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工程人員資格取得與遴用及電信工程業管理規則
條文

說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電信管理法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規則名詞定義如下：
一、電信工程人員：指負責及監督電信
事業之電信設備施工、維護及運用
之人員，或連接公眾電信網路之電
信設備施工及維護之人員。
二、電信工程業：指從事連接電信事業
間電信設備互連，及電信事業交換
機房總配線設備至用戶建築物內之
用戶終端設備間之電信設備施工及
維護工程者。
第二章 電信工程人員之分級及資格
第三條 電信工程人員分甲級及乙級，其
從事之業務範圍規定如下：
一、甲級電信工程人員：負責及監督電
信事業之電信設備施工、維護及運
用，或從事連接公眾電信網路之電
信設備施工及維護。
二、乙級電信工程人員：從事連接公眾
電信網路之電信設備施工及維護。
第四條 甲級電信工程人員應具有下列資
格之一：
一、具電信交換、電信傳輸、數據通
信、電信電力或電信線路等工作經
驗滿一年以上，有證明文件，並具
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
種考試自動控制工程、電力工
程、控制工程、電子工程、電
信工程、電機工程、資訊工
程、資訊處理、資訊科及格
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或檢覈電機工程技師、電
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科或特
種考試一、二、三等考試電信
高級技術員及格者。
（二）任職電信機構期間，應交通事
業人員高級技術員升資考試及

章名
本規則之訂定依據。
本規則之名詞定義。

章名
明定電信工程人員分級及其業務範圍。

明定甲級電信工程人員應具備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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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
（三）特種考試有線電話作業員一級
線路作業員考試及格者。
（四）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
種考試非屬本款第一目之技術
類別及格，任職電信機構期
間，並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
例以高級技術員以上資位銓敘
合格者。
二、具電信交換、電信傳輸、數據通
信、電信電力或電信線路等工作經
驗滿三年以上，有證明文件，並具
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
種考試四等考試電力工程、電
子工程、電信工程、電機工
程、資訊工程、資訊處理科或
特種考試四等考試電信技術員
及格者。
（二）任職電信機構期間，應交通事
業人員技術員升資考試及格
者。
（三）特種考試有線電話作業員二級
線路作業員、交換機作業員考
試及格者。
（四）取得勞動部核發之乙級以上通
信技術職類或網路架設職類技
術士證者。
（五）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
種考試非屬本款第一目之技術
類別及格，任職電信機構期
間，並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
例以技術員以上資位銓敘合格
者。
三、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學院或經
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學院以上
電信工程、電力工程、電子工程、
控制工程、資訊工程、資訊處理、
資訊、電機工程及其相關系所畢
業，領有畢業證書，並具電信交
換、電信傳輸、數據通信、電信電
力或電信線路等工作經驗滿二年以
上，有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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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合第五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資
格，並具電信交換、電信傳輸、數
據通信、電信電力或電信線路等工
作經驗滿五年以上，有證明文件。
五、符合第五條第九款至第十款之資
格，並具電信交換、電信傳輸、數
據通信、電信電力或電信線路等工
作經驗滿八年以上，有證明文件。
第五條 乙級電信工程人員應具備下列資 明定乙級電信工程人員應具備之資格。
格之一：
一、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
試自動控制工程、電力工程、控制
工程、電子工程、電信工程、電機
工程、資訊工程、資訊處理、資訊
科及格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或檢覈電機工程技師、電子
工程技師、資訊技師科及格。
二、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
試四等考試電力工程、電子工程、
電信工程、電機工程、資訊工程、
資訊處理科及格。
三、特種考試電信技術佐以上及格。
四、特種考試有線電話作業員考試及
格。
五、任職電信機構期間，應交通事業人
員技術佐升資考試以上及格。
六、取得勞動部核發之丙級以上通信技
術職類或網路架設職類技術士證。
七、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或
經教育部承認之外國專科以上學校
之電機工程、電子工程、電信工
程、資訊、資訊工程、資訊處理、
電力工程、控制工程及其相關科系
畢業，領有畢業證書，或依法取得
專科學校畢業程度學力鑑定通過證
書。
八、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
試非屬本條第一款、第二款之技術
類科及格，任職電信機構期間，並
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例以技術員
以上資位銓敘合格。
九、特種考試電信技術士以上及格，並
具電信交換、電信傳輸、數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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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電信電力或電信線路等工作經
驗滿三年以上，有證明文件。
十、公立或立案之國內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外國技術型
高級中等學校之電機、電子、電子
自動控制、控制、電訊、電子通
訊、資訊及其相關科系畢業，領有
畢業證書，或依法取得技術型高級
中等學校畢業程度學力鑑定通過證
書，並具電信交換、電信傳輸、數
據通信、電信電力或電信線路等工
作經驗滿三年以上，有證明文件。
十一、取得勞動部核發之丙級以上之室
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路裝
修、配電電纜裝修、變電設備裝
修、用電設備檢驗職類技術士證或
依法考驗合格取得證書之甲種或乙
種電匠。
第三章 電信工程人員遴用及管理
第六條 電信工程業應遴用合格之電信工
程人員。
電信工程業應自行評核電信工程人
員資格，並於遴用電信工程人員之日起
六十日內，填列業者遴用電信工程人員
資格自評表報請主管機關備查。異動時
亦同。
第七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電信工程業
不得遴用其為電信工程人員：
一、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原以考試及格資格取得電信工程人
員資格，經依考試法規定撤銷考試
及格資格。
三、送交主管機關備查之業者遴用電信
工程人員資格自評表中所列之資格
條件，經主管機關審查不符第四條
或第五條規定。
第四章 電信工程業分級及資格
第八條 經營電信工程業者，應先辦妥公
司或商業登記後，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
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以下簡稱登記執
照）。
電信工程業者取得登記執照後，應
依工業團體法加入相關同業公會，始得

