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依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施工廠商品質管制規定 (第 5 條第 4 點規定):

預算金額
( 新臺幣)

10 億元
以上

巨額以上
未達 10 億

元

1 億以上
未達巨額

查核金額
以上未達 1

億

2 千萬元以上
未達查核金額

未達
2 千萬元

品管人員
設置

___ 人
( 未填為 4

人)

___ 人
( 未填為 3

人)

___ 人
( 未填為 2

人)

___ 人
( 未填為 1

人)

___ 人
( 未填為 1 人)

___ 人
( 未填為 1

人)
任職性質 專職 專職 專職 專職 專職（備註） 兼職

＊備註：依據工程會 102.06.06 工程管字第 10200201490 號函(摘要)：新臺幣 2,000 萬元以上未
達查核金額之工程，品管人員得同時擔任其他法規允許之其他職務(於本標範圍內)，但不得跨越其
他標案，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行職務。

＊專職定義：品管人員必須受聘於㇠方且⾧駐本標工地，不得跨越其他標案，施工期間應在本標
工地專職執行品管相關業務，不可擔任其他職務。

＊兼職定義：非專職。惟應切結同時擔任宜蘭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主辦工程之兼職品管人員
未逾三件，且各該工程之金額總計不得超過 2 千萬元。



另依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監造廠商品質保證規定(第 4 條第 2 點規定):

預算金額
( 新臺幣)

巨額以上
查核金額

以上未達巨額
未達查核金額

未達
2 千萬元

現場人員設置
___ 人

( 未填為 2 人)
___ 人

( 未填為 1 人)
___ 人

( 未填為 1 人)
___ 人

( 未填為 1 人)

任職性質 專職 專職 兼職（備註）

＊專職定義：現場人員必須受聘於㇠方且⾧駐本工地，施工期間應在工地專職執行監造相關職務
，不得兼任其他職務。

＊兼職定義：現場人員必須受聘於㇠方，並應切結其兼職之工程未逾 5 件，各該工程所在地均位
於宜蘭縣轄區內，且各該工程之金額總計不得超過查核金額。



內政部 106.8.9台內營字第 1060810800號令修正發布，
自即日生效:
建築工程、耐震補強工程請填報
建築物施工日誌
建築物監造（監督、查核）報告表
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



肆. 材料抽(檢)驗

1) 鋼筋、混凝土、瀝青混凝土及其他適當檢驗或抽驗項目，應由符合 CNS 
17025 （ ISO/IEC 17025 ）規定之實驗室辦理，並出具檢驗或抽驗報告
。其檢驗或抽驗報告，應印有依標準法授權之實驗室認證機構之認可標誌
( TAF 認證標誌)。

2)  混凝土試體，養護單位須由現地養護或實驗室養護，不得由供料廠商進
行養護作業。鋼筋取樣試驗，需於報告中顯示鋼筋爐號。

3) 二級材料取樣抽驗，送驗及會驗宜監造單位會同實驗室辦理。

伍. 工程會 107.10.05 工程管字第 10700313750 號函，為避免預拌混凝土
廠有未按原核定配比供料之情形，有關預拌混凝土之送貨單格式，應依

CNS3090 預拌混凝土之內容項目辦理。





陸. 本府 103.10.29 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3.10.27 函示為加強公
共工程管理機制，促使公共工程施工廠商依契約規定如期如質履約並
重視執行績效及落實政府採購法第七十條對於管理、環境衛生、施工
安全之責任，爰訂定「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並自
發布日起實施生效。該會 105.9.26 修正計分要點(本府 105.9.30 函轉)
。

柒. 工程會訂定「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已於 104 年 6 月 1 日
生效，各機關辦理預算金額達新臺幣 2 億元以上之工程採購（統包工
程原則不適用）皆納入適用管制，在招標前應依「重大公共工程開工
管制條件機關應辦理事項檢核表」檢核應辦事項完成情形，如果有項
目尚未完成，非經上級機關同意，不得進行招標。



捌. 為積極提升公共工程品質，本府辦理之「公共工程優質獎」於每年
1~4 月接受推薦參選案件， 5 月 1 日至 31 日止受理報名參選，請各
工程主辦機關（單位）提報符合資格案件參選(包含前㇐年 5 月 1 日
起至當年 4 月 30 日止經工程施工查核成績甲等以上、機關單位成立
「工程督導小組」推薦優良案件、進度達 70% 以上及完工案件)，以
促進廠商良性競爭及施工團隊之榮譽感與使命感。( 105.1.20 頒修)

