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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 謹識

    「宜蘭縣公共工程優質獎」至今己邁入第10屆了，這個象徵縣內公共工程最
高榮譽獎項，自民國101年創辦以來，一直是縣內工程人員提升建設品質與成果
展現的最佳舞台。每年透過嚴謹的評審過程，選拔出品質優良的工程，並藉由
舉辦優質獎頒獎活動，來公開表揚品質優良的工程，同時賦予工程人員榮譽與
使命感，期待他們能成為宜蘭公共工程的標竿。
 今年對於公共工程優質獎來說是重要的一年，歷經十年來的淬鍊，我們到達了
一個新的里程碑，對於工程品質我們秉持著好、還要更好，不斷力求創新與突
破，本年度除了往年採用之分類制度以外，首次加入規模分級制度，讓更多優
良案件得以展現。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制度的不斷創新與精進，同時持續追求優
質永續、樂居宜蘭理念，讓優質的下一個十年可以更加璀璨明亮且深植人心。
 本屆符合推薦參選資格案件共67件，經各機關單位篩選推薦優良作品，共計13
件案件參選，經過評審委員嚴謹初評後，計有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一級3件、第二
級6件、建築工程類第二級3件等12件優良工程通過初選，並於實地勘查及複評
雙重評審後，得獎工程計有「特優」1件、「優等」2件、「佳作」6件共計9件
，優質且兼具典範及環境永續的工程。
 今年參選的案件均獲得委員們共同的肯定，他們的作品除了打造硬體建設之外
，也強調人文關懷及大自然的和諧關係，並增進生態及環境保護意識，更加重
視工程與土地永續發展的問題，讓公共工程建設創造出優質的生活空間，以提
升人民生活水準，帶給蘭陽子民更優質的生活環境及品質，增進周遭民眾的互
動與共榮，顯現公共建設的價值。
 優良的工程需要人力的投入，與時間的雕琢，才能孕育出一件完美的作品，今
年在COVID-19的疫情籠罩下，因為有你們無畏付出與努力，讓宜蘭公共建設仍
不斷精進及成長，在此感謝本屆辛苦的評審委員及所有對本縣公共工程長期努
力的工程師們，請各位繼續為蘭陽平原而努力，為人民而付出，讓蘭陽子民深
切感受到「優質永續、樂居宜蘭」的環境，並朝著「創造優質環境，拚出宜蘭
好生活」目標前進。



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一級-特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一級-特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一級-特
宜蘭橋改建工程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交通處
監造廠商: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廠商: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穩聖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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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特優特優
工程概述

本案工程為橋梁改建工程，橋梁長度241公尺，寬度約21.3~24.3公
尺，並一併改善橋下河濱公園及停車空間。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宜蘭橋舊橋梁底遠低於50年重現期距洪水位達1.81公尺，在採用
弧形構造及結構最佳化配置下，使兩岸最大引道縱坡僅5%，另再
配合人行道降板設置下，再降低人行及自行車空間，提供友善的
人本環境。

(2)為降低橋梁結構體量體，避免中央橋墩處梁深過高影響視距，於
宜蘭縣首次採用鋼床板鋪面(GUSS+改質瀝青)，可有效減輕自重
及良好之鋪面耐久性，且使鋼構構件輕量化，並降低整體維護管
理及符合視距標準。

(3)宜蘭橋設計考量宜蘭河周邊景色，如蘭陽十八勝之「西堤晚眺」
等，於橋上人行道設置觀景台及座椅，調整最佳之觀景角度，並
充分保留通行所需空間。

(4)人行道在降板設置後，與車道間高低差部分採用造型扭轉扁鋼配
置，除可增加整體視覺通透性，亦可增加夏日通風之舒適性，而
人行道護欄造型主要透過造型珠高低錯落光線反射，在通透與虛
實之間，呼應水岸波光粼粼及蘭城百工內斂而不誇飾的基調。

(5)對於鋼構螺栓之鎖固，採用直接張力指示器，有利於施工階段品
質管控，配合螺栓鍍鋅及無螺栓斷尾鏽蝕問題，增加整體耐久性
。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1)舊橋為兩代組合橋梁，其橋梁伸縮縫交錯，行車舒適度較差，且
年代久遠，耐震能力不符現行規範，改建後減少橋梁伸縮縫增
加行車舒適度及提升耐震能力。

