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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自由職業團體是依據各該職業的特別法而成立的非營利組織，以
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促進經濟建設。特別是經由國家考試
取得證照的專門職業人員組成之團體，其組織具專業公信力，因此經
常接受政府或民間委託執行專業計劃。
本研究藉深入一個案組織—大地技師公會的經營脈絡，針對該組
織在專業計劃之策略，運用 COSO 之風險管理架構進行分析。並從平
衡計分卡的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等四大構面，建構融
合風險管理議題的策略地圖，發展該組織現階段之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字：自由職業團體、專業計劃、風險管理、策略地圖、平衡計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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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Risk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of Professional Program on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 Identification and Review of Taiwan
Professional Geotechnical Engineers Association as a Case Study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here are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been
set up under a certain profession special law,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members with same profession, to increase common interests, and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se associations with credibility, which have been formed by
a group of practitioners who obtained their license through national examinations,
usually are entrusted professional programs by the government or corporations.
In this research, by engaged in Taiwan Professional Geotechnical Engineers
Association, I used COSO frame of risk management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ts professional programs. Moreover, based on four perspectives of balanced
scorecard, the thesis built up the strategy map with risk management and developed the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present stage.

Keywords：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professional program,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map, balanced score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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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依據人民團體法，職業團體係「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促進社會經
濟建設為目的，由同一行業之單位，團體或同一職業之從業人員組成之團體。」1 我
國目前有一萬多個職業團體，包括各類農會、漁會、工會、工商業團體與自由職
業團體。自由職業是由人民就其所得的專門學問或技術，按其個人意願來操執的
一種職業。這些人民為謀所操執之職業的發展，保障同業間的共同利益和協助政
府推行政令而依各該業之特別法令互相結合的團體，就稱為自由職業團體。截至
2016 年 6 月底，有 2670 個自由職業團體經各級政府核准立案，其中有 51 個屬全
國性自由職業團體、2619 個屬地域性自由職業團體。2 另外，政府為了能「維護
公共安全與公共利益，建立專業技師制度，提升技術服務品質，健全專業技師功
能」3而有相關立法與技師簽證之制度，亦規定「技師非加入該科技師公會，不得
執業」4，故依現行法規，屬於自由職業團體的各類技師公會，在達到一定會員人
數後均會成立各該科之技師公會。
在重大國家基礎建設中，城市間有高速鐵路、城市內則有大眾捷運系統等軌
道建設，其正常營運與否攸關民眾交通與生活便利；而山坡地的各種公有或私有
開發案件，亦牽動著水土保持、救災防災與環境影響等議題。這些在重大軌道建
設或山坡地鄰近進行開發的行為，更需具有專業且審慎為之，否則將導致社會大
眾莫大損失，近年來政府機關即借重具有公信力及專業知識人力資源的技師公會
進行緊急救災諮詢或各類防災法規制定。藉由制定相關法規，政府將一些可能具
有較高影響之開發案件委託合適的專業單位審核。各類技師公會即是最主要受委
託的單位，針對開發單位提送之相關計畫文件進行工程之實質「審查」
。另外，任
何工程建設施工過程對鄰近土地、房屋或構造物等或多或少皆會造成影響，為能
鑑別施工前後影響程度，而有財產現況或安全之工程「鑑定」
。前述之審查與鑑定

1
2
3
4

人民團體法，第 35 條
內政部統計處，2016，內政部統計通報 105 年第 45 週
技師法，第 1 條
技師法，第 24 條
1

doi:10.6342/NTU201701527

等專業計劃亦成為各類土木工程類之技師公會重要收入來源。然此類專業計劃並
不是長期專案、其業務來源亦不穩定，因此該公會之財務風險需適當管理，亦需
考慮專案計劃之執行效果及效率。除上述財務風險外，承辦之技師會員有相關法
律風險，技師不得有「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與「辦理鑑定，提
供違反專業或不實之報告或證詞」5，若有違反，除技師個人可能被判刑亦或交付
懲戒外，若又造成工程重大失敗，對社會大眾之生命財產、對公會之公信力或同
類技師之專業聲譽，無疑是更大之危害。
「管理階層所面臨最嚴格的挑戰之一，是在其創造價值的過程中，決定準備
接受多少風險，以及知道自己實際已接受多少風險。」6（馬秀如譯，2005）因此，
本研究將以一技師公會為例，深入其專業計劃運作，瞭解其運作模式與脈絡，在
考量其策略性議題下，做相關之風險管理與經營績效之探討。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藉深入一個案組織之運作脈絡，找出該組織專業計劃業務的問題，並試提解
決方法。本研究之問題，主要是：
一、該組織的專案計劃業務應關注之風險為何？若有，又該如何進行控制與
管理風險？
二、該組織的專案計劃業務發展策略與行動？績效又應如何衡量？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以風險管理與經營績效之觀點分析此個案組織，找出適合
該組織在專業計劃業務的策略與行動方向。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主要分為以下步驟，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選取研究主題：以探討自由職業團體為研究主軸，採個案研究法進行研
究。
二、確立研究個案：以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為研究個案，初步探討後

5
6

技師法，第 19 條
企業風險管理-整體架構，作者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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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專業計劃業務之風險管理與經營績效是該個案組織營運關鍵之一。
三、文獻探討與次級資料彙整：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並透過對該組織
相關資料，如成立背景與使命、宗旨與任務、經營方向與策略、財報、內部控制
流程等，加以整理並收斂資料結果。
四、進行參與觀察與訪談：藉由參與觀察，包括參與會員大會、理監事聯席
會及相關業務之運作等，亦透過社群網站（facebook）或交友通訊軟體（line 群組）
，
另亦藉由文獻探討與次級資料綜合分析，作為訪談內容之基礎，瞭解個案組織在
專業計劃之關係與脈絡。
五、個案分析：將蒐集所得之進階資料加以整理，再進行歸納、分析。
六、研究分析結論與建議：將分析結果加以彙整，作出結論，以期對後續相
關研究有所助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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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自由職業組織及其相關運作業務
2.1.1 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指不以營利為目的，結合各項資源，透
過公益活動，回應個人或大眾所關心議題或事件的民間組織（張明輝、周筱資，
2013）
。其中「不以營利為目的」並非意味服務或產品是免費提供，有些組織會收
取合理費用以維持其生存，然而這些組織不以利潤為組織經營目標，即使有盈餘
亦用於擴充組織或其他服務方案，以不分配盈餘為原則。
非營利組織與企業間最大差別在「盈餘」處理方式，企業的盈餘會分配予投
資人或落入股東口袋，但非營利組織並無「股東」
，亦不應有盈餘分配。信任理論
(trust theory) 在 探 討 非 營 利 組 織 行 為 時 ， 常 論 及 「 不 做 分 配 的 限 制 」
(non-distribution constraint) ，然而單靠不做盈餘分配並不等同於獲得信任。非營利
組織有使命漂移（mission drift）的問題，即經營者因追求收入的最大化，導致整
個組織偏離設立宗旨，或因無法承受財務壓力而轉移目標去迎合各種收入來源；
亦有營利偽裝（for-profit in disguise）問題，雖登記為非營利組織，但實際上卻追
求私人利益而非社會價值。(高永興，2015)

2.1.2 自由職業團體
自由職業是由人民就其所得的專門學問或技術，按其個人意願來操執的一種
職業，這些人民為謀所操執之職業的發展，保障同業間的共同利益和協助政府推
行政令而依各該業之特別法令互相結合的團體，稱為自由職業團體，例如醫師、
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各類技師等所組成之公會即屬之。
根據我國《人民團體法》，係將人民團體區分為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及政治團
體等三大類別7，其中職業團體之成立目的與組成成員，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
共同利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由同一行業之單位，團體或同一職業之從

7

人民團體法，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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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組成之團體。8 前述之「同一職業之從業人員」，其中有一類為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特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而
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者」。
9

依我國現行法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屬自由職業，其執業證照之取得必須先通

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考試錄取人員得自行登錄後掛牌獨立執行業務或受
聘受僱執行業務。10

2.1.3 土木工程類技師及其職業團體
依《技師法》，「中華民國國民，依考試法規定經技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
有技師證書者，得充任技師」11；而其執業方式有三類： (1) 單獨設立技師事務所
或與其他技師組織聯合技師事務所； (2) 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受聘於工程技
術顧問公司； (3) 受聘於前款以外依法令規定必需聘用領有執業執照之技師之營
利事業或機構。12 技師亦有必須加入公會始可執業之規定，即「技師非加入該科
技師公會，不得執業，技師公會亦不得拒絕其加入。」13
2011 年以前，各類技師之職業團體均以省（巿）級地方公會設立，而再以各
地方公會為會員組成全國聯合會。2011 年之後，因應五都改制而有技師法修訂，
即「各省市公會得合併為全國性公會」之相關立法。14 目前各類技師公會型態為
下列兩種擇一： (1) 維持原設立之省巿地方公會，並依五都改制而增加之直轄市
內可再行成立該科技師之地方公會； (2) 合併各省巿地方公會組織全國性公會，
且不得再成立該科技師之地方公會。例如大地工程技師類別之公會，即依此立法，
於 2013 年 4 月合併臺灣省、臺北市、高雄市三個地方公會，成立全國性公會，之
後亦不得再成立該科技師之地方公會。
目前我國土木工程相關技師科別有：土木工程科、水利工程科、結構工程科、
大地工程科、水土保持科、環境工程科、應用地質科等，其執業範圍詳如表 1。

8

人民團體法，第 35 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2 條
10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簡介，考選部
11
技師法，第 3 條
12
技師法，第 7 條
13
技師法，第 24 條
14
技師法，第 28 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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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木工程類技師科別之執業範圍15

技 師 科 別

土木技師科

執 業 範 圍
從事混凝土、鋼架、隧道、涵渠、橋樑、道路、鐵路、碼頭、堤岸、港
灣、機場、土石方、土壤、岩石、基礎、建築物結構、土地開發、防洪、
灌溉等工程以及其他有關土木工程之調查、規劃、設計、研究、分析、
試驗、評價、鑑定、施工、監造、養護、計畫及營建管理等業務。但建
築物結構之規劃、設計、研究、分析業務限於高度三十六公尺以下。
註：於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十八日以前取得土木技師資格並於七十六年十月二日
以前具有三十六公尺以上高度建築物結構設計經驗者不受建築物結構高度三十
六公尺之限制。

水利工程科

結構工程科
大地工程科
水土保持科
環境工程科

應用地質科

從事防洪、禦潮、灌溉、排水、堰、壩、堤防、涵渠、下水道、給水、
水力發電、築港、河川橋樑、水資源開發、水工結構、山坡地開發、河
川地開發、海浦地開發等工程及其他有關水利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
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施工、養護、檢驗及計劃管理等業務。
從事橋樑、壩、建築及道路系統等結構物及基礎等之調查、規劃、設計、
研究、分析、評價、鑑定、施工、監造及養護等業務。
從事有關大地工程（包含土壤工程、岩石工程及工程地質）之調查、規
劃、設計、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施工、規劃、施工設計及
其資料提供等業務。
從事水土保持之調查、規劃、設計、監造、研究、分析、試驗、評價、
鑑定、施工及養護等業務。
從事處理及防治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廢棄物、
毒性物質等工程及水處理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研究、分析、試驗、
評價、鑑定、施工、養護、檢驗監測、評估及計畫管理等業務。
從事地質調查及測繪；礦床探勘及蘊藏量評估、礦藏評價、礦物鑑定、
地球化學分析；工程地質調查及測繪、地質鑽探、土層與岩心鑑定、岩
石與土壤性質試驗；地球物理探勘及分析；水文地質調查及測繪；環境
地質調查及測繪；古生物鑑定、地層鑑定等業務。

