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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臺北市松山區某舊有劇場施工管理專案及監造團隊為確保工程的

施工成果能符合設計及規範之品質目標，首先建立施工品質保證系統，成立品質

管理組織，訂定品質管理計畫，執行監督施工及材料設備之檢驗作業，並對檢驗

結果留存紀錄，檢討成效與缺失，並配合監造之抽、檢驗工作杜絕弊端，達成全

面提昇工程品質之目標。本研究發現(1)在層級區分：專案管理團隊(對業主負責)

及監造團隊(督導統包廠商)之工程職責劃分(2)在工程進度區分：每週(由專管招

集/統包廠商等)召開工程施工品質檢討會議及每月(由專管招集/業主/統包廠商

等)進度檢討會議；(3)在工程進度落後 10%將要求統包廠商召開趕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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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Renovation of the old Theater 

at Songshan District in Taipei Cit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aimed at an old theater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roject and 

supervision team in S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To ensu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results of the project can meet the quality objectives of the design and specifications, 

first establish a construc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establish a qualit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formulate a quality management plan. To implement inspections of 

construction and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and keep records of inspection results,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and deficiencies, and cooperate with the supervis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inspection to eliminate defect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At 

the level of division: the division of project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project 

management team (responsible to the owner) and the supervision team (supervising the 

turnkey manufacturer) (2) The division of the project schedule: weekly (recruited by 

the dedicated manager/turnkey Manufacturers, etc.) convene construction quality 

review meetings and monthly progress review meetings (recruited by special 

managers/owners/turnkey manufacturers, etc.); if the progress is 10% behind, the 

turnkey manufacturer will be required to hold a rush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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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研究探討整修工程亦需在一定的時間和預算內，達成預定的工程任務，具

備一般專案的特性，也符合專案管理的起始、規劃、統包執行、施工監督與控制

及工程驗收結束等專案生命週期。但實務上在工程執行過程中常常發生趕工、變

更設計等狀況，若能從專案管理本質上找出問題的原因，並提出治本的方法，將

能有效提升本案整修工程品質。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針對劇場整修專案管理團隊對業主應負責任及監造對統包廠商工程

之責任劃分，本案屬統包工程如何在有限工期內達到整修效益，及預算

確實管控之營繕工程。 

   專案工程之生命週期分為可行性研究、規劃、設計、招標、施工、

初期保固等各階段。其中設計階段為工程生命週期中最重要階段，唯有

正確的設計成果，才能達到理想的工程標的，此外,成功的招標發包也是

工程專案成功的關鍵。故在工程專案中，若能在設計、發包階段導入專

案管理，所得之效益將越大。 

(二)研究目的 

   有鑑於此，本研究首先藉分析整修工程實務與專案管理知識體系兩

者間規劃流程上之差異，來了解及確認問題所在，最後經由專案管理回

饋規劃流程上的差異與實務上執行過程所發生的問題間之關聯性，並據

以提出執行流程之改善策略。 

1.專案管理及監造單位之工程專案管理職責。 

2.提出專案管理及監造單位之管理決策流程及溝通管理整合。 

3.提出工程專案管理及監造單位之實施監督管理之具體做法。 

二、研究課題與內容 

(一)研究課題： 

本文主要針對臺北市松山區某舊有劇場施工管理之研究，其研究課

題為: 

1.專案管理之劇場整修階段：協助業主完成空間定性、定量基本需求、

研擬招標作業、遴選優秀統包廠商。 

2.統包廠商之細部設計階段：監督統包廠商之規劃符合空間定性、定量

功能等基本需求。 

3.統包工程在施工管理階段：監造單位在有限的工期內管理統包廠商之

人力、工期、材料、工項等作業。 

(二)研究內容：  



 

 

本文針對研究課題所對應劇場施工管理之內容為: 

1.專案管理之整修階段：在工程預算審查、施工材料審查、施工查驗、

施工介面協調、工期進度管理控之探討。 

2.統包廠商之設計階段：管理統包廠商對業主作事前定性定量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分析及規劃圖面之審查。 

