程司 107 年度辦理各

項工程技術教育訓練及研習營等活動，參訓人數學員共

計約七百位人次，培育國內工程專業人才，儲備優秀人

力。另為引進工程新技術，促進工程知識之交流與傳承，

培訓工程專業人才，提昇國內工程能力與技術，協助國

內外工程建設之精進，辦理多場研討會。 

4.傳播與出版 

  本工程司之出版業務包含每年4期的中華技術期刊對外發

行，107 年並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科技知識分享服務

網」合作，授權該網站收錄中華技術電子期刊，以利各界查

詢與下載。在數位匯流平台方面，107 年就建置之生活譜記

平臺、「中華顧問 CECI」粉絲專頁、技術教育(影音)頻道及

知識譜記平臺繼續運作；另增設 CECI 小天團，其中技術教

育(影音)頻道以文創美學環境、博士心得發表、軌道產業建

設、交通事業推廣、世曦工程技術等五類，拍攝剪輯 82 集

影集，連結至本工程司官網上播放。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08年6月30日止之執行情形) 

    108年度上半年就智慧運輸技術、交通設施維護及綜合技術服

務等執行情形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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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運輸技術 

1.發展旅行時間預測與資訊預報：開發整合歷史數據與即時數

據的調適性預測方法。目前進度為 7月中期中審查。預期效

益：藉由更完整與多元的交通資訊蒐集與融合，讓管理機構

及用路人能掌握更加全面的道路狀況圖像。 

2.交通大數據結合人工智慧分析模組研發：在交通大數據分析

技術上加入人工智慧方法，開發相關分析模組，預計 7月中

期中審查。預期效益為有效地採集和利用交通大數據。滿足

高時效性的交通行政監管、運輸與相關產業經營管理、社會

大眾交通服務等應用需求。 

3.建置交通安全大數據分析協作平台：利用中繼伺服器進行資

料的整合、串接、融合後，再抹去個資供各交通安全權責機

關或研究單位使用，預計下半年度開始執行。預期效益是免

各自籌建、管理相關系統所造成的重複投資浪費，並加速交

通安全相關業務推動。 

4.建立 A1&A2 改善目標儀表板： A1、 A2 數量為關鍵績效指

標，設置改善績效儀表版，以長期追蹤，預計下半年度開始

執行。預期效益為供主管機關評量交通安全政策及措施之效

益。藉由資訊公開等方式促進民眾交通安全意識，進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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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改善交通安全。 

 5.發展道路安全評量技術：依交通狀況、交通管理、路側環

境、事故件數、事故類型等建立指標進行評量。常時由雲端

匯流各種資訊，提供即時路況與安全提醒，預計下半年度開

始執行。預期效益是作為自動駕駛輔助系統之基礎資料，促

進相關技術發展提升車輛安全性。 

6.交通安全管理體系：考量國內現有中小型遊覽車運輸業者無

法導入完整 ISO39001，將設計一套遊覽車業者自主安全管

理機制，把 ISO39001 之精神與架構納入，並規劃相對應之 

APP 架構與內容，以提供未來遊覽車業者運用與落實每日自

主管理，預計下半年度開始執行。預期降低遊覽車事故風險

與提升安全性。 

7.發展駕駛人安全評量技術：透過駕駛人行為資料，如不安全

駕駛行為（超速，魯莽駕駛，不當變道，注意力不集中）、

駕駛的適行程度（缺乏訓練，經驗或身體機能不符標準）、

受藥物或酒精影響、違規與事故記錄等項目，以安全事件數

量與違規或事故的嚴重程度，建立個人交通安全風險評量指

標，預計下半年度開始執行。預期效益是將交通安全風險評

量指標數據可供學術界進行研究與主管機關擬訂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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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考。 