上述各類技師之執業範圍有相當重疊，在業務上亦形成競合關係。就橋樑之
基礎設計工作而言，就有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結構工程、大地工程等科技師之
執業範圍涵蓋；又如工程基地之地質調查工作，亦有土木工程、大地工程、應用
地質等科技師之執業範圍涵蓋。而根據水土保持法，山坡地進行開發時之水土保
持之處理與維護，則為水土保持、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大地工程等四科技師之
執業範圍。16 實務上，同一個人可擁有多科技師資格而同時執業，惟執行法規所
規定之簽證工作時，政府機關與公會規定技師需指名其簽證之科別。各類技師各
自組成之公會，亦有相當程度的競合關係。如根據法令協助政府機關進行的山坡

15
16

節錄整理自各科技師執業範圍 (技師法之子法，2000 年 1 月 29 日修正版本)
水土保持法，第 6 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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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水土保持、特殊結構等各項書圖之審查工作、社會大眾或工程開發單位委託進
行之現況或安全鑑定工作等，在各公會運作上屬競爭關係；然而，多個公會亦合
作向政府之行政或立法部門爭取共同之執業權益。

2.1.4 技師類之審查與鑑定業務
各類技師公會依據各自具有專業領域之執業範圍，以及相關法令規範，接受
政府機關、人民團體、公司法人或個人委託，辦理有關規劃或設計之技術審查，
例如大地工程技師公會即依其大地工程專業，辦理下列審查： (1) 水土保持計畫
或水土保持規劃書審查； (2)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安全評估結果報告審查
(山崩地滑、活動斷層、地下水補助等)； (3) 臨高鐵、臨捷運開發之安全評估報告、
施工計畫書、監測報告等審查； (4) 都市更新案提列特殊因素費用審查； (5) 設
計之計算書、地質鑽探報告、鑑定報告書等審查； (6) 特殊結構設計審查； (7) 雜
項工程書圖。17
各類技師公會，基於其特殊之專業亦受委託辦理工程鑑定業務，例如大地技
師公會可於相關法令規範之執業範圍內接受一般政府機關、人民團體、公司法人
或個人委託辦理鑑定，其工程鑑定之服務項目包括：(1) 現況鑑定； (2) 安全鑑定；
(3) 損害調查及修復與補強；(4) 工程損害及修復鑑價。18
在鑑定業務中，亦有一項為法院委託案件，即作為「鑑定人」。鑑定人係指本
於其專門之知識，輔助法院判斷特定證據問題之人。此類委託公會而非委託個人
的鑑定，係屬機構鑑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08 條規定：
「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
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而目前實務
見解認為，
「機關鑑定情形可以免除具結之義務，且機關鑑定的書面報告書，即便
實際鑑定人未到庭為言詞陳述，該鑑定報告書也非傳聞證據。」(邱筱雯、林志潔，
2015)

17
18

大地工程技師公會網站 ( http://www.pga.org.tw/web/Service.aspx )，2017 年 5 月瀏覽
同 17
7

doi:10.6342/NTU201701527

第二節、 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
2.2.1 COSO 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架構之發展
美國 COSO 委員會19於 1992 年提出「內部控制—整體架構」報告，該報告定
義內部控制是由三個目標（營運之效果及效率、財務報導之可靠性、相關法令之
遵循）、五大要素（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作業、資訊及溝通、監督）組成之
觀念性架構，此架構亦是用以評估內部控制有效或有缺失的工具。
2004 年，COSO 委員會提出「企業風險管理—整體架構」，其以 COSO 1992
年版報告為基礎，擴充為四個目標（策略、營運、報導、遵循）與八項構成要素
（內部環境、目標設定、事件辨認、風險評估、風險因應、控制活動、資訊及溝
通、監督）
。COSO 亦在 2006 年提出「財務報導的內部控制—較小型公開發行公司
指引」
，2009 年提出「內部控制監督指引」。
2013 年，COSO 委員會提出「內部控制—整體架構」更新報告，此一新版內
控架構，同樣有三個內部控制目標與五個要素，但新版對內部控制目標之定義有
擴充範圍如下：(1) 營運目標：組織營運必須有效率及有效果，包括營運及財務達
成目標，及避免資產損失之安全措施；(2) 報導目標：內部及外部、財務及非財務
之報導均需具備可靠性、即時性及透明性；(3) 遵循目標：企業必須確實遵循主管
機關訂定之法規或準則，企業之政策亦需符合相關法令規範。為使內控執行更具
實質效益其報告，亦針對五個控制要素提出十七項原則，使內部控制功能實際發
揮效果。此更新亦闡述公司治理概念之重要，為達企業之使命，實踐企業價值，
訂定企業目標，董事會對管理階層提供建議並指引方向、給予管理階層建設性的
挑戰、監督管理階層的活動，在內部控制制度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林淑芸、金
旻姍，2015）

2.2.2 COSO 風險管理框架
COSO 委員會將企業風險管理定義為：企業管理過程中的一部分，包括「企業
認知潛在風險、衡量風險、決定管理風險的方式（接受、規避、分散或降低）
，予
以執行、評估、回饋，讓企業的風險不要超過風險胃納（Risk Appetite）」，此定義

19

COSO 委員會，其全名 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1992 年成立。
8

doi:10.6342/NTU201701527

反映此整合性風險管理係於制定策略時採用，即將風險承受度與策略加以連結。
2004 版 COSO「企業風險管理—整體架構」
，以圖 1 表示其框架。立方體之上
方標示者，為四類目標，即策略性、營運、報導及遵循；立方體之前方則標示八
個組成要素，右方則描述企業之單位。此種表達方式顯示可著眼於企業風險管理
之整體，或著眼於某一類目標、某一個組成要素、某個企業單位，甚或更小之組
成單位。

圖 1

COSO 風險管理框架

以程序而言，此風險管理具有八個相互關聯的要素而形成一個全面性的行動
架構：
一、內部環境（Internal Environment） 風險承受度是內部環境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影響到策略訂定。每項策略都伴隨不同的風險。
二、目標設定（Objective Setting）

企業目標可從下列四個觀點來看：(1)策

略性—有關企業整體的目標與使命；(2)營運—有關效率、績效及獲利能
力；(3)報導—有關內部及對外部之報導；(4)遵循—有關法令及規章的遵
循。
三、事項辨認（Event Identification） 管理者思考所有會影響其策略及目標達
成的內部及外部因素，將潛在事件以水平橫跨整個企業單位及垂直穿越
各個作業單位的方式歸類，作為風險評估之基礎。
四、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著重於潛在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及其影響程
度。可同時使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以評估潛在事項的不確定程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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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風險回應（Risk Response） 針對超出風險胃納之風險事件，選擇回應方
式，通常分為四種：避免（Avoidance）
、降低（Reduction）
、分擔（Sharing）
及接受（Acceptance），管理者決定回應方式後需轉化為行動，建立執行
計畫，並評估計畫執行後的剩餘風險（Residual Risk）。
六、控制活動（Control Activities） 協助保證風險回應能有效執行的政策與程
序。
七、資訊與溝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攸關之資訊在一定的形式
和期限內，予以辨認、蒐集並溝通，以確保相關人員能夠履行其職責。
有效溝通之觀念比較廣泛，包括企業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以及相互之
間橫向的溝通。
八、監督（Monitoring） 企業風險管理進行全面監控，必要時加以修正。監
督進行方式可用持續性的監督、個別評估或兩者結合來完成。
以上所述之組成要素都必須存在且運作，才能發揮作用。然而任何一種風險
管理程序不管設計及執行得多好，均無法對結果加以保證；但運用此架構能夠加
強高階管理階層對目標達成的信心是毋庸置疑的。（鄭燦堂，2016）

2.2.3 企業風險管理的限制
企業風險管理之限制仍存在，包括：決策過程中的人為判斷可能有所失誤、
在風險回應及訂定控制之決策時需考量成本與效益、因人為單純錯誤或失誤造成
之內控失效、串通舞弊（collusion）、或者管理階層逾越企業風險管理決策等，這
些限制使得企業目標之達成與否無法給予絕對保證。另外，風險管理架構之執行
不能把欠佳的管理人變成出色的管理人，亦不能確保企業的成功與生存。

第三節、 平衡計分卡與策略地圖
2.3.1 平衡計分卡之源起與發展
平衡計分卡源於 1990 年 KPMG 的研究機構 Nolan Norton Institute 之一項研究
計畫，該機構執行長 David Norton 親自主持此計畫，來自各產業的企業代表參加
此計畫，每兩個月聚會一次，共同研商一績效衡量模式，學術界顧問哈佛商學院
教授 Robert Kaplan 亦參與其中。 Kaplan 與 Norton 總結此計畫，陸續於哈佛商業
評論發表三篇重要文章：1992 年發表《平衡計分卡：驅動績效的指標》(Balanced
10

doi:10.6342/NTU201701527

Scorecard: Measures that Drive Performance)；1993 年發表《平衡計分卡的實施》
(Putt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o Work)；1996 年發表《平衡計分卡在策略管理體
系的應用》(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as a Strategic Management System)。之後，
Kaplan 與 Norton 再陸續出版三本專書：
《平衡計分卡：資訊時代的策略管理工具》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ranslating Strategy to Action) 、《策略核心組織：以平衡
計分卡有效執行企業策略 》（The Strategy-focused Organization: How Balanced
Scorecard Companies Thrive in the New Business Environment） 、 《策略地圖：串
聯組織策略從形成到徹底實施的動態管理工具》 （Strategy Maps: Converting
Intangible Assets Into Tangible Outcomes）。

2.3.2 平衡計分卡理論
平衡計分卡不視短期財務指標為公司績效唯一指標。平衡計分卡之「平衡」
意義在於：(1) 短期與長期目標之間的平衡；(2) 財務與非財務量度之間的平衡；
(3) 落後指標與領先指標之間的平衡；(4) 外界與內部的平衡；(5) 主觀面衡量與
客觀面衡量之間的平衡。在方法上，其認為組織應從四個構面審視績效：學習與
成長、內部營運流程、顧客、財務。（圖 2）
Kaplan 與 Norton (1996) 建議使用四個流程讓策略具象化：（圖 3）
第一個流程是「轉化願景」，可幫助對組織的願景和策略建立共識；
第二個流程是「溝通和連結」
，有助於向上和向下溝通策略並將策略與部門
和個人目標連結起來；
第三個流程是「營運規畫」，能協助公司整合營運和財務計畫；
第四個流程是「評量和學習」，讓公司有能力進行所謂的 「策略性學習」
（strategic learnin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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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平衡計分卡之四個構面
(圖片來源：哈佛商業評論網站)

