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工程金質獎評選、履約計
分及採購發包方式宣導 

105年10月19日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 

三、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 

四、評分及格最低標招標方式 

宣導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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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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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質
獎 

功能/經濟性 
1.業主需求符合程度 
2.施工成本/經濟性 

生態永續 
1.生態保育/復育性 
2.綠營建 
3.景觀美學 

節能減碳 
1.周延性 
2.有效性 

防災與安全 
1.防災 
2.安全 

創新科技 
1.創新挑戰 
2.科技運用 

  品質管理 
1.主(代)辦機關之品質督導（保證）
機制 
2.專案管理廠商之品質督導（保證）
機制 
3.監造單位之品質保證機制 
4.承攬廠商之品質管制機制 

 進度管理 
1.施工進度管控合理性 
2.施工進度落後因應對策之有
效性 

施 
工 
階 
段 

設 
計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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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質
獎 

評選階段 

設計階段 落實評選項目 

納入評選項目 

施工階段 落實品質進度管控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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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第二期主體工程 

評分指標 執行概述 

功能/經濟性 1.業主需求符
合程度 

(1)量體適當性 

(2)基本功能
符合度 

(3)設計完整性 

(4)維護管理 

 

 

1.提供完整劇場功能空間 (大、中、小劇院)，另附加   
  各種多功能開放空間(戶外劇場、節慶廣場、屋頂活 
  動廣場)。 
2.分區主題鮮明相互連貫，仍可獨立不互相干擾的專業 
  劇場空間，大中小劇院皆有其主要功能定位。 
3.研訂冊保養、操作、維修廠商資料及材料品項維護管 
  理手冊。 
4.維護管理的省力化，(1)有層次開放動線管制  (垂直 
  水平動線畫分)，(2)專用設備管道間、充足的維護空 
  間，(3)選擇簡單耐久材料  (石材，塗裝)，(4)節約  
  營運費用(儲冰系統、分區空調)，(5)維管所需設施   
  (檢修梯、鋼環、劇場自設高處作業車)。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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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第二期主體工程 

評分指標 執行概述 

功能/經濟性 2.施工成本/經濟性 

(1)材料設備經濟性 

(2)系統及規模尺寸合 

    理性 

(3)土方平衡 

(4)設計初期是否進行 

    價值工程研析 

 

1.施工工法採桁架鋼筋實心鋼筋混凝土牆構造
優勢（節約人力物力） 

2.將劇場空間提至2F以上，增加公共空間的使
用彈性，體驗令人驚艷空間氛圍，使人易於
親近產生創新活動。 

3.配合地形坡度基地內回填，降低基礎深度，
減少開挖土方。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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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指標 執行概述 

生態永續 1.生態保育/復育性 

(1)生態調查完整性 

(2)生態保育/復育程度 

(3)符合生態工法程度 

1.現地保留或移植原有樹木，適度與周邊住宅區隔。
尊重現有活動型態，將夏綠地公園採取現地保留
樹木綠地及活動空間，免開發及施工衝擊。 

2.綠營建 

綠建築指標符合度 符合綠建築銅級 

3.景觀美學 

(1)植栽選擇適當性 

(2) 與週邊環境協調性 

 

1.尊重現有活動型態，將夏綠地公園採取現地保留
樹木綠地及活動空間，免開發及施工衝擊。 

2.現地保留或移植原有樹木現地保留移植喬木149
株，新植喬木329株，適度與周邊住宅區隔。 

3.選用台灣原生樹種混植。 

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第二期主體工程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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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第二期主體工程 

評分指標 執行概述 

節能減碳 1.周延性 

對節能減碳周延
充分考量。 

從日常節能、空調節能、綠化量、室內裝修等方面進行
考量，如屋頂覆土綠化，增加隔熱性能；基地除活動空
間外，儘可能綠化，採大型原生種喬木綠化ra=90%，現
地有效減低CO2量。 

2.有效性 

(1)對節能減碳
有效作為。 
(2)能源光電相
關節能減碳產品
之使用效益。 

 

