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來水管承裝商申請作業流程簡介
100.12.6修正

本流程為中央主關機關提供申請自來水管承裝商業務之參考

一、緣起

二、機關受理申請事項及應行注意說明

三、申請籌設許可

四、申請營業許可

五、申請變更營業許可

六、申請印鑑變更

七、重新申請籌設許可及營業許可 (變更組織、遷移地址至另一直轄市或縣
（市）)

八、技術員(技工)解僱備查

九、技術員(技工)補僱備查

十、申請停業

十一、申請復業

十二、申請補、換發證冊

十三、申請營業許可有效期限展延

十四、申請廢止營業許可

十五、表格下載及索取

十六、各階段流程圖

- 1 -



自來水管承裝商申請作業流程簡介

一、緣起
本流程為中央主關機關提供申請自來水管承裝商業務之參考。

二、機關受理申請事項及應行注意說明

(一)機關受理申請事項
自來水管承裝商業者依營業場所，向所在地點之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提出申請事項，

分為以下 12種：
（1）申請籌設許可                                            ─第三點
（2）申請營業許可                                            ─第四點
（3）申請變更營業許可                                    ─第五點
（4）申請印鑑變更                                            ─第六點
（5）重新申請籌設許可及營業許可                ─第七點
（6）申請技術員（技工）解僱備查                ─第八點
（7）申請技術員（技工）補僱備查                ─第九點
（8）申請停業                                                    ─第十點
（9）申請復業                                                    ─第十一點
（10）申請補、換發證冊                                 ─第十二點
（11）申請營業許可有效期限展延                 ─第十三點
（12）申請廢止營業許可                                 ─第十四點

(二)應行注意事項
(1) 自來水管承裝商分甲、乙及丙三等。甲等資本額新臺幣 100萬元以上，並須聘僱
有專任技術員 1人，專任技工 3人以上。乙等資本額新臺幣 50萬元以上，並須
聘僱有專任技工 2人以上。丙等資本額新臺幣 50萬元以上，並須聘僱有專任技
工 1人以上。

(2) 技術員工資格：
甲、技術員

1.經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試環境(衛生)工程、土木、建築、機械、化工、
電機、工業工程、水利工程類科考試及格，或自來水管配管乙級以上技術
士檢定合格，並從事自來水工程工作 1年以上，具有證明文件者。

2.專科以上學校環境(衛生)工程、土木、建築、機械、化工、電機、工業工程、
水利工程科系畢業，或其他性質相近科系畢業，並從事自來水工程工作
2年以上，具有證明文件者。

3.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土木、建築、機械、化工、電機、工業工程、水利
工程類科考試及格，並從事自來水工程工作 4年以上，具有證明文件者。

4.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土木、建築、機械、化工、電機、工業工程、水利工程、配
管科畢業，或其他性質相近學系畢業，並從事自來水管工程工作 5年以
上，具有證明文件者。

乙、技工
經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領有證書者，或依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
辦法經技能檢定合格取得自來水管配管丙級以上技術士證者。

(3) 技術員經歷證明文件(服務證明書)：
出具技術員經歷證明之自來水管承裝商應為合法設立經營者，並以其印鑑章
加蓋於證明文件上。如係由不同地方主管機關許可之自來水管承裝商出具者，
應加附該自來水管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及承辦工程手冊印鑑欄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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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本證明文件：檢附會計師簽證查帳報告及委託書、資產負債表、銀行存款證明
各 1份；公司或商號已成立者，其資本額與申請自來水管承
裝商之資本額相符者，得檢附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作為資本額證明文件。

(5) 營業場所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為營業場所之建築物使用執照。但建築法 60年
12月 20日修正公布前或當地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之合法房屋者，應檢附
房屋謄本與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證明、戶口遷入證明、完納房屋稅捐證明、繳
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等其中之一；公司或商號已成立者，其地址與申請自
來水管承裝商相符者，得檢附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除檢附上開文件
外，並應檢附營業場所之房屋產權證明書影本，營業場所為他人所有者，並
應檢附房屋租賃契約或使用同意書影本。

(6) 審查費及證冊費：
1. 申請籌設許可及營業許可，應於申請籌設許可時繳納審查費新臺幣 2000
元。申請籌設許可後未申請營業許可者，其審查費不予減免或退還。申請展
延營業許可期限、變更營業許可，審查費每件新臺幣 1000元。

2. 申請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技術員工作證或技工工作證，應繳納證
冊費每張（份）新臺幣 200元。申請補發或換發者，亦同。

三、申請籌設許可
自來水管承裝商依本辦法第 3條及 20條規定辦理籌設許可，應依規定檢附下列文

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籌設許可申請書 1份

2. 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 2份
3. 資本額證明文件 1份
4. 營業場所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影本 1份
5. 技術員資格證件正、影本 各 1份 畢業證書或考試及格證書
6. 技術員經歷證明文件 各 1份
7. 技工資格證件正、影本 各 1份 技工考驗合格證書或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技術士證
8. 技術員、技工受聘僱同意書 各 1份

