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
103 年度第 8 次委員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3 年 10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貳、 開會地點：工程會 10 樓第 1 會議室
參、 主持人：許召集人俊逸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記錄：簡璿宸

伍、 結論：
一、上次(103 年度第 7 次)委員會議紀錄確認
決議：准予備查。
二、歷次會議結論辦理情形報告
歷次會議結論共計列管 4 項，截至 103 年 9 月底之辦理情
形與管考建議詳如後附，其中項次 4 解除列管，其餘項次繼續
列管，並請相關部會依管考建議加緊趕辦。
三、列管計畫執行情形報告
(一)預算執行情形
1.截至 9 月底預算執行率未達 9 成，且達成率較落後未達平
均值 58.57%者，計有文化部（44.62%）
、故宮（46.93%）
及原民會（30.08%）
，請相關機關檢討落後原因，研擬相關
因應措施並納入推動會報加強管控，以加速執行。
2.工程會預定 103 年 11 月 13 日於行政院院會提報「103 年
度第 3 季公共建設推動辦理情形」
，各機關倘有資料需修正
者，請於 11 月 6 日（資料提報行政院期限）前傳送本會彙
整。
(二)指標性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行情形
指標計畫(含 5 項次要指標計畫)截至 9 月底之平均預算
達成率 59.53%，高於 204 項列管計畫之整體預算達成率
58.57%，請相關部會繼續保持。另預算執行率未達 9 成之 5
項計畫，分別為「高雄環狀輕軌捷運建設計畫」
、
「台 9 線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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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
、
「興建國家會展中心(擴建南港展
覽館)」
、
「臺北捷運系統環狀線建設計畫(第一階段)」及「故
宮南部院區籌建」
，請各主管機關積極協助主辦機關排除困難
問題，並列為管控重點，以提升計畫之執行成效。
(三)預估至年底預算達成率
1.有關各機關預估列管 204 項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至年底之預
算達成率，內政部、農委會、教育部、交通部、文化部及
衛福部等 6 個部會未達預估最樂觀達成率平均值 92.38%，
請相關部會將落後及預估年底達成率不佳之計畫列入推動
會報內督導趕辦，並積極協助主辦機關解決遭遇問題。
2.請各機關把握年底前之 2 個月時間，提高執行效率及能
量，加速推動各項重大公共建設計畫，並請年度可支用預
算額度較大之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農委會及教育部，
積極提升預算執行績效，以確保年底整體預算達成率順利
達成目標。
3.有關「流域綜合治理計畫」於 103 年 5 月 30 日始獲立法院
通過特別條例預算，總統於 6 月 18 日公布實施，本次會議
經濟部及農委會已說明目前辦理情形，俟內政部於下次督
導會報進行「提升預算執行績效之具體作法與成效評估」
專案報告時，一併說明該計畫項下雨水下水道部分之辦理
情形及預算執行預估結果後，再通盤考慮整體計畫管控方
式。
(四)有關研議「重大公共建設完工啟用期程評估模式及管控機制」
案，請工程會依本次會議提報內容研擬報告，完成後提供各
機關進行評估重大公共建設完工啟用期程並可作為機關首長
決策參考。
(五)關鍵計畫重要里程碑控管辦理情形
重要里程碑「已逾期」之計畫中，計有 13 項計畫之期程
於今（103）年底屆期，請加速趕辦，避免工進拖延影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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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益，如「屏東縣演藝廳興建工程」
、「板橋榮家工程」、
「空
軍軍官學校航空教育展示館新建工程」、
「政治大學研究總中
心新建工程」等。
(六)有關 103 年即將啟用或通車之重大公共建設，請各相關機關
確實掌握執行進度，並納入推動會報加強管控，依期限完成。
(七)監察委員建議安排民眾訪視公共建設計畫案
截至 103 年 9 月份，計有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農
委會、教育部、科技部、國防部、文化部、客委會、原民會
及衛福部已辦理民眾訪視公共建設計畫行程，另 103 年 10、
11 月份分別排定由退輔會、環保署辦理，請相關部會依預定
時程配合辦理，並於完成訪視後 2 個星期內函復相關辦理情
形資料，俾利彙整回復監察委員。
(八)關於各機關推動公共建設遭遇阻礙，相關主管機關應主動暸
解並提供協助，倘仍有跨部會困難問題，可提報本會督導會
報協調解決。
四、公共工程決標、流廢標情形及流廢標案件檢討報告
(一)公共工程決標、流廢標情形及中央機關流廢標案件檢討報告
1.本年度截至 9 月底之公共工程累計決標金額，較去（102）
年同期減少 20.75%，流廢標金額增加 5.03%；相關案件陸
續已決標或已進行審標作業，目前公共工程整體招決標情
形，無顯著異常情形。
2.中央機關主辦查核金額以上之公共工程流廢標案件，請各
機關納入推動會報持續追蹤檢討執行情形，若涉及原核定
計畫修正事宜者，亦請依程序儘速辦理。
(二)地方政府流廢標案件檢討報告
各部會對於地方政府之補助型計畫，若有流廢標案件，
請定期追蹤及檢討其執行情形，並適時協助地方政府檢討相
關招決標策略及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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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工、終解約案件處理情形報告
