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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 謹識

    「宜蘭縣公共工程優質獎」為本縣公共工程界最高榮譽。自民國101年創辦
以來，迄今邁入第9屆，帶領各項工程團隊愈來愈重視施工品質，持續追求優質
及永續，同時秉持著好、還要更好的傳統，不斷力求創新與突破，讓本縣工程
品質日趨向上，所以藉由舉辦優質獎頒獎活動，來公開表揚品質優良的工程，
同時鼓勵工程人員最高榮譽，期待他們能成為宜蘭公共工程的標竿。
本屆除施工查核甲等以上案件符合推薦參選資格外，也有經各機關單位「工程
督導小組」推薦優良之工程參選，共計14件案件參選，經過評審委員嚴謹初評
後，計有設施類1件、土木水利工程類10件、建築工程類1件，共計12件優良工
程通過初選，並於實地勘查及複評雙重評審後，公布得獎工程有「優等」5件、
「佳作」2件，共計7件，優質且兼具美感及環境永續的工程，呈現「優質永續
、樂居宜蘭」之意象。
   今年各單位所推薦報名參選的工程案件比往年踴躍，為歷年來之最，均具有
創新周延的思維，還結合大自然生態及環境保護，共存共榮之內涵，不論是從
規劃設計階段、工程履約階段或是後續維管階段，都遵守優質建設、環境永續
的建設理念，讓公共工程建設帶給蘭陽子民更優質的生活環境及生活品質，以 
提升人民生活水準，創造出優質的宜蘭在地生活美學。
   藉此十分感謝所有對本縣公共工程長期努力的工程師們，有你們的努力，才
有現今蘭陽的美，因為有你們的堅持，才有今日樂居的宜蘭，特別在今年
COVID-19的疫情風暴襲捲全球情形下，各位帶口罩、噴酒精，辛苦不畏懼，堅
持不懈的為宜蘭人民建設，打造出「優質永續、樂居宜蘭」的環境，未來還請
工程師們持續精進努力，莫忘初衷，一起朝向「創造優質環境，拚出宜蘭好生
活」目標前進。



土木水利工程類-優等土木水利工程類-優等土木水利工程類-優等
中央公園景觀水池及周邊設施修繕案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秘書處
監造廠商:樂駝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廠商:樂駝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順盈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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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述

改善動線不明確，且步道易生雜草及青苔、休憩設施（如涼亭、座
椅等）嚴重不足、水池清潔及維護不易及缺乏生態多樣性，打造更優質
之休憩空間。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步道:原中央公園動線不明確，且步道易生雜草及青苔，經修繕
後步道動線明確，步道面設計採混凝土鋪面加表面處理，止滑性
佳，步道兩側設置草溝或碎石級配故不易生雜草。

(2)水循環系統:採ABS耐衝擊重新配管，供水汞分段式循環使用增加
馬達壽命，電路系統設有定時開關，戶外電源開關箱為不銹鋼箱
體烤漆，間接進氣，平日空氣自然對流，於颱風期間可抑制強風
暴雨。

(3)機電室:爬梯更換維修出入空間大且牢固安全，屋頂篷架雙層防
水，搭配鐵木裝飾與環境融為一體。

(4)施工區域緊鄰縣府及議會，作業期間須避免震動噪音揚塵等汙染
。

(5)本工程因經費限制沿用舊有管線區域多，新舊供水系統銜接後漏
水頻繁，經多次維修處理終完成止漏。

(6)利用既有管路系統加以改造維持園區正常供水、供電並降低工程
成本。

(7)以極簡造型創造極致美學創意，滿足中央公園的功能需求及視覺
美感，材質的選用更達成施工經濟性與日後維護的便利性。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1)施工廠商及監造單位配合度高，於工程督導發現缺失時，皆能迅
速完成改善，且施工期間無發生勞安事故。工程期間所如遭遇困
難，施工廠商及監造單位皆能提供有效解決問題之方案，使工程
順利進行。

(2)使中央公園周邊步道動線明確，且不再有以往步道雜草叢生、易
生青苔之情形；新增水生植栽及樹種後，自然吸引各種鳥類，使
公園生態更具多樣性並提供民眾更優質之休憩空間，吸引更多民
眾前來休憩、散步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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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利工程類-優等土木水利工程類-優等土木水利工程類-優等
茅仔寮抽水站及引水渠道新建工程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水利資源處
監造廠商:大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廠商:大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田茂營造事業有限公司