8.研發多元交通資訊的蒐集與融合技術：針對特地區域內的一

般性交通運輸規劃、設計、管理、營運等需求，研究建置最

小交通資訊配置準則架構，並探討不同設備與數據類型間之

互補性、替代性與整合性，預計 7月中期中審查。預期效益

是作為基礎交通數據蒐集、整建的參考。 

 9.智慧運輸系統中長期發展規劃：持續針對交通部智慧運輸

系統發展建設計畫研擬觀察報告，以供交通部及各界參考。

並協助交通部舉辦 ITS 建設計畫年度成果發表暨交流會

議，促進國內 ITS 相關單位交流，同時與國際接軌，預期 7

月底完成期中報告書。預期效益是擬訂交通部下一階段「智

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 

10.開發好行平台基礎功能模組：開發公模組包含、叫車服務

模組、營運服務模組、共同服務模組、區塊鏈服務模組、大

數據分析服務模組、收益管理服務模組等，預計 7月中期中

審查。預期效益是累積產業系統開發技術能量，催生新興運

輸商業模式，提供民眾合適之運輸服務。 

11.開發遊覽車服務平台：遊覽車服務資訊平台以 GIS 地圖的

方式，自動規劃路徑與行程表，告知到達各地點之時間、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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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時間以及出發的時間、里程。預計下半年度開始執行。

預期效益為加速遊覽車產業升級，使車輛及駕駛之管理與調

派等更有效率。 

12.發展偏鄉行動即服務平台：MaaS 平台輔以在地公共運輸資

訊的整合，提供給偏鄉所在地的政府、產業與住民，以住民

自決所需的行動力服務模式，形塑出有特色的觀光與旅遊行

動服務，預計 7月中期中審查。預期效益是提高偏鄉交通可

及性，維護偏鄉地區民眾交通權益。促進偏鄉地區觀光產業

發展。 

13.發展社群服務平台：善用 MaaS 平台的功能，為各種社群

量身打造所需的移動服務將是本計畫發展重點，預計下半年

度委外執行審查。預期效益是整合分散旅運需求，有效率地

提供客製化前服務，降低私人運具使用，減少都市交通壅塞

及能源消耗。 

(二)交通設施維護 

1.應用人工智慧及攝影測量技術進行橋梁劣化區自動判釋及

定位：橋梁檢測利用三維空間資訊，且須對應到橋梁構件 3D

模型，以研擬修復方案。透過 UAV拍攝之大量高解析影像。

計畫總執行期程為 108.05.01-109.04.30，目前為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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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工作項目為製作測試區橋梁 3D CAD 模型及建立標準

作業程序。預期效益是利用各種方式所拍攝之高解析影像，

建立橋梁構件 CAD模型及製作橋梁表面正射影像。 

2.開發鋪面缺失智慧巡檢技術：研究以道路鋪面影像辨識缺失

進行研究，以人工方式拍攝鋪面影像，予以分類並經由機器

學習後，建置影像辨識模組，以提供未來攝影機、行車紀錄

器、智慧路燈、智慧手機等智能物聯網（AIoT）影像辨識鋪

面缺失之應用，計畫期程為 107.10.01-109.12.31，目前計

畫執行中。本計畫預期未來能提供管養單位透過行車影像上

傳即時掌握所轄路段現況，進行即時修繕作業，維護民眾安

全。 

 3.無線動態應變監測技術於橋梁結構健康監測之應用：本計

畫探討創新無線動態應變技術在預力混凝土橋梁預力變化

監測上之應用，計畫期程為 108.06.01-110.05.31。預期效

益是利用動態應變監測技術建立橋梁可量化與即時安全管

理機制。 

 4.金門大橋新建工程橋梁監測計畫：本計畫未來可量測橋體

結構之各種微量變化，並以通訊技術傳送至遠端資料庫，使

後端平台得以即時、立即妥善處置。其整體效益涵蓋平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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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監控、災前提供預警資訊、災後即時診斷等。計畫期程預

