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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五年四月20日 

本府建設局代辦地政局工程溝通協調之經
驗分享-以第14期市地重劃區第六工區為例 

【專案報告】 

報告單位：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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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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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臺中市第14期市地重劃工程」、「水湳

經貿區段徵收工程」及「北屯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
工程」係於臺中縣、市合併前，經業務指派由本局
負責辦理工程相關作業，因當時本(建設)局與地政
局同屬臺中市政府，爰並未針對代辦一事簽訂代辦
協議書。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後，兩局即分屬一級機
關，各自配置有會計、政風等單位，負責監辦、審
核機關內各項預算執行及相關業務。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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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惟因前開三案重劃區徵工程並未有簽訂代辦協
議書，致相關監辦及審查業務分工未甚明確，案雖
前經黃副市長協商後裁示，由地政局負責監辦審核
業務，工程部分由本局負責督導及監造審核業務；
即本局負責工程發包施工等業務，相關預算審查及
監辦等業務由地政局負責。 

本次簡報以「臺中市第14期市地重劃第六工區
工程」工程執行之溝通協調經驗作分享。 
 
註：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監辦業務包括：審

核機關辦理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是否符合本法規定之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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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背景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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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期市地重劃工程約略位處於臺中洲際棒球場兩側，北以環中路、南約以
大連路二段為界，環繞舊11期市地重劃周圍，區內主要南北向幹道，有松
竹路三段、崇德十路二段、昌平路二段、崇德路三段及昌平東六路等。 

二、計畫背景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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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前舊市區紋理 

重劃前市區紋理有農田及灌溉水路、休耕農地、未耕種雜林、閒置
空間、大面積工廠、大型傢俱賣場、住宅、農村聚落、小型住宅社
區及夾雜國中、小學文教機構等。 

二、計畫背景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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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於本區原有主要道路兩側密佈臨時性建築，與
整體都市景觀風貌極不協調，加上近年來因崇德
路、松竹路、環中路開闢連貫大雅、潭子等地
區，及洲際棒球場開發啟用；為改善都市整體景
觀，透過整體性規劃評估，提升都市規劃效
率，以重劃開發機制，引導都市土地合理及有效
率開發。 

2.由於北屯四張犁、水湳地區舊有聚落住商機能發
達，聯外交通動線佳，本區重劃後將成為北屯區
高品質優質住宅環境，成為文教氣息濃厚的人文
特區。 

二、計畫背景及簡介 

 市地重劃之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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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期市地重劃工程目前開發現況 
 第14期市地重劃工程原規劃以六個工區辦理開發，後因切標

關係、排水計畫審查要求及應地方反映區內公園綠美化等需
求，最後以10個標案辦理發包施工；除第一工區已於103年12
月25日竣工外，其餘第二~五工區，分別於101年10月~102年7
月陸續開工(其中第四及第五工區，分為A、B工區)，預計105
年4月~105年12月可陸續報竣。 

 至於第六工區因受區內中央管轄土庫溪整治規劃影響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歷經約兩年延宕，至104年3月完成招商決標；
因重劃工程施工尚受區內原住戶建物拆遷影響，皆在建物拆
遷至一定比例以上，才通知施工廠商進場施作。目前第六工
區已於104年10月12日通知廠商開工，近期工進尚屬超前。 

二、計畫背景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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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期總開發面積：403.39公頃 
工程費(預算)：115.16億 
已發包： 78.03億 

第六工區： 
面積：60.94公頃 
發包工程費12.86億 
開工日期：104.10.12 

臺中市第14期市地重劃第六工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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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經驗分享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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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工區係於103年12月18日開標，至
104年3月才完成工程決標，原預估約可於

104年7月中旬開工，但經協調及考量未拆遷
建物可能影響工進下，於104年10月12日通
知廠商辦理開工；何以工程延至104年10月

才通知廠商開工?期間本(建設)局與地政局
間是如何溝通及協調經驗，是否仍有再精進
及可待檢討之處，就本局代辦地政局工程之

角度作以下說明。 

三、本次經驗分享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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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兩局間之權責區分作說明： 