9.
代表人（負責人）、技術員、技工國民身分證
正、反兩面影本

各 1份

10.
代表人（負責人）、技術員、技工最近六個月
二吋半身脫帽照片

各 3 張 2 張貼於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另 1 張背面寫上姓名

11.
公司（商號）設立登記預查名稱核准文件影

本

1份 公司（商號）已成立者免附

12. 審查費  

四、申請營業許可
承裝商應於取得籌設許可之日起 6 個月內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後，依本辦法第 3

條及 20 條規定辦理營業許可並領取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技術員及技工工作證
應依規定檢附下列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份

1. 自來水管承裝商
營業 

許可申請書 1份
變更營業

2. 籌設許可文件影本 1份

3.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份

4. 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當年度會員證影本 1份

5. 證冊費

備註：可自行攜帶公司(商號)及代表人(負責人)之印鑑以備訂正申請書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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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變更營業許可
自來水管承裝商依本辦法第 10 條及 20 條規定辦理變更營業許可，應依規定檢附

下列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
承裝商申請本點第 1款至第 4款變更事項，應先向商業主管機關辦理完成公司或

商業變更登記後，檢附下列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營業許可；第 5款之變更部
分，則逕向地方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營業許可：
(一)公司（商號）名稱變更者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
營業

許可申請書 1份
變更營業

2. 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 2份 其印鑑欄內應蓋妥公司（商號）之新、舊印鑑

3.
原領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技術員及

技工工作證

各 1份

4. 變更後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份

5.
代表人（負責人）、技術員、技工最近六個月

照片

各 1 張 代表人（負責人）兼技術員或技工者需加附 1 張

6. 技術員資格證件正、影本 各 1份 畢業證書或考試及格證書

7. 技工資格證件正、影本 各 1份 技工考驗合格證書或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技術士證

8. 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當年度會員證影本 1份

9. 審查費及證冊費

(二)更換公司或合夥組織代表人者：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
營業

許可申請書 1份
變更營業

2. 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 2份 其印鑑欄內應蓋妥代表人之新、舊印鑑

3. 原領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 各 1份

4. 變更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份

5. 代表人最近六個月照片 3 張 2 張貼於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另 1 張背面寫上姓名

6. 代表人國民身分證正、反兩面影本 各 1份

7. 技術員、技工受聘僱同意書 各 1份 商號變更代表人時繳交

8. 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當年度會員證影本 1份

9. 審查費及證冊費

 (三)增減資本額者：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
營業     

許可申請書 1份
變更營業

2. 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 2份

3. 原領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 各 1份

4. 資本額證明文件 1份

5. 變更後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份

6. 代表人（負責人）最近六個月照片 1 張

7. 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當年度會員證影本 1份

8. 審查費及證冊費

(四)在所在地之同一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遷移地址者：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
營業

許可申請書 1份
變更營業

2. 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 2份

3. 原領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 各 1份

4. 變更後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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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業場所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影本 1份

6. 代表人（負責人）最近六個月照片 1 張

7. 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當年度會員證影本 1份

8. 審查費及證冊費 門牌改編者免收，惟應檢附戶政機關證明文件影本

(五)變更等級者：

1.甲(乙)等變更為乙（丙）等：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
營業         

許可申請書 1份
變更營業

2. 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 2份

3.
原領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技術員及

技工工作證

各 1份

4. 變更等級之資本額證明文件 1份

5. 原代表人（負責人）及技工最近六個月照片 各 1 張

6. 新聘僱技工最近六個月照片 各 3 張 2 張貼於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另 1 張背面寫上姓名

7. 新聘僱技工之國民身分證正反兩面影本 各 1份

8. 新聘僱技工受聘同意書 各 1份

9. 原聘僱技工及新僱技工資格證件正、影本 各 1份 技工考驗合格證書或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技術士證

10. 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當年度會員證影本 1份

11. 審查費及證冊費

2.乙（丙）等變更為甲(乙)等：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
營業

許可申請書 1份
變更營業

2. 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 2份

3.
原領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及技工工作

證

各 1份

4. 變更等級之資本額證明文件 1份

5. 原代表人（負責人）及技工最近六個月照片 各 1 張

6. 新聘僱技術員及技工最近六個月照片 各 3 張 2 張貼於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另 1 張背面寫上姓名

7.
新聘僱技術員及技工之國民身分證正反兩面影

本

各 1份

8. 新僱技術員資格證件正、影本 各 1份 畢業證書或考試及格證書

9. 原聘僱技工及新僱技工資格證件正、影本 各 1份 技工考驗合格證書或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技術士證