臺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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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述

(1)茅仔寮地區(錦眾村)位於宜蘭縣五結鄉最北端，係由「蘭陽溪」
(中央管河川)右岸堤防與「五結排水」(縣管區域排水)左岸護岸
所包圍之堤後低漥地區，歷次颱風均造成嚴重淹水災害，屬常年
水患地區。

(2)依據「縣管區排冬山河排水系統治理規劃檢討-五結排水茅仔寮
地區水患改善部份」(106.12)，規劃於茅仔寮地區及二結排水中
游附近增設茅仔寮抽水站及二結抽水站，以改善茅仔寮地區常年
水患問題。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本工程茅仔寮抽水站及二結抽水站站體與蘭陽溪堤防共構，站體
及抽水井開挖深度深、地質軟弱，又兩處抽水站破堤範圍均長達
150m以上、施工腹地狹小，抽水站體整體施工難度甚高。

(2)為使抽水站整體配置能達到最佳化並兼顧防洪、景觀、安全、實
用之需求，設計階段即以景觀融入地景與當地文化特色、打造地
標景觀做為整體設計主軸，同時以設計落實施工之可執行性為目
標，利用破堤圍堰打設圈圍腹地及分層降挖工法，克服腹地狹小
、缺乏施工作業區域、開挖深度過深等挑戰，乃創新設計概念，
此外透過全綠覆屋頂融入地景設計，更為抽水站設計之特例。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本工程完成後，將完成茅仔寮抽水站及二結抽水站兩系統，於颱風
暴雨期間，啟動兩座抽水站，除可使茅仔寮地區42公頃之地逕流可順利
排出外，透過二結抽水站系統之分洪，更可降低二結排水溢堤風險，有
效改善過去二結排水溢堤後加重茅仔寮地區淹水災害問題，減少該地區
範圍內民眾生命財產之損失及風險，並提昇計畫區周邊生活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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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利工程類-優等土木水利工程類-優等土木水利工程類-優等
二結聯絡道新闢工程(都內段)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交通處
監造廠商:中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廠商:中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俊貿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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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述

本案工程位於宜蘭縣五結鄉，始於鄉道宜31線大興路終至省道台9
線中正路，穿越宜蘭縣鐵路，羅列於六橫道路系統內，定位為蘭陽平原
東西向主要幹道系統之一。其全長1,100公尺、路寬40公尺，主要工程
項目為路基工程、結構工程、擋土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及號誌工程、
景觀植栽工程。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本案工程路基基層採用縣內路面改善後之瀝青刨除料進行填築，
以現地CBR檢驗施工後之品質不僅可節省相當經費，亦達到資源
循環再利用之目的。

(2)本案工程道路範圍內有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所管69KV高壓電桿
，經多次協調與會勘，終採全面管線下地，並將相關人手孔蓋設
置於中央分隔島與綠帶空間，以減少因孔蓋開啟，造成路面重複
挖掘。

(3)本案工程為提升施工人員安全性，將危險性極高排樁工項另以專
業鏈鋸切除，並吊運至地面後打除。

(4)本工程施工機具及工法的選定盡可能採用低噪音與低擾動方式施
作，並於工區內設置洗車台2座及相關沉澱池，以避免施工汙水
直接進入鄰近農田灌溉系統，進而影響其作物生長，並定時派遣
灑水車輛進行周遭路面清洗，避免因路面泥濘而造成二次汙染。

(5)工程範圍內既有植栽保存與移植，以達對環境友善保護與生生不
息之理念。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1)兩側快慢分隔帶採草溝方式進行集水及排水，以減少混凝土構造
物對現地環境影響及衝擊。

(2)本案工程完成後將可承擔鄉道宜24線與縣道196線過境交通功能
，達到分流目標，以減緩市區道路交通負荷。同時並可改善五結
、羅東及三星交通服務狀況，提高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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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利工程類-佳作土木水利工程類-佳作土木水利工程類-佳作
南方澳漁港第三泊區後續老舊碼頭改建工程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農業處
監造廠商:浩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廠商:浩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正芳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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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述

