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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農田水利工程與國家經濟息息相關，屬於重要中小型公共工程，施工過

程潛藏許多風險與不確定性，以致經常需辦理變更設計，而導致成本激增或

工期倍增的情事。本研究自相關文獻統整出 22 項變更設計原因，並將其轉化

為問卷調查題項，針對農田水利署 6 管理處進行問卷調查。採用敘述性統計

剖析填卷人之背景、信度分析確定題項之可信度，迴歸分析釐清影響成本及

工期的主因並量化其影響程度。研究結果顯示，變更設計影響工程成本之原

因有 12 項，現場環境改變、農田水利構造物不可預期之隱蔽部分與天然災害

導致不可抗力因子依序為影響程度前三高之原因；影響工程工期之原因有 11

項，用地無法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天然災害導致不可抗力因子、配合工作

站後續管理維護需求為影響程度前三高的原因。 

關鍵詞：農田水利工程、變更設計、成本與工期、迴歸分析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Change Order on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Projects─The 

Application of Regression Analysis 

Abstract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WCC) projec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are important small and medium-sized public works. In this 

study, 22 causes for design changes were compiled from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ransformed into questionnaires for the six management offices of the Irrigation 

Agency of Council of Agriculture. Narrative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spondents, reliability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question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and 

quantify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st and duration of AWCC projects.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12 causes for the change order to affect the project 

cost, with the top three causes being the change in site environment, the unpredictable 

hidden parts of the AWCC structures, and the force majeure factor caused by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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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s. The top three were the causes that affected the project schedule. 

Keywords：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projects, change order, 

cost/time impact, regression analysis 

一、前言 

農田水利工程關係到民生、農業與國家經濟，屬於重要中小型工程，而變更

設計之研究多針對大型公共工程，極少數針對農田水利工程，其工程於施工中潛

藏許多風險，如工期必須配合當地灌溉系統之通斷水期、施工用地土地同意書不

易取得等，皆是辦理變更設計之原因，進而影響農田水利工程之工期與成本。 

統整文獻針對工期與成本影響之量化分析，得出整建工程中因無法預測因素

以致變更設計成本增加約9.04%，總成本增加1.93%(Kim, et al., 2020)；學區新建

公共工程中因工程變更設計導致成本平均增加3%、工期平均增加7.4%（Shrestha, 

2019）；中東地區公共污水處理設施工程工期增加18.08%，成本增加2.1% 

Khalafallah, et al., 2019)，以上文獻將變更設計對於工期與成本之影響量化，藉由

實際量化數據，由文獻中得出變更設計對於工期之影響大於成本之影響，表示若

於施工中進行變更設計很有可能造成工期展延。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彙整出22項變更設計之原因作為問卷之題項，供農田

水利工程經歷一年以上之先進填答；問卷分析，統整填卷人之背景資料與對於變

更設計原因對於工期及成本之影響程度；信度分析，確立所問卷題項之可信度；

最後藉由迴歸分析釐清變更設計影響成本及工期之主因並將其量化，統整為相關

式，並由迴歸分析之係數做為檢視此變更設計原因對於工期與成本影響之嚴重程

度與研擬相關防治對策之依據。 

二、文獻回顧 

農田水利會原為公法人，但因體制不健全導致公權力不足，執行業務困難、

土地使用爭議大，又因會費停徵導致財務困境，導致民眾對於農田水利會之自治

產生爭議(詹鎮榮,2018)，而改制後公權力及財務困難排除，且能保障更多農民及

員工受惠與提升服務效能(行政院農委會,2018)。 

公共工程定義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興辦或機關依法核准由民間

機構參與或投資興辦之工程(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2012)；其特性為構造物

具獨特性、工程金額與工期規模差距大、參與單位及廠商眾多、契約文件繁雜、

風險性高與受政府之採購法約束(曾慧娟,2018)；公共工程之分類繁多，而本研究

之農田水利工程屬水庫及蓄水工程。 

農田水利工程與農田水利之灌溉有直接關係，更是直接影響到民生、農業及

國家經濟發展，因此具重大公眾性質；目前農田水利工程所面臨之困境為農作物

種類繁多，施工必須配合通斷水期、又因台灣之特殊氣候、地理位置及地形條件，

導致農田水利灌溉排水系統經常受災，因此需時常興辦農田水利工程進行設施之

保養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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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設計之定義為工程不能全部按圖施工或為配合實際需要必須辦理改變契