10. 新聘僱技術員經歷證明文件 1份

11. 新聘僱技術員及技工受聘同意書 各 1份

12. 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當年度會員證影本 1份

13. 審查費及證冊費

六、申請印鑑變更

自來水管承裝商業者依本辦法第 12條規定辦理印鑑變更，檢附下列文件，向地方
主管機關申請並換領新手冊：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印鑑變更申請書 1份 包括公司(商號)及代表人(負責人)之印鑑變更

2. 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 2份

3. 原領承辦工程手冊 1份

4. 代表人（負責人）最近六個月照片 1 張

5. 遺失印鑑聲明作廢切結書 1份 遺失印鑑者

6. 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當年度會員證影本 1份

7. 證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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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新申請籌設許可及營業許可(變更組織、遷移地址至另一直轄市或縣（市）)

自來水管承裝商業者依本辦法第九條規定，申請變更組織、遷移地址至另一直轄市
縣（市）轄區或變更獨資商號負責人情事之一者，應繳回原領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
手冊、技術員及技工工作證辦理廢止籌設許可及營業許可，並依本辦法第 3 條規定辦理
重新申請籌設許可及營業許可。請參照本須知 3三點辦理：

※ 申請遷移地址至另一直轄市或縣（市）轄區者，應先向原許可之地方主管機關辦理
廢止營業許可。

八、技術員(技工)解僱備查

依本辦法第 11條規定辦理技術員、技工解僱備查，應檢附下列文件：（技術員、技
工人數不足第 4條規定之人數時，應於 3個月內聘僱補足並申請補僱備查）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人員 Com
b i n 備查申請書 1份 分為由承裝商申請或技術員、技工申請之申請書

2. 繳回解僱技術員、技工工作證 各 1份
3. 離職證明書 1份 應加蓋原公司(商號)代表人(負責人)印鑑章

九、技術員(技工)補僱備查

自來水管承裝商業者依本辦法第 11條及第 4條規定辦理技術員、技工補僱備查，
應檢附下列文件：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人員 Com
b i n 備查申請書 1份

2. 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 2份

3. 技術員(技工)資格證件正、影本 各 1份 技術員：畢業證書或考試及格證書
技工：技工考驗合格證書或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技術士證

4. 技術員經歷證明 1份
5. 技術員(技工)國民身分證正、反兩面影本 各 1份
6. 技術員(技工)最近六個月照片 3 張 2 張貼於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另 1 張背面寫上姓名
7. 技術員(技工)受聘同意書 1份
8. 證冊費

十、申請停業

自來水管承裝商業者依本辦法第 13條規定申請停業，應檢附下列文件：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 Com
b i n 申請書 1份

2.
原領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技術員及
技工工作證

各 1份

十一、申請復業

自來水管承裝商業者應依本辦法第 13 條及第 15 條規定申請復業，應檢附下列文
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發還繳交之文件（受停業處分者，俟停業處分期滿始發還繳
交之文件）。自來水管承裝商停業超過2年，地方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營業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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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 Com
b i n 申請書 1份

2. 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當年度會員證影本 1份

十二、申請補、換發證冊

自來水管承裝商業者依本辦法第 8條規定申請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技術
員及技工工作證之補、換發，應檢附下列文件：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補、換發證冊申請書 1份

2.
遺失證冊聲明作廢切結書（補發者繳交） 1份 換發者繳回欲換發之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

技術員工作證及技工工作證

3. 代表人（負責人）最近六個月照片 1 張 補換發承辦工程手冊時繳交
4. 技術員最近六個月照片 1 張 補換發技術員工作證時繳交
5. 技工最近六個月照片 1 張 補換發技工工作證時繳交
6. 證冊費

十三、申請營業許可有效期限展延

自來水管承裝商業者依本辦法第 17條及 20條規定申請展延營業許可期限，應檢
附下列文件：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營業許可有效期限展延申請書 1份

2. 事項表暨人員明細表 1份

3.
原領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技術員及技
工工作證

各 1份

4. 技術員、技工受聘僱同意書 各 1份
5. 代表人（負責人）最近六個月照片 1 張

6. 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當年度會員證影本 1份
7. 最近一期完稅證明 1份
8. 審查費及證冊費

十四、申請廢止營業許可

自來水管承裝商業者依本辦法第 9條、第 14條規定申請廢止營業許可，應檢附下
列文件：

項目 書件名稱 份數 備註

1. 自來水管承裝商廢止營業許可申請書 1份

2.
原領營業許可證書、承辦工程手冊、技術員及
技工工作證

各 1份

十五、表格下載及索取

申請自來水管承裝商籌設許可、營業許可、變更營業許可、廢止營業許可、停業、復
業、證冊補換發、技術員工解補僱備查等所需各類書表文件，可至經濟部水利署資訊網
（http://www.wra.gov.tw）下載，或逕洽地方主管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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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各階段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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