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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懷過去25年，「中華技術」在前輩先進努力耕耘，及同仁們無私地分享工
作心得與研發新知的過程中，普遍獲得各界讀者的佳評與肯定。台灣世曦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承繼了中華顧問工程司優良的傳統，四十餘年來在海內外建造了
許多輝煌的成果。在殫思極慮、櫛風沐雨站在第一線的技術同仁背後，另有一群
同仁以服務內部顧客的心態，提供及時貼心的後勤支援服務，在這內外一心、合
作無間的氛圍下締造永續的根基。

　　『BIM』及『KM知識管理』為近年來十分時髦的名詞，正引領世界進入另
一次產業革命。就此議題很榮幸地能夠專訪到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高宗正局長，談
到他從服務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起，到目前任職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期間，在公
務單位推動BIM於公共工程上應用的心路歷程與成效；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
楊智斌教授多年來與中華大學余文德教授、曾秋蓉教授共組的研究團隊，為本公
司執行有關知識管理(KM)的研發工作獲致顯著的成效，就『KM知識管理』特別
專訪楊教授，漫談知識管理系統為企業帶來的效益及未來的發展趨勢；而針對目
前資訊界最熱門的話題--『雲端運算』，特別邀請到台達電子雲端技術中心資深
處長翟本喬博士，以口述的方式經由資訊系統部張智欽工程師整理撰寫「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談雲端運算的新思維與心思維」，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來介紹雲
端運算及其運用。

　　國內在歷經1970年代起的『十大建設』等大規模建設以來，公共工程建設已
日漸完備，且隨著WTO市場的開放，國內工程顧問業急需朝向海外發展，在本公
司李建中董事長積極拓展海外業務的策略指導下，『海外業務中心』正配合各技
術部門努力開拓海外市場。考量同仁遠離國內熟悉的工作環境，身處海外執行計
畫，大小事情紛迭而來，為協助同仁計畫管控，特將同仁熟悉的PMlS，依海外計
畫的特性修改為OPMlS，並從海外計畫管理與海外計畫後勤支援兩方面來擬訂新
的辦法；海外計畫執行過程中，面對當地國複雜、不同的契約型態與財稅制度，
『海外業務中心』幫助派駐同仁使具備應有的瞭解，以便面臨問題時作出適當的
回應。

　　公司自2000年起推動知識管理迄今歷時十四載，『業務及研發部企研組』回
顧以往推動與執行知識管理的心得與經驗，並針對未來的展望分享各界，祈盼藉
由交流共同進步；隨著政府採購法的頒布實施，工程爭議訴訟案件的增多，『業
務及研發部法務組』因應同仁面對法律問題尋求法律意見的需求日增，其編制與
功能益趨擴大，並就未來企業集團化需要預作綢繆。

　　『BIM整合中心』於2009年成立以來，除發展本身技能、開辦內部訓練外，
更以其新穎先進的技術協助專業技術部門爭取業務，並為台灣BIM的推廣不遺餘
力。為配合技術部門工程競圖、工程設計創意述說、工程案件成果展示、公共
工程建設整體概念與政績展示及宣導，『BIM整合中心』積極引進3D立體顯像技
術於工程視覺之應用，並開發其延伸的功能；除在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之應用
外，更應藉由3D BIM延伸應用軟體的開發，以BIM竣工模型打造智慧建築在營運
管理階段之應用，使其發揮更大的功效；經由參與新北市三重、蘆洲、淡水區國
民運動中心統包案，於設計階段運用BIM來有效地整合各不同專業的工項及複雜
的異質資源，以確保工程得能降低成本、如期如質完工；因著無線網路、智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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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及平板電腦日益普及，將工程管理資訊透過網際網路延伸支援工程人員隨身
智慧化行動裝置之應用，導入走動式工程管理作業模式，並以『高雄港聯外高架
道路計畫第CM01標中山高速公路延伸路廊及商港區銜接路廊高架道路工程』為
試辦對象。

　　由於資訊化快速演進，針對如何有效儲存經由資訊服務所產生的電子資料，
並且同時兼顧資料存取安全、設備投資效益及整體管理成本，『資訊系統部』費
心研究如何打造智慧型企業的儲存環境，讓儲存空間發揮最大的效益；為避免個
人資料被濫用，個人隱私受到侵犯，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於2012年10月正
式實施，針對其對企業的衝擊與IT部門應有的對策，『資訊系統部』必須預為因
應；HTML5為HTML新一代的標準，透過其發
展、特色及實例展示之介紹，了解如何用來
開發行動裝置上App的應用程式。

　　『管理部人事組』透過e化可更有效率地
完成員工績效之自評、初評與複評作業，以
及作業時程的掌控與資料的彙整。績效評核
後之結果更可直接與員工自主管理系統及人
力資源系統整合，使在與員工溝通、自我發
展及組織人力調動上能達到具體的效益；為
順應全球及台灣企業未來採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IFRS)」，『管理部財務組』針對其對
本公司之影響及因應策略預作規劃，以備法
令變更、海外業務投標或上級機關要求不時
之需。

　　單身前往陌生國度執行海外工程計畫，
除了憑藉早已練就的專業本領外，更需要有
強健的體魄與堅強的意志，快速融入當地風
俗文化、適應當地飲食氣候。『海外業務中
心』特邀『專案管理部』洪至讀計畫工程師
就派駐聖文森及格瑞納丁群島，執行聖文森
阿吉爾(Argyle)國際機場航廈新建工程監造工
作撰文工作生活點滴以饗同仁，更加體會海
外工作的甜酸苦辣。公司正要大幅拓展海外
業務，盼藉此文激勵更多的同仁走向海外，
為個人職涯寫下輝煌、難忘的一頁。

　　本期的專題為『創新+ 從管理到服務的新思維』，良好的後勤支援是前線作
戰勝利的最佳保證，『行政管理群』向來隱居幕後，默默無聲地在工作崗位上貢
獻己力，感謝有此機會得藉「中華技術」第97期公告所屬單位過往工作的回顧及
近期工作的進展，期望得到肯定與認同，並請多多給予鼓勵的掌聲。

　　最後，敬祝  新春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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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訪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高宗正
談 「引領台灣新工程技

術世代─新北市工務
局BIM的推動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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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高局長在台北市捷運局即開啟工務機

關推動BIM之先，請問局長當初決定

推動BIM的契機為何?

答：首先對於各位提到台灣BIM元年一事，實

在是不敢當，事實上國內已有很多先進早就在

默默的耕耘與推動了。大約四年前還在台北市

捷運局服務的時候，就經常透過期刊及網路資

訊了解到BIM的發展，那時候捷運工程的溝通

及製圖仍以二維CAD為基礎，若是捷運工程能

利用BIM作業，整合大地、建築、結構、機電

及系統，必能大大降低介面整合的問題。對負

責規劃與設計的顧問公司而言，將可降低施工

服務過程中變更設計的數量，也就降低了來回

修改的人力成本支出；對工程施工承包廠商而

言，也會降低施工衝突及重作的機會，大幅降

低變更預算及提早完工的好處；對於營運階段

而言，更可應用於設施管理的相關作業，例如

捷運系統逃生及救災的應用上也很有幫助。於

是敦請台大土木所謝尚賢教授到捷運局來給大

家說明BIM的發展，透過討論會中了解BIM各

項長足發展，後續再邀請多家顧問公司及營造

廠商參加學術研討會，在研討會中才發現那時

業界有多家已經默默在研究及實際操作BIM。

　　回顧民國七十六年捷運工程在剛籌備階

段，正要發包各項捷運設計標，捷運局長官

還問我是否要把CAD(Computer Aided Design, 

壹、前言

　　高宗正局長現任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局長，曾服務於台灣電力公司及榮民工程處，擔任土木

工程師職務，之後長期服務於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曾擔任台北市捷運局籌備處股長、捷運

局資訊中心主任、捷運局中區工程處處長、捷運局東區工程處處長、捷運局總工程司及捷運局

副局長等要職，於台北市捷運局期間亦曾擔任高雄捷運公司諮詢顧問服務計畫主持人。曾獲中

華民國資訊月籌備委員會頒發「中華民國傑出資訊人才」、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發「十大傑出工

程師」、中華民國道路協會頒「道路獎章」等獎項及中國土木水利學會會士等殊榮，工程資歷

相當豐富及完備。

　　高局長帶領新北市工務局擘劃多項公共工程，從捷運經驗提升地方政府公共工程品質，並

借由本身資訊技術於工程應用的背景，積極推動公共工程的BIM應用，為台灣工程產業界啟動另

一個新的工程技術世代。

訪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高宗正
談 「引領台灣新工程技

術世代─新北市工務
局BIM的推動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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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最優的管理工具；加上目前電腦軟、硬體的

快速發展，網路與雲端科技的日趨成熟，推動

運用BIM來管理公共工程的生命週期各階段乃

是必然的選擇。

問：新北市工務局積極要求各項公共工程

開始BIM的應用，是否請局長描述新

北市的BIM推動藍圖？

答：從台北市捷運工程局轉換跑道到新北市

工務局擔任局長，這兩個單位雖然都是處理公

共工程的單位，但是捷運局比較屬於特定專業

技術單位，工務局是處理地方政府的綜合型工

程單位，同樣是公共工程但是特性有很大的不

同。老實說地方政府以往的公共工程常有被民

眾詬病工程時程延宕或品質不佳等問題，這次

轉換跑道也是希望借助以往的經驗來提升地方

政府的公共工程品質，而要改善當然要有改變

的方法，發包策略及技術提升都是方法，而其

中之一，我們把引進BIM技術當作非常重要的

技術核心，所以我們今年陸續推動的幾項公共

工程都把BIM放入合約要求中。

　　除了要求廠需執行BIM以外，工務局是發

包單位，如何應用新工具管理及審查也相當重

要，所以我們邀請國內的專家、學者與顧問開

辦一系列先導課程，要求同仁在假日利用時間

CAD)的要求放入設計標規範當中，當時台灣

CAD應用還是一片沙漠，情況有點類似現在

BIM發展狀況，大家都看到一個契機可以推展

及運用新技術，但是都沒有把握，仍在發展中

的技術對專案而言是很大的風險，經評估之

後毅然決然就把CAD放入合約要求中。在當時

的電腦都是大型電腦，CAD系統及繪圖工作站

也還在起步發展中，後來個人電腦成熟了，

AutoCAD普及後，整個建築及營建產業就從手

繪圖時代轉換到CAD繪圖時代，許多工程先進

均認為北捷局當時的作法與要求對營建業的電

腦應用作業是有極大的貢獻。

　　回到現在的BIM發展，由於多核心電腦成

本降低及BIM軟體趨於成熟，加上對工程整體

生命週期每一階段的好處是非常明顯的，於是

在捷運工程萬大線設計標中正式將BIM服務範

疇放入合約中，明確要求捷運車站設計必須採

用BIM做為設計工具。

　　當然最主要是BIM及IT技術的發展趨於成

熟，就如大家所知，BIM的特性，就在規劃設

計階段即以3D建立資訊模型，可以視覺化模

型預先模擬評估分析各種方案的優缺點及可行

性，並可先期發現系統與系統間的可能衝突

點，在尚未施工前就予以處理解決，而且可模

擬施工狀況、資源控管，對於施工管理及完工

後的營運管理均有很好的解決方案，應是現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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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正局長

上課，讓工務局的同仁都能建立BIM的觀念。

　　初步了解新加坡在BIM發展的比較早，建

照審查部分已建立制度，甚至透過補助的方

式，鼓勵廠商投入BIM應用，成效相當良好。

新北市目前的作法是以公共工程預算達3到4

億元的規模，就會要求導入BIM技術應用，並

搭配工程管理發揮效益，我們相信以政府帶領

應該可以加速BIM在台灣工程業界的發展。尤

其新北市從民國89年以來建照或使照核發的

面積量在全國都是排名前一、二名，各位也

都清楚民間建築工程市場的比重占全國三分之

二以上，若BIM能應用於建照審查及工程施工

上，將可以節省大量的國家資源，對民間企業

而言，能縮短等待建照審查時間就能提高獲

益，而BIM成果對施工資源的調配與節省更是

方便，這是我們接下來會努力推動的方向與目

標。

問：新北市政府推動BIM應用的實質策略與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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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國民運動中心

外瞉熱射分析

夏季日照遮陽板角度與照度之影響分析

信業者是很樂意去推動的，間接效益則是提升

公共工程的品質。

　　另外，前面曾談到建築管理的部分，新北

市政府除了自辦的統包案外，同時也已有委託

研究計劃來配合執行，並請協審的建築師公會

共同參與，期令理論及實務操作結合而建立乙

套完整之制度，甚至在有明確的成效後會要求

公會建築師協審需要具備BIM能力，協助民眾

辦理案件以增時效，當然是比較長遠的規劃。

答：新北市在公共工程推動BIM會有一定的困

難，不管是局裡的同仁或廠商初期會有所疑慮

或抗拒，而且在公共工程工期壓縮的情況下還

要多出心力引入BIM是不太容易的事情，這些

問題我們都了解。

　　中央與地方單位也有很大的不同，地方

政府發包的建築工程一般工程規模較小，不像

中央政府工程單位，或如捷運的工程案具有特

定用途及專業性，規模也較大。中央政府工程

單位或捷運專案工程大都是大型顧問公司承攬

設計，專業度及水準比較容易要求；地方政府

標案所承攬的廠商水準比較參差不齊，一些要

求比較難落實。雖然地方政府要推動BIM的資

源不比中央單位，但是回顧以往的技術發展，

BIM早啟動或晚啟動，都是勢在必行，要嘗試

過才知道問題在哪裡？效益在哪裡？相信有心

去努力推動必有成效。

　　新北市目前執行的公共工程中有6座國民

運動休憩中心、市立圖書總館，及正進行發包

的教師研習中心含孔廟及三重醫院等都有要求

用BIM來執行專案，而且很多是統包案。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近期也積極推動統包工程，

新北市工務局也期望透過統包案的實施與要

求，令工程各階段的業者能利用BIM建立垂直

統合，透過BIM調整設計施工的資源分配，達

到縮短工期的目標。若業者能獲得效益，我相

淡水區國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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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國民運動中心

