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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案獎項 創新獎  □精進獎（請擇一勾選） 

提案年 度  100 年度（請填寫） 

提案類別 □行政流程 資訊系統 □行銷活動 □工程品質（請擇一勾選）

提案單位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土木建築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黃技士繼模 貢獻度：40％ 

參與提案人：徐科長貞益 貢獻度：30％ 

吳技正健羣 貢獻度：30％ 

提 案主題 
規劃建置「施工規範暨工料分析、標準圖、議會單價整合查詢系

統」 

提案緣起 

一、 過去情況 

工程於規劃、設計及施工各階段皆有涉及工程施工規範、工

料分析、標準圖及議會單價等四項工程基本資料，依圖說與

規範正確施工、覈實分析工料及編列合理預算，均為執行工

程計畫的核心工作。以往，本局雖有提供四項工程基本資料

書面紙本或公開於網路下載，惟各項工程基本資料眾多，查

閱耗時，且難以明瞭各項工程基本資料彼此間關聯性。 

二、 系統規劃緣由 

有鑑於國內編製施工規範或工料分析手冊機關（例如：工程

會、公路總局等）未有提供可交互參照查詢之系統，亦無相

關輔助系統工具可提供工程人員方便查閱工程基本資料，故

規劃建置可及時交互關聯查詢相關施工規範、工料分析、標

準圖及本府議會單價之整合查詢系統，應為辦理工程規劃、

設計、施工及監造作業之不可或缺的查詢系統，亦將是國內

首創提供工程基本資料整合查詢服務。 

三、 全國首創整合查詢方案 

本局為使「臺北市工程施工規範」及本局「工料分析手冊」、

「工程標準圖」更切合工程實務應用，並達與時俱進與國內

主要工程資訊標準緊密接軌之目的，特於 96 年底至 98 年

底，歷時約 2年期間，完成工程施工規範、工料分析手冊、

工程標準圖檢討修編工作，並完成建置「施工規範暨工料分

析、標準圖、議會單價整合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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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提供施工規範、標準圖、工料分析及議會單價等四項工

程基本資料交互對應查詢之線上整合查詢服務，提供工程人

員快速查詢所需工程基本資料及其相互關聯資料，可減少發

生設計圖說與機關常用標準圖說不一致之現象，及依施工規

範要求覈實估算工料分析，亦可快速關聯查詢相關工項之議

會審定單價，減少編製工程預算單價高於議會審定單價之情

形。 

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一、 系統規劃與建置 

(一) 初期階段-系統功能需求確認 
系統規劃設計初期，初步規劃採用網頁線上查詢及資料維

護管理功能，並設計以工項編碼及對照表方式，整合串接

「施工規範」、「工料分析」、「標準圖」及「議會單價」等

四項工程基本資料之系統架構（詳附圖 1），使用者得以樹

狀結構或全文檢索方式整合查詢相互關聯資料，並提供

「資料下載」、「系統管理」及「線上使用說明」等功能。

(二) 期中階段-系統開發及調整 
為增加系統使用友善度、維護擴充性及如期如質完成系統

建置，依據所規劃工作計畫排程，定期檢討各項系統開發

進度，以及時測試調整系統功能缺陷與使用介面友善度，

避免最終系統功能調整、修正耗時。 

(三) 期末階段-整合、測試及推廣 
完成系統功能開發完成後，除對系統完成整合測試外，特

別對於系統資料更新維護功能部分，採以實際資料輸入測

試，以仔細確認系統功能正常運作，並向本府各機關辦理

5 場次教育訓練課程，藉以推廣及運用本系統查詢各項工

程資料。 

二、 設計開發困難與突破 

本系統程式開發無相關前例可供參考，但仍一一突破克服設

計困難處，其突破性設計與作法如下： 

(一) 因應工項編碼變更，保留換碼的彈性功能設計 

因系統係採用工項編碼及對照表方式串接整合「施工規

範」、「工料分析」、「標準圖」及「議會單價」等四大工程

基本資料，為避免後續配合工程會辦理工項編碼換碼需

求，造成無法相互關聯新舊工程資料，故設計採用新舊編

碼對照表方式，連結新舊工程資料。 

(二) 資料量龐大，採建立對照表方式須具備專業知識 

工程施工規範、工料分析及標準圖等資料眾多，採用建立

關聯對照表方式關聯各項工程基本資料，須具備工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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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了解本府工程施工規範、本局工料分析及標準圖等

資料，始能判斷及建置各項工程基本資料彼此間關聯對照

關係。 

(三) 相互關連資料多，採直覺式友善操作介面設計 

鑑於查詢系統操作介面友善度良窳，為決定該系統是否被

廣為運用的關鍵之ㄧ，且因本系統各項查詢資料間存在著

彼此交互參照關聯性，如何能在有限查詢操作畫面，呈現

出所需資料亦是一大課題。因此本案需以使用者角度設計

查詢介面，發揮貼心創意，除採下拉式樹狀結構展開查詢

項目及提供全文檢索查詢外，並佐以表列及圖示標示查詢

結果，克服查詢所有關聯資料之同時呈現於網頁畫面問題

（詳附圖 3）。 

三、 系統開發成本 

本系統為本局辦理「施工規範暨工料分析手冊委託修編技術

服務」之工作項目內容之ㄧ，該委託契約總價為 793 萬元整，

其中本系統開發直接薪資費用共計 68 萬 3,708 元，含營業

稅及管理費等(10%)合計 75 萬 2,079 元，佔契約總價 9.48%，

以本系統提供功能及資料之完整性，相較其他資訊系統單獨

委外建置案，更顯物美價廉。 

實際執行
成 效 

一、 系統整體效益 

(一) 整合建置豐富之工程基本資料 

1. 系統建置本府工程施工規範 240 章 
2. 本局工料分析 1544 項(含分析表內容計 10,995 筆) 