(2)橋面增加人行及自行車通行空間，並配合降板設計，友善弱勢運
具。

(3)橋梁造型充份展現地方文化及結構美學，並將地方文化特色融入
工程內涵，提高公共工程附加價值，造就地區嶄新觀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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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一級-佳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一級-佳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一級-佳
冬山河嘉冬橋興建工程
主辦機關:宜蘭縣冬山鄉公所
監造廠商: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廠商: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源力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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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佳作佳作
工程概述

新建長138m寬11.5m之3跨連續Ｉ型鋼梁橋梁一座及兩岸引道各長約
81m，全長約300公尺。其中橋梁下部結構採圓柱式橋墩設置，上部結構
採連續6支鋼I梁配置，縱斷面採弧形工法設計，增加橋梁美觀性，並預
留橋下遊艇穿越所需淨高。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在有限的工程預算內，進行鋼構耐蝕塗裝設計(總膜厚≧320μm)
，提高整體使用年限。

(2)透過結構最佳化設計，克服地形條件限制，橋梁截彎取直後，民
宅可維持原有出入動線，更提供水上巴士橋下穿越空間。

(3)改建橋梁後增設上下游側人行動線，有效串聯兩岸休憩動線。
(4)鋼構高拉力螺栓採用張力指示器，以非扭斷型鍍鋅螺栓設計，可

避免斷尾處鏽蝕，並有利於現場品質管制。
(5)本工程採用無人機於施工期間除進行高空拍攝紀錄外，當遇到現

場有疑義時，可即時拍攝回傳與設計單位進行討論釋疑，藉以提
升工程執行之效率。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1)本工程未改建前之舊有嘉冬橋興建於民國68年10月，橋齡已達
40餘年，橋梁淨寬僅4.8M 無法提供充足之雙向行車空間及橋梁
結構已年久失修、道路線形不佳等因素，且因現況梁底高程僅
位於計畫洪水位(10 年重現期距)無出水高阻礙排洪阻礙排洪，
無法提供該區域交通路網完善之使用環境。

(2)本工程改建後，新橋能滿足冬山河治理計畫且提供當地水上巴
士之穿越及民眾悠遊冬山河親水河岸之悠閒意境。

(3)改建後道路線形截彎取直可改善目前交通動線且無土地徵收問
題大幅減少用地取得經費。

(4)改建後橋梁淨寬度11.5M能顯著改善冬山河中上游跨河橋梁，往
西聯繫武淵、新群、羅東、順安、清溝、鹿埔等地，往東可聯
繫國道5 號及側車道、埔城、奇武荖及五十二甲等地之東西向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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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一級-佳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一級-佳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一級-佳
宜蘭一結工業區公共設施工程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工商旅遊處
監造廠商:中泱工程顧份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廠商:中泱工程顧份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田茂營造事業有限公司

5

佳作佳作佳作
工程概述

宜蘭縣政府為拼出宜蘭好生活，積極爭取「前瞻基礎計畫城鄉建設
」，投入1.5億資金進行工業區新建公共基礎設施，期盼完善基礎建設
，吸引新創事業進駐，為工業區注入一股新的生機，並與南側已發展成
熟之觀光工廠鏈結，串連宜蘭、礁溪鄰近觀光區，達群聚效應，形成完
整觀光軸帶，帶動地方經濟活絡及產業發展。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本工程開發用地採先行取得使用同意後開發，故當地居民之參與
程度事關重大，案件推動期間歷經多次居民意見反饋後變更、調
整路型及相關配置等，本團隊均即刻應對處理，如期完成變更設
計。因僅能利用道路範圍之有限開發空間，將所有必要公共設施
佈設於其中，實具挑戰性。