計為 102.10.01-111.12.31。預期效益為監測系統連同現地

及其後端資料處理，可達到監測通車期間，橋體的即時狀態

與橋面的即時狀況、評估橋梁結構的安全性、提供橋梁預警

與定期維修養護所需要的資訊，以及回饋橋梁分析模式之重

要參數值。 

5.橋梁定期檢測成果(數據)加值與應用之研究計畫：將研擬可

行之橋梁總體性指標，並應用定期檢測成果數據進行驗證，

期建立之指標能真實反應橋梁結構服務性能與安全狀態。計

畫期程預計為 108.06.01-109.12.31。預期效益為研析目前

橋梁各類狀況指標問題及可能改善之方法，應用橋梁定期檢

測成果數據，進行測試與驗證，加值與應用定期檢測成果數

據，提供維護管理機關決策參考。 

6.108 年度縣市政府橋梁檢測之外部稽核作業:交通部為督促

各縣市政府對轄管橋梁登錄於橋梁管理系統資料負正確性

之責任，自民國 93 年起辦理縣(市)政府橋梁維護管理作業

評鑑，後經歷次查核，交通部認為橋梁管理系統內之各項資

料之正確性仍有提升空間，故於民國 101年要求橋梁檢測應

建立品質管制、品質保證及外部稽核之三級品管制度，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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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稽核則由本工程司辦理。經過 102~105年之辦理經驗，

為求稽核作業之抽樣、執行方法及流程標準化，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於民國 104年制定「外部稽核作業原則」作為稽核工

作之依循，稽核成果亦自民國 104年度評鑑成績正式納入評

比之一。計畫期程為 108.01.01-108.05.31，已完成。預期

效益是外部稽核作業有助於提升橋梁管理內之基本資料欄

位及檢測欄位之正確性，更正長期錯誤資料，並促使橋梁維

護管理機關積極作為，改善系統性缺失及部分跨縣市管理橋

梁未妥善協調分工之情形，長期執行成效已明顯提升橋梁服

務品質保障使用者安全。 

7.公路橋梁維護管理訓練講習計畫：交通部業於106年頒定「交

通部公路橋梁檢測人員資格與培訓要點」，要點內容規定，

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訓及發證由各公路主管機關或其指定

機關辦理，爰本計畫將協助主辦機關辦理「公路橋梁檢測人

員培訓課程」；為編訂培訓教材，本計畫以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 107 年會商公路橋梁管理機關議定之培訓教材為編修基

礎，依據前述要點及「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相關規定

內容檢視研修培訓教材。計畫期程為 108.04.17-108.12.31， 

  目前計畫執行中。預期效益為本計畫依據交通部頒「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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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橋梁檢測人員資格與培訓要點」相關內容培訓公路橋梁

檢測人員，並賡續編修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訓教材供各單位

參循，期能大幅度提升提供相關橋梁維護管理人員對橋梁檢

測、監測及維護管理的最新知識、技術與訊息。 

8.風光互補及氫燃料電池推廣與應用：本計畫擬以前期所開發

的氫燃料電池綠能屋為基礎，推廣氫燃料電池自行車及氫燃

料電池機車加氫站或換氫瓶站的示範計畫，藉以推廣氫燃料

電池於交通運具應用。計畫期程為 104.07.01-109.10.30，

目前計畫執行中。預期效益為響應行政院 2040 年汽機車全

面電動化之政策，本案將「風光互補及氫燃料電池發電示範

計畫」之應用範圍擴及個人交通運具(電動機車及電動自行

車)之綠能充電站，使得綠能無污染之獨立電網可應用於生

活與交通，套用於私宅、公司、社區及緊急救難。 

  (三)綜合技術服務 

1.申請執行經濟部「DIGI+ 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

畫」：本計畫係依據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案

(2017~2025 年)」規劃執行，目的在建立網路服務/電子商

務、資料科學與數據分析、智慧內容、智慧聯網以及人工智

慧等領域培育資源，提供為期六個月密集性的人才加速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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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本工程司 108年度年度成功申請，從今年度七月份起

正式展開，總計規劃「橋梁自動化檢測設備開發」、「行、住

場域之落石坡災防護與監/檢測耦合智化物聯網之芻性建

置」、「道路鋪面品質智能分析與應用」、「VR技術輔助公路橋

梁檢測人員培訓及教材研擬」、「智慧行動環保車」及「生活

譜記：交通內容平台」六個專題，總計 20 名跨校跨域研習

生，包括 9 名碩士及 11 名學士。計畫總執行期程為

108.01.01-108.12.31，目前計畫持續執行中。預期效益為

落實公益法人成立宗旨，持續協助政府人才培育計畫。橫向

開啟與經濟部及申請培訓單位的交流合作契機。整合司內研

發能量，培訓我國交通工程產業初階人才 20名。 

2.申請執行科技部「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透

過本計畫執本工程司將就業培訓對象延伸到畢業後博士菁

英。本計畫執行期間與美商美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Metropia)合作，本工程司延攬之博士後人才，將與 Metropia