  地政局： 

1.法定預算編列。 
2.工程規劃設計、發包、變更設計等預算書(經費)審
查。 

3.協助用地取得(協調原住戶自動拆遷、拆遷補償費
發放、受理異議之處理及地籍範圍確認)。 

4.工程執行之監辦業務。 
5.工程估驗款付款作業審查。 
6.會同工進檢討會議、變更設計經費支應協商、管線
單位配合管遷費用支用之釐清。 

三、本次經驗分享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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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經驗分享之緣起 

建設局： 
1.建物改良物查估造冊(提供地政局發價拆遷補償
費)。 

2.委託專案管理、規劃設計、監造技銜服務廠商之
評選。 

3.工程規劃設計、發包、變更設計等招標文件之審
查及工程招標事宜。 

4.督導專案管理、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契約之
執行，督導施工廠商施工品質、進度管控。 

5.工程估驗派員查驗及估驗計價事宜。 
6.工程驗收結算。 
7.相關施工疑義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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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經驗分享之緣起 

有關本案癥結點說明： 
1.工程招標開標後決標時程是否有延宕。 

2.工程決標後，本(建設)局即每月邀集地政局
及相關單位召開協調會議，除要求施工廠商
作開工前整備外，亦協請地政局協助協調優
先拆遷建物，原104年7、8 月間應拆建物已
拆遷達80%，地政局建請本局通知廠商開
工，為何遲至104年10月12日才開工。 

3.目前工程業務推動是否可有再精進相關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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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所遭遇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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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所遭遇之問題 

委託代辦程序未周延，致兩局間權責分工未甚
明確。 

1.由於未簽訂代辦協議書，分工權責不清，影響
業務推動。 

2.機關業務主性不同，主(會)計及政風單位對於
本(建設)局所轄管業務，原本就不甚熟悉，且
人員組織不同，對於業務之執行亦會有先入為
主的觀念；因認知上不同，無法有效協助本局
工進推展，間接降低機關業務執行上所能承擔
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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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所遭遇之問題 

針對拆遷戶之因應策略不同。 

1.地政局係採柔性勸導透過溝通協調建物所有權
人自行拆遷，並要求工程先以調整工序方式因
應。 

2.本(建設)局考量拆遷戶未拆除，相關民生管線
（電力、自來水等）無法廢除，無法全面展開
施作，將嚴重影響施工工進。 

3.由於工程施工工作面有其一政性及連貫性，依
約若確因未拆遷戶(民生管線無法廢除)影響施
工要徑作業，廠商可依約要求工期展延；但地
政局認為仍應優先調整工序因應，工期展延之
審查認知上仍有差異，未能獲得一致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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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所遭遇之問題 

兩局分屬兩地，無法有效及時溝通。 

1.雖本 (建設 )局代辦工程發包等施工督導業
務，但因本局仍有其他既定業務，人力已顯不
足；工作繁忙下，無法在相關業務發生疑慮
時，即刻或當面先行向地政局解釋，會辦或回
復意見，恐無法確切消彌疑慮，更甚者造成誤
解，徒增不必要行政資源浪費。 

2.承辦業務期間相關文件往來、會辦資料，無法
即時有效送達，也往往影響行政效率，間接造
成廠商對於機關行政效率不彰的不良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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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所遭遇之問題 

業務權責不明，各有各的主張，常造成不必要
紛擾。 

1.兩局皆有各自之業務權管及行政流程，對於同
樣的事件(業務執行)皆有各自辦理之SOP，造成
機關間業務不對稱及衍生個案辦理之特殊
性，造成業務執行上因擾。 

2.雖前協調由地政局負責工程執行之監辦作
業，但因定位不明，常因估驗、撥款及罰款收
據開立等會計作帳問題，影響估驗款撥付時
效；政風單位前亦發生應會辦那一局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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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所遭遇之問題 