外瞉熱射分析

夏季日照遮陽板角度與照度之影響分析

問：現階段新北市政府在推動BIM所遭遇的

最大困難及突破點為何？

答：目前面臨較多的困難是廠商的抗拒，如廠

商要投入電腦及軟體的成本、人員學習曲線提

高、工作方法的改變…等等，廠商導入BIM初

期需投入的成本是必要的，工作流程的改變也

需要時間，但長期評估下來廠商可以獲得的效

益是很明顯的。

　　以往

設計思考是真實世界

繪製2D圖說來轉譯，現在是真實

世界直接以3D畫面呈現，以往2D可以忽略的

問題，現在都赤裸裸的呈現，對設計師而言是

很大的挑戰。這個問題是一體兩面的，設計階

段若能考量得更周詳，將施工介面整合的越清

楚，後續施工階段所要辦理的設計變更當然就

越少，施工問題當然也大幅降低。

1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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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新北市推動BIM還在起始階段，其效益尚

未完全顯現，必須在施工過程，甚至以後的營

運管理階段，才能完全感受到其好處。雖然如

此，還是有一些效益已經顯現值得一提。(1)

預先衝突與干涉檢查：用BIM建立的3D視覺化

模型，提早發現一些同一工種或不同工種間不

符合法規規定或互相衝突的問題，譬如樓梯淨

高不足，建築結構與消防管線或水電線的衝突

等，可以提早修正調整，不必等到施工中再處

理，甚或變更設計，避免重複施工、浪費或延

宕施工進度。(2)結合GIS進行建築物綠建築與

節能的模擬評估分析，提早瞭解建築物營運階

段可能耗能之狀況，並作適當的調整。

　　雖然如上所述，目前推動成效與理想是有

差距，但總是有個開始，也不能急就章。由於

推動初期，只要BIM的相關會議我都會親自參

加，也許目前廠商達不到要求，但要讓廠商了

　　為了提升工程品質，也許設計廠商需要花

更多人力去整合各項專業介面，施工階段所要

花的施工成本當然就會降低。若施工階段所節

省的資源能合理分配到設計階段，對設計廠商

會比較公平。當然統包工程是比較容易透過統

包廠商內部分工去操作，以現行台灣發包制度

而言，若不走統包工程這個途徑，依循傳統設

計與施工分開的模式，要重新分配資源就得從

施工成本分攤到設計費率中，但是這需要實際

操作幾個BIM案例之後，實際評估效益，做成

紀錄之後，再來檢討費率問題，這樣是比較務

實的做法。

問：截至目前新北市推動BIM對公共工程

的產生的效益為何？是否達到預期目

標？

蘆洲國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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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業主對BIM的態度，廠商就必須回應及修正

方向。

　　事實上新北市目前興建中的六座運動中心

都是統包案，統包商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統

包商需要整合建築師、施工廠商、各專業顧問

及BIM顧問…等不同角色，利用這個機會一起

學習，透過BIM垂直整合上下游、水平整合各

專業、檢討施工程序及建立流程的工作方法。

也許初期投入人力及資源成本是比較高，但流

程建立之後，是可以節省人力支出及節省工

期，真正獲益的是統包商及其成員，統包商終

會認知這是有利可圖的，若只是要應付業主就

浪費了這個機會。新北市後續會有幾個統包案

仍會放入BIM的需求，但在招標文件要求會更

嚴謹，建築師必須務實的看待BIM，施工廠商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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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有專責單位運用BIM施工，讓BIM走到對

的路上，使價值真正發生。

　　回顧台北捷運剛啟動的時候，捷運局的資

訊中心最多時就有約90人，現在來看是不可思

議的，但是新技術的初期發展業主確實是要投

入心力去了解及規劃應用，不是等著廠商去執

行，如果業主對技術的實質內容不去了解，也

無法管理。現在CAD的應用已經正常化，融入

設計施工作業當中。以後BIM技術也會面臨這

樣的轉換，長期發展下去工程師慢慢會以BIM

為思考，就好像以前我們也不會想到智慧型手

機的運算能力可以取代以往的大型電腦，隨著

外在環境改變，人會改變既有的認知及觀念，

只是磨合時間長一點或是短一點而已，這點我

並不擔心。現在已經有一些建築及土木科系

 (左1)蘇瑞育副理  (左2)蔣定棟技術經理  (中)李萬利協理  (右2)堵一強副總經理  (右1)高宗正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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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結合，管理單位需要積極參與才會成功。

我們可以從這個案例發展，觀察BIM應用於設

施管理的效益，當然第一次嘗試沒辦法做到最

好，但是後續需要如何改善?我想這對業主單

位一定是有幫助的。BIM設施管理應用也許會

影響現在物業管理產業的發展，這些變化是可

以預期的。

問：推動BIM對於台灣建築產業所帶來的影

響為何？

答：我們希望新北市未來這幾個運用BIM的公

共工程可以將成果紀錄起來，提供給更上位

的單位，如城鄉發展局，以都市計畫的角度去

發展，從源頭做起，建立數位城市模型，包含

GIS地下管線資料整合，當然可以納入消防局

的資料，可做都市防災救災應用規劃。

　　目前我們也正在規劃由長官出面邀請學界

及業界先進至市政府來向本府相關單位的一級

主管演講，使大家都能了解BIM的應用與發展

契機，並期能藉由中央政府的力量及產業的方

式推動BIM，建立起標準及制度，應可發揮更

好的效果，幫助台灣營建產業升級。

開始教授BIM課程，這些學生畢業之後投入職

場，自然而然就使用BIM工作，公司環境沒有

BIM軟體及方法反而不會工作。當然也可以建

議學校在課程規劃上，BIM課程應整合傳統圖

學，規劃出符合業界的需求，學生必須很快就

可以發揮生產力，這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問：國外越來越多文獻討論BIM最終價值為

設施管理應用，公共工程是否也會朝

這個方向發展？

答：這次運動中心統包案我們規劃營運階段要

引用BIM模型，因此，在規劃階段遴選OT廠商

時，我們就可請這些廠商了解設計案的發展，

用BIM模型去溝通，OT廠商對未來實際建築有

了更多規劃想像，也幫助業主找到好的OT廠

商。真正到營運階段，OT廠商的使用變更都可

以用BIM去紀錄及管理，解決了以往竣工圖後

續難以管理應用的問題，公共工程維運的狀況

良好，對國家而言就是減少資源的浪費。

　　例如三重醫院當初規劃的時候，主管機關

尚未認識BIM，也未將BIM納入招標規範，我

們跟主管機關建議，醫院最重要的就是營運階

段的管理，而BIM則是最好的工具，而主管機

關也從善如流，將BIM規範納入合約中。當然

設施管理有強度之分，也需要跟實際修繕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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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以BIM協助建照審查的法規委託研究計

畫。讓營建產業有BIM實作及檢討提升的機

會，也為新北市政府建管運作準備了妥適的

法規基礎，可謂多管齊下，面面俱到。高局

長期望工程界使用BIM最終能建立一個真正

的數位台灣，協助政府各部門發展更有效的

管理及服務平台，進而帶動台灣營建產業升

級。

後記

    承蒙 高局長於議會質詢期間仍然撥冗接

受專訪，從台灣早期推動2D CAD成為工程

繪圖標準及許多工程資訊應用的實務經驗談

起，激起了高局長為台灣新一代營建技術體

系-BIM催生的責任感。高局長言談之中呈現

了宏觀推動的策略與逐步推動的信心，除提

前培訓新北市市府團隊BIM的技術外，並在

新北市的工程項目加入BIM要求，同時積極

 (左1)蔣定棟技術經理  (左2)堵一強副總經理  (中)高宗正局長  (右2)李萬利協理  (右1)蘇瑞育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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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訪中央大學營管所教授

楊智斌
談 「知識管理系統為
企業帶來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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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 ： 請 問 楊 教 授 ， 未 來 本 公 司 在 K M ( 

Knowledge Management) 這個領域還需

要做些什麼?可以讓同仁從KM中獲得

更大效益?

答：以個人觀點而言，CECI的KMS(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已臻成熟，能夠發揮具體

效益，但在CECI公司內，還是有些同仁無法

感受到KMS所帶來的效益，我想這是短期CECI

要提升KMS效益必須要做的事。舉例而言，多

數同仁可在CECI內的SOS系統感受到問題解決

之效益，但其實CECI的KMS系統不是只有SOS

系統而已。因此，如何讓所有同仁感受到KMS

建置之效益，就必須做到內部推廣或行銷，這

也是目前CECI在KM推動工作上必須改善的地

方。

　　這樣的改善作法不但會強化公司在KMS中

真正的價值，同時也會帶來全面性的效益。當

員工能夠自豪的對外宣揚CECI的KMS時，這時

KMS的效益擴展將是無限的，因為它可以提升

CECI對外的企業領先地位與形象。此外，當員

工能夠瞭解KMS為他們所帶來的效益，日後，

他們在投入KM活動時，會更主動、更熱心的

參與以及提供知識。

壹、前言

　　楊智斌教授為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營建管理博士，民國88年進入中華大學營建工程

學系服務，94年8月至100年1月擔任中華大學營建管理學系系主任及營建管理研究所所長，於

100年2月轉至國立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服務。

　　楊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及專長為：知識管理系統開發、營建管理與專案管理、專案排程與延

遲分析、採購效益分析與成效式合約，及人工智慧與電腦技術在營建管理之應用等。

　　本公司為進一步提昇智慧資產之加值應用，自95年起委託楊教授及中華大學營建管理研究

所余文德教授及資訊工程研究所曾秋蓉教授所組成之研究團隊，執行本公司有關知識管理之研

發計畫，研發成果由資訊部移轉建置到本公司知識管理系統，提供一個更好的知識分享與交流

平台，並提昇員工對於知識創造、利用與儲存之多重效益。本文乃就「談知識管理系統為企業

帶來之效益」為題專訪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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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中程的挑戰帶來解決方案，且其品質背

後所創造的差異性，能夠維持持續性的價值與

領先地位。

問：中國大陸已體認KM對於企業的重要

性，就楊教授之瞭解，中國大陸是否

已有學術單位與企業合作進行KMS之

研究?

答：中國大陸的企業在建置KMS時主要以購

置商用的系統為主，透過與學校合作建置KMS

則尚未聽聞。目前大陸企業透過購買所建置

問：請問楊教授，您認為國外的KM發展現

況如何?

答：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KM)在

國際上一直是很熱門的討論課題，若以Google

進行KM資料搜尋，在不到一秒的時間內可獲

得高達384,000,000項結果。以此看來，其熱

門程度可見一斑。

　　許多人把KM發展與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發展劃上等號，因

此，談KM的發展現況，似乎也得掌握ICT的發

展現況。眾所皆知，ICT的發展Mobile化(M化)

相當明顯，由此可以預見未來，KM發展的M化

是必然的趨勢。

　　以跨產業的應用KM角度而言，ICT技術快

速的更新與創新會帶來KM在各產業的蓬勃發

展，目前在各產業內具領先地位的公司，大都

已將KM系統視為重要的資產進行管理。

　　就應用的層次而言，KM已從早期的技術

發展，進展到普遍認知的管理內容強化，並在

近來已慢慢轉向為知識管理品質的提升。舉例

而言，「Sustainable Quality，永續品質」是當

前KM領域受到持續關注的一個主題，主要討

論的重點在如何從策略的角度，為公司或組織

 (左1)張佩倫正工程師      (左2)劉沈榮資深協理                                                     (右2)堵一強副總經理      (右1)楊智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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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國內在ICT有關技術的發展是與國際同步

的，但在創新與數位內容的發展上則仍有期待

與發展的空間。相較於ICT的發展，國內在KM

的整體發展因為引進不少全球性的知識管理系

統(KMS)，KM的硬能力(KMS)已差不多達到國

際水準，但礙於民族性與公司管理階層的認知

與文化，KM的軟能力(將知識獲得、創造、分

享、整合、記錄、存取、更新等過程的活動)

仍有很大的改善與發展空間。若以組織或公司

的層級而言，KM整體的應用普遍落後於西方

國家。

　　以本人的觀察來看，國內KM的發展優、

的KMS，能夠發揮像CECI以解決問題或工作輔

助為導向的效益幾乎不可能。KMS若要發揮效

益，其背後牽涉的公司文化，乃至於對於KM

推動的堅持，一般中國大陸的企業不太容易達

到。日後CECI前進中國大陸執行相關業務時，

目前所擁有的KMS仍能夠讓CECI具有一定的領

先定位。

問：請問楊教授，相較於國外的KM，您認

為國內的KM發展現況如何?主要優勢

及劣勢為何?

 (左1)張佩倫正工程師      (左2)劉沈榮資深協理                                                     (右2)堵一強副總經理      (右1)楊智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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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腫瘤，使得企業處於不健全的狀態，不僅無

法達成企業的營運目標，更可能因為誤用KMS

所提供的內容，造成決策錯誤，引發更大的企

業危機。

　　從上述的闡述，或許就能夠清楚的釐清

KMS在企業所扮演的角色：「為有需要的單位

或人，快速地提供正確、有用的知識」。

問：請問楊教授，您認為該如何利用KM來

進行企業的後勤支援以提升效益?

答：任何公司的後勤支援是第一線作戰團隊

的主要支柱，好的後勤支援幾乎可以讓前方作

戰的團隊無後顧之憂，甚至創造恫嚇敵人的效

果。營建產業若要利用知識管理進行企業的後

勤支援，以提升企業的經營效益，可以簡單分

成以下三個面向來說明可行的進行方式。

一、組織應確認知識的存在，進而善用KM以

發揮其效益。首先企業可將過去的經驗與知

識文件以KMS的方式儲存到資料庫中，再以知

識地圖的方式分類知識，進而盤點知識。當企

業可以有系統的將所有經驗與知識文件分別歸

類並儲存，如此便能建立知識再利用的快速通

道。但上述的做法是盤點靜態的知識，企業若

劣勢，相較於國外而言，具有明顯的差異，

以下分別說明。國內在KM發展的主要優勢包

括：(1) KM技術人員之觀念與能力極具競爭

力、(2) 一般民眾在ICT技術與能力的認知水準

普遍優異、(3) 學術單位對於KM有關的研究有

持續且高品質的投入；而國內在KM發展的主

要劣勢包括：(1) KM管理人員之觀念與能力有

待強化、(2) KM活動的多元性有待開發、(3) 

組織或企業對KM效益的期待有待調整。

問：請問楊教授，您認為KMS在企業所扮

演的角色為何?