1.輻射冷房地坪導入之挑空大廳因輻射冷房地坪效果， 
  天花牆面溫度皆保持23.5~26.00℃左右。 
2.虛實相映的建築物外牆，減少開窗面。 
3.採用低輻射節能玻璃帷幕牆。 
4.依使用時段區分的空調系統(冰水+空氣)、VRV。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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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第二期主體工程 

評分指標 執行概述 

防災與安全 1.防災 

(1)天然災害之預防 
(2)人為災害之預防 

1.透過嚴謹的結構外審程序(從軟體模擬、比較， 
  到全面分析印證。(台大地震中心審查) 
2.引進符合空間特徵的水幕防火設備。 

2.安全 

施工安全之預防 

 

1.建模應力分析以3D模擬支撐架搭設，增加施工之 
安全性。 

2.勞工進場危害告知、進場個人防護具檢點、機具
進場一機三證檢查、每日工具箱會議、設置安全
值星制度。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評分指標 執行概述 

創新科技 創新挑戰 

(1)工程於施工及材料之運
用新工法及新材料創新挑
戰情形 

1.世界首創立體流動複層曲牆建築，打破柱、牆、
樑的設計，帶動結構形式的突破及空間綿延的魅
力。 
2.將曲面切割為1372單元，分五階層組立，並研
發新工法克服施工困難度。 

科技運用 

(1)工程於施工及材料運用
新工法及新材料等科技運
用情形。 
(2)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
術協助營建生命週期之各
項管理與工程作業之新技
術、新方法與新概念之運
用情形 

1.水幕防火設備取得內政部新材料、新工法認可。 
2.曲牆金屬網模研發，取得專利「間隔器及具有
間隔器的混凝土灌漿牆之桁架」、「混凝土灌漿
牆之鋼筋結構體及其施工方法」。 
3.成立BIM小組專責負責，使用BIM系統配合檢討
施工難點，辦理施工工序模擬、單元分割模擬、
鋼骨結頭模擬、設備管路套圖檢討、系統模擬、
建築裝修檢討等，以克服施工中所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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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第二期主體工程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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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第二期主體工程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評分指標 執行概述 

功能/經濟性 1.業主需求符合程度 

(1)量體適當性 
(2)基本功能符合度 
(3)設計完整性 
(4)維護管理 

1.以平均日18,000CMD設計廢水量考量鄰避設施、用地面 
  積、節省能源、去氮、水再生利用等方面，採用「活 
  性污泥膜濾法(AO-MBR)」設計，且佔地面積約7,000M3， 

    可減少用地面積。 
2.操作彈性大，可承受高污染物負荷與尖峰負荷之變動， 
  處理之水質水量穩定，且原廠連帶保固5年。 

2.施工成本/經濟性 

(1)材料設備經濟性 

(2)系統及規模尺寸
合理性 

(3)土方平衡 

(4)設計初期是否進
行價值工程研析 

1.在合理工程經費、水質要求及周邊環境下，本案採用
節能減碳設施，如MBR技術可減少65%開挖面積、離心式
鼓風機較傳統魯式鼓風機可降低20%噪音、高效率散氣
板及迴流污泥抽水機約合計可節約30%能源 

2.規範要求主系統設備(MBR)品質、實績、壽命等，本廠
配備完整過篩系統設計，並將1mm微細篩於招標時列為
主要重點設備，以隔絕微細污染物等保護MBR系統。 

3.本工程土方平衡設計。 11 

水湳經貿園區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程(含工程完工後三年試運轉)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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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0.5%• 3.7%

• 2%• 42%

鋼材
LED
照明

再生
瀝青

其他
(飛灰…)

評分指標 執行概述 

生態永續 1.生態保育/復育性 

(1)生態調查完整性 

(2)生態保育/復育程度 

(3)符合生態工法程度 

1.引用廠區排出水作為生態池水源。生態水池因
有固定水源的引入，水池保持活水狀態，可達到
整體環境衛生、水池景觀良好的條件。並藉由經
過生態池可觀賞、觀察生態的狀態。 