(一)截至 103 年 9 月底，停工、終解約整體總件數較去（102）年
同期減少 64 件，未執行總金額亦較去(102)年同期減少 3.74
億元，請各機關持續督促所屬停工、終解約案件早日復工或
重新發包並予以必要協助，讓政府預算儘快重新投入，以活
絡經濟。
(二)為從源頭減少工程開工後發生停工、終解約之情形，工程會
已於 10 月 14 日邀集各機關研商訂定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
注意事項(草案)及重大公共工程開工管制條件檢核表。請工
程會依該次會議決議及參酌與會各機關的意見完成修正後，
擇期再召開會議討論確認後函頒實施。
六、工程查核執行情形報告
(一)經統計 103 年第 1 季至第 3 季中央部會署針對 5,000 萬元以
上重大工程之施工查核結果，查核列甲等以上工程之比率，
與去（102）年各季同期比較，仍呈現減少趨勢，第 1 季減少
1.44%、第 2 季減少 3.27%、第 3 季減少 3.09%，請各機關加
強輔導所屬 5,000 萬元以上重大工程之履約執行，避免查核
成績持續下降，影響工程施工及履約品質。
(二)請工程會就會中報告查核成績下降現象，探討其原因並提出
改進措施，另就工程專責機關及非工程專責機關之查核成績
進行交叉分析。
(三)有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所提查核件數疑義，請工程會釐清後修
正資料。
(四)103 年第 1 季至第 3 季中央部會署針對未達 5,000 萬元中小
型工程之施工查核結果，甲等以上工程比率為 61.41%，較去
（102）年同期之 52.42%增加 8.99%，請各機關繼續保持對所
屬未達 5,000 萬元之中小型工程施工品質之控管。
(五)另統計 103 年第 1 季至第 3 季查核成績偏低（低於 74 分）情
形中，第 3 季偏低比率較第 2 季增加 1.77%，其中，衛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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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環保署、勞動部及原民會等機關之累計查核成績偏
低比率均超過 10%，請上開機關對於所屬查核成績偏低機關
加強輔導，並對所查核工程之缺失改善情形嚴格管控，避免
因缺失改善追蹤不確實，影響後續工程履約品質。
七、經濟部報告「提升預算執行績效之具體作法與成效評估」
(一)經濟部所屬計畫截至 103 年 9 月底整體預算執行率為
112.08%，達成率 61.16%，執行情形尚屬正常，惟距年底尚
有近 4 成預算待執行，請經濟部持續督導各執行機關加速執
行，俾利達成年底預算達成率 93.66%之預定目標。另有關修
正「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理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及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更新改善」辦理預算調整部分，請儘
速依相關行政程序積極辦理並於 103 年 12 月底前完成。
(二)經濟部由高階長官辦理多場次實地督導，主動協助解決困難
問題並有效提升執行績效，值得肯定，請經濟部依所擬改善
措施，持續督促及協助所屬加速解決用地徵收、審照及工進
落後等相關問題，另部分工程有多次流標致影響計畫推展情
況，請把握年底前剩餘時間加速執行原核定之計畫項目，俾
提升預算達成率。
八、交通部報告「提升預算執行績效之具體作法與成效評估」
(一)交通部所屬 56 項計畫預估年底達成率 84.81%(預算調整
前)，且截至 9 月底達成率 58.63%，以「郵政物流園區（機
場捷運 A7 站）建置計畫」(0%)、
「高雄港客運專區建設計畫」
(2.55%)、
「高雄環狀輕軌捷運建設計畫」(47.88%)、
「高雄港
聯外高架道路計畫」(54.51%)、
「臺北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工
程計畫萬大中和樹林線(第一期工程)」(55.17%)、
「基隆港、
臺北港及蘇澳港之港區碼頭及相關設施興建工程計畫」
（56.06%）等 6 項計畫執行率偏低，主要影響原因包含都市
計畫變更、用地取得、設計審議、預算凍結及施工困難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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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請交通部儘速檢討及採取因應措施，並全力協助主辦機
關解決相關困難問題，以達到今年預期之目標。
(二)有關交通部表示「郵政物流園區(機場捷運 A7 站)建置計畫」
因立法院凍結預算（31.90 億元）
，以致無法執行今年度預定
辦理之土地價購作業，請交通部檢附相關佐證資料，依程序
向工程會申請修正系統資料。
九、農委會報告「提升預算執行績效之具體作法與成效評估」
(一)農委會所屬 18 項列管計畫截至 103 年 9 月底整體預算執行率
90.89%，達成率 53.93%，預估年底預算達成率可達 90.92%，
執行績效尚屬正常，惟後續尚餘近 46%預算待執行，仍請農
委會持續督導及協助各執行機關把握年底前剩餘時間戮力趕
辦，以符年底預算達成率目標。
(二)有關「農村再生社區發展及環境改善」
、
「海岸新生及漁業建
設」
、
「重劃區緊急農水路改善計畫」等執行較為落後之計畫，
及今年五月底始經立法院通過特別預算之「流域綜合治理計
畫」(預估年底預算達成率僅 31.13%)，均請農委會依所擬精
進作為與解決對策，把握年底前剩餘時間積極辦理，適時增
加召開專案管控會議，並儘速完成相關案件核定及後續發包
施工作業，俾提升預算達成率。
陸、 臨時動議
本次無臨時動議提案。
柒、 散會(下午 4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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