答：對於一個組織或公司而言，透過KM系統

與活動(亦即KM的硬體與軟體)，不僅能夠發掘

與保留企業既有的智慧資產，更能為企業創造

額外的潛在價值。因此，對於曾於知識管理活

動獲益的企業而言，如何透過知識管理活動，

獲取更多的企業效益，是知識管理者必須面對

的課題。

　　對於一個企業而言，KMS與其內容如同

KM的血管與血液，缺一不可。健全的KMS能夠

讓企業輕鬆達到預期的營運目標，因為其擁有

良好的血管，可以快速的輸送健康的血液。但

企業若擁有不良的KMS，將類似身體擁有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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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盤點人力資源，嘗試建立不同領域的專家名

單，進而結合兩者，將可使企業所擁有的知識

更為全面。以CECI目前所建立的KMS為例，所

有員工隨時都能利用該系統找到過去的文件

(有形知識)及相關的專家(無形知識)，因此，

CECI的KMS就像是一支擁有1800人的軍隊，可

全年無休的作戰(供應知識)。

二、組織應讓KMS滿足使用者的知識使用需

求，而不是讓使用者遷就既有的系統。此觀點

亦即KMS應以支援既有工作為主，而非讓使用

者的工作流程因為系統的存在而受到影響。以

CECI的KMS為例，目前利用KMS保存的知識素

材，CECI的員工不管身在何處，都可以利用此

系統，尋找寶貴的有關知識，甚至提供一個可

行的問題解決方法。

三、組織應讓KMS的開發能夠完全發揮所儲存

知識的效益。當企業將所有的經驗與知識文件

分門別類地建置完成後，必須要再賦予KMS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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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智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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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理階層甚至企業老闆對於KM的了

解與否，決定了KM效益的評估方式。一般而

言，若能提出對於增加收入或減少支出的評估

方式，大多能夠讓管理階層看到KM的效益。

此外，同產業或跨產業的標竿分析與學習，能

夠強化KM可能帶來的願景，如此，雖然企業

仍處於KM的建置階段，尚未從KM獲得實際效

益，但預期效益的提供卻能讓管理階層確知走

在正確的方向上。

問：請問楊教授，您認為KMS真的會為

CECI帶來效益嗎?

個強而有力的搜尋引擎，才能達到KM的最終

目標：「完全發揮所儲存知識的效益，因為使

用者能夠快速地搜尋到儲存在系統中的有用知

識」。目前CECI的KMS其背後所使用的IS系統

能夠提供口語化的搜尋機制，讓使用者輕鬆且

快速的找到所需知識素材再加以利用。

　　透過上述三點說明，KMS可以協助企業進

行快速的知識管理後勤支援，進而提升KM的

效益，創造企業的獲利。

問：請問楊教授，您認為該如何評估KM所

帶來的效益? 如何讓企業老闆看到KM

所帶來的效益?

答：KM的效益評估與ICT技術的評估一樣，一

直無法有具共識性的作法。傳統上，KM效益

評估大都採用質化的評估準則，在以競爭策略

為導向的評估氛圍下，只要能說服管理階層或

是管理階層具有前瞻性，效益評估大多可以在

提供預期性的結果下獲得認可。然而，當KM

的發展日益普遍後，各企業對量化的效益評估

需求也就日益殷切。量化的效益評估大多採用

評估投入與產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法，但此方法

無法明確的獲得不易量化項目的評估。再者，

各企業所採行的KM作法與建置的KMS各不相

同，使得KM效益的評估更具挑戰性。

堵一強副總經理                                                                                                                                                                                 楊智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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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KMS是否真的為CECI帶來效益，這可以分

為正反兩面來談。

　　先來談談正面，第一、知識管理系統提供

了CECI同仁知識需求的功能，同仁可以在KMS

中找到過去歷史案例作為參考。第二、應用

KMS，同仁節省了找尋資料所花費的時間，可

以有更多的時間進行其他議題的探討。第三、

應用KMS可以為CECI以有系統的方式留下同仁

的知識與經驗，不會因為員工的離職、退職而

帶走寶貴的知識與經驗。第四、應用KMS可將

每個專案全生命週期所產生的資料加以串聯，

為CECI留下完整的專案資料，以作為未來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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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專案的參考。第五、應用KMS可減少紙本資

料的儲存，電子資料的可再利用性就會不斷增

加。第六、應用KMS可在無形中對CECI的員工

進行教育訓練，增加每位員工多方面的知識。

　　接下來談談負面影響，第一、實施KM，

對CECI某些同仁來說，或因為制度性的配合，

產生「被迫提供」的知識與經驗。因此，有可

能於KMS中存在著「參考價值低」的文件或知

識。第二、隨著資訊量的爆炸，硬體設備將無

止盡的擴充。第三、在CECI同仁尚未將參與

KM活動視為不可或缺的平常性工作時，對同

仁會造成一定程度心理上的壓力。

堵一強副總經理                                                                                                                                                                                 楊智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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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為企業本身補強知識盤點後的弱項，是企

業必須進行的投資。此正反兩面的思考模式，

將是透過KMS能夠為企業帶來的明顯助益。

　　若要發揮KMS所能為企業帶來的助益，乃

至於企業獲利的效益，定期的盤點知識以及檢

視知識活動的變化，是基礎且必要的工作。然

而，多數的企業在此工作上通常都較不重視，

時間久了之後就會導致無法追蹤與掌握KMS可

能的不足與問題。

問：因國內公共工程經費縮減，CECI未來

勢必朝向海外發展，因此KMS更顯為

重要。請問楊教授，就KMS對於海外

業務發展有何建議?

答：在發展KMS時需要有兩個部分，包含硬體

(KMS的系統本身)和軟體(KMS所存在的知識本

體)。就CECI而言，在硬體開發部分已達到不

錯的水準，CECI同仁可藉由該系統發揮解決國

內工程環境工作上的問題，因為CECI擁有大量

國內的工程經驗。

　　然而，當CECI要往海外拓展業務時，目前

在軟體的部分似乎仍嫌不夠。若把拓展海外工

作所需的專案專業知識作進一步地了解，純專

業技術因具全球的通用性，故技術層面並沒有

　　歸納前面所提及的正反面看法，以一個

企業永續發展而言，CECI發展與採用KMS的正

面效益是大過於負面影響，因此，擁有KMS為

CECI帶來明顯的效益。

問：請問楊教授，您認為台灣企業在面臨

業務量的減少衝擊下，如何應用KMS

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助益? 未來該往哪

方面前進?

答：KMS的建置能為企業進行知識的盤點，搭

配人力的盤點，一家企業所擁有的能量(包括

靜態與動態的智慧資產)便可以清楚了解與掌

握。企業了解自己的能量後，便可以進行願景

的規劃，以便帶來更多商機。因為，企業最清

楚知道自己的優、劣勢為何。以下提出兩個方

向供參考。

　　首先，企業在掌握本身的優、劣勢後，可

以評估本身擁有的智慧資產是否在市場上具有

獨佔或領先性，若是，則應積極開拓此方面的

業務，以類似複製經驗的方式，利用較低的成

本獲取一定的利潤，如此，將能穩固既有市場

與業務。

　　相反地，因應產業的需求變化以及配合政

府政策發展的可能市場，以類似強化體質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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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反觀專案執行時所需掌握的業主、區域

性習慣、或當地的一些環境或法規等資訊，則

可能略顯不足。因此，如何透過與國外有經驗

的公司合作或聘用當地的人才，進而慢慢增加

KMS的知識素材，應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問：針對CECI，在KMS之發展您的建議為

何?

答：CECI在KMS的投資與成效是國內所有工程

界所無法相比，甚至無法追求的境界。讓CECI

所有內部員工知道如何從KMS獲益，讓管理階

層如何知道善用知識盤點後的結果，以作為願

景規劃的參考，是KMS發展至今需要強化的項

目。

　　好的產品需要透過適當的行銷，以強化其

接受度與認同度，內部的行銷與教育訓練可以

協助解決此一問題。再者，以實際執行業務同

仁的工作需求項目調整現有的KMS，是CECI在

未來需要積極投入的方向。因為，CECI目前的

智慧資產化已經有一定成果，讓已擁有的智慧

資產發揮其應有的效益，無疑是一條必須要走

的路。

　　此外，CECI現在的KM作法以及KMS的建 楊智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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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國內甚至國際上都已有一定程度的領先

地位。未來，若能克服系統處理不同語言及智

慧財產授權的問題，CECI可以把KM的作法以

及KMS的建置視為一項公司所擁有的特殊產品

進行輸出，除可創造額外的利潤，更可為企業

形塑無形的企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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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楊教授，您認為台灣KMS未來所

面臨的問題為何? 未來的願景為何?

答：目前台灣對於KM及KMS的認知，在不同

的產業、不同的企業乃至於不同的個人都存在

明顯的差異。當任何企業或個人想要投入或追

求從KM或KMS獲益，對KM與KMS的全面性與

正確性的了解，是很基礎的一項課題。

　　例如：我們偶爾聽到某某企業擁有KMS，

但深入了解後，發覺其只是簡單的資訊系統。

從此一例子可以了解，國內KMS發展面臨許多

問題；從認知與教育的問題，到系統開發與應

用的問題，一直到系統對企業效益評估等問

題。但可以確定的是，每一面向的問題都有人

投入，積極尋求可能的解決方式。

問：請問楊教授，CECI的KMS未來是否能

成為工程產業界的Google? 

答：我想CECI的KMS絕對具有國內工程界

Google的地位，但若要將CECI的KMS讓工程界

其他單位也受益，具有很高的挑戰性。雖然

KMS系統本身具移植性，甚至可以透過網路進

行分享，但系統內的知識素材則必須謹慎處

理，因為目前擁有的知識素材可能有來自其他

單位的資料，而這些知識素材在未經原單位授

權下進行分享會產生問題。因此，若要朝此方

向發展時，系統就必須要適當的區別及分割，

且先在保護智慧財產權及原始版權狀況下，才

針對可分享的知識類別進行分享。

 (左1)王翰翔助理教授  (左2)姚乃嘉教授  (左3)陳介豪教授  (右3)楊智斌教授  (右2)堵一強副總經理  (右1)劉沈榮資深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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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每一企業對於合適的KM與KMS存

在絕對的差異，企業絕對不能完全複製他人的

KM模式與系統，因此，以此角度來看，KMS必

須是量身訂做。既然得量身訂做，其所引發的

問題就變得多元與複雜。簡單來說，以KM或

KMS的角度出發，未來的市場很大也很廣；而

以企業的角度出發，對KM或KMS的需求與倚賴

在未來很多也很深。

　　KM與KMS是一家企業的軟實力，企業集

結與形成的群聚效果，更可以視為一個國家的

軟實力，因此，以個人粗淺的認知認為，有企

圖心與企業願景的企業，應積極發展屬於適合

自己的KM模式與KMS，透過既有專業硬實力結

合KM軟實力，才能讓企業願景逐漸落實。

 (左1)劉沈榮資深協理  (左2)楊智斌教授  (右2)堵一強副總經理  (右1)張佩倫正工程師

後 記

    承蒙楊教授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訪，此

次專訪楊教授，對於提昇CECI智慧資產之加

值應用方面獲益良多。CECI藉由楊教授、中

華大學余文德教授及曾秋蓉教授所組成的研

發團隊力量，執行CECI有關KM研發計畫之研

究，以提昇CECI KMS的效能。成功的KMS不

但可幫助企業建立領先的地位及形象，更可

協助CECI同仁快速搜尋所需資料。

楊教授期望能藉由研發團隊所研發

出之相關KMS子系統，再配

合CECI所研擬之配套措施，

為CECI建立類似達人之KMS，使

CECI的KMS發揮最大之效益。

協助CECI同仁快速搜尋所需資料。

楊教授期望能藉由研發團隊所研發

出之相關KMS子系統，再配

合CECI所研擬之配套措施，

為CECI建立類似達人之KMS，使

CECI的KMS發揮最大之效益。

楊教授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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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子／雲端技術中心／資深處長／翟本喬 博士 口述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訊系統部／正工程師／張智欽 整理

台達電子／雲端技術中心／資深處長／翟本喬 博士 口述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談雲端運算的新思維與心思維

◎ 關鍵字：雲端、雲端運算、雲端服務、資訊系統、Cloud Computing

「雲端」這個名詞已成為近年來資訊產業最夯的話題之一，生活周遭許多與網路有關的事物都自然

或刻意的與這一個名詞產生連結，而雲端運算的本質究竟為何，本刊特別邀請國內對雲端議題頗具真知

灼見的專家－翟本喬博士進行介紹與剖析。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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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父曾訓示：「人生應以服務為目的」，

資訊系統的存在也是為了服務，雲端運算可以

說是電腦發明以來，繼大型主機後，資訊科技

演進最大的變革。雲端運算是將資訊系統轉變

成以服務為目的，我們生活周遭早已有許多是

由系統或實體轉變為服務的例子，譬如：從購

買影印機改為租賃、金錢由自己保管轉為銀行

保管、人們由自有發電機改為購買電力等等，

這些現象在今日都被視為理所當然，但這些在

發生變革的當下也都歷經了許多衝擊與調整，

而當今的資訊系統也已經開始面臨了這一個轉

捩點，如何調整與因應是決策者與資訊人員所

該深思的。

貳、什麼是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運算

模式，簡單來說，就是讓使用者在有需要的時

侯可以透過網路方便取得運算資源。依照美國

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的定義[1]，雲

端運算有5大基本特徵、4個建置模式、3個服務

模式（如圖1）。其中5個特徵大部分人討論的

很少，為什麼？因為若依此定義，那麼很多目

前在做的、在說的都不是雲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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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什麼不是雲端運算，若依照上述需符合5大基本特徵的定義，以

下都是與雲端運算有關的事物，但它們本身都不能算是雲端運算（如圖

2）。

超大型機房：很多人提到雲端運算，就想到要建置超大型機房，但

是以實務而言，中大型機房2~5MKW便有足夠的經濟規模，尤其是政府機

房不可一昧集中，應適度的分散，最少要同時有2~3個備援中心。以政府

而言，集中化的機房數量不應低於5個，且地理位置不該是選址的唯一考

量，需一併考量基礎設施的獨立性與安全性（如：建置不同的供電網路與

系統等）。若進一步考量國家安全與國防需求，有的甚至應建置在山區的

圖1 NIST對於Cloud Computing的定義

圖2 非屬雲端運算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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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傳統企業資訊系統架構