2.綠營建 

綠建築指標符合度 綠建築合格級 

3.景觀美學 

(1)植栽選擇適當性 

(2) 與週邊環境協調性 

1.植物選用台灣原生種植栽及誘蝶誘鳥之植栽，
大小喬木灌木地被植物混植其高低層次植栽以複
層植栽手法設計。 

2.地下化設計施工、綠屋頂外部採地下化設計施
工，利用地面層綠美化工法與上方清翠園綠帶植
栽聯結，隱身在公園中。 

水湳經貿園區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程(含工程完工後三年試運轉)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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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材料

 主橋及自行車橋均採鋼構材料，可回收再利用。

 本工程混凝土配合設計採用爐石、飛灰等膠結材料，減少水泥用量約490T(約

減少CO2排放392T)， 。

混凝土強度
(kgf/cm2)

混凝土數量(m3)
爐石&飛灰替代 爐石&飛灰

總重(kg)量(kg/m3) 比率(%)

CLSM 309 42 20 12,978

140 167 46 20 7,682

175 23 56 20 1,288

210 4,291 62 20 266,042

245 1,313 76 20 99,788

280 1,311 78 20 102,258

小計 490, 036

其他環保作為 再生瀝青混凝土(底層用)、移植行道樹。

23

相當於為地球多種844棵樹齡40年大樹

設
計
特
色

品
質
保
證

進
度
管
理

安
全
防
護

環
境
保
育

評分指標 執行概述 

節能減碳 1.周延性 

對節能減碳周延
充分考量。 

日常節能、廢棄物減量、綠化等指標列入考量，如
透水鋪面設計，綠地、被覆地設計；屋頂外牆用隔
熱材淺柔色系外牆；採用節水器具，雨水貯留供水
系統。 

2.有效性 

(1)對節能減碳
有效作為。 
(2)能源光電相
關節能減碳產品
之使用效益。 

1.屋頂外牆用隔熱材淺柔色系外牆、開口及遮陽之   
  節能，並採自然通風及水平向通風路徑。 
2.所使用設備以具低噪音、高效能、省電費及長壽 
  命之優點作為選用。 
 

水湳經貿園區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程(含工程完工後三年試運轉)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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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材料

 主橋及自行車橋均採鋼構材料，可回收再利用。

 本工程混凝土配合設計採用爐石、飛灰等膠結材料，減少水泥用量約490T(約

減少CO2排放392T)， 。

混凝土強度
(kgf/cm2)

混凝土數量(m3)
爐石&飛灰替代 爐石&飛灰

總重(kg)量(kg/m3) 比率(%)

CLSM 309 42 20 12,978

140 167 46 20 7,682

175 23 56 20 1,288

210 4,291 62 20 266,042

245 1,313 76 20 99,788

280 1,311 78 20 102,258

小計 490, 036

其他環保作為 再生瀝青混凝土(底層用)、移植行道樹。

23

相當於為地球多種844棵樹齡40年大樹

設
計
特
色

品
質
保
證

進
度
管
理

安
全
防
護

環
境
保
育

評分指標 執行概述 

防災與安全 1.防災 

各入口高成提高並設置防水閘門避免設備淹水，將防
洪列入考量。 
 

(1)天然災害之預防 
(2)人為災害之預防 

2.安全 

施工安全之預防 

 

水湳經貿園區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程(含工程完工後三年試運轉)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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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質
保
證

品
質
管
制

施
工
特
色

優
良
事
蹟

結
語

37

●主橋鋼構
主橋鋼構使用BIM繪製，安裝前使用BIM  3D模擬鋼構施工組裝程序之
教育訓練，減少施工錯誤發生，增加安裝效率及精準度

鋼構主橋教育訓練
鋼構BIM模型(TEKLA)