(2)於施工面，考量因應路型及設施調整，開闢多處工作面，克服工
期壓力。另為防止箱涵混凝土表面乾縮龜裂，採用鋪設不織布灑
水進行養護，確保混凝土強度且達耐久性等品質，此外力求呈現
道路最佳線型，特訂製3尺*3尺豎立模板組立轉彎圓弧側溝，讓
彎處流線平順，使未來工業區擁有優質的道路環境。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透過建立完善公共基礎建設，注入宜蘭市、礁溪鄉北側閒置土地，
除活化土地外更能串聯南側觀光工廠，達群聚效益，形成完整觀光軸帶
，提升計畫區周邊生活環境，並帶動宜蘭縣繁榮、經濟。完工後，招商
對象主要以低汙染觀光產業為主，預計引進19家廠商進駐，年產值可達
5.7億元。施工階段確保噪音、揚塵及交通管制措施等，不對居民生活
作息造成干擾，減輕對鄰近居民的衝擊，讓施工過程得以更加順利，達
敦親睦鄰之效，並定時清理維護工區周遭道路等設施之清理維護，創造
優良施工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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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二級-優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二級-優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二級-優
蘇澳高灘地水環境改善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水利資源處
監造廠商:克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廠商:克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立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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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優等優等
工程概述

擴大進入河川公園通路：左岸無障礙設計，配合二處越牆階梯，串
連全區至堤尾(可能銜接冷泉公園)，設置河側平台、階梯及緩坡草坪直
通水岸。另以餘土覆蓋既有生硬水泥堤面，並植喬木及地被降低河岸溫
度，擴大濱溪帶生態綠化面積及親水可及性。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親水階梯立面以弧形設計，兩側收邊以溪石弧形疊砌為創新工
法。

(2)步道面及階梯設計蘇澳溪上游河段採集之天然塊石鑲嵌收邊，
以天然石材再利用之手法，延續同河系石材紋路之展示。

(3)左岸步道全段採無障礙設計，提供友善的河濱步道空間。
(4)步道入口及重要節點設置休憩空間，提升休憩環境品質。
(5)濱水帶設計四處親水空間，提供生態觀察及親水活動需求。
(6)營造雙排喬木綠廊步道，未來可串聯阿里史抽水站、阿里史溪

水環境、白米木屐村、南方澳漁港等景點。
(7)既有河川堤岸整頓，充分運用公地設置人行步道、安全欄杆、

長形綠帶、堤坡綠帶，進一步提供人行與自行車串聯動線，達
到水環境改善目標。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1)蘇澳溪河口段每年舉辦「摸蛤兼洗褲」活動，本案擴大進入河
濱高灘地無障礙通路，並將親水空間配合活動需求布置。

(2)既有防洪牆抿石子美化，並鑲嵌在地人文環境特色陶磚：冷泉
、鯖魚節、蘇澳第一鮪、蘇澳港海景，突顯在地文化特色。

(3)景觀高燈及欄杆融入鯖魚造型設計(南方澳為鯖魚的故鄉)，融
入在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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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二級-佳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二級-佳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二級-佳
宜蘭溪南綠色轉運亮點計畫E2舊河港門戶子計畫景觀工程
主辦機關:宜蘭縣冬山鄉公所
監造廠商:寬和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廠商:寬和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廠商:家祥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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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佳作佳作
工程概述

本工程為亮點計畫最後發包之案件,故重新整合各子計畫不足及銜
接為目標外,一併整合鄉政中心周邊閒置空間、圖書館及幼兒園後方綠
美化周邊景觀設施與其及既有自行車步道、鄰里活動中心、圖書館、幼
兒園、冬山行政中心重新串聯；並重新整理舊市場建築立面拉皮、既有
代表會建築物修復及周邊人行空間品質改善,打造舒適休憩空間,創造親
子的友善環境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本工程之鄉政公園分為兩大區，並採用多樣性材料進行設計來達到

改善及提升公園空間之活用來型塑自然地景，分別為FRP洗手區、洗石
子、陶磚、人工草丘、EPDM無縫彩色彈性地坪、自然木屑搭配高低起伏
木棧道、手工編織網及沙坑等等…,在每一個材料的運用上都是經過多
次的討論及各年齡層使用者的需求去做的選擇,在沙子的選擇上也多次
討論,最終選定細黃沙,因其特殊性讓貓狗較為不喜,故較不會隨意便溺
；在既有舊市場的拉皮整理上,也採用好維護及整理的矽石漆搭配鋁合
金格柵,取其較輕盈的優勢來進行拉皮降低對原有建築的承重負擔,全區
在工程的執行上,大至材料及工法,小至細部收邊上,皆為多方討論及配
合,才達成整個工程完善的收尾並開放民眾及孩童舒適的使用,並串聯周
遭步道、自行車道系統連結至附近景點,配合其子計畫之其他工區打造
完整溪南綠色轉運節點,創造深度低碳綠色旅行遊程。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1)鄉政公園利用原有自行車步道系統重新串聯原高架下方之遊戲