（圖片來源：台達電子 翟本喬博士）

掩體中，才能確保資料的安全與政府組織的運

作。

貨櫃型資料中心：貨櫃型資料中心對使用

者的好處是建置快，但是不會有廠商庫存裡隨

時備有貨櫃型資料中心可供使用，所以此架構

只是將建置時間轉移至廠商。至於易於移動的

好處，除了國防或特殊單位，恐怕很少人有此

需求，且貨櫃型資料中心放置地點的電力和網

路基礎設施支援也是個問題。大部分的貨櫃型

資料中心其內部組件都是專屬規格，其建置成

本較一般傳統資料中心的成本為高。

綠色資料中心：雲端本身是沒有顏色的，

做了綠色也不一定是雲端，但節能還是現代資

訊機房應該追求的目標。而伺服器叢集（Clus-

ter），也不是雲端應用，因為缺乏彈性，叢集

只是提供了平行處理或者一部分的系統冗餘能

力。

虛擬化：雲端目前做法最多的就是虛擬

化，但雲端的定義中並沒有提到虛擬化，虛擬

化只是雲端的手段。虛擬化是以分時運算為概

念，藉以充分利用系統資源，而分時運算的觀

念與應用已經整整出現50年了，基本的觀念並

沒有太大的改變。只不過當年的應用程式比較

簡單而且獨立，不像現在的應用系統，常常自

己的程式只占一小部分，另外要用到許多的套

裝程式或第三方元件。今天的虛擬化系統所做

到的是將複雜的資訊系統簡易的加以打包，方

便進行系統移轉，透過虛擬化使雲端運算變得

更簡單、更容易落實。

單純的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也不是雲端，這些東西不需要雲端

也可以實踐，這些是雲端的服務模式，並不是

做了這些就是雲端運算，且這些服務方式有許

多在雲端運算被提出前就已經存在了。譬如：

主機租用服務就是IaaS的一種，而Web網站的租

用就是PaaS的一種，email租用服務是SaaS的一

種，但以上這些例子卻都不具備雲端運算的特

質，必須加上雲端運算特質的Cloud IaaS、Cloud 

PaaS、Cloud SaaS才可稱之為雲端服務。

參、 雲端運算與資訊架構的演進及
改變

雲端運算是資訊系統的演進，最終應以服

務導向為目的，而資訊架構將如何演進至此？

以企業為例，IT架構將逐漸由『傳統企業資訊系

統架構』（如圖3），各自系統單一獨立，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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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伺服器，接著演進到『虛擬

化雲端型企業資訊系統架構』

（如圖4），運用虛擬化技

術，整併硬體資源，進一步演

進到『服務導向雲端型企業資

訊系統架構』（如圖5），其

特性為服務雲端化，最終演進

為『未來雲端資訊系統架構』

（如圖6），所有資訊系統都

以服務方式存在，以服務對服

務方式介接。

雲端資訊系統有些基本特

性，包含了允許分散處理、允

許平行處理、允許容錯管理、

允許彈性容量管理等，而這也

造就了雲端資訊系統在架構與

特質上與傳統IT有著許多的差

異（如圖7），雲端運算強調

需要資源時的隨選服務；傳統

IT則強調每一項資源異動都需

逐一審核。雲端運算強調運算

資源可隨時存取；傳統IT則強

調控制，只能在內部或特定的

網路中才能取得運算資源。雲

端運算強調資源分享；傳統IT

強調資源的獨占性且責任分明。雲端運算強調

資源彈性；傳統IT強調穩定性。雲端運算強調用

多少計多少；傳統IT強調依預算編列為依歸。舉

例來說，以最近研考會的第一個政府雲建置案

為例，就是改採資本租賃方式來進行，而不是

傳統的設備買賣。假設其預算為1億5千萬元，

設備預計使用5年，每年便支付3千萬元，5年後

依殘值由供應商買回，但此方式姑且視為是當

前的權宜之計，還不是最適合的『用多少計多

少』方式。

至於IT管理上的改變，管理標的將由財產變

圖4 虛擬化雲端型企業資訊系統架構

（圖片來源：台達電子 翟本喬博士）

圖5 服務導向雲端型企業資訊系統架構

（圖片來源：台達電子 翟本喬博士）

圖6 未來雲端資訊系統架構

（圖片來源：台達電子 翟本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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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雲端運算與傳統IT的差異

上，然而，更重要的是軟體系統及應用程式也

應擁有雲端的特質。舉例來說，提供雲端IaaS服

務的Amazon曾發生過當機，導致許多在Amazon

租用服務的網站或公司也跟著受到影響，服務

停擺。但是有些公司卻可以提供客戶更穩定的

服務，例如Zynga（線上遊戲公司）與Netflix

（線上租片網站）等，為什麼？因為這些公司

的系統與程式是所謂雲端應用程式（Cloud Ap-

plication），而不單是將傳統的應用程式放在

雲端架構來運作，如果雲端架構出問題，傳統

的應用程式會跟著出問題，而雲端應用程式在

雲端架構發生問題時卻不一定會受影響。除此

之外，Zynga與Netflix為了要達到最佳的雲端

應用架構，公司內部有一組稱作Chaos Monkey

的員工，其工作之一就是隨時測試驗證公司的

系統：測試系統是否有紀錄何時與如何發生故

障、系統如何自動彌補、如何自動進行移轉與

修復、流量與效能發生何種變化等。以Zynga為

例，該公司承諾服務可靠性為99.9999%，但是

其底層的雲端架構供應商只能承諾服務可靠性

為99.99%，Zynga是如何作到這麼高的服務可靠

度呢？他們找了3家以上的架構供應商，讓雲端

應用程式架構在其上，讓系統有高度彈性同時

分散風險，藉以提高服務保證。當然在系統與

服務可靠性上每增加一個9的投資都很高，但是

好的系統設計價值就是如何以最少的投資成本

達到相同的目的。

資訊系統由雲端架構轉變到雲端應用，需

要資訊系統人員與開發人員的通力合作，尤其

是程式開發人員需要讓自行開發的應用程式變

成有彈性，滿足雲端應用程式的基本需求。

伍、雲端運算的好處

當產品轉成服務對使用者來說有哪些好

成服務，設備由擁有變成租用（使用），費用

科目由採購變為租用，並由資產變成使用費，

在預算編列上將由依最大使用量編列改為依實

際使用量來編列，系統的配置上由專屬變為共

享（如圖8）。

肆、由Cloud Infrastructure到Cloud 
Application

現在已經有許多企業組織將系統環境放在

虛擬主機上，但這仍然是不夠的，這只是將系

統運行在雲端架構（Cloud Infrastructure）之

圖8 傳統IT到雲端運算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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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首先不必在一開始付出高額的建置成本，

其次可以縮短等待建置的時間，同時也不必維

護管理設備，使用量亦可以有較大的彈性，提

高企業運作的靈活度。

對供應商的好處則是可以有相對穩定且持

續性的收入，不再依賴單筆契約買賣的風險，

同時提高客戶忠誠度與黏著度，催化以提升服

務品質而非壓低價格的方式來爭取買賣契約，

且容易推廣附加產品，增加收益。

然而，雲端運算最大的好處是降低機會成

本，因為機會成本往往是最高的成本，失去了

機會什麼都沒有了，而雲端運算正是可以降低

機會成本的手段與方法，原本做不到的事現

在有機會做得到。譬如許多瞬間大量運算的需

求，像生物醫學、國防或防救災資訊等等，藉

由雲端運算資源的動態調配，有機會更早獲得

資訊或解答，進而解救更多生命財產，而這些

都是更有價值的事。以一般企業而言，企業也

可以藉由雲端運算的彈性，嘗試更多創新業務

的可能，可以快速佈署系統，快速因應市場需

求的變化提供服務，而即便失敗也不會浪費過

多資源。

陸、雲端運算當前的問題與建議

既然雲端運算有那麼多好處，那為什麼不

上雲端呢？因為要上雲端必須先換腦袋，有很

多思維都需要被改變、調整，從資訊架構、系

統、程式都需要改變。因為雲端運算，系統變

得更有彈性了，但是問題是您的既有資訊架構

可否從容因應？而從管理面、財務面也需要改

變，因為管理的方式改變了，採購行為、費用

支出方式也改變了，通常技術層面問題都好克

服，難克服的是心態與思維。有人常對資訊安

全有所質疑，但是您對銀行保管您的錢就相對

安心，為什麼？因為有制度與專業保障，所以

相對安心。這一切當然非一蹴可及，需共同努

力來教育、來改變。

另外，有些人會將費用列為是否運用雲端

運算的唯一考量，但是錢不該是唯一考量。就

像20世紀初，汽車剛發明時，NY Times於1910

年甚至做過馬與汽車載客的比較，得出汽車比

馬便宜的結論，但這絕不會是汽車取代馬的主

要原因，機會成本的降低才是重點。

柒、雲端運算採購規格設計實務

雲端運算的採購有些可能會與傳統法令有

所衝突，譬如採購的規格制定，目前都還偏向

傳統思維，詳細訂出規格與數量，每個設備是

什麼規格要多少數量，但是其實應該定義的是

我總共需要多少運算資源。

目前資訊系統設備採購都是詳列規格，每

台伺服器規格都寫的清清楚楚，但在雲端運算

架構中採購會變成租用，而租用標的目前主要

以虛擬機租用為主，每台虛擬機的租用規格亦

會詳列，而往後的租用標的應該演進為租用多

少運算資源，而不是多少機器，更進一步租用

標的應該更有彈性，用多少租多少，租約訂有

彈性，保留一定的擴充性（如圖9）。

這樣的規格訂定方式，投標廠商會自己去

衡量要用什麼樣的硬體設計來滿足契約的運算

需求，業主不需自己定義細部規格。例如：處

理器的規格應該定義我需要多少效能（Pass-

mark），而不是什麼廠牌、等級、規格的處理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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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使用公有雲還是自建私有雲

以經濟規模而言，如果需要一定規模的雲

端運算資源，自建會比租用還便宜，私有雲在

一定的規模以上成本並不比公有雲高。以美國

能源部自己的調查報告為例[2]，現行採用公有

雲的成本較自建私有雲高出3到7倍，但是美國

能源部表示仍將持續觀察公有雲的發展，等到

哪天費用差距低於2倍時，美國能源部才會再重

新考量。以前例而言，在目前的費用差距下，

私有雲如果達到一定規模，並設計、規劃得當

的話，其費用仍比同樣規模的公有雲成本低。

就具有相當規模的企業而言，每家公司都

有自己的企業文化、作業流程，不可能完全標

準化，所以不可能完全靠公有雲服務，但某些

特定需求或臨時性的運算資源需求，利用合適

的公有雲服務卻又是最快速、最經濟的解決方

案。總之，使用公有雲還是自建私有雲，應從

企業需求出發，從不同的面向詳細評估，才是IT

部門應有的態度。

玖、結語

「雲端」不該變成只是一個流行名詞，就

像以前流行原子，所以有原子襪、原子碳、原

子筆；前一陣子流行的奈米，所以有奈米被、

奈米水、奈米馬桶，所有東西都套上奈米；而

現在流行雲端，所有東西都套上雲端，甚至是

雲端劇院、雲端投影機、雲端二代宅等。

當前有很多報告都說雲端運算會創造多少

又多少的產值，但很多雲端運算創造的產值是

從傳統IT那轉移過來，雲端創造了產值，卻也在

傳統IT產業中流失了產值，整體而言總產值可能

沒有增加，甚至會減少。因為資源共用了，重

複投資的浪費就會降低。當然或許有些雲端運

算新創的產值，但是很少人會去計算其真實的

利弊得失及對傳統IT產業的影響，可是如果我們

現在不應變，這些產值很有可能從台灣移到國

外，從甲公司移到乙公司，當前該做的是需思

索如何因應此一趨勢。

雲端運算確實已經在我們生活周遭帶來了

改變，例如：去年矽谷創投的投資額比四年

前減少了60%，但是投資件數卻增加了3倍，

為什麼？因為投資的成本降低了，不需要過多

圖9 硬體規格定義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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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實在的力量』之後，認為若要投入真的

雲端產業，台達電子可能會更有機會，故選擇

加入台達電子投入這新興的產業。

翟博士以自身經驗給年輕人的建議，以創

業為例，技術深度、執行速度與技術廣度缺一

不可，同時需保有熱情、想像、自信、口才、

謙虛、思考與邏輯能力。而企業組織如何學習

Google的創意與創新，Google的方式很簡單，就

是儘量不干涉員工的想法讓其發揮，再藉由討

論來收斂，畢竟創意與創新是種文化，而不是

任何一種方法或制度可以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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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利用在資訊建設上，投資可以發揮的更有

效益，間接也可激發更多的創意與創新被實

現。當前的國內資通產業也正面臨了發展上的

困境，如何跳脫既有框架Think Outside of the 

Box，而不像過往著重在製造、銷售硬體，或許

值此雲端運算正走向服務化的時刻，會是一個

不錯的契機，而不單再做個追隨者，應該將眼

光放遠，勇於挑戰做個創造者。

拾、後記／關於翟本喬博士

翟本喬博士為紐約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

現職為台達電子雲端技術中心資深處長，曾擔

任Google資深工程師，在Google主持伺服器平

台之規劃，貨櫃型資料中心亦是由其團隊所設

計。翟博士為台灣第一位跳級生，進入建中後

創立電研社，以科展優異表現保送台大數學

系，從大二開始便在外工作，曾參與規劃設計

台北市及台南市電腦交通號誌控制系統。赴美

深造後，曾任職於貝爾實驗室、史坦普及美林

證券顧問、紐約大學講師等。

翟博士屬於令人稱羨的天才型工程師，工

作閱歷豐富，同時其思考邏輯與對問題的真知

灼見令人折服，問到當初博士回國服務的原

因，博士表示就如同當時一起回到台灣帶領

Google台北團隊的沈修平博士想法，唐僧西天

取經志在中土，在海外留學工作多年，認為終

於取到了一部值得帶回台灣分享的經典，就是

Google的企業文化，希望可以在台灣推廣，回

饋故鄉。而2009年後辭去了令人稱羨的工作與

待遇，想更進一步對台灣產業界有所貢獻，進

而加入了台達電子。翟博士選擇加入台達電子

的原因也頗特別，在與台達電子鄭崇華前董事

長面晤一談後，發現台達電子很有創新精神，

願意嘗試許多不同可能，再拜讀了鄭董事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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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海外業務中心／主任工程師／張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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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中心／副理／賴建中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海外業務中心／經理／熊彬成 4

關鍵詞：海外計畫、靜態管理、動態管理、OPMIS

海外計畫管理
與後勤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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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2 3 4