本工程為改建碼頭，提升漁船停靠及卸貨的安全性，碼頭面提高，
改善碼頭海水溢淹窘境，保障漁民身家安全，停泊的漁船多採加油發電
，造成的空汙、油汙以及低頻噪音期盼於碼頭改建能一併解決。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新碼頭基礎採用鋼板樁、高耐索及沉箱等工法改建老舊碼頭，改善
原有碼頭水下破損、掏空及暴潮溢淹問題，整合周邊區域鋪面及排水，
有效的功能性區域規劃，使整體港區在漁業作業使用的實用性增大也更
具效率。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1)碼頭改建提高漁船停靠及卸貨安全性。
(2)碼頭整體高程提高及強度改良，降低暴潮時漁船停泊危害並提高

颱風期間船舶停靠安全性。
(3)泊區陸域重新規劃整合道路及新設排水管道改善港區整體排水，

有效改善港區漁貨運輸車輛動線安全及漁穫拍賣動線效率。
(4)整合碼頭用水、用電及其它線路所需預留管線，設置共同管溝，

避面二次開挖，提高碼頭及鋪面耐久性。

8



土木水利工程類-佳作土木水利工程類-佳作土木水利工程類-佳作
宜18-2線7k+880-9k+180道路改善工程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交通處
監造廠商:邑菖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廠商:邑菖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登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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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述

本工程道路空間透保水鋪面設計，道路空間雨水滲透及貯留設計，
道路空間綠化設計。綠色能源規劃構想：新設LED燈，既有路燈老舊線
路更新，可節能減碳並提高用電安全性，LED較傳統燈泡節省約40%以上
電能效益。具有節能、減碳及環保效益。改善既有道路排水不良狀況，
生態溝設計，達透水、保水理念，路側綠帶透水保水，既有喬木不移植
，集水井收集逕流後，透過連通管排放至路側溝，本工程綠化面積約為
3088.65平方公尺。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本案工程為提倡環保概念進行綠色材料再生再利用，於設計其路基
改良採用既有路基材料及水泥拌合後之混和料進行改良，並採現地工地
密度為檢驗原則。於綠帶設施帶採生態溝設計，達透水、保水理念，路
側綠帶透水保水。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1)改善道路鋪面品質，提升道路服務功能與用路人行車之安全性。
(2)自行車及人行環境，有效提供遊憩及人行空間，綠色生態路網建

置，保障居民生活品質。
(3)電力桿線地下化，集中配置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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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類-優等建築工程類-優等建築工程類-優等
南方澳漁港第一魚市場新建工程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農業處
監造廠商:羅志鑑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廠商:羅志鑑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廠商:常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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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述

創造小型魚貨供應鏈：拍賣市場>>生鮮處理加工區>>推廣(生鮮零
售市場、餐廳)>>蘇澳區漁會，成為蘇澳區漁會在魚貨供應鏈的實驗場(
管理、拍賣、加工、推廣)，提升魚貨價值與產銷整合。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本工程於設計階段即發現，因造型牆的開口及立體圖案，未來施
工時在鋼筋混凝土工程施工上，將面臨考驗與挑戰，在幾經與施
工單位研究與試樣品施工，找出高密度保麗龍材料模型造型牆施
工方式。

(2)造型牆採用耐候性塗料技術，減少氣候對建築物的腐蝕，延長建
築物使用年限並方便管理維護作業。

(3)造型牆澆置因牽涉介面多且工徑不佳，故澆置作業緩慢致第一次
澆置後發現許多混凝土面蜂窩及冷縫，在與施工單位檢討與研究
後，提出一樓層分兩段澆置，有效解決混凝土蜂窩與冷縫問題。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1)挑戰明亮乾淨整潔、24小時不打烊、提供多元服務、客製化服務
的『後魚市場』時代。

(2)規劃時結合南方澳願景計畫(南方澳現代化觀光碼頭計南方澳海
洋門廳、南方澳漁村核心生活圈、南方澳陸連島海洋地景)，營
造漁港新風貌。 

(3)整合第一漁港及周邊漁港商業地區與南天宮宗教聖地，企圖以第
一漁港為中心建置「南方澳之心」計畫構想帶動地方繁榮使命 

(4)納入第二魚市場之零售功能，建立拍賣與零售之現代化魚市場。 
(5)建構符合 HACCP 規定具代表性魚市場。 
(6)彰顯環境特質，強化區域服務水準。 
(7)符合南方澳魚市場可用年限內拆除並不影響漁港及魚市場使用效

益。
(8)守護區域環境及生態之衛生安全與環境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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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工程類-優等設施工程類-優等設施工程類-優等
下水污泥處理碳化示範驗證廠統包工程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水利資源處
專案管理廠商: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造廠商: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廠商:惠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宇晟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惠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宇晟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3