圖 3 四個流程管理策略
(圖片來源：哈佛商業評論網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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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地圖（strategy map）則是組織策略的各種重要成分間一種因果關係的具
體表達方式。（陳正平等譯，2013）策略地圖的功能是「管理維護」策略、「執行
追蹤」策略與「說明陳述」策略。20

2.3.3 平衡計分卡與風險管理之策略議題
東京三菱銀行美國總行將 COSO 與其內部/管理風險議題相結合。在這個策略
性議題之下，全行有共通的目標—預防性的風險管理。
（Nagumo and Donlon, 2002）
每個分行根據 COSO 架構來引導定期的風險評估，評估結果則成為計分卡衡量指
標的分數，與此相關指標是「同期間結案議題百分比」
，用來推動風險議題的儘速
解決。
Kaplan 與 Norton 亦指出於本個案採用平衡計分卡不到一年時間，在風險管理
議題上以 COSO 為基礎的自我評估與平衡計分卡相連結，進一步強化其實效，可
稱得上整個東京三菱銀行美國總行在平衡計分卡專案活動中最具創意的一面。
（陳
正平等譯，2013）

20

于泳泓，《策略地圖：串聯組織策略從形成到徹底實施的動態管理工具》一書之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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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一自由職業團體—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為研究對象，深入案
例中廣泛蒐集資料，瞭解該組織面臨的問題癥結，提出適切的方法以解決問題。
此研究僅探討單一組織之專業計劃服務工作，屬於單一個案探索（Single Case
Exploratory Inquiring）。
本研究具質性研究法中個案研究的特性，例如進入被研究對象的場域，在不
干擾被研究對象的自然情境下，進行有關研究現象或行動的觀察，並透過豐富資
料的收集過程，深入個案脈絡，對研究現象進行概念建構的過程。本研究未進行
全面廣泛的探討，係透過對此一個案組織，深入研究此組織之專業計劃業務的風
險與績效。
整理本研究進行之架構，如圖 4。

廣泛蒐集相關資料並初步評估

聚焦個案組織之專業計劃業務

風險管理
文獻探討

平衡計分卡
文獻探討

整理個案組織之策略、風險管理
與經營績效相關問題
進行個案組織之風險評估
並探討其風險管理

構建個案組織之策略地圖
與平衡計分卡之績效管理運用

結論與建議

圖 4

本研究進行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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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利用下列方法進行資料收集：
一、訪談法 (interviewing) ：以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的形
式，適當的使用預先設定好的方向與群組，不限制受訪者的詮釋方式，
針對特定目標對象或商業活動有全面式的了解。採半結構式訪談主要目
的是為了在受訪者離題時，能將受訪者拉回訪談的主軸。
二、次級資料 (secondary qualitative study ) ：運用他人蒐集的資料而得之研究
發現，如政策說明、組織內部資料、網路資料、政府統計資料等。
三、觀察法 (observation)：藉參與個案組織活動，例如會員大會、理監事會、
委員會及相關業務之運作等，亦透過社群網站（facebook）或交友通訊軟
體（line 群組）瞭解關係脈絡及情境互動的過程與感觸，創造出觀察現象
的意義與詮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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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與問題分析
第一節、 個案背景資料
4.1.1 公會之成立與發展歷程
本個案探討一個自由職業團體—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以下稱「大地
公會」），其發展歷程整理如下：
1990 年，考選部首辦「大地工程技師」類科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1992 年，召開公會籌備研議小組會議；
1994 年，大地工程技師聯誼會成立；
1996 年，臺北市大地工程技師公會、臺灣省大地工程技師公會陸續成立，創
會之使命為「大地工程技師專精於土壤、岩石、工程地質、邊坡穩
定、隧道、水土保持、基礎深開挖……等工程之調查、規劃、設計
及研究，並致力於協助政府機關及民間單位進行鑑定、審查及勘
災，提供各種災害諮詢服務；每一位成員都秉持著『親水、親土、
親自然；敬天、近人、盡責任』的理念，盡力為國家發展貢獻專業
能力」；
2000 年，高雄市大地工程技師公會成立；
2004 年，結合大地工程技師之三個地方公會與中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中華
民國隧道協會、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大地工程委員會、中華地工
材料協會、臺灣區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地工技
術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等組織，成立大地工
程聯盟，並發表四點「大地工程宣言」。
2013 年，因應五都改制與 2010 年技師法之修正，三個地方公會決議進行合併，
成立全國性之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
會員人數之增加與每年專技人員考試之大地工程科報考與錄取人數有密切關
係，截至 2015 年底，大地公會之會員人數約 550 位。（圖 5）

16

doi:10.6342/NTU201701527

圖 5

大地公會歷年會員人數統計21

4.1.2 宗旨及任務
大地公會之組織宗旨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自由職業團體，以加
強會員聯繫，保障會員應有權益，提高大地工程技術水準，發揚服務精神及協助
政府推展國家建設」。22
大地公會之任務如下：23
一、加強會員之聯繫。
二、調解會員業務上之糾紛。
三、增進會員之褔利。
四、推動及保障會員之權益。
五、訂立業務章則、倫理規範及公約。
六、大地工程技術及工程材料之研究發展。
七、解釋業務上之問題及協助政府制定大地工程技師執業相關法令。
八、保持對外之聯絡。
九、執行會務及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21
22
23

大地公會 20 週年慶祝茶會回顧簡報
大地公會章程，第 3 條
大地公會章程，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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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受委託辦理各類建築、土木、水利、道路、隧道、海洋、環境、下水道
等工程中有關大地工程(含土壤工程、岩石工程及工程地質)與地質法、水
土保持法及其他法令規定得由大地工程科技師辦理工程之研究、評估、
審查及鑑定等相關服務。
十一、協助政府推展國家建設，支援各級政府機關防災或救災任務。
上述之第十項所指受委託辦理之各類服務，即為本研究所探討之專業計劃。

4.1.3 公會組織架構
大地公會之組織架構（圖 6）與我國其他公會組織類似，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
力機關，會議每年召開一次。

圖 6

大地公會組織架構24

大地公會置理事 21 人，監事 7 人，由會員選舉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理
事會置常務理事 7 人，由理事互選，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3 人為副理事長、
1 人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與理
事會之主席。監事會置常務監事 1 人，由監事互選。

24

大地技師公會網站 ( http://www.pga.org.tw/web/Information.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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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理事會之下設有鑑定、審查、服務、福利、財務、法規、紀律、學術及
國際關係、資訊等委員會，各委員會依各自之組織簡則置主任委員 1 人、副主任
委員 1 人，委員 7~18 人。主任委員係由理事長就會員中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
任之，副主任委員由委員中由主任委員選派。委員之產生係由會員登記，會員登
記人數超過登記名額時，以公開抽籤決定。
為能迅速回應地方政府機關、當地會員與社會之需要，亦設有中部、雲嘉南、
高屏等三個辦事處。辦事處設有處長、副處長與委員 5~15 人，組成辦事處工作執
行委員會。
公會章程中雖置秘書長 1 人，以「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公會事務」25，惟自 2016
年 7 月前任秘書長離職後，尚未有合適人選繼任。幹事部有祕書 1 人、會計 1 人、
幹事 2 人，目前係由幹事會秘書代理秘書長一職。秘書長與幹事部成員，係會務
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26

4.1.4 章程與相關組織簡則、辦法與作業要點
整理目前大地公會內部控制之相關文件，包括公會之章程、倫理規範、各委
員會或辦事處之組織簡則、辦法與作業要點等，詳如表 2。其中，章程之訂定與變
更職權在會員大會，其餘之組織簡則、辦法、作業要點、倫理規範等之訂定與變
更職權則在理事會。
以目前之審查與鑑定業務為例，係章程中授權理事會訂定委員會之「組織簡
則」27。針對外部單位或委託人的服務內容、收費或作業程序等，係依據各該項之
「組織簡則」訂定之「業務辦法」進行運作；而對技師會員與幹事部的公會內部
運作事項與流程，則依「業務辦法」訂定「作業要點」加以規範。

25
26
27

大地公會章程，第 27 條
同 25
大地公會章程，第 2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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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公會之相關章程與相關組織簡則、辦法、作業要點等

表 2
類

別

公會整體
地方辦事處
鑑定

審查
財務
學術暨國際
關係
福利

其他

內 部 文 件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章程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倫理規範
辦事處組織簡則
鑑定委員會組織簡則
鑑定業務辦法
鑑定作業要點
審查委員會組織簡則
審查業務辦法
審查作業要點
財務委員會組織簡則
財務管理辦法
學術委員會組織簡則
參加國際會議人員遴選(徵召)辦法
福利委員會組織簡則
社團管理辦法
福利金籌集及申請辦法
薪傳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法規委員會組織簡則
紀律委員會組織簡則
服務委員會組織簡則
資訊委員會組織簡則

4.1.5 經營理念與方向
於 2016 年 4 月當選之第二屆理事長，在公開網站上宣示其經營理念與方向，
節錄如下：28
•

堅持專業、理性的創會傳統價值，善盡社會責任；

•

以理性溝通化解歧異，尋求最大共識；

•

加強各地方辦事處的雙向互動，協助當地會務正向發展；

•

加強與地方政府的互動與交流；

•

以智慧因應外在環境變動，捍衛及爭取執業空間；

•

營造友善審查環境，扭轉外界刻版印象。

針對本研究所探討專業計劃之審查項目，其特別指出「營造友善審查環境，
扭轉外界刻版印象」，主要緣於「過去外界普遍有對大地公會審查標準嚴苛的印

28

理事長的話，大地技師公會網站 ( http://www.pga.org.tw/web/Information.aspx )，2017 年 6 月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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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甚至亦有部分會員視送公會審查為畏途」29，其認為審查在於根據相關技術規
範及成規，對承辦技師的規劃設計成果提出審查意見，提醒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處，
趨吉避兇，讓被審查者能感受到委員的善意，甚至有所收獲，就是所謂的「友善
審查環境」
；對於未違背規範之處亦不應以審查委員之姿，強迫承辦技師接受。他
指出這是觀念的改變仍需要時間與宣導，現階段亦較難以制度設計達成。

4.1.6 財務概況
大地公會之近年之財務狀況，詳如整理並摘要之收入支出決算表（表 3）與資
產負債表（表 4）。
表 3

大地公會 2014 至 2016 年度之收入支出決算表30

年度
總收入
1
2

3
4
5

2016
20,459,439

會費收入
專業計劃收入

14,378,722

審查收入

6,768,679

11,624,313

6,821,446

30

304
12,240
1,333,419

0.0%
0.1%
6.5%

20,459,439

人事費
辦公費
業務費
專業計劃支出

購置費
各項折舊
提撥基金
其中 退輔準備基金
會員福利基金
會務發展準備基金

29

1,459,000 6.2%
21,200,168 89.9%

12,363,545

業務服務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當期餘絀

1,573,810 6.1%
23,987,858 92.9%

10,718,617

其中 鑑定支出
審查支出

5
6
7

1,626,180 7.9%
17,487,296 85.5%

2014
23,580,259

其中 鑑定收入

總支出
1
2
3
4

2015
25,810,985

4,040
21,256
224,021

0.0%
0.1%
0.9%

25,810,985

2,586,464 12.6%
1,086,707 5.3%
3,270,808 16.0%
12,287,797 60.1%

13,334
15,940
891,817

3,154,106 12.2%
1,177,443 4.6%
2,313,579 9.0%
17,875,855 69.3%

11,495,120

3,648,656

8,086,372

3,919,351

0.3%
5.7%

12,931
79,280
1,197,791

3.8%

2,604,249 11.0%
1,300,354 5.5%
4,192,024 17.7%
15,414,471 65.1%

9,789,483
0.0%

0.1%

23,689,258

8,639,141

0
71,064
1,156,599

0.1%

0.1%
0.3%
4.6%

0
105,106
73,054

54,600

54,000

52,000

700,000

1,000,000

21,054

401,999

143,791

0

0

0

(108,999)