場及周邊景點,改善其原閒置公園空間及積水問題,並整合旁邊
圖書館、幼兒園及鄰里活動中心, 從「分齡」、「分區」、到
「共享」、「保留」，打造一座公園的規劃，除了功能性的考
量，更重要的是為誰而設計的功能。現在周末公園儼然成為熱
門孩童放電地點,平日時幼兒園孩童也搭配休息時間進行使用,
而周遭長者們則會利用廣場進行社區教育課程,而週末草地則成
為槌球隊長者的練習場地。

 (2)另外舊代表會在重新整理建築後配合招租計畫，也成功招租出
去並呼應旅遊補給站需求打造冬山青創基地；農會的部分經計
劃執行後則成為良食農創園區,搭配一系列遊程及周末市集成功
活化。 10



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二級-佳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二級-佳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二級-佳
宜蘭溪南綠色轉運亮點計畫-C區中正路友善花園慢廊
+冬山舊市街食農藝廊景觀工程
主辦機關:宜蘭縣冬山鄉公所
監造廠商:寬和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廠商:寬和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廠商:億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

佳作佳作佳作
工程概述

將冬山車站視為轉運核心，串連鐵路、老街、水路、自行車等運輸
系統之無障礙人本步道，深度體驗具人文歷史、自然風光道之驛。活化
閒置公有開放空間、生活場域、信仰空間及服務設施，改善農會後巷閒
置空間活化觀光廊道、觀光及在地人文生活的綠色人本迴圈。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以「都市運輸縫補」思維，整合冬山火車站前至冬山老街之公
有閒置空間及人行道，並活絡周邊巷弄步行環境，打造中正路
前方友善人行道開放空間及後巷慢弄的不同人本環境。

(2)本案涉及三處他案工區發包執行，須配合各工程採分區半半施
工方式，雖造成整體性施作困難但透過人力適當安排及協調於
合約期程內順利完工。 

(3)本案工區範圍內含舊有人行道系統，於設計階段時採續接及局
部更新方式，並將部分舊有料清整後作為新舊介面之修復材料
，減少破壞原有人行道樽節工程經費。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本工程完工後改善既有閒置公有空間(如冬山衛生所、冬山故事館
、冬山市場及原戶警消閒置空地)及私有空間公共化(農會後巷、閒置空
地)，串接冬山火車站至老街無障礙人行道，提供民眾舒適的步行空間
外，並與冬山農會協調閒置後巷活化，採減法設計整理廊道及拆除封閉
圍牆，創造地方觀光後巷遊境。進而帶動農會周邊觀光產業，於冬山農
會他案工程完工後，於109年1月良食農創園區開幕並成立冬瓜山農創有
限公司進駐營運，打造引進青年返鄉機會，帶動整體觀地方觀光經濟。

12



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二級-佳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二級-佳土木水利工程類第二級-佳
蘭海鐵道五漁村頭城濱海森林公園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工商旅遊處
監造廠商:小杜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廠商:小杜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廠商:三暘營造有限公司

13

佳作佳作佳作
工程概述

新建觀景餐廳，室內約100坪的園區輕食空間，並順應融入保安林
天際線及沙丘的起伏線條；創造園區休閒迴圈步道；後勤管理設施、既
有浴廁及八角塔改善。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在既有園區的陸域創造開闊感，以呼應民眾對過去開闊的海灘
記憶。

(2)以弧長近100米的濱海座椅，來呼應蘭陽平原的海岸線與記憶中
的大階梯。

(3)創造園區縱深，以促進遊客停留時間。
(4)在各處創造具框景效果的空間，讓網美好好的拍照。
(5)將既有浴廁活潑化。
(6)因餐廳結構體之造型特殊，並採用牆板結構、大跨距格子樑，

故繪製大量的構件展開圖面，以利工班順利施作。
(7)欄杆因配合建築之特殊造型，致構件斜率、轉角複雜，故全面

繪製展開圖面，以利工班順利施作。
(8)濱海座椅之水平線條長近100公尺，因視覺與海平面疊合，故需

準確之放樣施作。
(9)尊重已是網路明星的八角塔，將其烘托為環境的主角。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1)迴圈式步道長度增加100%，共計800m，並採迴圈式，以創造園
區縱深，增加遊憩樂趣及時間。