工程概述

本府規劃於宜蘭地區水資源回收中心廠區內興建一座污泥碳化示範
驗證廠，但考量國內並無實際碳化廠，且下水污泥碳化產品為國內首次
產出之產品，其最終產品、再利用廠商收受意願及試用成果目前尚無法
得知，期望藉由本案以瞭解下水污泥再利用示範驗證廠實際之成效，故
規劃辦理此統包工程，遴選優良統包商進行施作，以提高本國污泥處理
技術及達到污泥減量再利用之妥善處理，永續發展之政策目標。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廠區內地坪鋪設耐磨環氧樹脂砂漿地坪，另開挖一地下空間供設
置污泥貯存槽，收受實驗用廠外車運污泥，並設置維修扶梯及相
關照明。

(2)本工程位處於宜蘭地區且鄰近出海口，設計建物時已考量廠房鋼
骨結構具防鏽、防雨、防風及防颱功能。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1)全系統維持在負壓100pa下，發生揚塵機會大幅減低，空污排放
檢驗合格。

(2)回用碳化爐內燃燒產生800-850℃高溫煙氣，達到熱回收與燃料
節省。

(3)本碳化製程規劃是透過熱處理技術，將富含水分之有機性污泥加
熱脫水並脫除部分高揮發性物質，達到組成純化之目的。本產品
規格熱值已達市場需求初定之 3,000 kcal/kg以上。

(4)碳化平均處理成本為 4,799 元/噸-脫水污泥，相較目前脫水污
泥委外處理(熱處理、掩埋)費用7,500~12,000元/噸為低，且碳
化產品具熱值，可再利用於產熱、發電，具有經濟效益潛力。

(5)碳化後產品富有熱量，可作為燃料，達到循環能源，並提供乾燥
機及熱風爐加溫，解決廢棄物去化問題，為宜蘭縣政府節省本碳
化系統運行燃料。

(6)本工程計畫透過1年示範驗證過程，取得符合市場需求之污泥碳
化操作參數，並申請取得再利用許可，擴大污泥碳化再利用市場
。 14



初選會議過程相片

109.06.15

109.06.15

15

實地勘查作業

16

109.07.14

109.07.14

109.07.14



實地勘查作業

17

109.07.14

109.07.15

109.07.15

實地勘查作業

18

109.07.15

109.07.15

109.07.15



實地勘查作業

19

109.07.16

109.07.16

109.07.16

決選會議過程相片

20

109.08.17

109.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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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第9屆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委員名單

姓名 現職 職稱 主次要專長

高健章

陳賜賢

張長海

湯輝雄

曾義誠

詹添全

黃建裕

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水利技師公會
全國聯合會

前台灣省土木技師公會
理事長

交通部公路總局中區工
程處

中興工程顧問社

詹添全建築師事務所

(前)內政部營建署健二
隊

名譽教授

理事長

職業技師

處長(退休)

主任(退休)

建築師

分隊長(退休)

專長:結構、土木

專長:水利、土木

專長:土木、建築

專長:土木、水利

專長:建築、土木

專長:建築、土木

專長:機水電、

品質管理

22

宜蘭縣政府第9屆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委員簡介

林茂盛  召集人

現職: 宜蘭縣政府秘書長

學歷: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所碩士

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

經歷: 新北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
新北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處長

新北市政府採購處處長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科長

王建源  副召集人

現職: 宜蘭縣政府參議

學歷: 私立大漢工商專科學校土木工程學系

經歷: 宜蘭縣政府秘書處處長

宜蘭縣政府工務處副處長

宜蘭縣政府工務局課長

宜蘭縣政府建設局課長

宜蘭縣政府工商旅遊局技正

宜蘭縣政府工務局技正

     

高健章

現職: 台大土木系名譽教授

學歷: 台大土木研究所碩士

經歷: 台大土木系教授

台大土木系副教授

工程會查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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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第9屆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委員簡介

陳賜賢

現職: 中華民國水利技師公會理事長

學歷: 國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

經歷: 台灣省水利局工程科

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工務員

利德工程大地工程部主任

瑞晟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工程師

經濟部、桃園市、台北市等施工查核委員

台北市政府市政顧問

考試院高考、普考水利工程科考試及格

張長海

現職: 台灣省土木技師公會常務監事

學歷: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工學碩士

經歷: 高速公路工程局副工程司

日本技術開發(株)台灣分公司負責人

東鋼鋼結構分公司執行副總

宏達建設東裕營造副總經理

台灣省土木技師公會前理事長

技師報創辦人

工程會、經濟部、新北市、台北市、桃園市等單
位查核委員

調解委員、仲裁人

湯輝雄

現職:交通部公路總局東西快中區工程處處長(退休)