海外計畫的執行，並非只有技術問題，從生活習慣、使用語言和文字、工程慣例到

周遭環境，都與國內計畫有許多不同之處。所以除了加強管理，也必須有效支援，才能

達到執行國內計畫應有的水準。本文將從計畫管理與後勤支援兩個角度，對海外計畫的

執行提出說明。

壹、 前言

鑒於國內業務量日益飽和甚至日趨減少，

我國較具規模的工程顧問公司實有必要擴大拓

展海外市場，才能確保公司永續經營。隨著海

外市場與提供的技術服務範圍逐漸擴大，面

對的問題也越來越複雜，管理與支援的需求日

益增加。由於成本上的考量與環境上的限制，

海外計畫駐外人力有時相對精簡，工作地點也

常與總公司相距遙遠，一旦發生問題，支援不

易。因此，平時的管控是否得宜，以避免問題

發生，就顯得更形重要。

為提高海外計畫的辦理成效，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CECI)特別從加強

「海外計畫管理」與「海外計畫支援」兩方面

著手。本文特就以上兩大主題之處理經驗提出

摘要說明。

貳、 海外計畫管理

一、	海外計畫特性

海外計畫，顧名思義係指工址位於海外之

計畫。概括而言，海外計畫與國內計畫相比，

有以下特性：

(一)  人選限制：海外計畫使用的語言、文

字和人員資格均有特定的要求，且因

人員需長期離家，其個人性向和家庭

因素也有相當影響，造成選才範圍受

到限制。

(二)  契約觀念不同：海外許多地區係採英

美法系，與國內慣用的的大陸法系不

同，成員必須有所了解，必要時除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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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外計畫問題

依照CECI執行海外計畫的經驗，海外計畫

常面臨以下問題：

(一)  契約問題：例如工期過短、罰款嚴

苛，以及不尊重原作者的智慧財產權

等不合理條文，投標前必須審慎評估

相關風險。

(二)  業主問題：例如業主提供之設計輸入

不完整、業主方人員素質參差、審查

流程不合理、作業及決策流程冗長、

付款延遲以及不尊重契約規定等，都

需要在計畫開展初期與業主達成書面

共識，以免影響品質和工進。

(三)  分包商問題：例如分包商人員素質不

佳、態度懶散、工作效率差且替換不

易，以及分包商工作成果之品質與提

送時程不符預期等，都需要在分包契

約中明訂換人條款及罰則，並搭配保

留款機制，以免分包商失控。

(四)  文件管理問題：例如文件翻譯需求繁

複、尚無書面指示業主即要求先辦理

變更或合約以外工作、重要文件未即

時回報總公司裁奪，以及文件檔案管

理不佳等。

(五)  人力資源問題：例如同仁語言及溝通

協調能力未達需求、人力動員未事先

妥善規劃、短期往返人力過多致缺乏

深入了解問題之人員，以及在未簽約

的情況下業主即要求動員展開作業等

問題。

(六)  其他當地問題：例如政局不穩、治安

及衛生醫療不佳、通訊基礎設施未達

公司法務人員協助外，還需聘請當地

法務專家指導。

(三)  稅務及財務問題：各國財稅體制、規

定不一，某些國家法令複雜且經常修

改，外人不易掌握，必須仰賴當地會

計人員及會計師協助。

(四)  技術差異：設計標準、施工規範、工

程常規，乃至於慣用的報表格式等都

與國內不同，相關作法必須依據當地

法令及工程慣例進行調整。

(五)  分包商水準：我同業能進入的海外市

場多為開發中國家，可選擇搭配的當

地專業分包商有限、水準難以完全掌

控，默契需要培養，工作配合不易，

難以得心應手。

(六)  行政效率：當地政府的行政作業方式

與國內不同，行政效率難以預期，某

些開發中國家行政主管(業主)更換頻

繁，協調不易。

(七)  額外支出：某些開發中國家常有許多

難以預期的額外支出，成本較難掌

控。

(八)  風俗、環境迥異：各地風俗習慣、生

活環境、宗教信仰、醫療水準等或與

國內不同，必須注意調整，更要注意

不能冒犯當地的信仰或習俗，也要避

免涉入當地的政治活動。

(九)   遠距管理、支援不易：海外與總公司

距離遙遠，且有時差，尤其非洲及中

南美洲等地路程遙遠，且通訊條件不

佳，管理與支援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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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之同仁報告分享，傳承駐地海外經

驗。受訓人員包括即將外派同仁及儲備

人員。此外，同仁於出國赴任前，無論

人數多寡，均需接受公司安排之「行

前訓練」；其他訓練則視需要不定期辦

理。

2.  在職訓練：鼓勵外派同仁在駐在地多參

加相關的語文、法令規章及標準規範課

程，並參加與業務相關的各種研討會，

除可增進個人能力以及對當地之了解

外，尚有助於人脈及未來業務之拓展。

此外，對於經常需要短期出國支援計畫

工作之同仁以及駐紮於總部的設計經

理，亦鼓勵其多參加相關的語文、國際

契約以及計畫管理等訓練。

(四) 作業準備

1. 工作執行計畫書

各海外計畫除應於投標前進行相關的

技術評估外，亦應邀請公司行政管理群各

行政支援單位協助，就當地財稅、法務、

保險、以及資通訊等問題進行評估，並於

計畫執行前編製「工作執行計畫書」，據

以執行，「工作執行計畫書」之內容應包

含：

(1)  計畫概述：概略說明計畫所在地之地理

環境、國情及計畫緣起、工作範圍等。

(2)  預算編製：編製計畫執行所需之人月、

差旅、辦公、保險、稅務、委外工作以

及其他相關的配合工作費用，以利工作

執行及成本掌控。

(3)   組織架構圖：除外派專業工程人員外，

尚應包括國內支援團隊、行政管理群各

行政支援單位窗口、外部合作單位窗口

等。

(4)  預定工作進度表：為利工作進度掌控，

工作所需等。此外財稅規定複雜多

變，亦是海外計畫經常必須面對之問

題。

就管理面而言，以上問題可分靜態與動態

兩大類進行管理。

三、	靜態管理

靜態管理包括意願調查、人員甄選、人員

訓練、作業準備、操作手冊等五部分，摘要說

明如下：

(一)  意願調查：CECI不定期舉辦同仁海外

工作意願調查，以了解同仁赴海外工

作的意願，並就其語文能力、溝通協

調能力、技術專長、國外經驗、個人

身體及家庭狀況等進行了解，再佐以

面談，以進一步了解其性向、口語能

力、確認志願出國地點、留駐時間長

短以及是否適合外派等，做成紀錄，

建立海外儲備人員資料庫，作為辦理

人員培訓及甄選海外工作人員之參

考。

(二)  人員甄選：辦理海外工作，遴選適當

的人選是取得業務和計畫成功執行的

第一步。計畫主辦單位可依據計畫的

專業技術及年資要求，參考海外儲備

人員資料謹慎遴選合適人員。除派赴

國外的正選人員外，海外工作相關人

員的甄選還包括國內的備援團隊、儲

備人員以及相關的行政支援窗口。

(三)  人員訓練：包括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

兩種。

1.  職前訓練：包括語文訓練、國際契約訓

練、國際禮儀訓練等，並邀請有駐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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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外業務中心為「協同主辦」，所

有計畫文件(包括計畫收/發文)均須副知

「協同主辦」，以利計畫控管及後勤支

援。

(9)  資訊系統支援：計畫主辦部門應於計畫

執行前填妥「海外資訊系統支援檢核

表」及「海外計畫分支辦公處所資料調

查表」，經資訊部規劃必要之系統服務

及軟硬體採購項目後，由計畫主辦部門

據以編列計畫的電腦使用費及相關人力

預算。

(10)  風險評估與對策：工作執行計畫書

中，須就合約條文內容逐條列出可能

面臨之風險，並預先擬妥對策，以利

因應。執行階段，若遇履約爭議、業

主提出契約外之工作要求卻不願就額

外工作付款、業主延遲付款或未全額

付款、業主拖延審查時程以及業主對

於契約中應盡之義務拒絕履行等，嚴

重影響本公司權益之情事，計畫主辦

部門應即邀集相關的法務及業務單位

進行風險評估，並研擬應採取之應對

措施，以維公司權益。

2. 跨部門啟始會議

計畫主辦部門應於計畫執行之初召

開「跨部門啟始會議」，邀集相關的技術

部門及行政支援部門出席，針對「工作執

行計畫書」納入之相關章節內容，以及稅

務、法務、總務、行政、會計及資訊管理

等需請相關行政部門協助之事項，提出規

劃說明，經討論後做成會議紀錄，以利後

續工作推動。

於會議中應檢核海外計畫執行之風

險，並就如何降低風險進行討論。若服務

建議書中未提報動員計畫，則計畫主辦部

門應於跨部門啟始會議中提出，按未來實

於計畫初期即編製預定工作進度表，將

重要的工項預定進度及其相互間的影響

關係標示於預定工作進度表上，據以執

行。定期檢討修正，並與業主討論，以

符實際。

(5)  動員計畫：應於計畫執行前妥為規劃，

並於「跨部門啟始會議」中提出報告。

動員計畫之成員除各專業技術人員外，

若有需要尚應包括業務、法務、財稅和

總務等相關的行政人員。若有外部合作

單位/人員，亦應將其納入。計畫主辦

部門應確實按動員計畫之規劃人選及動

員時程執行相關人力之進、退場，以利

協辦部門配合做人力安排，計畫主辦部

門亦可藉以瞭解及掌控相關的人力成本

與工作進度。

(6)  稅務處理計畫：稅務處理計畫由計畫

經理提出(可先洽會計組或當地會計師

協助)，送管理部同意，其內容至少應

說明計畫應申報之稅務種類、稅率、依

據法規、稅籍號碼需求、需準備文件、

申報方式及時機等。合約中若有可退稅

或業主可提供稅負補償之規定，亦應於

「稅務處理計畫」中說明辦理方式和依

據。

(7)  契約重點管控表：應明列契約中與稅

務、保險、付款辦法、動員計畫、成

果提送及相關罰則等重點規定條文，製

成契約重點管控表，以利計畫執行與管

控。

(8)  文件管理程序：計畫文件管理應以公司

的公文系統為管理工具。來文經掃描後

傳送到公司文書組登錄進入公文流程，

依本公司公文處理程序辦理；創稿公文

亦同。計畫經理應於「工作執行計畫

書」中納入「文件管理程序」，據以執

行。經授權由計畫處理之文件則可直接

由專案計畫創稿及發文。並於「文件管

理程序」中明文定義「國內支援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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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同仁參用。

四、	動態管理	

海外計畫因工程地點多屬偏遠，佈署於現

地之人力也相對有限，然需溝通協調及追蹤辦

理之事項多如牛毛，並不亞於國內工程，由於

時空限制，對海外計畫的支援服務及管理資訊

掌握並不容易，更需仰賴便利暢通的資訊溝通

環境，方能發揮協同合作的綜效。

CECI原已建置有施工管理系統、計畫網站

資訊平台，以及用以輔助公司內部營運的計畫

成本進度控管、公文傳遞和費用支出的MIS內

控管理系統等來輔助計畫管控，惟多屬獨立運

作，尚未能相互整合，且系統功能導向多屬因

應國內工程的管理使用需求而設計開發。

為利於總公司能確實掌握海外計畫的工程

現況資訊，以及方便海外工作同仁進行計畫管

理，爰依本公司於國內長期發展工程控管系統

之建置和導入經驗，進階開發一「海外計畫管

理資訊系統(OPMIS)」資訊服務平台，無縫整合

公司內部營運的計畫管理資訊，針對「資訊回

報」、「服務前線」、「警示提醒」及「紀錄

留存」等四大主軸應用方向進行強化(如圖1所

際工作需求，審慎安排派駐海外工作人

力，動員計畫應併同會議紀錄，陳報督導

副總經理核准，以此做為日後派員出國工

作之依據。倘若未來於計畫執行過程中需

要調整動員計畫，應先簽報督導副總經理

核准後據以實施。

(五) 操作手冊

CECI編製有「海外計畫執行手冊」，

說明公司與海外業務相關部門之職責與分

工，並將有關之辦法、規定、表單、範本

及參考資訊整理臚列，製成索引，以方便

同仁辦理海外業務時參考應用。「海外計

畫執行手冊」之主要內容包括：

1. 海外業務相關部門之職責與分工

2.  全生命週期各階段工作的相關作業規

定，分為業務資訊蒐集及競標階段、訂

約階段以及計畫執行階段。

3.  海外業務相關的管理辦法、表單及資料

索引

4.  日常生活及工作應用資料，包括：(1)海

外辦公室設備需求檢查表；(2)海

外宿舍設備需求檢查表；(3)出

國準備提示；(4)國外一般注意事

項；(5)西方社交禮儀；(6)生理

症狀詞句英漢對照；(7)醫藥記錄

隨身卡；(8)海外計畫各地區稅務

作業特別注意事項一覽表；(9)

Skype網路節費電話使用說明，

以及 (10)緊急通報流程等相關資

訊。

「海外計畫執行手冊」視需要不定

期辦理增修，奉核後公布，供辦理海外工 圖1 海外計畫管理資訊系統(OPMIS)應用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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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帳號整合及資料融合，提供更完整正確的

決策輔助資訊。透過嚴密的權限控管，OPMIS系

統使用對象不再侷限於公司內部同仁，也可以

讓業主隨時上網瀏覽掌握工程近況，協力施工

廠商也可以參與資料維護。以下針對OPMIS系統

設計概念及輔助功能加以說明。

(一)  設計簡潔操作介面，提高資訊回報時

效。

海外工程計畫往往礙於通訊基礎環境

及網路頻寬不足等限制，現場資訊不易即

時傳遞回報至總公司，加以現場駐點人力

精簡，資訊系統成功導入關鍵在於如何讓

訊息回報不會造成計畫同仁額外負擔或工

作干擾。OPMIS系統在設計階段即考量避

免資料線上填報的不方便性，儘量採用批

次檔案上傳方式進行資料更新，資料關聯

彙整等複雜運算則交由系統作自動化擷轉

彙整，以減少無謂書面報表製作，提升資

料填報之便捷性及資料傳遞的即時性。

此外透過資料分工維護更新及資訊分

流應用機制的妥適規劃，由計畫同仁更新

重要紀事及連結重點施工相片記錄，另由

總公司同仁負擔部分較大檔案之圖說資料

更新維護，透過此一機制更有利於系統的

順暢運作及計畫資訊完整呈現。圖2所示即

為海外同仁提報重要紀事操作畫面，透過

簡易描述紀事文字並連結相關相片，為計

畫執行留下完整之紀錄。圖3所示則為現場

影像管理功能，藉由現場拍攝關鍵作業相

片批次上傳，與「工程進度總覽」模組作

資訊並聯展示，提供視覺化施工現況遠端

瀏覽服務。

(二)  無縫連結內部計畫管理系統，掌握預

算執行完整資訊。

   圖2 計畫大事紀要管理

  圖3 工地現場影像紀錄

示)，提供更智慧化的警示追稽機制，以確實掌

握海外計畫的工作動態，並利用網路提供更及

時有效的遠距支援服務。

OPMIS系統提供海外計畫參與成員在同一

資訊平台協同作業與分享資訊，駐外人員藉由

網際網路或雲端技術回報各項任務之工作進

展，系統透過資料串聯，將工程進度、施工相

片、待辦事項、工作月報及大事紀要等資訊融

合呈現於單一瀏覽介面，方便公司端督導管理

者隨時上網掌握各項待解決事項之處理情形，

並藉由整合連結公司內部計畫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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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之工程施工資訊管理及計畫內