0.0%
0.4%
0.3%

大地公會理事長訪談，2017 年 6 月，詳附錄 A
摘要並整理自各年度收入支出決算表，資料來源：各年度會員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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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地公會 2013、2014、2015、2016 年底之資產負債表31

資產

日期

1.流動資產
1-1.現 金

2016.12.31
13,188,488
-

2015.12.31
14,793,037

2014.12.31
11,159,939

-

-

2013.12.31
7,895,961
-

1-2.銀行存款

9,929,531

12,778,835

8,145,600

5,980,720

1-3.定存

1,419,000

1,196,133

1,127,535

1,132,984

1-4.郵政劃撥

1,415,587

585,671

1,681,511

701,773

424,370

232,398

205,293

80,484

1-5.暫付款

2.固定資產

13,815,529

13,886,593

13,965,873

14,070,979

2-1.事務器械設備

267,143

267,143

267,143

267,143

2-2.辦公家具設備

318,110

318,110

318,110

318,110

2-3.裝潢裝修費用

950,460

950,460

950,460

950,460

(1,415,084)

(1,408,061)

(1,392,822)

(1,351,757)

2-4.購置會所-土地

9,570,614

9,570,614

9,570,614

9,570,614

2-5.購置會所-建築物

3,266,082

3,266,082

3,266,082

3,266,082

(741,796)

(677,755)

(613,714)

累計折舊-生財器具

累計折舊-房屋及折舊
2-6.購置會所-停車位

3.其他資產
3-1.存出保證金
3-2.代收票據
3-3.應收帳款

1,600,000

1,600,000

1,600,000

1,509,934

543,700

1,015,115

621,915

23,600

23,600

102,600

23,600

-

-

1,486,334

3-4.應退所得稅

-

4.進項稅額
5.留抵稅額

合

計

(549,673)

1,600,000

-

520,100

911,450

-

597,250

1,065

1,065

28,513,951

29,223,330

2,170
26,143,097

2,170
22,591,025

2016.12.31
12,343,911

2015.12.31
13,361,683

2014.12.31
11,479,020

2013.12.31
7,823,283

1,386,993

1,231,893

1,521,158

1,117,458

負債、基金暨餘絀

日期

1.流動負債
1-1.暫收款
1-2.專案款

-

-

-

-

1-3.代收款

4,991

14,262

12,812

7,311

1-4.應付帳款

10,242,601

11,330,347

9,086,525

5,768,424

1-5.銀行借款

709,326

785,181

858,525

930,090

2,586,585

2,382,924

1,180,589

1,116,394

1,350,035

937,926

783,336

777,162

2-2.退撫準備基金

297,273

240,302

184,476

130,674

2-3.提撥福利金

939,277

1,204,696

212,777

208,558

12,240,000

12,240,000

12,240,000

12,240,000

2.基金
2-1.會務發展準備基金

3.資產淨值

註：此項目係指2013年4月全國公會成立日，合併三地方公會資產負債之淨值

4.銷項稅額
5.應納稅額
6.餘絀
6-1.累計餘絀
6-2.本期餘絀

47,577
1,191,146

(24,791)
77,133
1,191,146

1,191,146

1,191,146

1,300,145

-

合

31

(9,066)
161,375
1,191,146

計

28,513,951

-

29,223,330

(108,999)

26,143,097

(10,200)
121,403
1,300,145
3,024,419
(1,724,274)

22,591,025

摘要並整理自各年度資產負債表，資料來源：各年度會員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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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 2014 至 2016 年之收入，主要有： (1) 會費收入，約 146 萬至 163 萬元
（每會員之入會費 1000 元，常年會費每年 3000 元32），其收入係依有效會員人數
增加而有所成長，約佔該年度總收入之 6.1~7.9%；(2) 專業計劃收入，即審查收入
與鑑定收入，約 1749 萬至 2399 萬元，達該年度總收入 85~93%；(3) 業務服務收
入，不及 0.1%，主要係會員受訓積分審核，因主管機關已電子化處理此業務將持
續縮小；(4) 利息收入，不及 0.1%；(5) 其他收入，包括研討會、書籍販售與跨年
度專案計劃執行後認列應付帳款與實際支出差額沖轉，約 22 萬至 133 萬元，佔該
年度總收入之 0.9~6.5%。
至於支出，主要有：(1) 人事費，即會務人員薪資、加班費、勞建保費等，約
146 萬至 163 萬元，約佔總支出 11~13%； (2) 辦公費，即辦公有關之文具、水電、
郵資、電話、影印、維護、租賃、稅捐、公共關係、車馬費等費用，約 109 萬至
130 萬元，約總支出 4.6~5.5%； (3) 業務費，即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委員會
議、研究發展計劃、期刊編輯印刷、法律與稅務顧問、團體保險、考察觀摩、社
團活動補助等支出，約 231 萬至 419 萬元，約總支出 9~18%； (4) 專業計劃，即
審查支出與鑑定支出，約 1229 萬至 1788 萬元，佔總支出 60~69%； (5) 購置費，
係購置新設備，近三年不及 0.1%； (6) 各項折舊，約 7.1 萬至 10.5 萬元，佔總支
出 0.3~0.4%； (7) 提撥基金，包括會務人員退撫準備基金、會員福利基金、會務
發展準備基金，約 7.3 萬至 120 萬元，約總支出 0.3~5.7%。
由上述收入支出之金額比例，專業計劃係佔大地公會收入與支出項目之大部
分金額。以最近一年度（2016）為例，專業計劃收入約 1749 萬元，達總收入之 85%，
而此年度其他收入之中亦約 87 萬元是跨年度專業計劃執行後認列應付帳款與實際
支出差額沖轉。因此，105 年度總收入約 90% 來自於專業計劃。來自專業計劃之
淨收入 (收入-支出) 約 520 萬元，相對於會費收入約 163 萬元，目前支應公會人
事、辦公、會員相關業務等經費來源者，約有 75% 來自專業計劃之淨收入。
檢視公會之資產與負債，資產部分包括： (1) 流動資產：現金、銀行存款等；
(2) 固定資產：主要為地方公會時期購置之辦公會所，包括其土地、建築物、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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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辦公家具設備、事務器械設備等； (3) 其他資產：主要為存出保證金與專業
計劃之應收帳款；綜觀而言，公會並無較高風險之資產。流動負債大部分為專業
計劃之應付帳款與地方公會時期購置辦公會所之銀行貸款，無高負債槓桿。

4.1.7 小結
綜觀內部之環境，闡述如下：
一、就此組織之使命、成立宗旨與任務，乃至本屆經營高層之經營理念與方
向，均闡述著藉由發揮專業，以善盡社會責任。
二、經營與財務係屬保守，公會並無較高風險之資產；
三、專業計劃是收入的最大來源，其案量與金額是否符合預期，關係著是否
能支應該年度之會務經費、會員活動與福利等支出。

第二節、 財務相關流程與控制
4.2.1 財務委員會之任務
財務委員會承辦理事會交辦財務相關工作事項，明訂任務：33 (1) 彙整各委員
會及會務之各項預算編列、執行追蹤及決算編製； (2) 各類財務報表之先行審議
工作； (3) 財務管理之研究； (4) 其他理事會決議交辦之事項。財務委員會之定
期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決議事項屬於一般事務者，報請本公會理事長決行，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事項，經理事會或會員大會通過後執行。
定期會議固定進行各季財務報表之先行審議，之後再由財委會主任委員列席
理監事聯席會報告。因此財務委員會擔任公會財務報導之第一線監控。
目前公會針對年度報表，係由公會之會計人員製表、財務委員會進行財報之
先行審議，報請理監事會通過後，再由監事會審核，通過後報請會員大會議決。

4.2.2 財務管理流程與控制
大地公會財務人員、秘書長、理事長等對帳務收入與支出處理流程與權限，
係依據公會之財務管理辦法。節錄其對公會財務人員內部控制之重要規定如下：
• 財務人員均應有二人以上之保證；會計、出納及財物管理人倘因作業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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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導致公會增加作業負擔，理事長可就情節輕重，依會務工作人員服務
規則懲處。倘導致公會財務損失，應負賠償責任，並由保證人負連帶清償
責任；
• 財務人員包含會計、出納及財物管理人，倘因公會人事編制需要，會計可
兼任出納，財物管理人為本公會秘書長；
• 財務狀況至少應每三個月提報理事會查核，並應依監事會之要求，不定期
提供財務報表，以供審核；
• 規定各項經費收入與支出之處理程序。

4.2.3 小結
綜觀現行財務相關流程與控制，闡述如下：
一、財務責信 (accountability) 與透明 (transparency) 問題：一般會員並無法
瞭解公會收支細節，亦無強制之專業外部稽核（會計師簽證）34，然而會員又需於
會員大會上議決前一年度財報；
二、缺乏風險管理：針對最大的財務風險因素，即鑑定與審查案產生淨收入，
缺乏前瞻或即時的追蹤與監控。

第三節、 審查業務及其流程與控制
4.3.1 審查業務概述
依現行法令與執業範圍，大地公會既有之審查業務有下列幾類：
(1) 水土保持計畫或水土保持規劃書審查（水保審查）：依據水土保持法之審
查。各縣市主辦機關依法令遴選合乎資格單位，如大地、土木、水土保
持、水利等技師公會或其他研究或學術單位，再依序輪派，其案量相對
較為穩定。此業務比重約 65%。35
(2) 臨高鐵或鄰捷運開發之安全評估報告、施工計畫審查（臨高鐵/捷運審
查）：依據鐵路兩側禁限建辦法、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之審

34

35

依主管機關準用之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2 條，
「…決算金額在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上者，
得委請會計師簽證」
各項業務比重係參考大地公會之民國 105 年度審查暨鑑定講習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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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考量鄰近工程規模及對高鐵/捷運之影響較大者，交通部/捷運局要求
起造人委請專業機構 (第三公正單位) 審查。此業務比重約 23%。
(3)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安全評估結果報告審查（地質敏感區審查）：
有關地質法第 11 條之審查，因為是較新立法者，包括應用地質、大地、
土木、採礦、水利、水土保持等技師公會，目前都積極爭取此方面業務。
業務量比重約 8%。
(4) 其他：例如都市更新案提列特殊因素費用審查（臺北市，約 2%）
、設計計
算書、地質鑽探報告、鑑定報告書審查 (約 2%) 、特殊結構設計審查等。
公會爭取成為某類型審查單位，乃是維護技師執業權益的具體宣示，有法律
賦予執業範圍的意義。36