學歷:國立臺灣大學土木系學士

國立交通大學工學碩士

德國霍茨明登大學營建管理研究所研習

經歷:公路總局專案工程處課長、副處長、處長

聯合營建發展基金會董事

台南市政府及彰化縣政府廉政會報委員

雲林縣政府縣政顧問、台中市政府市政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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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第9屆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委員簡介

曾義誠
現職:經濟部、工程會等查核委員

學歷: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碩士

經歷:台灣省公共工程局工務員

經濟部台肥公司土木工程師

中興工程顧問社主任工程師/經理

教育部工審會委員

新北市、桃園市工程查核委員

土木技師

詹添全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退休副教授

學歷: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博士

經歷:台北市土木技師公會前任理事長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主任、教務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都市設計系副教授

行政院工程會工程鑑定委員會委員

行政院工程會工程查核委員

黃建裕

現職:內政部營建署建二隊分隊長(退休)

學歷:中原大學電機所碩士

經歷:公共工程局

省住都局

營建署建二隊分隊長

府廉政會報委員

雲林縣政府縣政顧問、台中市政府市政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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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選及得獎名單總表

工程

類別 
工程名稱 主辦機關 

專案

管理

廠商 
設計廠商 監造廠商 施工廠商 

獲獎等第 

特

優 
優

等 
佳

作 

建築

工程

類 

南方澳漁港

第一魚市場

新建工程 

宜蘭縣政府 
農業處 
(農村發展

科) 

- 
羅志鑑建築師

事務所 
羅志鑑建築師

事務所 
常偉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設施

工程

類 

下水污泥處

理碳化示範

驗證廠統包

工程 

宜蘭縣政府 
水利資源處

(下水道科) 

晶淨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惠民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宇

晟機械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晶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惠民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宇

晟機械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土木

水利

工程

類 

中央公園景

觀水池及周

邊設施修繕

案 

宜蘭縣政府 
秘書處 
(庶務科) 

- 
樂駝規劃設計

有限公司 
樂駝規劃設計

有限公司 
順盈營造有限

公司 
   

茅仔寮抽水

站及引水渠

道新建工程 

宜蘭縣政府 
水利資源處 
(水利工程

科) 

- 
大武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大武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田茂營造事業

有限公司、 
臺閥有限公司  

   

二結聯絡道

新闢工程(都
內段) 

宜蘭縣政府 
交通處 
(土木科) 

- 
中棪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中棪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俊貿營造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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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選及得獎名單總表

 

工程

類別 
工程名稱 主辦機關 

專案

管理

廠商 
設計廠商 監造廠商 施工廠商 

獲獎等第 

特

優 
優

等 
佳

作 

土木

水利

工程

類 

南方澳漁港

第三泊區後

續老舊碼頭

改建工程 

宜蘭縣政府

農業處 
(農村發展

科) 

- 
浩海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浩海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正芳營造有限

公司 
   

宜 18-2 線

7k+880-
9K+180 道路

改善工程 

宜蘭縣政府

交通處 
(土木科) 

- 
邑菖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邑菖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登亞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宜蘭市中華

國中人本通

學廊道改善

工程 

宜蘭縣 

宜蘭市公所 
- 

安誼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安誼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常盛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蘇澳鎮南強

橋銜接宜 56

線道路新建

工程 

宜蘭縣 

蘇澳鎮公所 
- 

邑菖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邑菖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龍泰營造有限

公司 
   

宜蘭溪南綠

色轉運亮點

計畫-Dl 區

綠舟森林轉

運門戶-站前

廣場工程 

宜蘭縣 

冬山鄉公所 
- 

寬和建築師事

務所 
寬和建築師事

務所 
三暘營造有限

公司 
   

 
竹林二階市

地重劃公共

設施工程 

宜蘭縣政府

建設處 

(建築工程

科) 

- 
台灣世曦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世曦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彥韋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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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及獎勵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04月18日府工採字第1000056654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102年01月24日府工採字第102001437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01月20日府查字第105001122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8年01月30日府查字第1080019243號函修正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公開表揚優良公共工程，提升公共工程
品質，促進廠商良性競爭，特訂定本要點。