玖. 為準備下㇐屆金質獎參選案件，請工程主辦單位預先篩選，妥為規劃
適宜參選之案件。查核小組針對提送之案件將列入管制加強輔導以爭
取佳績。 





對於部分單位工程施工查核缺失所
回復「工程查核改善對策及追蹤
表」過於簡略、表達不清或未符合
之情形，請受查核單位至前項系統
網頁點選”開放政府-工程品質管理
資訊”項下改善對策及追蹤表，就
原因分析、矯正措施、預防對策三
個層面提出具體內容，並請主辦單
位、監造及施工廠商相關人員依權
責進行簽認確認改善結果;另扣點處
置繳款後主辦單位至工程標案管理
系統登載懲處狀況( D2) ，如此該案
於系統上方能結案。



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事項、其他建議
應說明回覆處理情形

缺失改善回覆需檢附繳款書收據影本

檢附已判讀之試驗報告



肆. 查核缺失所見之積極處置措施

•缺失嚴重部分拆除重作
•廠商撤換安衛人員
•檢討專任工程人員

•對廠商辦理扣款
•廠商撤換工地負責人
•委外監造撤換現場人員

•對監造辦理扣款
•廠商撤換品管人員
•主辦機關檢討失職人員責任







陸. 精進施工查核成效作法：
1) 查核成績低於 75 分以下案件，請業務單位主管出席重大

工程會報(檢討會報)提出檢討報告。
2) 缺失改善不當未積極處理案件，主辦單位、監造、承商到

府提報改善精進作法。
3) 查核成績低於 75 分、缺失改善敷衍回應及嚴重逾期之案

件列入第二次查核（複查）。

柒.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04 年 9 月 23 日來函說明該會已建置「工
程施工查核業務交流平臺」，供受查廠商、受查機關、查核小組及
工程查核委員反映或通報有關工程施工查核問題，期能及時掌握各
界意見，確保工程施工查核作業之公平、公正及客觀性。小組已函
轉各工程業務單位知悉並請轉知廠商，小組於施工查核作業時亦加
強宣導。



捌. 依據 106 年第 1 次全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暨加強 推動公共工程職業
安全會議，會議結論第四點:工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動態橫向回報措
施，除已併同勞動檢 查機構辦理聯合查核之個案外，請全國各工程施
工查核小組對於施工查核結果涉及缺失扣點表「 5.14 工地勞工安全
衛生」項 目缺失被處以記點者，須將查核結果副知當地所屬勞動檢查
機 構，作為後續勞動檢查之重點對象。

玖.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6 年 10 月 25 日來函，為強化檢核工
地主任是否加入公會壹案，將於「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工地主任
登錄頁面 C3 ，新增檢核功能。



系統操作 * 依規定於工程施工查核時，核對工地主任
加入公會之會員證明文件。







B6 驗收資料



D10 履約情形計分

填報範例



D10 履約情形計分





D10 履約情形計分



D10 履約情形計分



伍. 小組列舉各單位每月填報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常見缺失，俾憑單位參考
改進，以提高系統資料之正確性。

1) 系統帳號密碼未列入移交。工程案件主辦人員、連絡電話未符合。
2) 決標資料轉入本系統後未能及時填報工程基本資料( A1~A5) 。
3) 未登錄監造派駐現場人員及施工廠商工地相關人員資料等。 
4) 未注意填報金額以千元計。
5) 變更經費期程時於核准後未即更新 A6 表內容。
6) 進度落後、停工原因及延遲付款情形未登錄實際相關因素。
7) 付款異常情形-實際完成付款而未登錄付款資料( A8 、 B5 及 C6) 。
8) 滿意度及承商履約情形計分( D5 及 D10) 未填報致無法填報實際完

成驗收日期( C6); 填寫履約計分發文日期及文號( D10) 後始解除列管。
 

9) 廠商履約情形計分人為調整分數造成計分內容異常(分數形成依每月
執行情形自動轉入)。

10)完工後未解除工程相關人員在職資料。



A8 付款狀況

B5 執行進度



B5 執行進度

A8 付款狀況





柒.有關品管人員於其負責工程申報完工後改登錄於其他工程解釋函。
107.10.19 工程管字第 10700328230 號函，為強化工程會列管公共建
設計畫所屬工程標案資料之完整性及正確性，請各單位如有屬中央補助
部分或全部經費之工程標案，務必確認工程標案管理系統中

「預算來源機關」

「金額比」及

「歸屬計畫(應與 GPMnet 系統核定資料相同)」







Step1. 需先完成地理圖資之設定，方能進行下㇐步驟
Step2. 核對 A1 基本資料之地理位置
Step3. 創建標案專屬全民督工 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