4.3.2 審查業務之流程與控制
目前大地公會之審查業務，對外係依據公會之《審查業務辦法》規範，相關
流程如圖 7。
而大地公會對內部之流程與控制，係依據公會之《審查作業要點》
，節錄其對
公會審查業務之重要規定如下：
• 審查小組：視個案需要由 2~7 位審查人力庫會員組成，召集人由審查委員
會主委指派。召集人負責遴選小組其他成員；
• 引薦審查案件之會員，得推薦一位會員擔任審查小組成員；
• 迴避原則：曾參與委託審查案件製作者，應主動迴避且不得擔任該審查案
件之審查小組成員，然而，目前在水保審查業務方面，因與各縣市有不同
的合約限制，與本公會作業辦法略有不同處，多個縣市水保案合約有「就
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
、
「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案件之廠商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 3 年內曾有僱
傭、委任或代理關係」等類似條款，審查小組成員指派即予以考量。37
• 費用支出：出席費、車馬費採實支實付。

36
37

大地公會理事長訪談，2017 年 6 月，詳附錄 A
大地公會審查主委訪談，2017 年 6 月，詳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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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審查作業流程38

4.3.3 小結
綜觀現行審查相關流程與控制，發現下列問題需注意：
一、審查者之熟悉度與專業：目前審查人員係以審查人力庫派任，例如水保
審查案，大多數技師僅約三年負責審查一次，因此並非所有負責審查之技師皆能
熟悉相關法令規範與審查原則。
二、過度審查：部分審查技師逾越規範要求，或提出非必要之檢核、修正要
求，使得開發時程拖延或開發成本增加，承辦技師承受多方壓力，形成外界 (客戶
端) 負面印象。
三、誘因機制：開發單位有很多選擇，為什麼要把案子送進來？ 開發單位最
關心要審多久？會不會被刁難？目前引薦者「得推薦一位會員擔任審查小組成員」
之帶案獎勵方式，相較於其他公會，被認為誘因不足。

38

大地技師公會網站 ( http://www.pga.org.tw/web/Service.aspx ) ，2017 年 6 月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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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輪序問題：目前各審查案審查小組成員之產生，均為審查主委與召集人
由人力庫中選任，並非如其他公會採抽籤輪序。雖有會員主張採公平透明之抽籤
輪序，但考量會員專長與審查品質等因素並未實施。

第四節、 鑑定業務及其流程與控制
4.4.1 鑑定業務概述
大地公會之鑑定業務，係常見之工程鑑定，即工程進行前、進行中、完成後
及營運使用等各階段之現況、品質、安全、損害修復、補強或賠償與其價值鑑估
等類別之鑑定事宜。依個別案件作業需求，大地公會將其區分為一般案件與特殊
案件。
一般案件，大致分為下列幾類：
(1) 現況鑑定：如施工前鄰房現況鑑定、完工後鄰房現況鑑定、坡地(社區)
之現況鑑定；
(2) 安全鑑定：如擋土措施安全鑑定、坡地社區整體穩定安全鑑定（不含房
屋結構）、邊坡穩定安全鑑定、水土保持設施之安全鑑定；
(3) 損害調查及修復與補強：如擋土措施損害鑑定、坡地災害原因調查鑑定、
地下室開挖之鄰損鑑定；
(4) 工程損害及修復鑑價。
特殊案件則指法院委託案、仲裁案、涉及特殊專業案。法院委託鑑定，由原
告被告提出替選機構，再由法院指定委託。
一般房屋之現況與安全鑑定，以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等與房屋結構
直接相關之公會為主，大地公會之案件相對遭壓縮。但以鄰近深開挖所造成損壞、
或因土壤液化造成之損壞、或者擋土牆、結構基礎之損壞等，則大地技師公會在
專業上較具優勢。
近年，因民眾與媒體對政府機關在重大事故發生後的行政效率要求，政府主
管需要一專業且具公信力的單位，以便能夠迅速掌握事故狀況，並作為事件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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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的決策依據。
「通常公部門在遭遇疑難雜症時，會找到公會」39 ，若能夠對於
天災地變及社會眾所矚目的工程爭議事件密切關注，並主動且適時給予公部門支
持與協助，展現專業能力，自然有機會辦理相關業務。
這類特殊事故案件的爭取，除了需要公會高層平時已對公部門維持良好關
係，在事故發生時公會高層一直參與與回應專業需求，
「讓公部門主管能放心，覺
得找到真正專業的人」40。此類案件的初期大都無法界定任何業務範圍，理事長舉
一個最近處理之台北市區重大地工災變為例，說道：
「如何將事情交出去？很怕搞
砸了，我也不清楚（公部門）未來要公會做甚麼。現在只能先把副理事長、鑑定
審查主委抓進來一起努力。」41 而造成事故的工程主辦單位亦認為「有一公正單
位對事件是正向發展」42，此事件後續發展成一項由工程主辦單位出資，地方政府
建管單位進行議約的鑑定業務。

4.4.2 鑑定業務之流程與控制
目前大地公會之鑑定業務，對外係依公會之《鑑定業務辦法》辦理，相關作
業內容如下：
(1) 申請：由申請單位（人）填具鑑定申請書，或直接來函向公會提出申請，
並繳交初勘費新台幣伍仟貳佰伍拾元整（含稅，不含交通費）。
(2) 初勘及估價：初勘技師與申請單位（人）連絡進行初勘及估價作業，函
知申請單位（人）繳交鑑定費用。
(3) 成案及工作指派：於申請單位（人）繳交全部鑑定費用後鑑定案件即成
案。並依規定指派鑑定技師。
(4) 現場會勘：由鑑定技師連絡申請單位（人），安排進行現場會勘。
(5) 鑑定作業：鑑定技師依鑑定申請書及現場會勘紀錄辦理後續鑑定作業。
而大地公會對內部之流程與控制，係依據公會之《鑑定作業要點》
，其相關流
程如圖 8，節錄相關控制要點如下：
• 迴避原則：鑑定技師與複審技師需切結「無涉及該案相關調查、分析、設

39
40
41
42

大地公會理事長訪談，2017 年 6 月，詳附錄 A
同上
同上
大地公會鑑定主委訪談，2017 年 6 月，詳附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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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施工及顧問等事宜」。法院鑑定會採更高標準，因經常需出庭，一般
會由「開業技師」執行，因其關係較易釐清。43
• 業務引薦制度：業務爭取者得自行擔任鑑定技師，並推薦 1~3 名技師，故
僅有非常少數技師自公會鑑定人力庫中輪派。引薦者要擔任鑑定技師，仍
需符合並切結上述迴避原則。自行到會或特殊案件均全由公會委任技師辦
理。2017 年 2 月理事會通過一項作業辦法修正，即「引薦人得優先輪序下
一個案件」。44
• 鑑定報告複審制度：複審技師人數與鑑定技師人數相同，惟現況鑑定複審
技師人數以三人為限；其他以五人為限。幾乎所有類似公會均以複審制度
作為鑑定報告品質的內部控制。
• 公會管理費：技師鑑定費加計 25%為公會管理費，因此淨收入與總收入比
約 20%。

43
44

大地公會鑑定主委訪談，2017 年 6 月，詳附錄 C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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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45

鑑定作業流程45

摘自大地公會之鑑定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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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小結
綜觀現行鑑定相關流程與控制，發現下列問題需注意：
一、一般房屋鑑定案件，因大地技師執業範圍之限制，以及土木結構類公會
間競爭激烈，而現行之引薦誘因亦無優勢，故業務量萎縮；
二、引薦制度易形成鑑定技師之小團體，相互推薦；
三、鑑定報告品質仍會因鑑定技師不同而良莠不齊；
四、針對「重大特殊事故案件」
，需公會高層回應公部門之需求，工作指派與
執行應提升至由理事長層級直接掌控。此時所產生之鑑定業務，甚至是複合型業
務，亦非以一般鑑定業務程序能夠處理，惟目前尚未建立相關內部控制文件與程
序。

第五節、 鑑定與審查業務之收支狀況
整理近年鑑定與審查業務之收支，如表 5。

表 5

近年鑑定與審查業務之收支46

鑑
收入

定
支出

1/1~4/12

6,984

6,062

台灣省
台北市
高雄市

6,521
463
641

5,692
370
555

4/13~12/31

3,205

2,567

102年度省市及
全國公會合計

10,189

103年度

審

淨收入

支出

淨收入

2,028

1,129

1,515
513
-

743
386
-

639

3,963

2,233

1,730

8,628

1,561

5,990

3,362

2,628

14,379

11,495

2,884

6,821

3,919

2,902

104年度

12,364

9,789

2,574

11,624

8,086

3,538

105年度

10,719

8,639

2,079

6,769

3,649

3,120

102年度

922

收入

查
898

(單位：千元)

46

資料來源：大地公會歷年之收入支出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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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風險管理與績效管理之運用
第一節、 風險管理架構之運用
依 COSO 之風險管理架構八大要素分析大地公會。

5.1.1 內部環境 (Internal Environment)
大地技師公會之使命，可簡化為兩項：(1) 善盡專業社會責任；(2) 協助政府
發展建設。經由參與個案組織活動，如會員大會、理監事會、委員會等實際運作，
針對大地公會之組織與文化，則可歸納為以下幾項：
(1) 理監事聯席會是實質決策機構：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各委員會主委
亦列席報告；
(2) 獨立而強化之委員會：各委員會之主委由理事長提名，監事會通過；其
餘委員則由會員登記抽籤，決策過程中理事會仍會尊重各委員會運作；
(3) 弱化之秘書長：秘書長職務由一資深秘書暫代，理事長實質管理幹事部。
另由 4.1.6 節可窺得財務情況，大地公會在 2016 年度專業計劃收入 (審查與鑑
定) 約 1749 萬，達總收入 85%以上。而其他收入之中約 87 萬元是跨年度專業計劃
執行後認列應付帳款與實際支出差額之沖轉，即近 90% 收入來自於鑑定與審查之
專業計劃，亦是風險評估與管理應關注之重點。

5.1.2 目標設定 (Objective Setting)
為達成公會使命及其永續經營，財務構面有達成年度預算之目標，顧客構面
則設定四項策略性目標：
(1) 爭取會員執業權益；
(2) 加強政府關係；
(3) 建立專業公信力；
(4) 協助防災與救災。
依目前之策略目標與現行制度，初繪現階段大地公會之策略地圖，如圖 9。惟在學
習與成長構面，僅為每年一次之鑑定審查講習是否可達成鑑定業務主張之公正與
誠實、審查業務上符合規範與強調友善，而災害服務人力派任亦難符合社會對防
災救災的期待，故執行上要達成策略目標仍有缺口，需再進一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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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專業
社會責任

使命
財務
構面

達成
年度預算
社會

顧客
構面

內部
流程
構面

協助政府
發展建設

協助防災
與救災

?

災害服務
人力派任

委託人

各級政府
機關
加強政府
關係

建立專業
公信力

?

?
圖 9

爭取會員
執業權益

鑑定
公正 誠實

審查
合規 友善

學習與
成長
構面

技師會員

鑑定審查
講習

?

