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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美國經濟分析局亦指出，營造業發展可

有效促進其他各行各業經濟活動發展，營造

業GDP每增加1美元預計可帶來額外0.86美元

相關經濟活動，被歸類為具有最大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之行業。澳洲統計局也指

出，營造業每增加1美元的GDP，可產生2.86

美元經濟效益。

但是，即使營造產業重要性如此之高，

過去20年來，全球營造產業的成長率僅維持

在1%，相較於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年均成長率

（3.6%）和整體經濟成長率（2.8%），營

造業的成長顯然偏低。與製造業等其他產業

相比，營造業所創造出來的附加價值明顯落

我國營造業之發展現況與趨勢

營造產業向來有「火車頭工業」之稱，是國家經濟發展相當重要的一環。然而過去

20年來，全球營造產業的成長率僅維持在1%；臺灣營造業的生產力數十年來亦無明顯成

長。本文從法令制度、資金環境、人力運用及接班、技術發展、海外市場拓銷等五個面

向，說明目前我國營造業所面臨之問題，並提出未來協助營造業發展之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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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造產業向來有「火車頭工業」之稱，是

國家經濟發展相當重要的一環，包括國

防、交通、農工、水利以及關係民生的經濟

建設，皆與營造工業息息相關，對於一國經

濟之影響甚巨。營造業若繁榮發展，不僅可

促進國土建設，有效執行公共投資，更可帶

動許多關聯產業的發展與成長。（見圖1） 

國際營造業現況

營造業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產業之一。根

據麥肯錫2017年的報告統計，每年全球約有

十兆美元花費在營造產業相關事業群，約占全

球GDP的13%，且僱用全球約7%的勞動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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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成長動能停滯在數十年前水準，已嚴重

影響到其他產業發展。此外，營造產業在各

國也存在著發展失衡的問題，僅有少數國家

營造產業的生產力與該國的勞動生產力同樣

呈現高度正成長，如：比利時、以色列、英

國、荷蘭、澳洲等國。

圖1頳營造業上中下游關聯產業 

資料來源：本文根據「營造產業發展概況，黃正翰等（2011）」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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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使營造業數十年來生產力成長

遲緩，未來的商機卻相當看好。根據「Global 

Construction 2025」報告的預測，2012∼2025

年，全球營建市場釋出的金額將從8.7兆美元

成長到15兆美元，成長率為70%。亞洲開發

銀行（ADB）2009年發布的 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 報告亦指出，2010年至2020年

間，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商機約有8兆美元，其

中，能源約占51%、交通約占31%、通訊約占

13%；顯示營造產業未來仍有相當大的發展

空間。

我國營造業現況及面臨的問題

根據《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10

次修訂）》，我國「營建工程業」產業範疇

包括：建築工程業、土木工程業、專門營造

業，根據2017年中小企業白皮書的統計，

2016年全國營建工程業廠商家數為122,044

家，為排行第四大規模之行業。

我國營建工程業的發展與公共建設預算

關聯性甚大，國內營造業的景氣與公共建設

預算的變動亦步亦趨。依主計總處之公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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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預算總額數據顯示，2009年前為提振經濟

動能採取擴張性財政支出，政府投入多項重

大基礎建設；但自2010年來，政府投資動能

停滯，加以財政窘迫，公共工程標案受抑，

營造業者面臨公部門投資縮減之限制（見圖

2）。

圖2　2002-2016年我國公共建設預算總額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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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國內近年來的投資氣氛，除了觀望