(2)全園區無障礙及親子服務升級。

14



建築工程類第二級-優等建築工程類第二級-優等建築工程類第二級-優等
化龍一村眷舍群修復工程－日式眷舍群修復工程－C棟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文化局
監造廠商:常式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廠商:常式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廠商:申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5

工程概述

歷史建築修復工程，包含拆卸工程、木作(屋架、梁柱、門窗、牆
面)、泥瓦作等建築修復工程及景觀、防蟻、電氣設備、給排水衛生設
備、消防設備、空調設備等工程。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藉由對歷史建物的空間原貌及構造技術的研究，透過傳統匠師
特有的修復工法，恢復建物主體樣貌，並適度以現代科技工法
修復，以符合當代使用的空間與場所。

(2)修復歷史建築需以文化資產價值優先保存為原則，建物拆解前
須將原有構件種類、數量作完整調查統計，致前期進度稍有落
後，經監造建築師多次現場指導及施工廠商戮力派員調查，次
月即趕上預定進度。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落實文化資產保存，重現歷史文化場域，使歷史建築及周邊景觀得
以續存。

16



建築工程類第二級-佳作建築工程類第二級-佳作建築工程類第二級-佳作
化龍一村眷舍群修復工程－日式眷舍群修復工程－A棟
主辦機關:宜蘭縣政府文化局
監造廠商:常式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廠商:常式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廠商:晟峰營造有限公司

17

工程概述

歷史建築修復工程，包含拆卸工程、木作(屋架、梁柱、門窗、牆
面)、泥瓦作等建築修復工程及景觀、防蟻、電氣設備、給排水衛生設
備、消防設備、空調設備等工程。

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

(1)藉由對歷史建物的空間原貌及構造技術的研究，透過傳統匠師
特有的修復工法，恢復建物主體樣貌，並適度以現代科技工法
修復，以符合當代使用的空間與場所。

(2)本工程於109年11至12月份適逢保護棚架拆除進入戶外景觀、機
水電配管、建物犬走及排水溝施作階段，因連日降雨施工範圍
泥濘致施作困難；續經監造確認後核予部分工期展延，及部分
區域採小範圍搭棚施作，於人機通路動線不影響施作前提鋪設
臨時鐵板予以解決。

工程優良事蹟及顯著效益:

落實文化資產保存，重現歷史文化場域，使歷史建築及周邊景觀得
以續存。

18



初選會議過程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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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勘查作業

20

110.08.10

110.08.10

110.08.10



實地勘查作業

21

110.08.10

110.08.10

實地勘查作業

22

110.08.11

110.08.11



實地勘查作業

23

110.08.11

110.08.11

實地勘查作業

24

110.08.12

110.08.12



實地勘查作業

25

110.08.12

110.08.12

決選會議過程相片

26

110.08.17

11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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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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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宗正

高健章

陳賜賢

張長海

湯輝雄

曾義誠

詹添全

黃建裕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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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內政部營建署建二隊

副董事長

名譽教授

理事長

執業技師

處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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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建築

專長:建築、土木

專長:建築、土木

專長:機水電、品     

質管理

主任(退休)

建築師

分隊長(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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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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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新泰  副召集人

現職: 宜蘭縣政府參議

學歷: 台灣海洋大學漁業經濟研究所

      成功大學統計學系

經歷:建設處處長

     計畫處處長

     計畫處副處長

     農業處副處長

     勞工處副處長

     

高宗正

現職: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學歷:泰國亞洲理工學院工學碩士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工學士

經歷: 新北市副市長

      新北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董事長

      副局長、總工程司、東工處處長、中工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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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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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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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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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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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屆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委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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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優