章名
一、第一項明定電信工程業應遴用電信
工程人員之級別。
二、第二項明定業者應自行評核合格之
電信工程人員及報主管機關備查。

明定業者不得遴用電信工程人員之事
項。

章名
一、第一項明定申請人於提出申請登記
前，應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
二、第二項明定電信工程業應依工業團
體法加入公會後，方可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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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
第九條 電信工程業之登記分甲、乙、丙
三級；其從事工程範圍規定如下：
一、甲級電信工程業：從事連接電信事
業間電信設備互連，及電信事業交
換機房總配線設備至用戶建築物內
之用戶終端設備間之電信設備施工
及維護工程者。
二、乙級電信工程業：從事連接電信事
業交換機房總配線設備至用戶建築
物內之用戶終端設備間之電信設備
施工及維護工程者。
三、丙級電信工程業：從事用戶建築物
責任分界點以內之電信設備施工及
維護工程者。
第十條 申請登記為甲級電信工程業者，
應具備下列條件：
一、資本額為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二、設置合法固定營業場所。
三、僱有符合下列第一、二目資格之人
員各至少一名及第三目資格之人員
至少二名，且不得同時擔任其他電
信工程業之職務：
（一）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
師、資訊技師或取得勞動部核
發之甲級通信技術職類技術士
證者。
（二）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
師、資訊技師、取得勞動部核
發之乙級以上通信技術職類或
網路架設職類技術士證者。
（三）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
師、資訊技師、取得勞動部核
發之丙級以上通信技術職類或
網路架設職類技術士證者。
第十一條 申請登記為乙級電信工程業
者，應具備下列條件：
一、資本額為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二、設置合法固定營業場所。
三、僱有符合下列各目資格之人員至少
一名，且不得同時擔任其他電信工
程業之職務：
（一）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