保守，且有加速轉往海外生產的趨勢，我國營

造業者對於來自公部門或是民間企業等國內工

程的需求有限；且營造業本身在工程業務原本

就存在結構性的問題，包括：缺工、政府政策

措施的不確定性、以及工程履約爭議等，因

此，除了國內的需求不足，各種體制上所遭

遇的阻礙也是營造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本

文將從法令制度、資金環境、人力運用及接

班、技術發展、海外市場拓銷等五個面向，

說明目前我國營造業所面臨之問題。

(1)法令制度─我國營造業目前的法令

制度未臻完善：我國採購法中，最常被詬病

的就是最低價格標的制度。雖然採購法中並

未強制公共工程招標只能採最低標，還有其

他如最有利標等，但以2015年為例，根據統

計，國內一般工程採最低標的占比，仍高達

97.8%，顯示最低標仍是目前工程招標的主要

方式。廠商為了搶標，壓低成本，一方面將可

能造成不肖廠商當道、劣幣逐良幣的現象，另

一方面更造成工程品質低落，阻礙營造業的發

展。

其次，在新材料新工法的發展上，由於

現行採購法規的限制下，新材料新工法之採

用有技術上之困難，且有綁標圖利之虞，造

成目前營造業相關管理規則不但未能幫助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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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的發展，反而限制了營造業的經營項目

與施工，對於有意從事技術研發的相關開發

與設計無法執行與整合，讓政府鼓勵採用新

工法及新技術的用意一直無法真正落實。

(2)資金環境─取得相關資金及融資財務

環境困難：一直以來，由於營造業的產業特

性，金融機構對營造業授信保守，在融資、

貸款及履約保證方面相對緊縮。更有金融機

構對營造業之新授信案不予承作，僅於原有

額度辦理續借，使得營造業取得融資困難，

轉向民間或租賃公司借款，造成融資成本增

加。另外，由於所有公共工程皆要求工程履

約保證，但因履約保證對銀行而言承作風險

與一般週轉金相同，但較無利潤，承作意願

低，造成營造業者僅能以自有資金轉作履約

保證，使得工程初期時常出現週轉金不足的

問題。

再者，國際原物料波動大，國內營建材

料，如鋼筋、鋼構、混凝土、瀝清、砂石、

水電材料及設備等，價格變動大幅影響營造

業者的工程利潤，而民間或政府機關在工程

預算編 上趕 上物價上漲幅度，造成營造業者

在經營成本遭遇壓力。

(3)人力運用及接班─缺工及二代接班問

題嚴重：營造廠之分包工程如板模工程、鋼

筋綁紮工程，以現行技術而言尚無法以機器

設備代替人力施作，屬勞力密集產業。受到

高齡少子化和教育制度變革衝擊，即使營造

業許多技術人員年齡已偏高，但我國年輕人

多半不願意從事體力工，即使是本科系畢業

生也不願從事相關工作。

營造相關業者表示，社會風氣使然，現

在年輕人大多不願意投入屬於3K產業的營造

業工地現場工作，以工地相關人員之證照訓

練課程之參加人員來看，年齡大多介於40至

50歲，幾乎沒有20歲、30歲的年輕人；連屬

於工程、土木、建築工程科系的學生，畢業

後也不願踏入本行業，人力缺乏及二代接班

的問題相當嚴重。另外，目前我國外勞引進

大多為看護業及電子業，營造業土木工程引

進外勞的比率相對偏低，導致營造業缺工問

題更加凸顯。

(4 )技術發展─營造業技術發展長久以

來大幅落後，未能有效提升：營造業層層轉

包的特性，加上技術工會功能未能發揮，導

致營建技術長久以來的粗糙化。沒有標準的

施工步驟，工地工頭的個人經驗，在缺乏追

根究底的研究精神下，以代代相傳的方式成

為「施工標準」，未能一致標準化的將技術

傳承，是國內傳統營造業長久以來存在的問

題。此外，在科技快速發展的今日，營造業

無法如同製造業與科技業，藉由大量引入資

通訊技術，提升產能與良率，相較之下，營

造業技術進步的速度明顯較其他產業緩慢。

中華民國營建管理協會曾表示：「根據

美國商務部勞工統計局的資料顯示，美國營建

業多年來生產力沒有提升竟然反降，即2003年

的營建生產力竟然降至40年前（1964年）時

的80%。臺灣營建產業的生產力，過去數十年

來到底是升或降，並沒有具體的研究，但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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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結構、工程技術及工程管理的水準來看，