在美國與台灣的員工協同工作。該公司使用多種溝通管道與

專案管理平台，幫助本案相關人員進行培訓預備與溝通工

作。本年度總計申請 5名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進行為期一

年輔導就業計畫，計畫期程為 108.01.01-108.12.31，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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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持續執行中。預期效益為落實公益法人成立宗旨，持續

協助政府人才培育計畫，並橫向開啟與科技部及申請法人交

流合作契機。 

3.新創事業規劃發展暨培育機制設計：計畫目標在於運用法人

能量協助高階科研人才加值實務經驗，接軌產業需求、帶動

產業創新。本工程司近年來除扮演基礎研究及與產業化連結

的角色外，亦積極扮演產業數位轉型驅動者之角色，協助孕

育促成產業轉型所需人才。本計畫符合國家共創共榮趨勢，

輔導 RAISE計畫博士級菁英，除培養進入就業市場機會，亦

能具備創新創業視野與能力，創造產業新價值，結合我國優

質創業環境，創造產業新價值，提高臺灣國際競爭力與能見

度。計畫期程為 108.07.01-108.12.31，目前為開案準備中。

預期效益為發展創新學習機制，優化學習資源，活絡創新人

才培育品質。 

4.公路景觀設計規範(草案)複審作業：本工程司於 107年度首

次以公益協作的方式，協助交通部辦理「公路橋梁檢測及補

強規範(草案)」複審作業，108 年度二度接受交通部委託，

辦理「公路景觀設計規範(草案)」複審作業，與交通部高速

公路局以公益協作方式，共同辦理。計畫期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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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25-108.08.31，目前為複審會議辦理中。預期效益

為秉持本工程司成立宗旨，辦理公益協作規範複審。  

5.「2019-智慧城鄉論壇」活動：隨著 IoT、AI等浪潮的到來，

建構智慧城市已成為各國施政的重點方向，智慧城市成為城

市及產業發展的重要領域。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積極

參與國家重大建設，培育眾多優秀工程人才，並由實體建設

的技術服務逐漸轉換為知識、技術的前瞻創新，肩負匯流、

教育與傳承等多重目標，扮演一個引領創新與整合培育的重

要公益角色。並結合時代需求與科技發展，與各界共同合

作，打造並維護更友善、優質的智慧城市。計畫期程為

108.01.01-108.12.31。預期效益是加速驅動 5+2 產業創新

計畫，注入創新科技新動能。結合產、官、學資源，推廣共

創模式概念，發展物聯網雲服務機制，面向廣大終端客戶，

積極推動智慧城市物聯網平台應用落地。 

6.「中華技術」期刊出版計畫：持續出版四期的「中華技術」

期刊，包含系統機電、土木營管、綠能環境、橋梁軌道設計

自動化等主題，並登載於本工程司官網供各界下載，並以電

子書方式供各界閱讀。計畫期程為 108.01.01-108.12.31。

預期效益是推廣新技術知識，讓這些技術能夠被廣為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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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給予各界借鏡，成為專業技術領域重要參考指標。  

7.虛擬實境技術技術輔助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訓及教材研

擬：以無人機低空拍攝與地面光達掃描技術於現地採集影像

集點雲資訊，再利用影像匹配實景建模技術備重建真實橋梁

本體、前後路堤、上下游河道及相關設施場景。訓練課程之

互動步驟皆依現場作業流程，在虛擬實境系統內規劃不同訓

練模式及其腳本，最後添加情境導引物件，引導使用者完成

訓練任務。計畫總執行期程為 108.4.1-108.12.31。預期效

益是虛擬實境之臨場感讓學員可立即融入虛擬之作業環

境，並藉由互動操作提昇訓練效率、縮短訓練時程及增進受

訓者能力。 

8.108 年大學院校交通工程參訪活動：為強化人才培育成效，

協助大學院校在校學生實地驗證學校所習得之工程理論知

識，邀請各大院校土木及交通運輸管理科系師生造訪國內重

大交通在工程。由於安排之工程地點皆為國內指標性之重大

交通建設，各梯次報名狀況皆相當踴躍。計畫期程為

108.3.1-108.12.31，預期效益是落實本工程司成立宗旨，

辦理人才培育工作。協助在校學生了解業界需求，盡早規畫

職涯發展，提升未來踏入職場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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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 