二、推薦機關: 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校及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以下簡稱各機關）。

工程類別分為以下三個類別:

(一)土木水利工程類：道路運輸工程、垃圾掩埋場工程、共同管道工程
、新市鎮開發工程、橋梁工程、海岸河川整治及水利工程、水土
保持之處理及維護工程、港灣工程、下水道工程及自來水工程及
其他相關工程等。

(二)建築工程類：公有建築物工程或相關工程等。

(三)設施工程類：污水處理廠工程、焚化廠工程、環工設備設施組裝系
統工程、交通控制系統工程、電業設備工程及機電或系統工程等
。

三、獎項及獎額：分特優、優等及佳作三個等級，依各工程類別之獎項及
獎額為每一類別特優一名，優等三名，佳作若干名。

各類獎項、獎額得從缺。

四、參選公共工程優質獎之廠商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各機關主辦之公共工程，經工程施工查核委員評分達甲等以上案件
。

(二)各機關主辦之公共工程，經由該機關成立之工程督導小組督導內容
優良之案件，包括未曾查核者，以推薦二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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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及獎勵作業要點

前項各款工程依核定之施工進度表，其施工進度累計至當年度推薦報名截止
日前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且進度落後幅度在百分之五以內。

符合第一項參選資格之案件，包含前一年五月一日至當年四月三十日完工者
。

曾獲選為本府公共工程優質獎之工程，不得再行參選。 

第一項各款之參選工程件數、類別得經評選委員會決議調整之。

依第一項第二款推薦之案件，以經評選委員會決議納入評選者為限。

五、公共工程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得參選：

(一)設施工程類之機電設備單獨辦理發包，未完成全部系統測試及試運轉
或性能未符合設計需求。

(二)施工期間工作場所內，有因職業災害而死亡或因職業災害而住院人員
達三人以上。

(三)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ㄧ。

(四)施工期間曾因違反環境保護法規，受主管機關處全部停工一次或部分
停工二次以上之處分；巨額採購工程累計罰款金額達新臺幣一百萬
元；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累計罰款金額達新臺幣三十萬元
；或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累計罰款金額達新臺幣十萬元。

六、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作業，每年辦理一次，評選作業程序及時程如下：

(一)四月份成立評選委員會。

(二)五月份彙整年度（前一年五月至當年四月）公共工程施工查核結果
。

(三)六月份召開評選委員會初選會議， 核定評選標準及參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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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及獎勵作業要點

(四)七月份評選委員赴工地現場實地勘查、聽取簡報並查閱相關文件紀
錄及工程品質、進度，依勘查結果及評分標準評分。

(五)八月份召開評選委員會決選會議，核定得獎名單後公告得獎名單。

(六)九月份頒發公共工程優質獎。 

主辦機關推薦參選時，應檢附附件一及下列二款文件：

(一)工程契約、設計監造服務契約、專案管理契約、統包契約及委託代
辦正式函（含首頁契約標的、契約金額、履約承商及末頁立約雙方
用印資料）。 

(二)施工計畫書（含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交通維持計畫）、品質計畫書
及監造計畫書審查紀錄表及上開核定之計畫書內容影本。

七、參選工程經評選委員評分，其評審總分按分數排序名次，並經會議決議
給獎者，得由實地勘查評選委員視該工程之辦理機關（含代辦機關）、
廠商（包括設計廠商、監造廠商、專案管理廠商及承攬廠商）對品質提
昇之貢獻度，提出建議獲獎名單，經評選委員會決議後給獎，必要時得
從缺。

評選委員評審標準如附件二。

八、獲獎機關及廠商，佳作頒發獎狀一幅、優等及特優頒發獎座一座及獎狀
一幅。

九、機關(單位)人員獎勵如下： 

(一)由本府函請獲獎之機關(單位)，對所屬人員(含計設及監造人員)依貢
獻度及相關規定辦理獎勵，其獎勵情形如下:

1.特優:最高記大功一次，並得頒給合計最高新臺幣(下同)三萬元之
等值商品禮券，每人不得超過五千元。

2.優等:最高記功二次，並得頒給合計最高二萬元之等值商品禮券，
每人不得超過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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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佳作:最高記功一次，並得頒給合計最高一萬元之等值商品禮券，每人
不得超過二千元。