優

等

佳

作

宜蘭橋改建工程
宜蘭縣政府

交通處
-

邑菖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

邑菖工程

顧問有限

公司

穩聖營造有

限公司
ˇ

冬山河嘉冬橋興建工程
宜蘭縣

冬山鄉公所
-

邑菖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

邑菖工程

顧問有限

公司

源力營造有

限公司
ˇ

宜蘭一結工業區公共設施

工程

宜蘭縣政府

工商旅遊處
-

中泱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

公司

中泱工程

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田茂營造事

業有限公司
ˇ

蘇澳高灘地水環境改善
宜蘭縣政府水

利資源處
-

克力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

克力工程

顧問有限

公司

立璟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
ˇ

宜蘭溪南綠色轉運亮點計

畫E2舊河港門戶子計畫景

觀工程

宜蘭縣

冬山鄉公所
-

寬和建築師

事務所

寬和建築

師事務所

家祥營造有

限公司
ˇ

宜蘭溪南綠色轉運亮點計

畫-C區中正路友善花園慢

廊+冬山舊市街食農藝廊景

觀工程

宜蘭縣

冬山鄉公所
-

寬和建築師

事務所

寬和建築

師事務所

億大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
ˇ

蘭海鐵道五漁村頭城濱海

森林公園計畫

宜蘭縣政府工

商旅遊處
-

小杜建築師

事務所

小杜建築

師事務所

三暘營造有

限公司
ˇ

十六份排水下游段水環境

改善計畫

宜蘭縣政府水

利資源處
-

桔源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

桔源工程

顧問有限

公司

清石營造有

限公司

五結鄉溪濱運動公園興建

足球場及籃球場鋪面更新

工程

宜蘭縣

五結鄉公所
-

廖欽大建築

師事務所

廖欽大建

築師事務

所

立璟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

化龍一村眷舍群修復工程

－日式眷舍群修復工程－C

棟

宜蘭縣政府文

化局
-

常式建築師

事務所

常式建築

師事務所

申安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
ˇ

化龍一村眷舍群修復工程

－日式眷舍群修復工程－A

棟

宜蘭縣政府文

化局
-

常式建築師

事務所

常式建築

師事務所

晟峰營造有

限公司
ˇ

宜蘭縣三星鄉大隱老人活

動中心興建工程

宜蘭縣

三星鄉公所
-

寬和建築師

事務所

寬和建築

師事務所

承鋒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

獲獎等第

土木水利

類第一級

土木水利

類第二級

建築工程

類第二級

工程類別

(級別)
工程名稱 主辦單位

專案

管理

單位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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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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9年12月08日府查字第1090203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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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機關為本府各單位、所屬機關學校及宜蘭縣(以下稱本縣)各鄉（鎮、

市）公所（以下簡稱各機關）。

工程類別分為以下三類: 

(一)土木水利工程類：道路運輸工程、工業區開發工程、垃圾掩埋場工程

、共同管道工程、新市鎮開發工程、橋梁工程、蓄水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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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築物(包含辦公室、教室、國民住宅、停車場建

築工程或其他類似公有建築物工程等)、特殊建築物(包含圖書館、體

育館、競技場、博物館、音樂廳、劇場、紀念性建築物或其他類似公

有建築物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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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工程，依其工程規模分為二級推薦:

(一)第一級工程:契約金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

(二)第二級工程: 契約金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滿五千萬元之工程。

三、獎項及獎額：分特優、優等及佳作三個等級，依前點第二項各工程類別、

第三項各級別之獎項及獎額為每一工程類別之每一級別特優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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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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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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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足

堪為工程表率者，以推薦二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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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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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金額為新臺幣二億元以上之工程累計罰款金額

達新臺幣一百萬元；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未達二億元之工程累計罰款金

額達新臺幣三十萬元；或未達新臺幣五千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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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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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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元之等值商品禮
券，每人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千元。

2.優等:最高記功二次，並得頒給合計最高新臺幣二萬元之等值商品禮券
，每人不得超過新臺幣三千元。

3.佳作:最高記功一次，並得頒給合計最高新臺幣一萬元之等值商品禮券
，每人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千元。

(二)所屬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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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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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初評入選實地勘查完成後但未獲獎之工程，其工程所屬人員依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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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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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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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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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完工前發生死亡職災或因品質不佳發生國家賠償事件。

(七)得獎工程自參選至頒獎之次年起五年內，有發生嚴重設計、施工問題，

並經本府組成複查評估小組審查確定屬情節重大，或工程損壞且歸責於

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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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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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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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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本會之外聘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相關規定支給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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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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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全民督工執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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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新泰、李文雄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簡淑美、張正成、徐一文、王炫之

地          址            宜蘭市縣政北路1號

電          話            03-9251000#1011、1017、1019、1021

宜蘭縣政府品質管理資訊網https://www.e-land.gov.tw/ 

發  行  日  期       110年10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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