3.統包工程之施工階段：工程進行中將定期每日召開施工前檢討會、每

週工程釋疑會及專業技術會議；管理人力分配、工進安排、品質稽核

監督等。 
 

貳、文獻探討 

探討統包工程&專案管理運用於劇場整修工程發包策略可行性研究之相

關文獻。共分為四部份：統包工程方面、專案營建管理方面、劇場整修工程、

劇場相關設備方面。 

一、 統包工程方面： 

「公共工程統包契約管理之探討」， (李志峰，2002)。統包案在國外

估公共工程之比率逐年增加，主要是國外統包實施歷史較久，在規範、合約、

争議處理、廠商及民眾接受度等較為完備，國內因法源建立較慢，廠商缺乏

參與統包之經驗，民眾停留在最低標決標的方式，造成綁標、圍標、工程進

度緩慢，工法及材料受限於招標方式無法用較佳之選擇，造成公共工程品質

不佳，民眾對政府信心不足，採購法之施行提供工程主辦單位之招標方式選

擇多樣化，因招標方式的不同促使產業結合，鼓勵廠商對新的工法、材料、

管理作另類嘗試，國內公共工程將朝更良性發展。 

二、 專案營建管理方面： 

「工程專案管理廠商服務滿意度評估之研究」，(彭聖麒，2003)、「公

共建築工程專案設計管理量化模式應用之探討」，(何純平，2004)。 

目前國內辦理委託專案管理之機制，即為前節所述之委託理由及執行方

式與契約類型，而對於專案管理廠商之角色就如同業主之分身、代理人、專

業管理顧問，於工程進行中在業主授權下，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其於「三級

品管制度」下之相關施工督導位階及責任如何之重點。「三級品管制度」與

「專案管理制度」為國內現行的「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一般稱為

三級品管制度)，將工程品質監督體系概分為三個層級，有鑒於國內公共工

程施工品質普遍不佳，為加強公共工程品質之管理，提升工程建設之品質，

建立有效之品質管理系統與進度管控流。 

三、 劇場整修工程方面： 

「室內裝修工程專案管理策略之研究」，(曾世杰，2012)。工程發包應

循專業與合理的原則進行：營繕工程發包應循專業與合理的原則進行，發包



 

 

工作才能順利完成。劇場整修工程案有別於其他公共工程，有其獨特之性質

及約束因素，再加上其所面臨之窘境，再再都顯示了需要有適當的機制、措

施、方法來協助劇場整修工程承辦人員完成公共工程交付的任務。 

四、 劇場設備： 

「劇場表演空間的架構－以台灣鄉鎮地區為探討對象」，(林尚義，2000)，

臺北市劇場設備繁多且大部分為專業的舞台吊桿、燈光、音響設備是息息相

關；本案屬舊有劇場這些設備可比喻為劇場的心臟一樣，影響到劇場營運，

藉由本次更新變成年輕有活力的劇場。 
 

參、專案管理之整修階段 

本研究為了工程順利開工，專案管理單位將代表業主定期召開統包廠商

協調整合工作會議，並於設計階段頂先討各相關工程之施工界面，確認協調

與管制機制，依協力廠商協調與界面整之流程，於施工前研擬各項施工界面

之解決及配套方案，以降低施工衝突與工期延宕之風險(如圖 1)。 

分項施工界面協調計畫由工程廠商負責建立以時間為考量基礎之施工界

面協調計畫網圖，合理排定協力廠商施工順序及時程，使各協力廠商依序進場

施作。研究提出相關工項之施工、安裝計畫，經討論協調後編製為施工界面協

調計畫，做為有關界面配合、辦理及處理之依據流程圖(如圖 2)。 

本研究發現在層級區分：專案管理團隊(對業主負責)及監造團隊(督導

統包廠商)之工程職責劃分。 

一、執行本專案之規劃、執行、掌控、成本控制及結案。 

二、協助推動專案之執行、管理、問題追蹤及解決進度及風險控管。 

三、跨單位問題溝通協調確保實作面符合專案範疇及客戶需求。 

  