控管理均已有長期之發展應用，惟因各別

獨立建置，使用者須分別登入不同系統查

詢工程施工現況進度及計畫成本績效資

訊。本次OPMIS系統之建置係無縫整合兩

套系統平台之重要資訊於單一瀏覽介面，

透過此一統整頁面，計畫主辦人員可透過

「Google Map網路地圖」、「施工相片影

像」及「工程進度」等圖文影像資訊之整

合介面，於單一頁面同時掌握施工最新動

態資訊及依公司計畫管理規則逐月提報相

關進度(如圖4)。督導長官並可隨時進入個

別系統查閱更詳細的各項管理資訊。

(三)  建立契約里程碑管理機制，自動列管

及警示追稽。

OPMIS系統具備里程碑管理功能，可

輔助海外計畫重點工作之控管使用，在計

畫啟始階段預先依據契約時程建立重要工

作的里程碑管控期程，並透過「預警提

醒」及「逾期稽催」機制，由系統自動發

布訊息提醒權責單位回報工作辦理情形，

提供專案督導與工作人員有效管控各項應

辦事項之工作進展，並由系統自動留存各

項重要工作之所有處理說明、附件及回覆

意見等歷程紀錄(如圖5)。

同時系統亦會透過資料串聯，將所有

重要里程碑及應辦事項之最新狀態彙整呈

現於行事曆首頁，方便參與計畫成員及督

導長官可隨時上網掌握各項待解決事項之

處理情形(如圖6)。

(四)  提供彈性分類目錄架構，結構化留存

計畫文件紀錄。

由於海外計畫不確定因素多，相對發

生爭議的可能性較高，計畫執行過程相關

圖4  IT技術於工程管理之應用

圖5 重要工作查核里程碑管理 

圖6 重要工作摘要彙整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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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CECI依據多年來執行工程管理經驗，

所整理之工程執行過程中應妥適收存之圖

文資料目錄架構，供各計畫共同遵循參

用，由參與成員依資料產出權責透過結構

式分類目錄收存管理及分享各類文件、圖

說、會議記錄及會勘紀錄等檔案(圖8)，配

合工程結案，系統可將施工過程所累存的

文件紀錄封裝為結案資料作永續保存。

參、 海外計畫支援

海外計畫一般人力較為精簡，但需要支援

的地方並未較少。為求海外計畫進行順暢，針

對個別計畫於公司總部配合成立「國內支援團

隊」，其成員配置以「計畫協調人」為核心，

海外業務中心為必要成員，並視需要加入其他

技術部門及行政支援部門成員；「計畫協調

人」由計畫主辦部門之督導副總經理指派，原

則上由計畫主辦部門之幹部擔任。計畫協調人

為海外計畫經理與總公司督導長官間之聯絡窗

口。支援需求可分為下列兩類：

一、技術支援

以技術主、協辦單位為主，支援方式包括

在國內協助解決技術問題、因應實際需求增派

技術人力到海外，以及採視訊會議等遠距技術

支援。

二、行政支援

以行政管理群各部門為主，如管理部、業

研部、資訊部、BIM中心、勞安中心及海外業務

中心等，也包含計畫主辦部門本身所提供的相

關行政支援(如文書作業等)。

計畫執行之組織架構、成員及工作職掌，

應於計畫執行前先做妥善規劃，並於「跨部門

圖7 計畫圖資紀錄文件管理

圖8 圖說文件快速搜尋機制

文件紀錄的保存更顯重要，工程進行過程

會產生大量的技術文件、圖說、工程紀錄

表單，透過系統化方式蒐集現地資料，定

期將圖說文件整理歸檔，透過OPMIS完備

的權限管理機制及文件搜尋訂閱功能，訂

閱者選定資料夾後，當訂閱目錄有新檔案

上傳，系統會主動以電子郵件通知訂閱人

上線取得最新版本文件檔案，提供工程督

導、設計、監造及施工之計畫工作人員於

安全控制下透過網路共享取得一致最新版

本文件，有助提高團隊溝通效率。

此外，由於海外各計畫的屬性不同

(如設計或監造)，主要作業的場地也可能

不同，故OPMIS會再針對各計畫進行客製

化(customerized)設計，提供彈性分類目架

構，搭配各計畫實質內容來使用。圖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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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始會議」中提出報告；組織圖中涵蓋之成員

除技術人員外，亦應包括行政管理群相關單位

(如法務組、企研組、會計組、財務組、資訊部

及海外業務中心)之聯絡窗口；若有外部合作單

位/人員，亦應將其納入組織圖中；計畫如需安

排駐外工作人員，組織圖中應相對配置對應之

「國內支援團隊」，以協助駐外同仁向公司反

映問題及提供快速支援。海外計畫執行的組織

關係如圖9所示。

一般常見的支援需求，重點臚列如下：

圖9 海外計畫的組織關係

圖10 海外計畫的組織關係

(一)技術問題：由技術部門協助，需要時海外業

務中心可提供語文協助。

(二)契約修訂及履約問題：由業研部法務組及海

外業務中心協助。

(三)財稅問題：由管理部財務組及會計組協助。

(四)專業保險問題：由業研部計管組協助。

(五)電腦設備困難排除：由資訊部協助。

(六)文書問題：由海外業務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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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訓練需求：由業研部企研組及海外業務中心

協助。

(八)業主接待：由業研部公關組及海外業務中協

助。

(九)緊急救難問題：由勞安中心及海外業務中心

協助。

(十)OPMIS問題：由BIM中心協助。

行政部門之支援功能及分工如圖10所示。

肆、 結語

海外計畫問題變化多端，在此無法一一詳

述，許多措施必須因地制宜，做彈性調整。在

這樣的背景下，如何讓駐外人員與總公司的溝

通能夠即時、順暢；如何讓總公司對駐地的支

援能夠有效及快速到位，以及如何讓總公司能

即時掌控海外計畫的進展現況，都是顧問公司

進軍海外必須面對的課題。

為達成上述目標，即時有效的計畫管理資

訊平台的建置與應用為至關重要的手段。本文

所述，僅為分享CECI辦理海外計畫的一般計畫

管理與後勤支援概況，相關細節及為因應不同

狀況所採取之做法難以詳盡，謹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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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海外計畫、英美契約、各國稅制、工程契約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海外業務中心／主任工程師／張華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專員／王渝捷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專員／蘇逸菁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海外業務中心／經理／熊彬成 4

關鍵詞：海外計畫、英美契約、各國稅制、工程契約

海外計畫執行之
契約和財稅問題
初探



3

No.97│January  2013 │51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法務和財務問題是海外計畫經常遭遇到的風險，也是工程師較不熟悉的項目。契約

方面，工程師必須對英美契約的特性有所了解，並於審約時注意保證金、預付款、違約

或延遲賠償、智慧財產權歸屬與授權等規定；執行時應避免口頭承諾，並隨時徵詢法務

人員意見，若涉及海外地區性法規之遵循問題，尚應徵詢當地律師之意見。財稅方面，

應注意契約上的稅負責任規定、個人所得稅的認定、確認當地國外匯有無管制以及我國

是否與當地國簽署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協定等。有關當地稅務處理事宜，宜委由當地專

業人員或國際會計師協助辦理。

壹、 前言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CECI」) 及其前身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自

1973年起即參與海外工作，迄今已有近40年的

經驗，業務範圍早期以公路為主，近年來逐漸跨

足鐵路、捷運、機場、土地開發、智慧運輸、水

資源及港灣等專業，服務國家也從印尼、沙烏地

阿拉伯、約旦、越南及中國大陸等地擴大到印

度、泰國、非洲及中美洲地區。

隨著業務量、專業及服務地區的擴大，

契約型態及財稅規定日益複雜，問題也逐漸浮

現。總公司雖設有法務組、財務組及會計組等

專業單位，惟因國情不同，常須委請當地專家

協助處理。契約及財稅的問題，從爭取業務之

初就必須考量，否則除相關間接成本之忽略

外，易造成日後執行業務上之困難。而在計畫

開始執行之後，工程師身在第一線，即使不具

財稅專業，仍應具備一定的財稅知識，才能在

面對問題時第一時間作出適當的反應。

本文特就CECI辦理海外工作的多年經驗，

對海外計畫執行之契約及財稅問題作出討探，

期能對未來之海外計畫執行提供助益。

貳、 海外計畫契約

一、契約類別

與海外工程相關的契約，可分為兩大類：

(一) 工程類 

1.  顧問服務契約(我方為乙方，與業主[甲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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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Ingénieurs-Conseils，亦譯「國際諮

詢工程師聯合會」或簡稱「菲迪克」) 訂

定的標準契約；英系國家或採用英國土木

工程師學會(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

簡稱ICE) 發行的NEC (The New Engineering 

Contract，目前最新版本為2005年頒布的

NEC3)，都屬英美法系統。

英美國家實行案例法，契約條文、文

字直接反映當事人的意願，法官必須依契

約文字探索契約當事人的真意，法律規定

大多僅供參考之用；台灣沿襲大陸法系，

實行成文法，很多契約內容因法律都有規

定，無須再作約定。因此，工程師有時必

須以英美法角度解讀契約，避免以台灣的

「民法」觀念帶入。

(二) 文句結構冗長複雜

英美契約語義嚴密明確，一句文字經

常含有多個子句，層層相扣，結構複雜，

必須依語法仔細拆解，再依中文習慣重

組補充，方能正確理解。下文為全句長達

56字的複合句，經過分析，可發現核心句

僅為5個字的簡單句 (The Employer shall 

submit evidence) ：

The Employer shall submit,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Date and thereafter within 

28 days after receiving any request from the 

Contractor, reasonable evidence that financial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 and are being 

maintained which will enable the Employer 

to pay the Contract Price (as estimated at 

that time)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14 

[Contract Price and Payment]. 

業主應於啟始日前及啟始後收到承包

商的請求28日內，提送合理的證據，證明

方]簽訂的契約) 

2.  委託分包商服務契約(我方為乙方，與分

包商[丙方]簽訂的契約) 

3.  辦理顧問分包服務契約(我方為丙方，以

分包商身分與主包商[乙方]簽訂的契約) 

4. 合作契約(與同業簽訂的聯合承攬契約) 

5.  施工承攬契約(施工廠商與業主簽訂的契

約)。

 (二)  行政類

1.  專業服務契約(聘請當地律師、會計師等

契約) 

2.  保險契約(當地專業責任保險、產物保險

等契約) 

3.  勞務契約(聘僱當地勞工契約) 

4.  租賃契約(租用房屋、影印機、車輛等契

約) 

本文以工程類為討論主體。

二、對英文契約內容的理解

工程師對英文契約的誤解，常是海外計畫

相對於國內計畫特有的風險之一，工程師對海

外計畫工程類契約的特點與困難所在，應有相

當程度的認識。

(一) 法系觀念不同

國際工程目前主要採用國際工程師聯

盟(FIDIC，法文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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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規定) 」，如 “under the Agreement＂ 

作「依據本契約(規定) 」解。

三、注意事項

(一)  標前階段

投標前，公司的技術及行政團隊即應

對業主所提供之草約內容進行檢核及風險

評估，如草約中有晦澀不明、窒礙難行、

偏頗不公或隱藏高度風險的條文，亦應適

時向業主反映，以維公司權益。並應了解

是否有損及公司利益的條件，及確定相關

條件和風險公司是否可承受，再決定是否

投標。以下為審查與業主之主契約時應特

別注意事項。

1. 履約保證

履約保證金之繳交方式，競標或議約

前應先與財、會單位會商確認可行。

2. 簽約預付款

簽約預付款有利工作啟動時的動員，

也是執行契約的保障，應儘量爭取。預付

款最好能爭取到服務費總金額10%以上。

3. 業主未依期程付款

應約定服務過程中若業主未依照付款

期程付款，超過一定期限後，服務方得暫

停或終止契約，於恢復付款後始續行履行

服務。

4. 違約賠償上限

服務方違約賠償上限，原則上建議最

高不超過服務費總額。

已辦理財務安排，且持續有效的維持該財

務安排，以提供業主依第14條【契約價金

及給付】規定支付契約價金(計算至當時的

預估金額) 。

(三) 用詞古奧

英美契約常用中古英語和拉丁語、法

語、德語和西班牙語等辭彙，如aforesaid

（上述）、he r e i n a f t e r（在下文）、

hereunder（在……以下）、herein（此

中）、therein（在那裡）、where by（因

此，由是）、hereby（藉此）、inter alia 

(此外尚包括）、null and void（無效）等。

(四)  專業用語

英美契約有其專業用語，應注意其特

定法律涵義，避免用一般英語字義理解。

常見的錯誤舉例如下：

1.  “a material breach/change＂ 是「重大

違約/變更」之意，一般譯為「實質違約

/變更」，意思較不明確。反之，「重大

違約/變更」英譯時也以不譯 “a serious/

major breach/change＂ 為佳，雖然意思傳

達無誤，但較不符專業用語習慣；

2.  “execute a contract＂ 中的 “execute＂ 

作 “to make valid, as by signing＂ (以

簽署方式使生效) 解，所以是「簽署

合 約 」 ， 而 不 是 「 執 行 合 約 」 。 但 

“execute the Works＂ 中的 “execute＂ 

則是 “to finish, complete, or perform as 

required＂ (依規定完成或辦理) ，應作

「執行合約規定的工作」解，不可混

淆；

3.  “under＂ 在英文契約中通常表示「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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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被告之國家進行仲裁)之仲裁地設定方式