現階段之策略規劃

整合成 COSO 四類目標的架構，即策略性、營運、報導及遵循四個面向，設
定目標如下：
（1）策略性目標，即轉化上述四項對顧客之策略議題，設定如下：
• 建立專業公信力；
• 加強與各級政府單位關係；
• 善盡專業社會責任 (救災防災)；
• 爭取會員執業權益；
（2）營運目標，即轉化上述達成年度預算、專業計劃執行的品質與效率，設
定如下：
• 達成審查案量金額；
• 達成鑑定案量金額；
（3）報導目標，設定如下：
• 財務報導之可靠；
• 對會員福利承諾之可靠；
（4）合規目標，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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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恪守法令
• 遵守專業規範與倫理

5.1.3 事項辨認 (Event Identification)
依內部環境分析背景與設定之組織目標，列出重要風險事項如下：
（1）外部事件
A1.競爭增加 (如其他公會增加引薦誘因)
A2.天災導致審查案件之工程失敗
A3.政府政策導致公共軌道案量減少
A4.政府政策導致民間山坡地案量減少
A5.大地技師執業範圍縮減
（2）財務類事件
B1.高層人員指導之財務操作
B2.基層人員之挪用公款
（3）審查類事件
C1. 未依規範審查，導致重大工程失敗
C2. 未依規範審查，技師遭機關移送並受懲戒
C3. 未依規範審查，遭機關退件重審
C4. 未依規範審查，遭機關提送停權
C5. 審查人未利益迴避
C6. 過度審查，致委託人或受審技師抱怨或申訴
C7. 可歸責於公會之審查時程延誤
（4）鑑定類事件
D1. 鑑定為虛偽陳述或報告
D2. 鑑定人未利益迴避
D3. 委託人抱怨鑑定品質不佳
D4. 重大地工災害事件未能參與。

5.1.4 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
依風險事項與目標設定，進行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之風險評估，如表 6。並將
各項評估之風險事件之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繪製成風險圖，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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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地公會審查鑑定業務之風險評估
策略

發
生
機
率

影
響
程
度

1
1
1
1
1

2
3
1
1
5

1
1

3
3

審查類事件
C1. 未依規範審查，導致重大工程失敗
C2. 未依規範審查，技師遭機關移送並受懲戒
C3. 未依規範審查，遭機關退件或重審
C4. 未依規範審查，遭機關提送停權
C5. 審查人未利益迴避
C6. 過度審查，致委託人或受審技師抱怨或申訴
C7. 可歸責於公會之審查時程延誤

1
1
2
1
3
5
5

5
4
4
5
2
2
2

29

5

4

18

2

3

17

3

26
9
9

鑑定類事件
D1. 一般鑑定案為虛偽陳述或報告
D2. 鑑定人未利益迴避
D3. 委託人抱怨鑑定品質不佳
D4. 重大地工災害事件未能參與

2
2
4
4

5
3
2
5

不利事件或情況

外部事件
A1.競爭增加 (如其他公會增加引薦誘因)
A2.天災導致審查案件之工程失敗
A3.政府政策導致公共軌道案量減少
A4.政府政策導致民間山坡地案量減少
A5.大地技師執業範圍縮減
財務類事件
B1.高層人員指導之財務操作
B2.基層人員之挪用公款

綜
合
評
分

專
業
公
信
力

政
府
關
係

救
災
防
災

3

3

5

9
13

營運

會
員
權
益

審
核
案
量

鑑
定
案
量

3

3

3

報導 法遵

財
報
可
靠

恪
守
法
規

2

3

3

3

3

23

5

5

3

3

14

2

2

2

5

3

11

1

1

1

5

3

4

4

2

4

4

5

3

3

3

5

5

5

5

4

2

3

3
3

3

3

3

3

3

21

5

3

5

3

5

13

4

4

2

3

6

2

2

2

23

5

4

4

9

4

3

5

5

5
3

5

5

發生機率評估標準
影響程度評估標準
1 預估極不可能發生；公會成立後不曾發生過
1 綜合評分：0~5
2 預估每五年發生一次；公會成立後曾經發生過
2 綜合評分：6~10
3 平均約每二年發生一次
3 綜合評分：11~15
4 平均每年發生一次以上
4 綜合評分：16~20
5 平均每年發生二次以上
5 綜合評分：20以上
註：本表之影響程度與發生機率，係依本研究收集之資料、觀察與訪談所得，列出相關不利事件或情況，依策略、營運、
報導、法遵等目標個別評分加總為「綜合評分」評估影響程度。
5

影
響
程
度

A5 C1
C4

D1

4

C2

C3

3

A2 B1
B2

D2

2

A1

1

A3 A4
1

D4

風險胃納

2

C5

D3

C6 C7

3

4

5

發生機率

圖 10

大地公會審查鑑定業務之風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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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風險回應 (Risk Response)
針對風險評估結果，多項審查與鑑定類事件之風險值超過設定之風險容忍。
選擇採風險減輕，作法如下：
• 降低未依規範審查的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
• 降低過度審查的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
• 降低鑑定為虛偽陳述或報告的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
• 明確審查人或鑑定人需利益迴避的範圍；
較大之風險在未依規範審查、過度審查或時程延誤、鑑定為虛偽陳述或報告、
鑑定人未利益迴避等，這些可由鑑定與審查業務之內部控制流程進行改善。另外，
有一項「重大地工災害事件未能參與」風險，若已在公會高層積極努力下仍因外
在因素使得未能找到該重大事件的參與方式，採「風險接受」之回應。

5.1.6 控制活動 (Control Activity)
針對選定之風險回應方式，深入審查與鑑定流程與規定中，找出可改善之控
制活動。
一、審查內部流程之控制活動
針對審查業務，整理控制活動的改善方向。
（1）防範「未依規範審查」
• 計畫審查原則編訂：各項常見之審查，如水保計畫、臨高鐵、臨捷
運、地質敏感區等，編訂成技術文件作為審查技師之參考；
• 人力指派機制：審查主委在指定召集人時，即先確認其相關經驗與
能力；47
• 審查意見控制：審查主委對各次書面審查意見進行複核後，再正式
發函委託單位。
（2）實現「友善審查」
• 確認審查目的：確認審查小組以符合規範與防止工程失敗為最主要

47

依「資深、審過類似案件、還有熟識且辦事可信任的技師」之標準選任召集人，大地公會審查
主委訪談摘要，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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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目的，避免羅列過多細節之書面審查意見。現階段利用審查主
委在徵詢召集人時，同步口頭提醒召集人；
• 申訴機制：受審單位在審查過程中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表達異議，
並建立與確保申訴與協調管道暢通。
（3）實現「如期完成」
• 訂定時限，限期完成；
• 審查中發現計畫有重大問題，協調承辦技師先行撤案。
整理相關流程與作業之改善建議，如圖 11。

控制人員

審查案成立

承辦幹事

3日
審查主委

指定審查小組
人數及召集人

召集人

審查委員選定

承辦幹事
審查主委
承辦幹事

迴避原則
no
派任審查委員

7日
審查小組
實質審查會議
3日
審查小組提出
審查意見發函
召集人彙整交
審查主委複核 30日
修正補充
主辦技師
審查小組

召開審查會?

召集人
審查主委

no
檢視本 檢視

承辦技師

定稿本 提送

召集人
承辦幹事

核定審查結論

帶案技師得推
薦1名審查委員

yes
現勘與第
一次審查
合併舉行

現場會勘
受審單位對審
查意見提出異
議或申訴

yes
原則：單一審
查案以一次現
勘與三次審查
會為限

圖 11 審查業務之控制活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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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審查業務之若干機制應更嚴謹進行討論與策略制定：
（1）迴避原則與確認機制：原規定為「曾參與委託審查案件製作者，應主動
迴避且不得擔任該審查案件之審查小組成員」48，亦需要配合各縣市政
府之合約加以調整，例如就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
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案件之廠商或其負
責人間，現有或 3 年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等資格負面表列是必
須的。又如當帶案技師可推薦之審查委員人數增加時，更嚴謹的資格負
面表列是必須的。
（2）帶案技師的獎勵誘因機制：現行審查案之帶案技師獎勵為 a.帶案技師得
推薦該案 1 名審查委員；b.帶案技師列入之後審查人力庫優先排序。建
議現階段先維持業務爭取技師之誘因 (尤其針對技師帶案的臨高鐵捷
運開發之兩階段報告審查)，若友會積極爭取業務、競爭壓力加大時，
再適時調整。大型案件得增加推薦技師，例如審查委員(含主委)大於 4
人時，帶案技師可再推薦該案 1 名技師；
（3）優化之技師人力資源計畫：原僅為每年一次之審查鑑定講習、每三年一
次之審查人力庫，建議能再透明化各類審查召集人資格制度。
二、鑑定內部流程之控制活動
整理歸納目前之鑑定流程，如圖 12。檢討目前流程中問題，包括：如何確保
報告的「誠實、公正」？公會如何確認鑑定與複審技師有足夠能力確保鑑定品質？
較大或較複雜之鑑定案，報告初稿到正式報告僅 14 日，可能導致複審技師的參與
及投入不足，報告品質難以控制。

48

大地公會之審查作業要點，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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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案前

成案後

控制人員

控制人員

申請單位 鑑定案申請

成案
指派鑑定技師
鑑定主委 指派複審技師

鑑定主委 委任初勘技師

初勘技師
申請單位
初勘技師

初 勘

鑑定技師

估 價

業務爭取技師
可掌握多位鑑
定成員；
複審技師由人
力庫輪派

現場會勘

鑑定技師 執行鑑定工作
鑑定主委

估價核准
yes
承辦幹事 函知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 繳交鑑定費

yes

撤銷申請

鑑定技師

報告初稿

複審技師

報告複審

鑑定技師

需補正

鑑定主委
複審技師 定稿提請簽認
鑑定技師
正式報告
承辦幹事
承辦幹事 函送申請單位

14日需完成
報告複審、
補正、簽認、
正式報告用
印，複審技
師之投入與
了解常不足

結案
圖 12

目前鑑定業務之控制活動

分析以上鑑定流程，建議鑑定主委現階段可先執行下列方式作為關鍵控制：
• 透過鑑定主委依其職權指派複審技師與輪派公會鑑定技師時之人
員資格之掌控。成案後關鍵人力指派時，鑑定主委應確認有足夠數
量資深技師參與，確保鑑定品質；
• 在可行條件下，兼顧新進技師之學習。
另外，建議整體檢討鑑定作業，其改善方向如下：
• 大型鑑定案 (例如複審人員 3 人以上) 增加「複審召集人」制度，
負責協調鑑定技師與複審技師，確實掌控重點而特殊案件之鑑定報
告品質。
• 交付複審技師更多責任，複審技師團隊可參與鑑定過程，並非只複
審報告。即複審團隊自正式指派後，可全程參與鑑定案之現場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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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察相關鑑定工作執行。
• 特殊案件的品質控制提高至理事長或督導之副理事長層級，並增加
期中討論會議，加強對鑑定執行品質的控制。

5.1.7 資訊及溝通
針對資訊及溝通，可進行以下改善：
（1）審查業務
• 各委託人或地方機關之合約要求整理；
• 專業技術規範整理與要求基準；
• 審查委員會進行案例研究；
• 對會員開放之審查講習。
（2）鑑定業務
• 一般現況鑑定之範本與手冊；
• 安全鑑定之手冊與技術參考資料；
• 鑑定委員會進行案例研究，歸納出可供參考的鑑定技術與技巧；
• 對會員開放之鑑定講習。