(二)得優先列為當年度本府工作績優人員或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候選人
。

(三)經初評入選實地勘查完成後但未獲獎之工程，其工程承辦相關人員
依其貢獻度最高核予嘉獎二次之獎勵。

前項第一款等值商品禮券所需經費由該工程主辦機關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十、獲獎廠商依獲獎等第，給予不同獎勵期間：

(一)特優獎勵期間為二年。

(二)優等獎勵期間為一年六個月。

(三)佳作獎勵期間為一年。

前項獎勵期間自頒獎之次年一月一日起算。

十一、獲獎廠商在獎勵期間內參加各機關之採購，獎勵措施如下： 

(一)限制性招標之採購，得優先邀請符合該採購資格條件之廠商參與議
價或比價。 

(二)公開評選之採購，得列為評選項目加分參考。

(三)參加各機關辦理工程招標時，其押標金、履約保證金、保固保證金
得減收百分之五十。

(四)承攬各機關工程時，其保留款得減收百分之五十。

(五)請領工程預付款時，得申請增加決標金額(扣除保險及稅捐)百分之十
。但預付款額度超過百分之三十或預算不足支應之部份，不予獎勵
。

前項獎勵須載明於採購案招標文件，始得適用。

十二、決標後方為優良廠商者於獎勵期間內，亦適用前點之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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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府得視實際需要辦理觀摩優良廠商已完成或施工中之工程，藉以相
互切磋提升施工品質及履約管理技能。

十四、各機關辦理勞務、工程採購時，如未在招標文件中訂定第十一點及第
十二點之獎勵條款者，廠商得在該機關辦理招標文件樣稿公開閱覽或
於招標期間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列入。

十五、獲獎之廠商在獎勵期間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告取消獎勵： 

(一)被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拒絕往來廠商。

(二)違反營造業法、建築法、技師法、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或
其他法令規定，並經主管機關處以停業處分或註銷其登記證。

(三)廠商所承攬之任一工程，如因可歸責該廠商之事由，經工程施工
查核小組評定查核成績為丙等。 

(四)各機關工程，經法律程序確定有品質或履約能力之瑕疵者。

(五)其他履約不良事蹟經提報本會決議取消獎勵。

前項取消獎勵公告日起，廠商不再適用獎勵措施，已與其簽立合約之各機關
應通知該廠商於期限內補足原獎勵差額，其不依期限補足者，自其爾後之工
程估驗款中扣除，至補足差額為止。

廠商獲獎資格經取消之次年不得推薦參選優質獎。

十六、本府為辦理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事宜，設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其權責如下：

(一)召開初選會議核定參選工程。

(二)實地勘查參選工程。

(三)召開決選會議決選得獎工程及獲獎對象。

(四)其他有關評選及獎勵事項。

十七、本會置召集人由縣長指派本府主管兼任，副召集人由工程施工查核
小組副召集人兼任，並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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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施工查核委員資料庫(不限本府名單)內遴聘五人至七人
擔任。

十八、本會委員任期至完成當年度本會決選會議且無待處理事項後免兼。

十九、本會會議以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前項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二十、本會之行政業務由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辦理，並置執行秘書一人，
處理會務。

二十一、本會得視參選工程多寡和業務需要進行分組及分工，對分組辦理
之結果，應經本會會議決始得作為評比結果。

二十二、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依行政
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二十三、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入會議
紀錄或將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以備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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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階段  作業程序 說明 作業時程  

前置作業 公告評選作業事宜 

發函、重大工程會報及網站公告公共工程優

質獎評選作業時程及相關規定，請本府各單

位暨所屬機關學校及本縣各公所積極推薦所

屬優良公共工程參選。 

一月至四月 

成立評選委

員會 
3.成立評選委員會 

1.成立評選委員會，並簽請長官核定。 

2.本會置召集人，由縣長指派本府主管兼

任，副召集人由施工查核小組副召集人擔

任，並為當然委員，餘由公共工程委員資料

庫(不限本府名單)內遴聘五人至七人擔任。 

3.發函聘任評選委員。  

四月 

初選 

4.彙整年度查核及推薦工程 

1.五月份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彙整年度（去年 5

月 1 日至本年 4 月 30 日）公共工程查核結

果。 
2.每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辦理推薦作

業。 

3.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校及本縣各鄉

(鎮、市)公所，就查核成績甲等以上案件及

各機 關 (單 位 )成 立 之 工 程 督 導 小 組 督 導

內 容 優 良 之 案 件 ， 包 括 未 曾 查 核 。  
4.曾獲選為本府優質獎之工程，不得再行辦

理評選。 

5.參選工程件數、類別經評選委員會決議，

必要時得以調整。 

五月 

5.評選委員會初選會議 

1.五月初洽詢評選委員會開會日期及預借會

議場地及函發開會通知單，準備會議資料及

簽辦評選委員出席費。 

2.六月上旬召開評選委員會初選會議，核定

評選標準及參選工程。 

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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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現場實地勘查 