評分指標 執行概述 

創新科技 創新挑戰 

(1)工程於施工及材料之運用
新工法及新材料創新挑戰情
形 

1.水湳經貿園區將率先導入「中水道系統」概念，國內
都市社區中佈設中水道系統首例。 
2.地下化設計施工、綠屋頂外部採地下化設計施工，利
用地面層綠美化工法與上方清翠園綠帶植栽聯結，隱身
在公園中。 

科技運用 

(1)工程於施工及材料運用新
工法及新材料等科技運用情
形。 
(2)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術
協助營建生命週期之各項管
理與工程作業之新技術、新
方法與新概念之運用情形 

1.採用電子E化管理來實施工程品質管理。 
2..經過活性污泥處理過之混合液過濾而得到過濾液放
流水，由於本案使用之薄膜孔徑僅約0.4μm，濾後放流
水水質佳，可直接作為都市用途水如景觀澆灌、街道灑
水、沖廁等使用。 
3.智慧營管系統，使用RFID系統減少報表列印以環保減
碳，落實巡檢更省時及有效管理人員及設備。 
 

水湳經貿園區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程(含工程完工後三年試運轉)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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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湳經貿園區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程(含工程完工後三年試運轉) 

一、落實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標準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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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執行品
質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於103年10
月27日訂定「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
以下簡稱計分要點)，並於105 年9 月26 日以工程管字
第10500307360 號函修正全文12 點，計分要點主要內
容概述如下： 

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 

17 



 機關依本要點辦理計分，基本分數為七十七分，滿分
為一百分。 

 機關應將涉及計分且已確認之施工廠商履約事實資料
，於事實發生後之次月十日前，登錄於工程會之公共
工程標案管理系統。 

 機關於工程驗收完成後十五日內，應將完整之計分事
實資料填報於標案管理系統，並辦理計分作業。 

 施工廠商對於履約計分結果如認為不符合履約事實者
，得於收到書面通知後十日內以書面向機關提出意見
。 

 

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 

18 



 機關應自收受書面意見次日起十五日內將處理結果以
書面通知施工廠商。機關逾期處理者，施工廠商得以
書面向該機關之上級機關反映，由上級機關通知該機
關儘速辦理。 

 計分所依據之事實如有變更而須修正計分結果者，機
關除依計分基準調整計分外，應於標案管理系統註明
修正原因，並循第五點規定程序辦理，以書面通知施
工廠商調整後之計分結果。 

 廠商以共同投標得標之工程，就簽約廠商合併辦理計
分。 

 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全部工程解除或終止契
約者，機關免辦理計分作業。 

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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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協助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
定辦理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選擇有履約能
力之優質廠商，以提升採購效率及品質，於105年9月23
日訂定「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
要點總計八點，主要概述如下： 

三、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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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辦理巨額工程採購，依採購法第五十二條規定，
綜合考量廠商履約能力、工作項目、技術規格、施工
方法、進度、品質、界面管理等事項於不同廠商間之
差異，不宜採最低標決標者，以採最有利標決標為原
則。 



三、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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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額工程採購之決標原則，應於招標前提報機關成立
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 

 招標文件所定評選項目要點包括十項。 

 財物、勞務採購及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得準用本要
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05年7月29日將其所訂定之
「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機關異質採購最
有利標作業須知」、「政府採購決標方式一覽表」、
「政府採購決標方式認定原則」、「異質工程採購認定
原則」、異質最低標作業程序重點摘要及流程圖、異質
最有利標作業程序重點摘要及流程圖，停止適用，其評
分及格最低標錯誤行為態樣，請各工程主辦機關確實轉
知所屬同仁，前開原採方式制回歸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辦理。 

四、評分及格最低標招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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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分及格最低標招標方式(分段開標) 

23 

資格標審查 

召開評選會議 
(平均分數達評審標準) 

 

價格標 
(低於底價最低標得標) 



依工程會投標須知範本（105.10版） 

 五十八 決標原則： 

   (1)最低標： 

     （1-1）非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1-2）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採評分及格最低標(審查    

        項目、標準及審查方式如附件)。 

 

四、評分及格最低標招標方式 

24 



宣導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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