5.1.8 監督 (Monitoring)
建立監督架構，隨時評估進行排序，在既定時間找出應關注風險；與應關注
風險對應，找出關鍵控制，以有說服力的信息，監督架構如圖 13。
另在因應專業計劃案源與收入不穩定之財務風險上，決策層級應有即時追蹤
與監督，若收入不如預期時，除發現問題並予以排除之外，亦應即時針對會務發
展、會員活動與福利等支出進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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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礎

• 管理層基調
• 組織架構
• 內部控制有效性的基準

• 風險排序：應關注風險 (Meaningful Risk)
• 控制識別：關鍵控制
• 信息識別：具有說服力的信息識別 (Persuasive Information)
設計並執行
• 實施監控：持續監控與單獨評估
• 發現問題排序
• 向適當層級報告
評估並報告 • 跟進糾正措施

與控制有效性相關的支援性結論

圖 13

監督架構

5.1.9 小結
就本個案而言，專業計劃業務（鑑定與審查）已成為該組織經營非常重要的
一部份，不僅為年度預算與會員承諾達成，亦藉重大且關鍵之專案執行，建立該
專業人員及其組織之專業公信力並增加該專業組織對政府之影響力，亦使得該專
業從業人員更受社會大眾之重視。
現階段審查業務應關注的風險為審查小組在審查過程中因對相關規範不夠熟
悉而未依規範審查，其後果導致專業公信力之喪失，亦造成其他單位之損失，如
工程失敗、開發時程延誤等。
而現階段鑑定業務應關注的風險則為引薦案產生之誠信問題，亦包括鑑定技
師未迴避之弊端。如何能在作業流程中適時進行關鍵控制，卻又不影響整個鑑定
與審查過程中獨立與專業之判斷，將是制度與流程設計能否成功的關鍵。
決策層級在因應專業計劃案源與收入應即時追蹤與監督，若收入不如預期
時，除發現問題並予以排除之外，亦應即時針對會務發展、會員活動與福利等支
出進行控制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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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平衡計分卡與策略地圖之運用
5.2.1 策略地圖之構建
經由風險管理分析，更清楚地建立審查與鑑定流程之內部控制機制，並藉建
立技師人力資源計畫支持此關鍵控制活動。依此建立考量風險管理修正後之策略
地圖，如圖 14。

善盡專業
社會責任

使命
財務
構面

達成預算
收支平衡
社會

顧客
構面

內部
流程
構面

協助政府
發展建設

永續
經營

協助防災
與救災

委託人

各級政府
機關
加強政府
關係

建立專業
公信力

審查流程
風險控制

會員引薦與
帶案獎勵

學習與
成長
構面

爭取會員
執業權益

鑑定
公正 誠實
效率

審查
合規 如期
友善

高層投入
救災勘災

技師會員

鑑定流程
風險控制

技師人力資源計畫

圖 14

考量風險管理之策略地圖

5.2.2 平衡計分卡與關鍵績效指標之規劃
從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等四大構面之策略目標，建立現階段
之關鍵績效指標與目標值，以作為策略績效管理之依據，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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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財務
構面

平衡計分卡之關鍵績效指標規劃
策略目標
現階段之關鍵績效指標
達成預算收支平衡

建立專業公信力
顧客
構面

內部
流程
構面

學習
與
成長
構面

加強政府關係

1.鑑定案收入金額
2.審查案收入金額
3.會員福利支出
4.淨值增加
1.參與重大開發之審查案件
2.參與媒體報導重大災變事
件之鑑定案件

目標值
四項指標均達成年度
預算
1.若有，每年至少 1 件
2.若有，每年至少 1 件

—

—
媒體報導之大地工程重大災 北部 100%
協助防災與救災
害事件參與率
其他地方 50%以上
爭取會員執業權益
執業範圍與空間
不得縮減
1.正式與非正式之申訴成立
1.每年少於 1 件
審查案合規、如期、 2.委託單位對時程之抱怨
2.每年少於 1 件
友善
3.審查案遭退件、移送懲戒或 3.無
出現重大工程失敗
1.法院鑑定案產生重大爭議
1.無
鑑定案公正、誠實、
2.委託人對公正誠實之抱怨
2.無
效率
3.委託人對時程之抱怨
3.每年少於 1 件
高層投入救災勘災
—
—
1.計畫審查原則編訂
1.完成
審查流程風險控制
2.迴避原則與控制程序
2.重新檢討並修訂
1.迴避原則與控制程序
1.重新檢討並修訂
鑑定流程風險控制
2.鑑定複審制度
2.重新檢討並修訂
會員引薦與帶案獎勵 引薦與帶案獎勵方案
1.重新檢討並修訂
1.審查案召集人資料庫
1.修訂辦法並建立
2.鑑定案複審召集人資料庫
2.修訂辦法並建立
技師人力資源計畫
3.審查鑑定講習會
3.每年至少 1 次
4.鑑定案例之研討與編訂
4.每年至少 2 案

5.2.3 小結
將平衡計分卡運用在非營利組織上，是這個原創概念最引以為傲的成績之
一。非營利組織追求使命完成，而不是更好的財務成果，因此更需一套能同時具
有財務和非財務衡量的方法來評估與激勵其績效表現。
運用策略地圖的工具，將目標之因果關係加以連結，可將策略說清楚。在風
險管理中設定策略性目標，經風險評估、選擇回應方式，並針對應關注風險規劃
對應之控制活動，使得策略性目標得以達成。本節亦將風險管理之控制活動融入
策略地圖中的內部流程構面，並依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等四構面
之策略目標建立現階段之關鍵績效指標與目標值，以作為績效管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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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整理並提出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一、非營利組織之經營應以「使命」引導，帶領組織之策略發展，避免以財
務為唯一績效指標。勿因追求收入導致整個組織偏離設立宗旨，或因無法承受財
務壓力而轉移目標去迎合各種收入來源。
二、專業計劃（鑑定與審查業務）已成為個案組織經營非常重要的一部份，
不僅為年度預算與會員承諾達成，亦藉重大且關鍵之專案執行，建立該專業人員
及其組織之專業公信力，並增加該組織對政府之影響力，亦使該專業從業人員更
受社會大眾之重視。
三、個案組織之現階段審查業務應關注過程中對相關規範不夠熟悉而未依規
範，可能導致專業公信力喪失，亦造成其他單位損失，如工程失敗、開發時程延
誤等。在防範未依規範審查上，可進行審查原則與整理技術參考文件提供審查參
考，並在人力指派進行關鍵控制。在合規條件下，若審查工作能實現友善與如期
完成，有利於後續業務爭取。
四、個案組織之現階段鑑定業務應關注引薦案產生之誠信問題與鑑定技師未
迴避之弊端。在作業流程中適時進行關鍵控制，又能不影響整個鑑定過程中獨立
與專業之判斷，是制度與流程設計之成功關鍵。例如可透過鑑定主委依職權指派
複審技師與輪派公會鑑定技師之適時掌控，確認合適人員參與以維鑑定品質，並
兼顧新進技師之學習。
五、個案組織應針對重大地工事故、新型態或複合型等特殊的專業計劃，其
業務爭取、人員指派、計畫執行與結案報告等控制應提高至理事長或督導之副理
事長層級進行。
六、因應專業計劃案源與收入不穩定之財務風險，個案組織應即時追蹤與監
督以發現問題並予以排除，亦對會務發展與會員活動福利等支出進行控制。
七、將風險管理之控制活動融入策略地圖中的內部流程構面，並依財務、顧
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等四個構面之策略目標建立現階段之關鍵績效指標與
目標值，作為策略績效管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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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仍有不足，主要係僅以單一自由職業團體之個案進行探討，並不一定
適用於其他非營利組織，甚至其他自由職業團體之運作。
另外，風險管理與績效管理的運用，僅針對此組織之專業計劃，並未觸及組
織中會員之聯繫加強、糾紛調解、福利增進、權益保障，亦未對專業技術之研發、
執業法令之協助制定等重要任務進行探討。是故，本研究分析結果或結論建議，
亦僅適用於類似組織之專業計劃業務面向。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個案組織之其他任務面向，尤其是會員之聯繫加強、糾紛調解、福
利增進、權益保障等事項，以形成該個案組織之整體發展策略。
二、比較研究其他指標型土木類技師團體，尤其是會員眾多且業務影響力大
者，例如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其 105 年之鑑定案收入達 1 億 500 萬元以上、審
查案收入達 900 萬元以上。49

49

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手冊，10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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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大地公會理事長訪談
訪談對象：大地公會理事長
訪談日期：2017/6/12(一) PM4:00~6:30
1. 您怎麼看鑑定與審查業務在公會經營上的意義。(除了已成為主要財源之外，對公會還
有哪些重要意義？)

• 公會章程第 5 條本公會之任務如下：一、... ...十、受委託辦理各類建築、土木、
水利、道路、隧道、海洋、環境、下水道等工程中有關大地工程 (含土壤工程、
岩石工程及工程地質) 與地質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法令規定得由大地工程科
技師辦理工程之研究、評估、審查及鑑定等相關服務。
• 審查工作係協助申請人與承辦技師對其執行業務過程及成果把關與提醒。通常
都是本於相關法令(如水保技術規範、水保計畫審核監督辦法、建技規則及其
他技術規範等)及技術成規進行審查。公會辦理各類型案件審查工作之依據，
均係根據相關法令規定得為審查單位。因此，爭取成為某類型審查單位，乃是
公會維護我會技師執業權益的具體宣示。(有法律賦予執業範圍的意義)
• 鑑定工作則是依據鑑定要旨，透過各種檢(試)驗方法及專業知識，釐清爭議。
由於鑑定標經常是隱蔽或掩蔽狀態，鑑定人除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外，還
須就其外顯或破壞的各種癥象加以研析，研擬足供去偽求真的鑑定方法，更需
具備相當的實務經驗。鑑定報告具有以下特性：(1)鑑定報告具有一定的法律
效果。因此，對於涉訟案件，鑑定人須承擔法律責任，甚至必要時須出庭作證。
(2)公會受理鑑定申請，指派鑑定技師辦理鑑定，係由公會出具鑑定報告，公
會同樣承擔一部份的法律責任。(3)鑑定報告閱讀對象，不見得是專業人士，
鑑定結果論述必須有一定的邏輯及因果關係。(4)鑑定方法並不唯一，但經常
會決定整個鑑定的品質及論述是否週延，必須審慎。因此，基於上述特性，公
會對於鑑定自受理、初勘、報價、成案、作業、鑑定複審等各個環節均訂有相
關程序以確保鑑定品質，特別是法院、地檢署或公部門的委託鑑定申請，尤為
慎重。鑑定品質的良莠，不僅可看出鑑定技師的專業，更反映出鑑定單位是否
公正、嚴謹。我們公會出具的鑑定報告，一向受到司法單位及公部門的認同與
採信，獲得很高的肯定與信賴，都要歸功於歷任領導幹部的堅持所奠下的良好
基礎與評價。
 鑑定可以建立一個組織的專業與邏輯。
 透過建管單位，其它友會有動作，有受災戶被告知某些方面（註：純房屋
結構）不能找我們公會。
 通常公部門在疑難雜症才會找到公會，例如板橋案。再到去年新北市 A
案，我們展現積極配合公部門的態度，以後有相關需要第一時間還是會找
我們。兩個禮拜前豪雨，三芝亦有一案，公部門 (新北市政府公寓大廈管
理科) 第一時間亦是跟我們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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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台北市 B 案為例，「第一時間進去」要看狀況；進一步要思考我們能做
甚麼、而非完全以業務導向，從善盡社會責任的角度。
2. 針對鑑定與審查業務，您的(業務)策略是甚麼？ 您如何衡量這些策略的達成程度？(關
鍵績效指標是甚麼？)