明定電信工程業分為甲、乙、丙三級及
其工作範圍。

明定甲級電信工程業應具備資本額、營
業場所及應聘人員等資格條件。

明定乙級電信工程業應具備資本額、營
業場所及應聘人員等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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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訊技師、取得勞動部核
發之乙級以上通信技術職類或
網路架設職類技術士證者。
（二）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
師、資訊技師、取得勞動部核
發之丙級以上通信技術職類或
網路架設職類技術士證者。
第十二條 申請登記為丙級電信工程業
者，應具備下列條件：
一、資本額為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二、設置合法固定營業場所。
三、僱有符合下列各目資格之一之人員
至少一名，且不得同時擔任其他電
信工程業之職務：
（一）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
師、資訊技師。
（二）取得勞動部核發之丙級以上通
信技術職類或網路架設職類技
術士證者。
（三）取得勞動部核發之丙級以上之
室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
路裝修、配電電纜裝修、變電
設備裝修、用電設備檢驗職類
技術士證或依法考驗合格取得
證書之甲種或乙種電匠。
第十三條 電信工程業之代表人，具有第
十條至第十二條規定資格者，得自任該
電信工程業之應聘人員(以下簡稱應聘
人員)。
第五章 電信工程業之登記及管理
第十四條 申請登記電信工程業，應檢附
下列文件，向主管機關辦理登記；經審
查符合者，由主管機關核發電信工程業
登記執照：
一、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申請書（以下
簡稱申請書）。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
三、資本額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應聘人員資格之證明文件影本、身
分證影本及受僱同意書。
前項第一款申請書應載明下列事
項：
一、公司或行號名稱及營業所在地。

丙級電信工程業應具備資本額、營業場
所及應聘人員等資格條件。

明定符合資格之電信工程業代表人，得
自任為應聘人員。

章名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申請登記執照
應檢附文件及程序。
二、第三項明定申請文件不符合規定之
補正程序。
三、為落實政府便民服務，爰於第四項
規定申請人得透過網際網路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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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或行號之代表人、應聘人員姓
名、出生年月日、住所或居所及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資本額。
第一項申請者檢附文件有不完備或
不符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逐項列出，通
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不完備
者，駁回申請，其檢具之文件不予退
還。
登記執照之申請、換發或補發得經
由網際網路申請之；其實施時程，由主
管機關公告之。
第十五條 登記執照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執照號碼。
二、公司或行號名稱。
三、代表人。
四、資本額。
五、公司或行號營業所在地。
六、電信工程業登記等級。
七、有效日期。
第十六條 登記執照登載事項變更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起三十日內，應檢附第十
四條第一項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
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電信工程業者所領登記執照遺失或
破損者，應檢附申請書及公司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
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換發或補發
之登記執照，其有效期間與原登記執照
同。
第十七條 登記執照有效期間為五年，登
記執照期限屆滿後仍需繼續經營者，經
營者應於登記執照期限屆滿前三個月
內，檢具下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
發，其有效期間自原登記執照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計算：
一、申請書。
二、資本額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原登記執照影本。
四、營業項目已登載電信工程業之公司
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五、有效之公會會員證書。
第十八條 應聘人員離職或因故不能執行

明定登記執照應記載事項。

一、第一項明定登記執照登載事項變更
者，應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換發。
二、第 二 項 明 定 登 記 執 照 申 請 補 發 程
序。
三、第三項明定依前二項之換發或補發
之登記執照，其效期同原登記執
照。

明定登記執照之有效期限及屆期換發程
序。

一、第一項明定電信工程業因應聘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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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時，應於三個月內補足人數並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
電信工程業未依前項規定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時，其受僱之應聘人員得檢具
離職相關證明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電信工程業未於期限內補足應聘人
員人數，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
第一項及第二項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者，應檢附應聘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影
本、身分證影本及受僱同意書。
第十九條 電信工程業申請停業，期限不
得超過一年，並應將其登記執照送繳主
管機關核存；於申請恢復營業時，發還
之。
電信工程業終止其業務或解散時，
應於終止或解散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
請廢止其登記，並將原領登記執照繳
還。
第二十條 電信工程業申請登記不實者，
主管機關應撤銷其登記。
電信工程業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主
管機關應廢止其登記：
一、以登記執照借與他人使用。
二、擅自減省工料或未經核准擅自施工
因而發生危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
定。
三、工程投標有違法情事，代表人經法
院判決有罪確定。
四、應聘人員解僱或離職後三個月內未
補足人數，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
五、未於停業期限屆滿前，申請恢復營
業。
六、依其公司或商業登記，經營主體已
解散或不存在。
除前項第五款或六款情形外，經撤
銷或廢止登記之電信工程業，其代表人
於三年內不得重行申請電信工程業登
記。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依本規則申請登記、變更或
屆期換發、遺失或破損補發執照，應依
主管機關所定之電信管理業務規費收費