約之圖說，致工程項目、數量必須變更或增減之作業(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水

土保持工程管理標準作業程序,2014)，實際工程進行可能因現地需求、業主指示、

施工圖與設計圖說不符或是為使工程更加完善等，而進行變更設計，工程中進行

變更設計並非完全是負面影響，也可能使工程更加完善。 

三、研究方法 

3.1  問卷設計 

本研究針對國內外變更設計之研究統整出四大構面及二十二項變更設計原

因，如表1；本問卷之發放對象為農田水利署南投、苗栗、彰化、嘉南、高雄及雲

林管理處，工作經歷達1年以上之工程人員；所回收之問卷使用敘述性統計、信度

與迴歸分析進行統整，並由迴歸分析之結果與係數找出影響工期與成本之關鍵原

因影響程度，最後研擬防治對策供農田水利管理處參考。 

 

表1 所篩選之四大構面及二十二項變更設計原因 

構面 變更設計原因 構面 變更設計原因 

規

劃

設

計 

數量估算錯誤或工項漏列 現

地

需

求

改

變 

毗鄰地主不願意提供臨時施工便道用地 

設計前勘查不詳實 配合其他單位需求 

設計者能力不足且缺乏施工經驗 配合工作站後續管理維護需求考量 

現況條件與設計圖說不符 施工現場安全考量 

設計時與相關單位協調不佳 需求功能改變 

與既設銜接介面發生衝突 
不

確

定

因

素 

農田水利構造物不可預期之隱蔽部分 

與既設銜接介面發生衝突 不可預期之管線因子 

設計與現地地質狀況不合 地形地貌改變 

業

主

因

素 

用地無法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現場或環境改變 

上級發包補助款核定期限使設計

時間倉促 
天然災害導致不可抗力因子 

業主新增需求  

業主指示變更 

 

3.2  統計與迴歸分析 

敘述性統計通常研究者可將資料圖像化或表格化，以利讀者了解整體資料之

分布狀況及資訊(連鈞毅，2017)。信度分析的意義為研究者針對某特定受試者，

利用同種測量工具進行重複測驗後，所得出的結果皆相同，代表其穩定性；衡量

同一量表的各項目，內容的一致程度，代表具一致性；信度越高，表示測驗之結

果可信程度越高(陳寬裕,2012)；本研究採李克特六等量表進行施測，並搭配

Cronbach’α係數，若數值小於0.7以下，代表可信度低，此題項可刪除，亦用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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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受測題項之信度。 

可依自變數之多寡分為簡單迴歸分析及多迴歸分析；又依自變數與應變數間

是否呈現函數關係分為線性回歸與非線性回歸。本研究所探討多元線性回歸分

析，如式(1)；使用必須符合基本假設自變數與應變數間呈現性關係、資料成常態

分布、自變數與誤差成獨立性、誤差項變異數相等；模型之檢定為共線性檢定，

若自變數間有高度相關，會造成分析結果無法合理解釋，而產生誤差，難以判別

迴歸係數是否具顯著性，因此使用變異數膨脹因子(VIF)作為判斷自變數間是否存

在共線性的依據，若數值大於10，代表自變數間存在共線性關係，應該刪除題項，

如式(2)；檢驗兩個變數間的相關程度通常以相關係數表示，一般使用F檢定鑑識

系數是否為0，若係數為0，則代表模型無預測能力，如式(3)；若F檢定通過則進

行T檢定，確認自變數與應變數是否存在顯著的直線關係，如式(4)；若假設檢定

皆通過，則使用R2來說明整體模型之解釋能力，如式(5)；若樣本數不足，R2可能

有高估的現象，因此使用調整後R2來評估所加入之自變數是否有助於模型解釋能

力之提升，如式(6)。 

 式(1) 

 

式(2) 

 

式(3) 

 

式(4) 

 

式(5) 

 

式(6) 

四、資料分析與結果 

4.1  問卷分析 

本研究共發放70份問卷，收回60份，有效問卷率為86％；職稱由工程師至助

理工程師等皆平均分配；農田水利工程資歷達5年以上共有53人，代表本問卷之填

答人具備一定農田水利工程經驗。整體問卷之信度分析不論是由各構面或整體題

項來看，Cronbach’α皆大於0.6，表示問卷之題項皆達可信之標準；接著定義相關

名詞進行迴歸分析，最終選擇12項變更設計原因作為影響成本模型之自變數，R2

為0.797，調整後R2為0.746，表示此模型可解釋74.6%整體變更設計原因對於成本

之影響，解釋程度最佳，如式(7)；最終選擇11項變更設計原因作為影響工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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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變數，R2為0.787，調整後R2為0.738，表示此模型可解釋73.8%整體變更設計