不失為一種公允之選擇。香港與新加坡為

亞洲地區較常被選擇之仲裁地，原因除其

仲裁機構發展早，制度較健全外，也因其

為紐約公約之會員國，該仲裁判斷被多數

國家承認，較易執行(大陸地區業務則建議

約定將仲裁地選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

委員會華南分會)。不過仍須注意，香港與

新加坡為英美法系國家，如契約準據法為

大陸法系國家之成文法律，仲裁委員理解

案情適用上可能有疑慮，故除了仲裁地之

選擇外，確定提起仲裁之後，尚須留意仲

裁委員之選任。 

10. 契約之暫停與終止

契約之終止應該是締約雙方的權利，

審約時應注意，因下列事由發生時，服務

方對於業主有權終止契約：

(1)  因非可歸責於服務方之事由而造成停工

時，服務方得請求暫停部分或全部工

作；若暫停工作時間達六個月以上，服

務方有權要求終止契約。

(2)  因業主未依契約之付款期程、期限付款

者。

(3)  因業主倒閉或天災不可抗力事由發生

者。

(4)  因業主實質上未能依據契約規定履行其

義務者。

(5)  服務方得於上述事由發生後15天內以書

面通知業主終止契約，且服務方於終止

契約前所有的權利與權益不因終止契約

而受影響。

11. 背對背條款

如係擔任統包商或設計、監造主承

商之分包工作，業主有時會於契約中置入

「背對背條款」，要求服務方承受主承商

5. 給付報酬

給付報酬之時程與百分比應該和服務

方服務成果提交之時程及進度相對應。

6. 逾期違約罰款上限

服務方的逾期違約罰款總額，原則上

以總服務費的20%為上限。

7. 新增或變更工作

若原契約未對新增或變更工作之費用

計價方式有明確規定，亦應於契約中約定

如業主要求服務方新增或變更工作時，應

先談妥服務費用、工作內容和工期，做成

書面協議或契約變更後，服務方才提供新

增或變更工作的服務。

8. 智慧財產權授權和讓與

參與海外計畫尤應慎重處理智慧財

產權之條款，雙方當事人亦需以契約明文

規定智慧財產權歸何人所有，日後是否得

授權使用、授權之使用範圍、有償或無償

授權等均須明確記載。若因標案之特殊需

要，需約定智慧財產權歸業主者，則應約

定服務方同意智慧財產權於全部工作完成

且已收到全部服務費之後，始將服務成果

之智慧財產權移轉給業主。此外，如與業

主有特別規定且有分包之情形時，亦應於

分包合約中約定智慧財產權事宜。

9. 仲裁

除另規定特指定地區外，建議雙方約

定將仲裁地選在雙方交通便利和信任度較

高之國家，並應注意仲裁地選擇時之仲裁

制度、費用是否妥適，「以原就被」(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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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造成不可彌補之傷害；將來若有爭

議發生或需要究責時服務方才能站穩立

場，據理力爭。

5.  業主若有審查程序冗長、審查流程不合

理問題，將會導致影響工進時，服務方

應於計畫開始初期即與業主討論及訂定

標準作業程序，對設計圖說的審查方

式、審查流程、審查時間以及業主應負

之審查責任等，加以明確規範，以免因

業主意見反覆，屢作虛功，造成時間及

人力的浪費，乃致影響工進。

6.  如有分包需要，分包合約中應載明不適

任人員之撤換機制及罰則，並搭配保留

款機制，作為管控分包商工作品質及工

作進度之籌碼。

7.  處理分包事務時，在標案爭取階段即應

開始接洽分包商，得標後及時完成分包

約之簽訂，以利分包商依約進場工作，

主承商依約付款。若工作內容及服務

費需要更動，亦應即時辦理分包契約變

更，凡事有所依據，再行辦理，才能避

免紛爭，也須避免在未簽訂分包約或未

與分包商達成費用協議時即使用分包商

工作成果之情況發生。

參、 海外計畫財稅

工程契約雖可隨業主意願或計畫特性自行

撰擬，但因國際工程界的努力，已有通行的各

種契約範本可供參考，業主僅需依照需要調整

即可，因此國際性的工程仍有相當程度的統一

規範；但財稅問題受到當地稅務法規的限制，

各國規定不同，差異較大，報稅程序、格式、

時限也各不相同，而且不時修訂，稍有不慎就

與其業主所簽定之母約所訂之權利義務。

審約時，如發現有「背對背條款」，即應

對母約相關條文進行了解，以確定服務方

因該「背對背條款」應負之權利義務。相

對的，服務方於委託分包商協辦工作時，

也應注意將母約中相對的約束條件適度轉

嫁予分包商。

(二)  計畫執行階段

契約管理為計畫管理中最重要的一

環，與業主間的權利、義務都規定在契約

中，依約執行工作及請求報酬是海外計畫

執行的鐵律，計畫管理人必須完全熟悉契

約規定及相關的成果提交時程、工作要求

和雙方的權利義務，才能確保計畫順利執

行和維護公司應有的權益。以下為計畫執

行階段，應特別注意事項。

1.  超出合約範圍工作：對於超出合約範圍

且影響工期、成本之工作，服務方在投

入人力前應先估算所需之費用及工期，

提出書面報告，經業主書面同意後再行

辦理，以維護服務方應有權益。

2.  避免口頭承諾：業主如有口頭指示或承

諾，需試著主動 “製造證據＂，事後應

以書面請業主確認，做為辦理依據。

3.  保存紀錄：與業主間之相關往來函件、

指示，以及所提送的成果和相關資料均

應完整保留紀錄，以便日後發生爭議、

訴訟及求償時有所依據。

4.  不論是業主方或者是分包商人員，只要

有不適任問題，致影響工程進度或品質

者，應即透過書面或會議留下紀錄，要

求改善。若屢勸不改，則應以書面要求

更換，以免長期累積對計畫之進度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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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若要求當地國稅金自負，需了解當地

有那些稅負及是否可申請優惠？是否

須辦理登記？需辦理那些登記？是否

有設立登記及相關費用（例如當地辦

公室費用、當地帳務及稅務處理費

用）？服務費如何匯回台灣？是否可

取得證明以抵減台灣之營所稅？考量

所有因素後，試算本公司實得之服務

費收入，以評估投標是否有利。

(三)  契約如規定稅款可辦理退稅或稅負減

免，應了解相關規定與程序。

(四)  確認本公司是否應在當地國辦理稅

籍登記(為報稅及退稅需要) ；如需辦

理，則應確認需要登記的是計畫辦公

室稅籍、代表處稅籍、分公司稅籍還

是母公司稅籍，或者需同時登記多種

稅籍。

(五)  簽約對象是否為境外單位，且可取得

匯入憑證？若是，則屬勞務外銷，可

免繳交我國5％營業稅。

(六)  同仁在海外服務所發生之當地所得稅

原則上由本公司負擔，且應反映於報

價成本內。

(七)  我國已與部分國家簽署「避免所得稅

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可持納

稅憑證至我駐外使領館或其他經中華

民國政府認許機構辦理簽認，以憑抵

減國內的稅額。

(八)  大部分國家依居民身分課徵個人所得

稅，未達標準者可免稅，達居民標準

可能就全世界所得納稅。所以應注意

配合該國居民與非居民的定義，安排

人員派駐時間，避免發生巨額稅款。

會觸法受罰，必須加倍小心處理。

一、財會人員之聘請

海外計畫財會人員主要的職務如下：

(一) 當地稅籍登記

(二) 當地會計帳目處理

(三)  當地稅務 (含協助個人所得稅) 申報及

退稅

(四) 服務費請款

(五) 外匯及銀行帳戶處理

(六) 總公司費用報銷

由於財稅工作有強烈的地域性，日常的會

計工作最好由當地的專業人員擔任，其好處是

對當地的稅法較為瞭解，部分地區薪資低廉，

聘請當地人士更可收節省成本的效果。至於與

國內總公司財會單位的中文單據報銷及工作聯

繫，則可由本國人負責。

除日常的會計工作外，如有需要，亦應聘

請當地的會計師事務所協助辦理稅務申報相關

事宜。

二、財稅處理原則

海外計畫的財稅問題，影響成本甚大，

在業務爭取階段即應先做評估與規劃，以確實

掌握計畫成本，作為報價及評估是否投標之參

考，基本處理原則如下：

(一)  儘可能爭取由業主負責支付當地稅

金，完稅後服務費再由業主匯至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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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稅率5%。

(2)  增值稅：增值稅額＝當期銷項稅額－當

期進項稅額，銷項稅額＝銷售額(即不

含稅收入) X稅率。

(3)  城市維護建設稅：計稅依據為增值稅、

營業稅稅額；稅率：納稅人所在地在市

區的，稅率為7%；在縣城、鎮稅率為

5%；不在市區、縣城或鎮稅率為1%。

(4)  教育費附加：計稅依據為增值稅、營業

稅稅額；稅率：各地自行規定。

2. 企業所得稅

(1)  若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

所的，應當就其所設機構、場所取得的

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以及發生在中

國境外但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有實際聯

繫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此種納稅

方式之課稅基礎為「收入減除成本費用

後之盈餘」，稅率為25%。

(2)  若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

場所的，或者雖設立機構、場所但取得

的所得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沒有實際聯

繫的，應當就其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

繳納企業所得稅。此種納稅方式之課稅

基礎為「收入全額」，稅率為10%。

(3)  所謂「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按照

「勞務發生地」確定。

3. 個人所得稅

(1)  因任職、受雇、履約等而在中國境內提

供勞務取得的所得，不論支付地點是否

在中國境內，均為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

得。

(2)  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在境

內居住滿一年的個人，從中國境內和境

外取得的所得均繳納個人所得稅。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

例規定」，有住所的個人是指因戶籍、

家庭、經濟利益關係而在中國境內習慣

(九)  有的國家設有外匯管制，服務費收入

可能無法匯回台灣。此外，對於外匯

波動較大的國家，應將外匯風險及避

險方式考慮在內。

(十)  不論是以「境外公司」之方式提供業

主服務，或是以在當地國設立登記

「境內公司」之方式提供業主服務，

應採用稅負較有利之方式。

(十一)  各國的勞工福利及稅務問題複雜，

應避免直接聘雇，可委託當地人力

派遣公司或子公司辦理。

三、各國財稅特別注意事項舉例

除以上處理原則外，各國之財稅處理仍有

需要特別注意之事項，以下特舉大陸、印度、

越南和印尼四個地區為例說明。

(一) 中國大陸地區

參與中國大陸工程技術顧問服務可能

發生之中國大陸稅費主要者有：增值稅或

營業稅及其相關附加稅(例如城市維護建設

稅、教育費附加) 、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

稅及其相關社會保險費。

1.  中國大陸自1994年施行對貨物和勞務分

別徵收增值稅和營業稅制度。但這種稅

制結構下增值稅納稅人外購勞務所負擔

的營業稅、營業稅納稅人外購貨物所負

擔的增值稅，均不能抵扣，重複徵稅問

題嚴重，不利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現代服

務業發展。故近一年來中國大陸陸續推

動交通運輸和部分現代服務業實施「營

改增」。

(1)  營業稅：營業稅額＝營業額(即收入)X

稅率，依照「營業稅稅目稅率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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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再加計追加捐與教育捐，且近年來有

相當程度之變動，應特別注意。中央稅包

括個人所得稅、公司稅、關稅、中央營業

稅、服務稅等。省稅包括加值稅、印花

稅、土地收入稅等。地方稅包括財產稅、

貨物入市稅等。印度課稅年度為4月1日至

次年3月31日。

我國已與印度簽署「避免所得稅雙重

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自2011年8月12

日起生效。

1.  外國公司在當地提供服務，應報繳營業

稅和企業所得稅。

2.  個人所得稅：外國企業的外國雇員於一

營業年度中如未在印度居住滿90天，無

須就外國雇主支付的所得納稅。

個人所得稅分為居民納稅人和非居民

納稅人。居民納稅人為一年內在印度停留

182天以上或一年內在印度停留60天以上且

在前四年累計停留時間至少365天。不滿足

這兩個條件的則為非居民納稅人。居民納

稅人就全世界所得納稅，非居民納稅人只

就印度的所得納稅。

3.  若業主不同意負擔我方稅負，應了解我

方在當地處理稅負是否應配合設立分支

機構(如計畫辦公室、代表處或分公司) 

，以及需申辦之稅籍號碼(如計畫辦公室

稅籍及公司稅籍) 。  

4.  印度之營利所得稅稅率高達40%，契約

簽訂前應了解印度政府可認列之計畫成

本，以及應配合備妥那些證明文件與單

據，妥為估算印度政府可能認定之計

畫營利，估算出可能須繳交之營利所得

稅，納入計畫成本考量。

居住之個人。

(3)  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者無住所

而在境內居住不滿一年的個人，從中國

境內取得的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但是

在一個納稅年度中在中國境內連續或者

累計居住不超過90日的個人，其來源於

中國境內的所得，由境外雇主支付並且

不由該雇主在中國境內的機構、場所負

擔的部分，免予繳納個人所得稅。

(4)  外籍人員(含台灣同胞) 之工資、薪金所

得稅計算方式，以每月收入額減除費用

4800元人民幣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

額，適用超額累進稅率共7級，從3%至

45%。

(5)  社會保險費，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

險、失業保險、工商保險、生育保險、

住房公積金，以每月工資、薪金收入依

照各地規定之提撥比率計算繳納。個人

繳納之養老、醫療、失業保險費可於計

算個人所得稅時作為費用減除。

4.  對於在中國大陸提供服務所發生之各項

稅費，因各地稅率及費率不盡相同，最

好約定由業主支付並辦理報繳稅，以免

疏漏。需特別注意人員於中國大陸停留

超過90天將有報繳個人所得稅之課題。

若未約定稅費由業主負責，則應將稅費

納入報價。

5.  因當前國際經濟趨勢人民幣為強勢貨

幣，故建議我方提供服務時，以人民幣

計價為優，在尚未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

制前，匯款時兌換為美金支付。

 (二) 印度地區  

印度稅賦依徵收機關不同，可分為

中央稅、省稅及地方稅三種，相當複雜，

有「稅上加稅」的特性。除法定稅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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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對象外，越南國內外企業之公司所得