1.請主辦單位通知廠商準備簡報資料及三級

品管相關文件，以備查核。 

2.評選委員赴工地現場實地勘查、聽取簡報

並查閱相關文件紀錄及工程品質、進度，依

勘查結果及評分標準評分。 

七月 

決選 

8.評選委員會決選會議 

1.彙整各工程委員評分資料。 

2.發評選委員會決選會議開會通知單及準備

會議資料。 

3.八月上旬召開評選委員會決選會議。 

八月 

9.核定本年度得獎工程 
及公告得獎名單 

1.決選會議核定本年度得獎工程、網站公告

得獎工程名單及廠商獎勵期間。 

2.討論推薦本年度代表本府參加工程會金質

獎參選工程。 

3.檢討本年度優質獎辦理優缺點及改進事

項。 

4.簽辦決選會議紀錄。 

八月 

頒獎及觀摩 

10.頒獎活動 

1.發函得獎工程名單及廠商獎勵期間。 
2.製作優質獎獎狀及獎座。 

3.發函通知機關及廠商領獎。 

4.公共工程優質獎頒獎典禮於多媒體簡報室

或其他適當的場地，由縣長親自頒發獎狀及

獎座。 

九月至十月 

11.辦理工程觀摩 
1.從獲獎工程遴選適當工程，辦理本縣公共

工程品質觀摩。 

2.結案。 
十一至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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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流程作業階段 作業時程

前置作業 1月至4月

3.彙整年度查核及各機關推薦工
程(推薦時程:5/1-5/31止)

4月成立評選委員

5月

初選
4.評選委員會初選會議

5.核定參選工程

2.成立評選委員會

6.現場實地勘查

7.評選委員會決選會議

8.核定得獎工程及公告名單

10.頒獎活動

11.辦理工程觀摩

1.公告相關評選作業事宜

6月

7月

決選 8月

9月至10月

頒獎及觀摩

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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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延遲付款廠商通報

公共工程標案不當延遲付款廠商通報系統

為協助解決因機關辦理驗收及付款作業拖延，或因預算或補助款挪作他
用，未能將工程款付予廠商，增加企業營運風險與資金成本，損害廠商權益
，此通報機制自101年11月1日完成建置並啟動。
一、目地

提供廠商因機關不當延宕導致公共工程付款延遲之通報途徑，促使機關
檢討改善，工程款如期支付，以刺激經濟景氣，建立一個公開透明合理之工
程執行環境。
二、通報方式

(一)網路-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全球資訊網(www.pcc.gov.tw)，點選「
便民服務專區」之「工程不當延遲付款通報」。

(二)信函-台北市松仁路3號9樓。
(三)傳真-專線：02-8789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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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督工通報方式及流程說明
公共工程品質，攸關民眾生活福祉，爰引進全民督工的機制，除提升公共工
程施工品質外，並藉由全民監督之概念，以民間力量監督政府施政，協助政
府部門及早發現相關缺失，並謀求改善，可彰顯政府重視民眾心聲，共創優
質公共建設之決心。

一、通報方式：

採網路、手機app或專線通報；網站(http://www.pcc.gov.tw，由工程會首頁
-常用資訊系統-全民督工進入)，專線為0800-00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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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品質管理網頁

利用網路提供工程履約品質管理及強化三級品管功能，建置品管及教育學習
平台，透過建立宜蘭縣政府公共工程品質網，達成宣導法令規定、施工常見
缺失預防、強化履約管理，有效建立本府施工品質輔導平台。https://ww-
w.e-land.gov.tw/

宜蘭縣政府全球資訊網/開放政府/工程品質管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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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行　  者            宜蘭縣政府

發  行  指  導            縣  長 林姿妙

                          副縣長 林建榮

發  行  團  隊            林茂盛、王建源、李文雄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簡淑美、張正成、徐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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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品質管理資訊網https://www.e-la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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