可能與美國類似，或甚至更糟糕。」

營造工程業的生產力並未隨時代變化而

提升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技術日趨複雜且分

工細瑣，且無主要統籌單位，整合所有生產

過程的技術與管理規範，導致生產力無法提

升。未來，根據國際機構的預測，營造工程

的複雜性和規模將更趨複雜，傳統營造業運

作的方式將無法負荷，因此，現階段的營造

業亟需進行技術和管理方法上的改革。

(5)海外市場拓銷─國內市場飽和，海外

拓銷不易：從近五年我國前十大營造廠業者

的行業營收總額變化可觀察到，雖然近五年

呈現成長，但其成長的幅度趨緩，如：2015

年營收總額雖已達新臺幣1,112.82億元水準，

但相較於2014年僅成長1.91%，顯見國內營造

業市場趨於飽和。（見圖3）

圖3頳近五年營造業TOP10之業者之行業營收總額變化

資料來源：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除了國內市場漸趨飽和，在營造業拓展海

外市場方面，由於國際營造工程的規模金額大

致在數十億美元之上，且營造業進軍海外市場

有海外工程貸款、海外工程保險、海外工程

保證等資金需求，同時還必須提供履約保證

工程款等，以目前我國營造廠的規模，多數

不具有提供這些保證款或保險金的能力，因

此在海外市場的拓銷上仍是相當困難。

未來發展建議

綜觀營造業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本文從

四個面向提出建議，包括完善法規制度、提

升數位技術、培育相關人才、進軍海外，將

是協助營造業整體性發展的策略。

(1)完善營造業相關法規環境：關於法規

調適的做法，根據國際報告分析指出，公共

工程招標流程應簡化，且不以價格做為單一



48

November 2017

衡量標準，應綜合評估最佳價值和承包商過

往工程績效，此可做為我國採購法未來進行

相關修正之參考。此外，可仿照新加坡等其

他國家的經驗，在傳統招標模式外，針對優

質工程提供額外獎勵機制，進而鼓勵新工法

及新技術的採用，提高工程品質，協助營造

業朝向提升自我品質的發展。

(2)導入數位科技與創新：營造業長久以

來是典型協同作業模式，可推廣數位創新應

用來提升生產力，例如：導入建築資訊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或其他

數位協作管理工具、利用無人機自動化掃描與

監控工地等。透過BIM協同作業平台溝通模式

的架構可確定團隊內資訊流保持順暢，有效達

到提升透明度、掌握設計與實務成本與追蹤進

度等目標。並結合物聯網和高級分析技術，以

非現場施工的方式，如：裝配式技術、3D列

印、機器人安裝等，協助營造業大幅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

(3)培育相關人才，提升營造業人力素

質：充分的技術勞動結構將可提升整體產業

的效益。在產業逐漸邁向數位化同時，營造

產業同樣將朝向數位化，以促進產業升級轉

型。為加速提升營造業整體產業的生產技

術，業主與員工同樣需要持續進修與學習管

理工具、工法技術與使用科技產品，培育數

位化的技術能力。目前，營造業相當需要BIM

人才，未來在BIM建模師教育認證的協助下，

教育端就能培育學用合一的人才，更能協助

營建業智慧升級。而在基層勞動力部分，由

於缺工為長久以來的問題，而此問題涉及人

力、教育等國家整體政策的制度及方向，如

何藉由教育制度吸引更多年輕人投入既有的

傳統產業，或以國外勞工補充國內勞動力的

不足，將有賴政府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4)由政府提供履約保證等相關資金支

持，協助營造業海外發展：以臺灣營造產

業目前的規模競標海外工程，單單是履約

保證、融資等，若無政府在資金方面的支

持，拓展海外市場是很困難的。因此，在規

模上，政府可建立平台協助業者聯合行動，

以打群體戰的方式進軍國際市場；在資金方

面，可由政府或民間出資先成立營造業海外

信保基金，負責與國內金融體系協商，協助

營造業取得低利率融資貸款及相關保證，協

助業者踏入國際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