無重大承諾事項暨或有負債。



主　　　要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額 ％
金額

(1)
％

金額

(2)
％

金額
(3)=(2)-(1)

％
(4)=(3)/

(2)*100

207,025 100.00 收入 183,300 100.00 190,500 100.01% (7,200) (3.78)

10,671 5.15  服務收入 18,000 9.82 18,000 9.45%        -     -

59,570 28.78  租金收入 60,000 32.73 60,000 31.50%        -     -

136,783 66.07  其他 105,300 57.45 112,500 59.06% (7,200) (6.40)
財務收入減

少

170,265 82.24 支出 175,260 95.61 188,060 98.72% (12,800) (6.81)

18,709 9.04  服務成本 30,000 16.37 31,700 16.64% (1,700) (5.36)

38,025 18.37  研究發展費用 55,620 30.34 54,600 28.66% 1,020 1.87
擴展智慧運

輸技術研發

46,233 22.33  管理費用 47,200 25.75 49,700 26.09% (2,500) (5.03)

67,299 32.50  其他 42,440 23.15 52,060 27.34% (9,620) (18.48)
減少退休金

成本提列

      -     -  所得稅費用（利益-）       -     -       -     -        -      -

36,759 17.76 本期賸餘（短絀-） 8,040 4.39 2,440 1.28% 5,600 229.51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9年度

比較增(減-)數
前年度

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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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8,040

  利息股利之調整 (19,300)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11,260)

  調整非現金項目

   折舊費用(含不動產、廠房、設備及投資性

   不動產) 13,621

   攤銷費用(無形資產) 978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收益 (86,000)

   應付退休金負債減少 (300,000)

       未計利息股息之現金流入(流出-） (388,841)

        收取之利息 16,800

        收取之股利 29,90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35,961)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處份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200,000

 處份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動 100,000

 購置固定資產 (2,76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97,24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38,72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754,736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716,015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註：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預計數係按實際業務狀況調整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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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上年度餘額

(1)

本年度增(減－)數

(2)

截至本年度餘額

(3)=(1)+(2)
說     明

基金 770,145             - 770,145

  創立基金 850             - 850 原始捐助

  其他基金 769,295             - 769,295 累積賸餘轉入

公積 2,386,408 8,040 2,394,448

  專供研究發展使用公積 54,600 7,200 61,800 自一般累計公積轉入

  一般累計公積 2,331,808 840 2,332,648 本年度賸餘轉入8,040

淨值其他項目 1,979           - 1,979

  金融資產之未實現損益 1,600           - 1,600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379           - 379

合     計 3,158,532 8,040 3,166,572

註:上年度(108)預計數係按實際業務狀況調整之數額。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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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細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671 服務收入 18,000 18,000

59,570 租金收入 60,000 60,000

48,859 財務及其他收入 19,300 26,500

提撥退休金至台銀

專戶，可運用資金

減少

87,925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收益 86,000 86,000

    207,025 總　　　計    183,300    190,500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

數
說    明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項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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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18,709 服務成本      30,000      31,700

      5,447    人事費用       8,400       6,400

     13,261    營運費      21,600      25,300

     38,025 研究發展費用      55,620      54,600
擴展智慧運輸技術研

發

     22,949    人事費用      23,400      27,900

     15,076    營運費      32,220      26,700

     46,233 管理費用      47,200      49,700

     23,346    人事費用      22,200      24,700

     22,887    營運費      25,000      25,000

     67,299 其他支出      42,440      52,060

    170,265 總　　　計     175,260     188,060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9年度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項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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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房屋建築及設備              1,800 房屋設備之維修及裝潢

　　電腦設備                960 網路伺服器、電腦及其他周邊商品採購

總　　　計              2,760

固定資產投資明細表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中華民國1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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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千元