  圖 1 進度管控流程圖                圖 2 介面整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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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統包廠商之設計階段 

近年來公共工程以統包辦理招標之案件大幅成長，在減少界面協調爭議、

降低成本、縮短工期等方面已有顯著的成效。但是在執行上，往往因為業主

對統包制度了解不足，或先期作業不完善，容易造成執行上的問題，導致工

程品質與效率無法達到預期目標，且容易衍生爭議，不僅帶給業主諸多困擾，

亦對統包之推行產生負面影響。 

針對本劇場整修統包工程基本設計、細部設計完成度與設計審查之適切進

度管控及諮詢審查作業(如圖 3)。管理區分：每週(由專管招集/統包廠商等)召

開使用單位需求確認會議，檢討空間定性、定量相關會議，由專案管理單位協

助審定，由業主備查。然後進入細部設計之使用材料、規格、劇場吊具、音響、

燈光設備確認會議，成本計算經由設計及施工同步執行，將項目、價格及數量

於施工前整合檢討完成，並擬定後續各期預計施作及請領之金額，以有效運用

工程經費並符合預算執行率。採工程會規定編製 PCCES 工程預算書，藉由定期

會議將細部設計圖說完成作為後續工程變更依據。 
 

 

     圖 3 設計進度及諮詢審查作業管理圖 
 

有鑑於本案為劇場整修包括劇場室內各重點服務空間及相關設施之裝修、

設備更新。其中包含前台空間、服務台、廁所、觀眾席區、後舞台、卸貨平台、

演員化妝室、排練室、地下防空避難室等區域，另增設無障礙昇降設備，改善

觀眾服務空間及觀賞品質，以提升劇場價值力(如圖 4)。主要為舞台設備內容

更新，原 43 組載重 350kg 手動捲揚機吊具，更新為電動吊桿且載重增加可載

750kg提升捲揚機功能(如圖 5)，燈光設備原傳統電燈，全面更新為 LED燈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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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環保節能，觀眾席座椅更新為 KOTOBUK SEATING 座椅。以現有法規為標準，

必須全盤檢討更新或更換劇場及藝文大樓之空調、機電、給排水及消防設備等

維生管線系統，汰換空調機組、機電配電盤、改善地下室汙水排水系統以及劇

場化妝室化糞池異味問題，以有效節能並提高服務品質。 
 

 

圖 4 更新後平面示意圖 
 

 

圖 5 舞台設備內容更新後平面示意圖 
 

再由統包廠商於各工項施工前即將工序理順、界面整合，並建立通暢、

對等之溝管道，依據工程會規定辦理工程施工品質檢討會議及每月(由專管招

集/業主/統包廠商等)進度檢討會議： 

一、專案管理代業主執行每週召開統包廠商之細部設計書圖審查會。 

二、專案管理單位每週列管統包廠商之施工圖面進度。 

三、劇場設備材料規劃分階段審查管控。 

四、為有效掌握期程每月召開業主、監造、統包廠商之進度檢討會議。 
 



 

 

五、統包工程之施工階段 

為有效執行履行契約之工程施工品質要求，確保施工品質，應依契約、規

範、圖說及說明書等訂定各工程項目施工階段之品質查核程序及標準，以避免

工程品質查核標準認定不一所衍生之困擾或品質查驗流於形式，期能確保工程

品質以符合契約規範之要求，使現場人員執行並有效整合施工品質管理。 

因本案屬巨額整修工程且較多設備涉及之專業領域廣，材料設備相對繁雜，

稍有不慎易產生施工介面爭議，施工階段將分為 1.縱界面：在機電設施方面最

為常見，例如空調工程所需的電源（容量、電壓、相數、頻率）設施（斷路器、

導線）、水源（壓力、水量、溫度）設施（管路）及排水系統，方能提供完善的

服務。2.橫界面：各項工程間最常發生的界面為結構強度與使用空間分配，本

案建築物的樓地板荷重強度，須能安全承載置放於其上的設備及所有的管線，

以及設備的空間位置是否會互相妨礙等。3.監控界面：有鑑於本案大部分已設

置中央監控或類似功能設施，為達系統整合、功能完善各系統應提供相關監控

界面。進行本案整修工程界面管理(如圖 6)。 
 

 

