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
106 年度第 6 次委員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6 年 7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工程會 10 樓第 1 會議室
參、 主持人：吳召集人宏謀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記錄：吳冠杰

伍、 上次(106 年度第 5 次)委員會議紀錄確認
決議：准予備查。
陸、 報告事項
一、歷次會議結論辦理情形報告
決議：
(一)歷次會議結論共計列管 5 項，截至 106 年 6 月底之辦理情
形與管考建議詳如後附，5 項均繼續列管，並請交通部、
內政部及農委會依管考建議加緊趕辦。
(二)「臺鐵立體化高雄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含鳳山、左營)」:
本計畫為高雄市發展之重大里程碑，請交通部持續加強管
控計畫執行進度，以 107 年 6 月底通車為努力目標，施工
過程並請注意工程品質及施工安全。
(三)「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
：
第一類漁港未來辦理周圍環境改善及整體建設規劃時，建
議農委會委託當地縣市政府執行，以有效帶動漁港及週邊
地區發展，如有相關困難問題，工程會將提供必要之協助。
(四)「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第五期)」：
請經濟部水利署及內政部營建署藉由本次「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整合雨污水相關計畫資源及經費，將防洪及水質改
善工作一併納入辦理，以發揮計畫效益。
(五)「淡江大橋及其聯絡道路建設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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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橋及其連絡道路 5K+000~7K+035 新建工程」已流
標 5 次未決標，請交通部釐清計畫內容相關問題，確實檢
討因應，於修正計畫時一併處理，俾利重新辦理招標時順
利決標，並應注意檢討施工方式及內容時，避免犧牲原本
欲達成之設計品質。
二、列管計畫執行情形報告
決議：
(一)106 年度列管 1 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執行情形
1. 106 年度列管 1 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年度可支用預
算約 3,617.96 億元，截至 106 年 6 月底，分配預算執
行率為 99.12%，整體預算達成率為 38.42%，請各機關
加速辦理，以提升今年度的執行績效。
2. 截至 6 月底，退輔會及海巡署分配預算執行率未達
90%，原民會分配預算執行率大於 110%，惟整體預算達
成率僅 29%未達平均值 38.42%，請前開機關確實檢討落
後原因，妥善分配各月預算額度並研擬相關改善對策加
強管控，以加速執行。

3. 海巡署「臺中港海巡基地新建工程計畫」截至 106 年 6
月底止分配預算執行率僅 46.54%，整體預算達成率
11.77%，皆有偏低情形，請海巡署檢討所屬計畫 107
年度整體預算分配妥適性，避免發生執行能量不足導
致保留款過多情形發生。
(二)30 項指標性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行情形
1.30 項指標計畫分配預算執行率未達 90%者，計有「臺鐵南
迴鐵路臺東潮州段電氣化工程建設計畫」、「高雄港客運
專區建設計畫」
、
「淡江大橋及其連絡道路建設計畫」
、
「新
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台大新竹生醫園區分院」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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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運動環境計畫」5 項計畫，請交通部及教育部確實
掌握計畫執行情形，協助主辦機關排除困難問題加緊趕
辦，並訂定相關因應對策及管控里程碑，定期檢討執行
成效，適時調整執行策略。
2.有關教育部所提「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計畫」項下部分工
程因受都市設計審議及招標時間過長等因素，影響預算
執行情形，建議請教育部應適時檢討並調整相關補助機
制，訂定審查核定及考核作業規定，俾作為後續年度補
助選案之優先順序依據及將年度執行成果列為補助之參
考。另請工程會工管處協助解決教育部所提相關困難問
題，俾利計畫順利推動。
(三)輔導策略及管理措施之執行情形
1.工程會訪查重大計畫情形
106 年 6 月份訪查重大計畫計有「高雄環狀輕軌捷運建
設計畫」
、「台 9 線南迴公路拓寬改善後續計畫」及「臺
鐵立體化高雄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含左營及鳳山計
畫）」3 項，請交通部督促所屬依工程會訪視之會議結論
研擬具體對策並加速推動。
2.專案小組辦理情形
請各機關善用專案小組協調機制，以利加速解決相關困難
問題，並請管線小組全力協處 2 件尚未結案案件，以期於
最短時間內獲致解決，俾利計畫順利推動。
(四)「公共建設計畫里程碑管控機制精進措施」辦理情形
1.請經濟部、文化部及交通部加強督導里程碑落後之相關計
畫，協助主辦機關解決問題並要求其確實改善，俾利加速
完成落後之里程碑。