原因對於工期之影響，解釋程度最佳，如式(8)，成本影響與工期影響模型所選擇

之原因及迴歸係數如表2，其迴歸係數代表當變更設計原因發生時，對於成本及工

期之影響程度。 

 

式(7) 

 

式(8) 

 

表 2 成本與工期模型之自變數

應變數 ACO（整體變更設計原因對於成本／工期之影響） 

自變數 
成本模

型係數 
自變數 

工期模

型係數 

PD6–與既設銜接介面發生衝突 0.11 PD1–數量估算錯誤或工項漏列 0.085 

PD7–其他標之施工界面未整合 -0.295 PD2–設計前勘查不詳實 0.201 

OF2–上級發包補助款核定其限制設計時間

倉促 
0.17 PD3–現況條件與設計圖說不符 0.032 

OF4–業主指示變更 0.237 PD7–與其他標之施工界面未整合 -0.251 

IDC1–毗鄰地主不願提供臨時施工便道用地 0.174 OF1–用地無法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0.433 

IDC2–配合其他單位需求 0.004 IDC1–毗鄰地主不願意提供臨時施工便道用地 -0.159 

IDC3–配合工作站後續管理維護需求考量 0.155 IDC2–配合其他單位需求 0.176 

IDC5–需求功能改變 0.247 IDC3–配合工作站後續管理維護需求考量 0.322 

UF1–農田水利構造物不可預期之隱蔽部分 -0.494 UF2–不可預期之管線因子 -0.227 

UF3–地形地貌改變 0.001 UF4–現場或環境改變 0.259 

UF4–現場或環境改變 0.510 UF5–天然災害導致不可抗力因子 0.35 

UF5–天然災害導致不可抗力因子 0.366  

截距 0.029 F 統計量 15.422 截距 -0.429 F 統計量 16.142 

R2 0.797 調整後 R2 0.746 R2 0.787 調整後 R2 0.738 

 

4.2  研擬防治對策 

以迴歸分析所得出之解釋能力最好之模型找出影響成本及工期最重要之變

更設計原因，並以其迴歸係數作為研擬防治對策之依據，依其影響程度針對現地

勘查、契約、業主、其他單位、工作站、需求功能、農田水利構造物之隱蔽部分、

環境、天然災害、材料數量或工項、設計前勘查、現況條件與圖說、土地同意書、

不可預期之管線因子等，進行相關對策之研擬，得出根本防治對策為「現地勘查

詳實」，因現地勘查詳實，即可避免「與既設銜接介面發生衝突」、「其他標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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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未整合」、「農田水利構造物不可預期之隱蔽部分」、「現場或環境改變」、「配

合工作站後續管理維護需求考量」、「現場或環境改變」等，影響程度高的變更設

計原因。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農田水利工程之變更設計原因進行工期及成本影響因素之探討，

並以迴歸分析結果進行防治對策之研擬，能補充現有文獻之不足，目前極少探討

農田水利工程變更設計對於成本及工期的影響與與主要變更設計原因確立，並利

用迴歸分析建立農田水利工程變更設計原因影響成本與工期之關係式，其迴歸模

型之可信度可達70％以上，可信度佳，得出成本模型中影響程度前三高原因為現

場或環境改變、農田水利構造物不可預期之隱蔽部分、天然災害導致不可抗力因

子，而工期模型影響程度前三高原因為土地同意書無法取得、天然災害導致不可

抗力因子、配合工作站後續管理維護需求考量，最後以迴歸分析係數為研擬相關

防治對策之依據，農田水利管理處之工程先進可視其變更設計原因影響程度做為

評估是否進行變更設計。 

本研究針對農田水利工程變更設計原因進行成本及工期影響之探討，僅針對6

處管理處進行問卷發放，日後若能全面性針對17處管理或針對單一管理處進行研

究及分析，所得出之數據會更客觀；利用實際之成本與工期變化進行更量化分析，

所得出之數值精確，也更符合實際工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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