3. 工項編碼規則表 763 筆 
4. 本局工程標準圖 136 幅 
5. 96~100年度議會審定單價 

(二) 全國首創之便捷整合查詢系統 

本系統提供「施工規範查詢」、「工料分析查詢」、「標準圖

查詢」及「議會單價查詢」等四大查詢功能，除可以下拉

式樹狀結構展開查詢項目及使用全文檢索查詢所需資料

外，更提供彼此工程資料間的整合關聯查詢的服務，其中

以有限查詢畫面，設計貼心且具創意的直覺式友善查詢使

用介面，採以表列及圖示呈現查詢結果，逐項關聯串接相

關施工規範、工料分析、標準圖及議會單價等資料，節省

交叉查詢及驗證資料時間，更為全國首創。 

(三) 易於維護管理及延續資料傳承 

系統維護管理系統具有資料進版功能，保留舊版次資料以

供查詢，並且各項資料除可單筆更新外，資料批次上傳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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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亦能有效縮減維護管理時間，提升維護效率。另預為考

量未來配合工程會編碼修編換碼需求，能藉由建立新舊編

碼對照表方式，即時關聯新舊資料，使系統後續毋需重新

改寫程式，節省公帑。 

(四) 使用頻繁之工程輔助查詢系統 
統計 99年 1 月~100年 5 月系統使用人次共計 159,343 次

（內網42,668次及外網116,675次），平均單月超過9,300

餘人次使用。分析府內、外網使用次數差異，其外網使用

人次為府內使用人次 2.73 倍，可能係因本府工程委外顧

問公司或施工廠商頻繁查詢所致。另系統所建置各項工程

資料均可於「資料下載區」完整下載使用，但由分析使用

人次發現，並未隨時間逐步降低人次，而持續維持均量使

用人次。由此可見，本系統自正式上線服務以來，已逐漸

成為本府工程人員、工程顧問公司或施工廠商工作上不可

或缺的小幫手，建置本系統確有其非常必要之價值。 

二、 資訊公開、透明化效益 

本系統所建置施工規範、工料分析、標準圖及議會單價等四

項工程基本資料，除可提供工程人員作為工程施工、設計及

預算單價編列之準則外，更藉由提供一般民眾線上查詢施工

規範各項材料檢驗、施工等規定，或年度議會審定工程材料

單價，使工程施工工法、規範或價格等資訊更加公開化、透

明化，達到全民督工之目標。 

(一) 即時公布最新工程基本資料，以利工程人員及設計顧問公

司正確引用，避免過度設計或錯誤設計，節省公帑 

除持續辦理施工規範、工料分析、標準圖及議會單價等四

項工程基本資料修編及整理外，一旦資料有所更新，則立

即公布於系統，以利正確引用，可以避免過度設計或錯誤

設計，節省公帑。 

(二) 公開、透明且容易取得各項工程資料，減少工程浮編工

項、工率及價格等弊失 
藉由公開、透明且容易取得之各項工程資料，可提供主辦

人員方便查證符合本府要求之材料、機具、施工步驟、工

料分析及預算單價等資料，有效遏止所委託設計顧問公司

浮編工項、工率及價格等弊失。 

(三) 公布施工規範，防範施工廠商偷工減料，增進工程品質 
藉由公布本府施工規範，要求本府各機關均採用相同施工

規範，使本市公共工程施工品質透明化，統一施工要求及

檢驗標準，亦可有效防範施工廠商偷工減料之情事，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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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品質。 

(四) 可查詢歷史資料，避免錯誤引用，減少履約爭議 

本系統內建各版次工程基本資料及發布日期，除可節省蒐

集工程歷史資料之時間外，更可避免錯誤引用舊資料，減

少履約爭議。 

相關附件 

附圖 1：資料關聯架構圖 

附圖 2：整合查詢系統首頁圖 

附圖 3：施工規範整合查詢資料頁面圖 

附圖 4：標準圖整合查詢資料頁面圖 

附圖 5：工料分析整合查詢資料頁面圖 

附圖 6：議會單價整合查詢資料頁面圖 

附圖 7：資料下載區頁面圖 

附圖 8：系統維護管理頁面圖 

附圖 9：系統使用人次統計圖 

系統已完成建置於本局網站/公共工程資訊園地/施工規範暨工料

分 析 、 標 準 圖 、 議 會 單 價 整 合 查 詢 系 統

（http://pwbems.tcg.gov.tw/TPECS/） 

聯絡窗口 
姓名：黃繼模 

電話：1999 分機 6728 

Email：chimo@pwbmail.tcg.gov.tw 

格式限制： 

一、提案成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 點，行距為固定行高 18pt。 

（2）頁數：A4 紙不超過 6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不限。 

（2）頁數：A4 紙不超過 2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