2.「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計畫」將於 107 年正式啟
用，惟基地範圍周邊常有違法攤販聚集，請文化部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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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落實執行相關管理機制，以維護周遭環境衛
生。
3.「興建國家會展中心(擴建南港展覽館)」即將進入完工階
段，請經濟部加強管控本計畫所屬工程施工品質，避免
發生建築場館滲漏水情形。
(五)106 年第 3 季前預定完工啟用案件執行情形
有關 106 年第 3 季前即將完工啟用或通車之列管建設，尚有

經濟部、交通部、退輔會、教育部及內政部所屬 7 項工作待
完成，請確實掌握執行進度積極趕辦，務必如期順利完成，
發揮計畫效益，另請各機關定期滾動檢討增列預定完工啟用
案件。

(六)盤點「106 年度公共建設新興計畫」證照許可里程碑
1.請各新興計畫主管機關、主辦機關依據「重大公共建設
計畫證照許可行政作業精進實施要點」
，持續盤點並及早
辦理各項證照許可取得前置作業，適時成立任務編組，
以督導、管控、協調及執行各項證照許可取得工作。
2.106 年第 1 季需取得之 2 項證照均已完成；原訂第 3 季
需取得之證照已有 1 項提前完成，惟第 3、4 季總計有
18 項證照尚未取得，請各部會督導所屬妥善訂定相關證
照許可取得作業之管控里程碑，並適時協處排除遭遇困
難，倘有跨部會待協調問題，可提報本督導會報相關專
案小組協助解決。
三、專案報告
(一)「推動重大工程採用最有利標決標辦理情形」(工程會)
決議：
1.截至 106 年 6 月底止，全國各機關辦理巨額工程採購採
最有利標決標件數比率 47.06%，仍有提升空間，其中內

4

政部尚未有最有利標決標案件，請內政部檢討相關採購
案決標方式，以確保後續工程品質及施工進度。
2.為使政府經費更合理運用，各機關有責任明確掌握採購
需求，核實編列預算，以求經費發揮最大效益；並請確
實依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利標決標作業要點第 2 點
評估決標原則，以確保重大工程決標予具有履約能力之
優質廠商，及依第 7 點就採最低標之巨額工程採購，發
現未訂定與履約能力有關之投標廠商資格、決標標價偏
低、履約進度明顯落後或大幅變更契約者，加強稽核、
查核。請各部會署將上開事項納入相關推動業務會報，
持續追蹤辦理情形。
3.建議各工程主管及主辦機關針對具一定規模、異質性高
及整合界面複雜之工程，編列合理之工程經費，並優先
採用最有利標決標方式辦理，挑選出有履約能力的優質
施工廠商，除可改善勞動環境，提升廠商競爭力，培育
工程專業人才外，進而營造公平、合理、良性競爭之工
程產業環境。
(二)「金門大橋建設計畫」報告（交通部）
決議：
1.本案為指標性海事工程，請主辦機關記錄整體施工過
程，供爾後辦理海事工程案件參考，目前承攬廠商積極
動員，應予鼓勵肯定。考量目前是海象較佳之黃金施工
時間，相關需政府機關行政協助部分，請交通部積極給
予協助，以提昇施工效率，同時請注意海上施工及航線
上往來船隻之安全，並加強施工品質管制與工安措施。
2.本工程承攬廠商雖已繳交履約保證金，惟預付款部分仍
因銀行保證額度不足無法取得，考量承攬廠商初期已投
入大量經費，請主辦機關密切注意承攬廠商財務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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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依契約規定如期估驗計價付款，以協助承攬廠商減
緩資金壓力。
3.部分計畫書送審及修正時間較長，請交通部國工局要求
監造單位加速審查及輔導施工廠商。
(三)「臺北榮民總醫院新建醫療大樓興建計畫」報告（退輔會）
決議：
1.本計畫截至 106 年 6 月底止總累計預定進度 9.73%，總
累計實際進度 0.43%，進度已明顯落後；計畫項下統包
工程於 5 月份上網公開招標 3 次均無廠商投標而流標，
經檢討修正招標文件後重新上網招標仍流標。請退輔會
督導規劃設計廠商確實檢討流標原因，並管控發包作業
時程，合理編列預算與單價及估算合理工期，挑選具有
履約能力之優質施工廠商。如屬主辦機關應辦事項，應
於招標前確實檢核，並於招標文件說明相關工作之責任
歸屬，並請工程會工管處專案協助釐清相關困難問題，
以利工程順利發包及施工，達成年度預算執行率之預定
目標。
2.臺北榮總新建醫療大樓完成後，將可解決院內房舍老
舊、病房數量及停車位不足的問題，提供病患及家屬更
優質安全的就診環境，請退輔會督導主辦機關應確實管
控建築執照申請、候選綠建築證書、樹木保護計畫等相
關證照許可里程碑作業，俾確保本計畫如期如質完成。
柒、 散會(下午 4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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