圖 6 施工界面協調作業整合流程 
 

本專案管理團隊將建立一套材料設備抽驗與查證程序督導及確認已發

揮品管功能，以符合品管要求落實三級品管(如圖 7)，如有不足立即辦理追

蹤、改善、檢討並納入矯正、修正流程以達到提前部屬、預防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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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三級品管架構圖 

並依工程會權責分工表進行監造工作，監督統包商於各階段施工項目作

業完成時，應填送現場施工項目檢查文書資料送交監造單位審核無誤後，監

造主任派員實施現場施工項目檢查，施工查核程序及標準現場施工項目檢查，

主要分施工查核檢驗停留點查驗程序及施工隨機抽查程序兩種。材料訂定材

料品質管理標準及檢驗程序作為管制標準，確保工程使用之各項材料及組件

均能符合品質要求；綜理需求考量、縮減劃設計施工時間、數量及價格有效

運用、品質管理減少錯誤及界面整合加速工程進行，以節省各階段工作期程

及預算管理作業及控管流程(如圖 8)。 
 

 

圖 8 各階段控管流程圖 

三
級
品
管

二
級
品
管

一
級
品
管

工程主管機關

上級機關

施工品質
整體提升

嚴謹執行
施工抽查驗

督促統包商積極
執行自主品管

 依據 行政院訂頒之「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方法 三級品管體系

 重點 施工抽查、材料抽驗、設備審驗

專
業
分
包
商

業主

統包商
(結構+裝修+機電+消防+景觀)

專管團隊

品質查核

 施工查核

品質保證(查證)

 計畫審查

 施工督導
 施工抽查
 材料抽驗

品質管制

 採購管制
 材料管制
 製程管制

專
業
分
包
商

專
業
分
包
商

專
業
分
包
商

專
業
分
包
商



 

 

另本案工程為限期完工，為使本案施工程管理順利將採以下措施： 

一、提供專案管理廠商在施工階段執行專案管理之作為。 

二、實施督導與查驗，以達到事先預防分階段施工品質不良的情形。 

三、施工就各階段工作任務及管理要項優先順序排定工作先後關係。 

四、若工程進度落後 10%將要求統廠商召開趕工計畫。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國內大型公共工程大多委託專案管理及監造單位，代表業主執行

工程專案之管理或監造，工程專案管理或監造單位需整合專案資源，按預定

計畫執行最適切的管控與監督承攬商施工，並扮演居中溝通協調的角色，使

計畫能順利執行並達到應有的進度、成本及品質。 
 

一、 結論  

(一)、執行本專案之規劃、執行、掌控、成本控制及結案。 

(二)、專案管理代業主執行每週召開統包廠商之細部設計審查會。  

(三)、專案管理單位每週列管統包廠商之施工圖面進度。 

(四)、若工程進度落後 10%將要求統包廠商召開趕工計畫。  
 

二、 建議 

有鑑於劇場整修及舞台設備工程生命週期簡化層級關係直接由統包廠

商負責，期盼在工程進行中降低界面問題及界面問題可能引發的連鎖問題，

達到工程進行順利，進度如期，安全無恙、環境如常等狀況，取得工進順利

推動整合、範圍、時間(工期)、成本、品質、人力資源、溝通、風險及採購

等管理結合，是專案管理單位之管理責任。 

(一)其專案團隊是否可以捨棄舊有刻板經驗依照管理方式進行探討分析。 

(二)採用管理手法控制問題發生，專案現況與進度提出歸納探討。 

(三)設定目標做出正確行為與成果等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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