轉 投 資 事 業 名 稱
本 年 度

增 ( 減 － ) 數

累 計

投 資 淨 額
持股比例 說        明

捷邦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3,000 6%
現金股利10萬

元

悠遊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22,605 2.21%
現金股利240

萬元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58,600    1,673,401 100%

投資收益

8,600萬元及

現金股利

2,740萬元

總　　　計          58,600    1,699,006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轉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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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9年12月31日

預計數

108年(上年)12月

31日預計數

(1) (2)
資　　　產

2,670,895 流動資產 1,880,515 2,219,236 (338,721)

1,201,859    現金及約當現金 716,015 754,736 (38,721)

1,023,09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900,000 1,000,000 (100,000)

60,068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60,000 60,000           -

2,230    應收帳款 0 0           -

7,767    其他應收款 4,000 4,000           -

375,303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200,000 400,000 (200,000)

578    其他流動資產 500 500           -

1,686,664 長期投資 2,199,006 2,140,406 58,600

103,12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300,000 300,000           -

25,6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25,605 225,605           -

1,557,933    採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1,673,401 1,614,801 58,600

44,48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38,637 41,187 (2,550)

44,48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38,637 41,187 (2,550)

244,758 投資性不動產 233,526 241,837 (8,311)

244,758    投資性不動產 233,526 241,837 (8,311)

1,902 無形資產 490 1,468 (978)

1,902    無形資產 490 1,468 (978)

689 其他資產 688 688           -

689    存出保證金 688 688           -

4,649,388 資 產 合 計 4,352,862 4,644,822 (291,960)

負　　　債
70,328 流動負債 65,701 65,701           -

20     應付票據 0 0           -

16,130     應付服務成本及費用 16,000 16,000           -

4,942     其他應付款 700 700           -

4,835     預收款項 4,600 4,600           -

44,401     完工後服務支出準備 44,401 44,401           -

430,212 其他負債 1,120,589 1,420,589 (300,000)

426,453     退休金準備 1,116,789 1,416,789 (300,000)

3,759     存入保證金 3,800 3,800           -

500,539 負 債 合 計 1,186,290 1,486,290 (300,000)

4,148,848 淨　　　值 3,166,572 3,158,532 8,040

770,145 基金 770,145 770,145           -

850     創立基金 850 850           -

769,295     其他基金 769,295 769,295           -

3,384,704 公積 2,394,448 2,386,408 8,040

65,000     專供研究發展使用公積 61,800 54,600 7,200

3,319,704     一般累計公積 2,332,648 2,331,808 840

(6,001) 淨值其他項目 1,979 1,979           -

(6,767)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1,600 1,600           -

766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379 379           -

4,148,848 淨 值 合 計 3,166,572 3,158,532 8,040

4,649,388 負債及淨值合計 4,352,862 4,644,822 (291,960)

註:上年度(108)預計數係就法定預計數按實際業務狀況調整之數額（即原有之調整後預計數）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9年 12 月 31 日

項　          　目
比較增(減－)數

(3)=(2)-(1)

107年(前年)

12月31日實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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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職類（稱） 本年度員額預計數 說                        明

董事長  1人 由董事互推一人為董事長，代表本工程司與綜理董事會一切事務。

執行長  1人 秉承董事長之命，綜理本工程司ㄧ切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稽核人員  1人 稽核所有財務、業務、營運及管理功能，並依法令規範項目執行。

工程、研究及綜

合業務人員  31人 掌理本工程司業務範圍事項(設施管理、智慧運輸及綜合業務等)。

行政管理人員  11人

掌理本工程司行政管理事項(人事、文書、總務、人才培育、財務

及會計等)。

總　　　計  45人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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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名 稱

　職類(稱) 薪資

超時工作

報酬 未休假工資 津貼 獎金

退休、卹償

金及資遣費 分擔保險費 福利費 其他 總計

董事長     2,280       -       214       -       480       -       160        15        -     3,149

執行長     2,076       -       197       -       437       110       150        15        -     2,985

工程、研究及綜合業務

人員    22,820       200     1,205       -     4,754     2,532     2,641       363        -    34,515

稽核及行政管理人員     8,780       435       568       -     1,829       558     1,049       132        -    13,351

總　　　計    35,956       635     2,184       -     7,500     3,200     4,000       525      -    54,000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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