異動，致不符最低員額規定者，應
於規定期限內補足及向主管機關報
備。
二、電信工程業如未依第一項主動報備
者，將致該離職之應聘人員無法於
其他電信工程業擔任應聘人員，爰
第二項規定該員可向主管機關報
備。
三、第四項明定前二項報備應檢附之文
件。
一、第一項明定電信工程業申請停業及
恢復營業之管理事項。
二、第二項明定電信工程業申請廢止登
記之管理事項。

一、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撤銷登記之事
項。
二、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廢止登記之事
項。

章名
證照費之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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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繳交證照費。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施行前，已取得主管 一、為維護前依「高級電信工程人員及
機關核發之高級電信工程人員資格證
電信工程人員資格取得與管理辦
者，其資格續予認定為甲級電信工程人
法」取得資格證或經主管機關核備
員；已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電信工程人
者之權益，爰第一項規定其資格之
員資格證者，其資格續予認定為乙級電
續認。
信工程人員。
二、為 維 護 前 依 「 電 信 工 程 業 管 理 規
已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執照之
則」取得登記執照未屆期者之權
電信工程業，其效期繼續至有效期間屆
益，爰第二項規定其登記執照有效
滿；執照之有效期間屆滿前得依本規則
日期之續認及屆期換發。
第十七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 本規則之施行日期。
年七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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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
執照號碼：

號

一、公司或行號名稱：
二、代表人：
三、資本額：
四、營業所在地：
五、電信工程業登記等級：
年

六、有效日期：中華民國

月

日止

（以下空白）

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主
任委員

主任委員

中 華 民 國

年

10

月

日

附件二

電信工程業應聘人員受僱同意書

本人

（姓名）聲明無下列情形，並同意受聘於
（電信工程業名稱），其受

僱期限至辦妥離職或解僱登記為止；如有違反，願依相關法規處
分。

一、具備公務員、軍人、教職身分。
二、已受僱於其他電信工程業之應聘人員，尚未離職。

（親自簽名）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11

月

日

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申請書

附件三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執照號碼（換補發適用）：
統一編號

公司或行號名稱

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營業所在地
資本額
代表人通訊地址
聯絡人姓名及電話
應聘人員姓名

出生年月日

住所或居所

身分證字號 符合資格規定

申請登記電信工程業者
級別（甲、乙或丙級）
備註欄：

代理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聯絡電話：

公司或商
號大、小
章

(簽名或蓋章)

本人確受申請者委託，如有虛假偽冒，願負全部法律責任。

受理人員

審

核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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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格式樣張

０００００（公司、行號）遴用電信工程人員資格自評表
製表日期：００年００月００日
遴 用 人 員姓
級
別
甲級電信工 ０００
程 人 員

乙級電信工 ０００
程 人 員

名 身分證字號 符 合 資 格 遴 用 人 員 電 信 工 作 擔 任 工 作 及
規
定資
格年
資時
間
００年高等 ０００公司 ００年００月
０００００ 第四條
考試電力工 電信交換工 ００日起擔任
０００００ 第一項
本公司北區工
第一款規定 程科及格 作二年
務總監
００年００ ０００電信 ００年００月
０００００ 第五條
高級工商職 工程行辦理 ００日起擔任
０００００ 第一項
第十款規定 業學校電子 公寓大樓交 本公司（行
換機安裝工 號）高雄市工
科畢業
務監工
程五年

上揭人員之資格均經本公司（行號）評核符合「電信工程人員資
格取得與遴用及電信工程業管理規則」規定，本公司決定遴用，
其詳細資料本公司（行號）並已備份存檔，以利查證。
公司（行號）名稱：０００００公司（行號）（加蓋公司、行號印章）
代表人姓名：０００（加蓋代表人印章）

中

華

民

國

０

０

０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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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

月

０

０

日

附件五

業者遴用電信工程人員之資格自評及報備作業流程圖
業者徵求
電信工程人員

預定遴用

依「電信工程人員資格
取得與遴用及電信工程
業管理規則」規定自評
人員資格。

不符資格規定

符合資格規定
人才遴用，並依規定填列「業者遴用電信工
程人員資格自評表」後，於六十日內依業者
所在地區報主管機關北、中、南區監理處備
查。

不符資格規定

主管機關北、中、南區監理處
函知業者不符資格規定人員及
原因。

主管機關北、中、
南區監理處依資格
規定複核自評表列
冊人員。

符合資格規定

主管機關北、中、南區監理處
將登錄資料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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