相關業務簽辦流程未能簡化，行政流程冗長。 

因監辦業務由地政局負責，所有涉及監辦業務(單
1次)簽辦流程包括：本(建設)局【業務單位→副
總工程司→總工程司→主任秘書→副局長→局
長】→地政局【業務單位→會辦會計室(→政風
室)→專門委員→副局長→局長】→本(建設)局
【業務單位→副總工程司→總工程司→主任秘書
→副局長→局長。(決行)】。 
若會辦時地政局有不同意見，須再一次(第2次)簽
辦流程(更甚者第3次…)，可見行政效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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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說明： 



23 

案例1 

工程招標處置不同。 

本(建設)局在工程招標開標時，定有最低
標廠商報價在綜合標價以上可當場決標機
制，但地政局監辦開標並不認同這個機
制；工程開標後，尚須請廠商提出說
明，經簽辦及會辦多時後，才得以真正完
成工程決標，造成決標時程延宕(第六工
區原於103年12月18日開標，卻到104年3
月19日才完成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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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原住戶建物未拆遷對工程之影響。 

依14期市地重劃前幾個工區執行經驗，因建物未拆遷往

往造成工進影響，惟廠商申請工期展延時，地政局又常以”

依約應優先調整工序因應”為由，無法實質認同工進受影響

之事實，造成工期展延之簽辦意見不一致，影響簽辦時

程，工進管考無法落實有效掌握。 

第六工區即在此前題下，為避免工程因開工後不久，即

因未拆建戶影響工進；延後開工，亦可在廠商管線試挖，確

認成果並無重大構造物衝突下，通知廠商開工，使得工程初

期工進皆能達到預定目標，不致有進度落後之情形(第六工區

104年3月19日決標，而延遲至104年10月12日通知廠商開工之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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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主(會)計單位作帳認知不同。 

工程估驗付款，地政局認為應以總額作帳，本
(建設)局認為應以淨額(因有扣罰廠商情事，所以
應以扣除罰款後)作帳；另扣罰之收據開立，最後
罰款之回補及沖銷也時有爭議，而這樣的爭議，卻
需承辦業務單位，簽辦會簽兩局主(會)計室，尚因
意見分岐，上簽主計處協調後才獲得解決(足見未
全權代辦工程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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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策進作為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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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 

目前工區雖仍有部分未拆遷建物，針對未拆遷
戶，本(建設)局每月皆提醒地政局相關未拆遷建
物狀況，及提供最遲將影響工進之期間（含管線
單位遷移時程），由提供地政局主政辦理協調相
關拆除作業。 

對於較複雜案件(尤其變更設計預算書等)，先準
備相關簽辦資料，提供地政局作預審動作，待無
重大異議後，再行簽辦及會辦地政局，以減少會
辦時間，加速簽辦流程。 

另相關監辦會辦意見，亦儘可能當面向會辦單位
請益，減少兩局意見分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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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有關洽辦或代辦工程，機關間應依「機關洽請代
辦工程採購執行要點」規定簽訂代辦協議書，並
附表明列各項業務執行及履約階段之洽辦、代辦
機關權責劃分，且須採全權代辦（含審核監辦業
務）方式辦理，避免機關內部控制與審核條件差
異，產生內部控制風險。 

建議地政局應早日成立工務單位執行所屬重
劃、區徵工程業務，以累積其內部工務素質人
員，有利於日後相關重劃及區徵工程業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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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對於目前本(建設)局代辦之重劃、區徵工
程，雖為組織改制前所推動，組織改制後，雖
依前黃副市長協商結果，由地政局負責監辦業
務；惟因業務橫跨兩局室，相關業務推行及工
程估驗付款簽辦皆曠日費時，行政冗長履遭外
界垢病；建議可依業務性質(如工程變更、估
驗`付款、工期檢討等等)，逐一檢視作到分階
段會辦、充分授權決行層級 (減少重複核
章)，達到實質提昇機關之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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