• 審查部分：
(1) 審查業務多樣化。除傳統的水保審查、毗鄰高鐵的三階段審查及查核外，
爭取地質敏感區地質安全評估報告審查、捷運禁限建範圍開挖影響評估
審查、(台北市)都更案件提列特殊因素費用審查、(高雄市)管線開挖施工
計畫審查、建照施工計畫審查等。並透過評選機制，爭取全國各縣市地
區水保計畫審查權。
(2) 透過審查講習，宣導正確的審查觀念。
(3) 鼓勵會員引薦審查案件到會，給予適度獎勵並改善行政作業時程。成效
的觀察重點主要在與歷年同期案件數量的成長狀況、引薦案件比例變
化、不同類型案件受理狀況，以及個案審查次數是否異常等綜合性評估。
• 鑑定部分：鼓勵會員引薦案件到會，給予適度獎勵。
 鄰損/現況鑑定對公會而言非主要，還是歡迎，不應脫節。開挖案鑑定要爭
取。
• 此外，對於天災地變及社會眾所矚目的工程爭議事件密切關注，並主動、適時
給予公部門支持與協助，展現專業能力，自然有機會辦理。
 去年液化總顧問的業務，是一項公會爭取新業務，其實跟一般投標案一
樣。帶動地方辦事處有業務工作，算是由公會主動去投標爭取的業務。
 特殊事故案件的爭取行動有二：一是上任後團隊積極表達對機關支持的態
度，讓他們感受到重視；再者，事故發生時，公會高層一直參與回應，並
非常慎重且積極，讓機關能放心，覺得找到真正專業的人。(聲譽與專業)
 如何將事情交出去？很怕搞砸了，我也不清楚未來要公會做甚麼。現在只
能先把副理事長、鑑定審查主委抓進來一起努力。
 (理事長認同以下詮釋) 非例行性業務，理事長親自掌控，親自為內部控制。
3. 請您進一步說明 「營造友善審查環境，扭轉外界刻版印象」？(您為何在公會網站上理
事長的話特別指出這項經營方向？要如何執行？如何衡量？)

• 「營造友善審查環境，扭轉外界刻版印象」，主要緣於過去外界普遍有本公會
審查標準嚴苛的印象，甚至亦有部分會員視送公會審查為畏途。
• 我認為審查在觀念上在於根據相關技術規範及成規，對承辦技師的規劃設計成
果提出審查意見，提醒應注意未注意之處，趨吉避兇，讓被審查者能感受到委
員的善意甚至有所收獲，就是所謂的友善審查環境；對於未違背規範之處，不
應以審查委員之姿，強迫承辦技師接受委員的意見與看法。這是觀念的扭轉，
目前主要藉審查講習宣導，很難以制度的設計去達成，需要時間與經驗的累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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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目前的審查作業流程與制度，如何確保審查品質？有甚麼需要修改的？

• 本會審查案件類型以水保計畫審查為大宗，審查作業流程及規定均受到各縣市
政府委託審查契約的規範。至於其他類型案件的審查，原則上遵從本公會審查
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 近幾年來，公會會員對於審查指派、輪派方式有許多的討論及建議，
（有會員）
極力主張輪序。但公會會員組成包括有執業技師或受聘營造廠的專任工程人
員，各有擅長。而審查品質關鍵主要在審查召集人及審查委員是否熟悉該項業
務及其相關法令規定。
5. 針對目前的鑑定作業流程與制度，如何確保鑑定品質？有甚麼需要修改的？

• 本會現行鑑定作業要點對於鑑定自受理、初勘、報價、成案、作業、鑑定複審
等各個環節均訂有相關程序。
• 鑑定委員會已研擬修正有關引薦鑑定的相關規定，經理監事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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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大地公會審查主委訪談
訪談對象：大地公會審查委員會主委
訪談日期：2017/6/7(三) PM2:00~4:00
1. 目前審查的業務爭取與競爭環境如何？

• 水保案：契約委託、輪派為主，新北/基隆近年有(申請人)「指派」，但有要再
改回輪派，案源穩定，較無競爭問題。佔 65% (以件數計，採公會資料統計)，
目前有 2 個縣市未拿到合約
• 臨高鐵/捷運案：引薦技師為主，去年以 F 公司、P 公司 (與公會較有淵源技師)
帶案為主。帶案技師轉客戶意見，例如案件配合 15 天審查完成(友會也類似)、
費用調整成與友會相同，這是可以做到的。佔 23%。
時間是客戶最關心的，15 天審查期是否能完成，要看開發單位主辦技師經驗，
經驗豐富的沒問題，經驗不夠豐富的主辦技師，時程會拖到，但開發單位常不
能諒解。
• 地質敏感區案：上述兩類業務型態都有。有併入水保審查者、亦有單獨由開發
單位委託審查者。
2. 目前審查業務的公會內部流程為何？整個流程中，您/公會幹事/召集人需要控制哪些環
節？很多人力庫中的技師不一定熟悉審查內容或相關規範，公會(或您)如何對審查品質
進行控制？目前流程或制度有需要如何改善？

• (與受訪者確認審查流程與控制人員)
• 迴避機制：目前因與各縣市有不同的合約限制，與本公會作業辦法略有不同
處，例如台北市、台中市、苗栗縣等多個縣市水保案合約有「就案件涉及本人、
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
、
「本人或其配偶與
申請案件之廠商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 3 年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等
類似條款。
• 因應公會與各縣市不同的合約條款，目前係請會務人員將合約條款傳給召集
人，由召集人負責達成各縣市合約不同要求。
• 審查品質的控制，最重要還是召集人。召集人係由審查主委指定，目前先看案
件的地點，在地方辦事處管轄內者，原則上會遵重辦事處處長的意見。我選擇
召集人，通常是資深、審過類似案件、還有熟識且辦事可信任的技師。目前水
保案召集人先由主委由人力資料庫中挑選出數個短名單，由會務逐一詢問。其
他審查委員的挑選，則交由召集人由審查人力庫中挑選。(一時間一技師以一
案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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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你經驗，審查案件執行曾遭遇哪些重大問題？請舉例說明。(不限於本公會所遭遇的
問題，例如有沒有單位被機關移送停權？有沒有技師被移送懲戒？有沒有已核備案遭
主管機關退件？)

• 目前審查案沒聽說技師被移送、懲戒。(其他公會的鑑定案則有被移送者)

4. 關於審查，委託單位曾有哪些抱怨？如何處理？(不限於對本公會之抱怨)

• 曾有透過其他技師之管道，抱怨公會審核時程過久，但經了解後係承辦技師修
正時程展延而未將修正版本送進公會。針對此案，非正式的申訴，以原非正式
管道回應。因此，近年會將承辦技師的展延要求知會委託人。
• 以往有委員係採「校稿式意見」，意見大大小小，數量相對多，但承辦技師不
一定難處理，只要逐一修正並回覆即可，但開發單位常不能諒解認為過度審
查；有些技師則採「原則式意見」，意見數量少但不一定好處理，可能來回好
幾次還沒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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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大地公會鑑定主委訪談
訪談對象：大地公會鑑定委員會主委
訪談日期：2017/6/14(三) PM2:15~3:15
1. 目前大地公會在鑑定業務的競爭環境如何？面對這些外部環境，公會對於鑑定業務的
策略為何？

• 現況鑑定：目前大地公會的鑑定業務遭其他單位壓縮。台北市建物現況鑑定，
除非與擋土牆、水保相關，公會才會去做。執行時亦希望鑑定人亦具有相關類
別之技師資格。另基於與友會默契，純建物鑑定也不做。
• 安全鑑定：主要針對地下結構，房屋結構則不與其他友會競爭。
• 法院鑑定：因律師、法官都有一定程度了解，只要法院來函就會被動接受。
 法院鑑定這一塊，大地公會報告被採用的比例也比較高。
• 特殊鑑定：最近一年有兩件，即新北市 A 案及台北市 B 案，主要是配合相關
機關。例如 A 案是第一時間到現場，提供機關免費諮詢服務。一開始我們也
不會去講到業務，到了最後機關想用鑑定案，算是補償公會提供之人時。B 案
一開始則是理事長的上班地點就在附近，就全力配合地方政府掌握災情狀況
(監測資料審視)，後來台電亦認為有一個公正單位，對事件的正向發展有幫助。
 這兩案的委託人都是機關，例如 B 案資金來源係事業單位把資金給機關，
由機關進行議約發包。目前此鑑定案的內容是提供監測，並對監測提供建
議。
 機關感覺大地公會的「專業」能力夠，又蠻願意付出並即時提出建議。

2. 目前鑑定業務的公會內部流程與制度為何？在整個流程中，您需要控制哪些環節？公
會(或您)如何對鑑定品質進行控制？目前流程或制度還有甚麼需要改善的？

• 迴避：輪序技師自行聲明，公會規定與案件無涉。有案例：同一公司之其他團
隊曾參與該案件施工，公會再次去函詢問，兩造對鑑定人無異議(雙方合意兩
造都接受)且確認鑑定人並無涉及此項先前之業務。但法院鑑定會到更高標
準，因經常先出庭，一般會由「開業技師」執行，關係較易釐清。(大型機構
受聘技師較難釐清相關業務關係)
 複審技師指派，目前擔心的是鑑定與複審技師間有私人過節。因此會先去
問鑑定技師。
• 複審運作：原則希望 2 次複審會議解決。鑑定品質：邏輯、證據、常理。目前
品質控制者，有複審技師、鑑定主委、督導之副理事長，從工作計畫就參與。
 複審技師不一定專業，還是要靠有經驗豐富者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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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薦技師推薦複審技師，與把關原則有差異，公會並未採用。年初 (2017 年 2
月) 作業辦法修正，引薦人得優先輪序下一個案件。
• 關鍵人力指派：輪序之外另會考量地方區域與專業。特殊案件會與理事長討
論，關鍵人掌控均是理事長、副理事長層級，鑑定團隊至少有一位確認經驗較
豐富的技師主導，帶領輪序技師。
(與受訪者逐一確認鑑定流程圖之控制人員)

3. 以你經驗，公會辦理鑑定案件曾遭遇哪些重大問題？(不限於本公會所遭遇的問題)

• 友會曾有被移送，問題出在邏輯性、不夠用心、不符工程慣例。

4. 以你經驗，委託單位曾有哪些抱怨？如何處理？(不限於對本公會)

• 時間拖太久是最常見的抱怨。若有，主委與幹事都會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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