稅一般稅率皆為25%。另於2012年3月

1日起，企業存款的利息所得，視為企

業之其他所得，應併入應課稅的企業所

得。        

(四) 印尼地區

印尼實行中央和地方兩級課稅制度，

與企業相關之主要稅種有：公司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增值稅、印花稅等。我國已

與印尼簽署「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

逃稅協定」，自1996年1月12日起生效。

1.  印尼營利所得稅稅率25%，營業稅為

10%。

2.  印尼當地世、亞銀純貸款計畫，一般規

定顧問公司需報繳員工個人所得稅，但

免繳公司營利所得稅(Corporate Income 

Tax) 及營業稅(Value Added Tax) 。若承

辦之貸款計畫有部分資金是印尼政府配

合款，則該部分須繳納公司營利所得稅

及營業稅。

肆、 結語

法務和財務問題不是工程人員擅長的項

目，但影響重大，必須慎重處理。本文僅就一

般注意事項及處理原則提出綱要說明，無法

一一詳述。實務上發生問題時，仍應依實況請

教專業人員辦理，始能完整保障公司權益。

(三) 越南地區

越南以直接稅為主，實行中央一級課

稅制度，與企業相關之主要稅種有：公司

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增值稅、特別銷售

稅、財產稅、進口關稅等。我國已與越南

簽署「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

定」，自1998年5月6日起生效。 

1.  越南之外商業主，有時依其本身之財稅

考量，希望以越幣支付服務費，並匯至

越南帳戶。上述做法可能衍生匯差損

失、幣值不穩定以及必須在當地報稅之

問題，原則建議業主以台幣、美金或其

他幣值較穩定之貨幣支付服務費，並將

所付款項直接匯到台灣帳戶。

2.  個人所得稅分為居民和非居民二類，外

國人於一營業年度中在越南居住和工作

滿183天，為居民納稅義務人，居民納

稅義務人須就全球所得納稅。在越南居

住和工作的時間在30天至182天之間視

為非居民，稅率為25%。外國人在越南

工作的時間不滿30天無須繳納個人所得

稅。

3.  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在越南的貸款

計畫常有稅負減免之優惠，惟規定各計

畫不盡相同，在簽約前應確實了解邀標

文件有關稅負之規定，妥為考量：

(1)  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及營業稅等，

特別注意是否可以辦理退稅，以及辦理

報退稅的稅目及手續。

(2)  辦理報退稅作業需要之稅籍種類(如當

地計畫辦公室稅籍與母公司稅籍) ，及

退稅之規定(如報退稅之時間及需提送

之資料、文件等) 。

(3)  除越南稅局訂明之優惠稅率、待遇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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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問題解決、知識管理、專業知識庫、知識社群、SOS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資深協理／劉沈榮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副理／張禎誼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正工程師／張佩倫 3

知識管理四部曲
─回顧與展望



3

No.97│January  2013 │61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工程顧問業的專業知識為其核心競爭力之來源，而在技術業務執行過程中，經常需

要快速協助業主解決問題。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KM)可促進台灣企業於國際

市場之競爭力，並傳承知識與創新。隨著時間的累積，組織內部的知識文件資料及外部

顧客關係資料日益龐大，組織乃利用資訊科技及網路科技進行企業電子化。工程顧問公

司仰賴著員工腦中的寶貴經驗知識而成長，但隨著員工的離職及退休，不易完整保留其

經驗與知識。因知識管理(KM)之理念引進台灣，政府機關及民間企業紛紛建立客製化之

知識管理系統(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KMS)，用以保存內部長時間累積下來的經

驗與知識。本文將回顧台灣世曦(以下簡稱CECI)過去推動與執行知識管理之相關經驗，並

提出對未來的展望，期與各界人士分享與交流。

321

壹、前言

CECI為因應業務市場之變遷，積極推動各

類與拓展新業務商機有關之研發計畫、e化、

Internet及Intranet建置。在知識管理名稱及觀念

尚未引起國內廣泛重視前，CECI自1998年起即

已陸續規劃各相關系統。而各部門亦建置有各

自的專屬網頁，於其網頁中存放部門內的共用

文件，再透過年度評比獎勵後，累積不少有用

的知識資產。CECI於2000年開始籌劃推動知識

管理(KM)，至今推行已逾十年。

CECI知識管理之導入歷程及狀況如圖1。由

圖中顯示，CECI由推動階段進入變革階段，再

進入到績效評估階段，而現為效能提升之策略

階段。每個節點代表知識庫及知識社群的討論

數量，因當年度所執行之各項措施而有不同之

差異。近年來的知識資產成長量已呈現平穩的

狀態，也從一開始對量的重視，轉變為對質的

提升。

自2000年成立「知識管理研究小組」，

即以讀書會方式研討知識管理相關理念，完

成「CEC I知識管理之整體規劃—白皮書」

及「CECI知識管理之整體規劃—策略指引草

案」，後移交CECI內之資訊部進行系統規劃、

開發及建置。2001年規劃建置「專業知識庫」

及「知識社群」平台，並頒布「知識管理辦

法」。專業知識庫為一個具有良好分類架構之

系統，提供各種顯性知識文件之儲存及利用；

知識社群則提供隱性知識交流與協助解決工作

上之問題。2002年全面推動知識管理；2003

年起，每年進行知識管理推動檢討及滿意度調

查，藉由同仁之使用回饋建議，改善CECI知識

管理系統，進而提升系統效能。2004年建立知

識管理子系統－「SOS」及成立「知識管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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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CECI推行知識管理之歷程與
回顧

一、知識管理首部曲－知識庫及知識社群之

導入與推動

CECI為因應業務環境之變遷，積極建立知

識管理機制以累積知識資產。因工程顧問公司

屬知識密集的服務業，需要促進員工知識成長

及提高每位員工活用知識資產的能力，進而提

供業主滿意的服務及達成公司業績目標。2000

年底進一步籌劃推動「知識管理」，期能有助

於員工能力及公司經營的成長，保持技術領先

及永續經營的目標。另一目標係能利用過去多

年來所累積的豐富資料與資訊，並配合實際工

作經驗，將這些寶貴的資產變為更有價值的知

識再加以利用。知識管理研究小組依據「CECI

知識管理之整體規劃—白皮書」及「CECI知識

管理之整體規劃—策略指引草案」進行知識管

理架構規劃及系統平台建置，並以策略、人、

資訊三構面為基礎進行規劃。知識管理計畫包

括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整體規劃」；第二

階段為「知識管理系統架構之建置」；第三階

段為「試辦」；第四階段為「全面推動」。

會」，定期召開知識管理委員會會議，評選每

季SOS案例及向部門同仁宣導知識管理相關事

宜。同年並建立「知識計點」制度，規定同仁

每年必須有60點之知識計點要求。

2004年建立之SOS系統，主要是針對業務

執行上所遭遇的急迫性問題，提供的一個快速

解決管道。同仁於提出問題後，可迅速獲得公

司內各專業同仁立即且廣泛之回應與協助。同

仁若使用SOS系統，不但可將所有討論的過程記

錄儲存，提問者亦會在緊急問題解決後整理出

最適解決方案，此經驗將永久留存於公司資料

庫中，不會因為員工的離退職而流失，逐步建

立企業智慧資產的分享機制。2005年起，每年

進行知識管理績效考評，並實施知識管理獎勵

及處罰。

自2006年起，CECI

委託中華大學余文德教

授、楊智斌教授、曾秋蓉

教授所組成之研發團隊

(以下簡稱中華大學研發

團隊)，為CECI進行知識

管理效益評估及智慧資產

化系統之相關研究。逐年

舉辦「知識管理考評作

業」及「知識社群社長及

知識庫管理人會議」，

自2007年開始針對SOS系

統進行－「救援獎」及

「解決方案整理獎」獎勵

評選，以促使公司同仁知識分享與經驗交流，

為公司增加更豐碩而珍貴的智慧資產。2010年

起，知識管理由量的增加轉為質的提昇，故於

2011年開始降低知識計點之要求(由一年60點降

低為45點)。CECI期望未來可達到主動式知識管

理系統之目標，將CECI智慧資產的再利用達到

最大化。

圖1 CECI知識管理之導入歷程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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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文章發表時，可在個人工作區之訂閱

通知內閱讀新文章，達到即時吸收知識的

目的。

(三) 第三階段：試辦

在試辦階段中，重要執行項目分為

四項，執行期間為2001年10月至2002年7

月，為期十個月。其執行項目為：(1)成立

知識管理系統建置小組；(2)加強知識管理

之宣導；(3)建立專業知識庫及知識社群之

雛形；(4)試辦成果檢討。

在試辦階段中加強知識管理之宣導

後，在顯性知識部分，隨著文件的分類與

上傳以豐富各專業知識庫；在隱性知識部

分，員工開始在知識社群進行實體活動討

論與虛擬空間的分享交流，培養全體員工

自行上網學習及分享的氣氛，將其文件與

知識確實運用到本身工作並

提昇效率。在試辦期間，知

識社群已逐漸形成討論之熱

絡氛圍，也有社群利用假日

聚會舉辦研討活動。

(四) 第四階段：全面推動

在全面推動階段中，重

要執行項目分為三項，推動

期間自2002年8月迄今。其

執行項目為：(1)成立知識管

理推動小組；(2)建立專業

知識庫運作機制；(3)建立知識社群運作機

制。本階段由董事長指示成立「知識管理

推動小組」，並由「業務管理群」督導副

總經理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包括各事業

群代表及幕僚單位(如：資訊部、管理部、

業務及研發部)，負責推動知識管理相關事

宜。延續試辦階段的成功策略，並修訂及

(一) 第一階段：整體規劃

在第一階段「整體規劃」之重要執行

項目分為五項，推動期間為2000年10月至

2001年3月，為期半年。其推動項目為：

(1)成立知識管理研究小組；(2)成立讀書會

進行腦力激盪，以建立推動知識管理之策

略；(3)建立知識管理網頁，以宣導知識管

理之觀念；(4)研擬知識管理推動白皮書與

草案；(5)研擬CECI知識管理之引用作為。

(二) 第二階段：知識管理系統架構之建置

在第二階段中，知識管理系統架構之

建置係為最重要的執行項目。執行期間為

2001年4月至2001年9月，為期半年。本階

段主要規劃建置「專業知識庫」及「知識

社群」二個平台，構成完整之知識管理架

構(如圖2)。CECI知識管理之架構係建立於

知識入口網站(KM portal)上，其子系統包

含：專業知識庫、知識社群、圖書期刊、

結案資料、GIS、規範估價、e-learning、

中華技術，並設置「搜尋服務」，以提昇

員工找尋資料的速率。此外，又提供一項

「訂閱通知」服務，員工可訂閱特定之知

識社群或專業知識庫，若該知識庫或社群

圖2 CECI知識管理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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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識成長計點實施後之成效

實施知識管理之知識成長計點規定

後，員工下班後仍能參與知識管理活動，

且比例甚高。驗證CECI推行所有員工皆為

「知識工作者」，隨時隨地皆能使用任何

裝置擷取資訊，實現任何時間(anytime)、

任何地點(anywhere)，運用任一種裝置(on 

any devices)的理想，也使「知識中心」真

正落實知識工作無疆界的境界。

CECI推動知識管理的成功關鍵在於注

入實施KGP的變革，透過領導團隊導引創新

至各部門，轉化為員工齊心改變的動力。

因為建立知識分享的企業文化，才能達到

同仁主動學習、不斷成長及實現自我理

想，進而促成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

三、知識管理三部曲－績效評估之實施

CECI在實施知識管理後，在投資成本及績

效等因素考量下，期望暸解「知識管理系統」

所帶來之效益。CECI每年均舉辦知識管理績效

考評及獎勵，雖然得到全體員工認同與極高的

滿意度，但仍期望瞭解實施後之整體績效與回

饋，有助日後改善知識管理系統時之參考。

在知識管理績效評估部分，可分為

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3~2006年進行

「知識管理滿意度調查」；第二階段為

2006~2007年與中華大學研發團隊合作進行

「SOS系統之績效評估模式(PISP)」調查；

第三階段為2007~2010年與中華大學研發

團隊合作進行「知識社群之知識加值模式

(KVAM)」調查。

(一)  第一階段：知識管理滿意度調查

(2003~2006年)

補強配套措施，增進員工對於CECI知識管

理之認同感。

二、知識管理二部曲－實施知識成長計點之

變革

自推動知識管理導入「專業知識庫」及

「知識社群」後，初期雖然蓬勃發展，但在

2002年後的全面推動階段時碰到瓶頸，面臨參

與人數及發表量停滯現象，雖然採取若干補強

措施，但成效有限。因此，開始規劃與推動知

識成長計點，讓所有員工動起來。以下，針對

知識成長計點策略實施前後之結果進行說明。

(一) 知識成長計點之實施

圖3 員工知識成長計點表

知識成長計點實施時，規定每人每年

知識成長計點(Knowledge Grouping Point, 

KGP)最低標準為60點，年度KGP積分運用

於員工表揚/敘獎、選用人才、考績評分

等參考。員工參加知識成長活動，系統將

自動記錄及計點，員工可由公司內網站之

「員工知識成長計點表(如圖3)」查詢最

新狀況，作為個人知識成長評量之參考依

據。藉由每日知識成長計點表之顯示，以

驅動個人知識不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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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於2003年開始針對員工進行知識

管理系統使用滿意度問卷調查，目的在於

評量各知識社群、專業知識庫之價值及實

施知識管理滿意度，調查結果作為日後推

動、改善與獎勵之重要指標。為鼓勵員工

踴躍填寫問卷，填寫每份問卷皆納入下年

度「知識成長計點(KGP)」中，此鼓勵措施

使得全公司員工填寫率達95%以上。

(二) 第二階段：SOS系統之績效評估模式

(PISP)調查(2006~2007年)

針對SOS系統之績效評估，建立電子

問卷表單系統，派發給參與各案例之回應

者、答覆者與提問者進行問卷調查。調查

對象分成兩類，分別以「問題之提問者」

與「問題之回覆者」作為問卷的訪問對

象。問卷內容針對回覆貢獻度、解決方案

選擇性、知識轉換過程、傳統問題解決次

數、時間、人數等數值進行調查，可獲得

SOS案例之時間效益、人時效益及成本效

益。(詳細公式及說明請參閱中華技術第76

期。)

(三) 第三階段：知識社群之知識加值模式

(KVAM)調查(2007~2010年)

在過去研究知識社群活動之過程中，

發現知識管理活動具備多樣化的特質。主

要有兩個知識管理活動類型：(1)類型一

為「知識分享活動」－開始於參與者針對

一個特殊主題而願意分享他們的知識、經

驗以及觀點；(2)類型二為「問題求解活

動」－提問者遭遇無法解決之問題，並要

求他人提出建議的解決方案及意見，以

供提問者參考或應用。因此，提出知識

加值模式(Knowledge Value-Adding Model, 

KVAM)，以協助量化知識社群知識管理活

動中所產生之價值(如圖4)，亦可用來作為

圖4 知識加值模式(KVAM)之架構與流程

衡量知識社群與個人知識管理績效的參考

標準。

此基本模式可分成三個部分：(1 )

輸入；(2)原創知識過程(raw knowledge 

creating process, RKCP)與知識加值過程

(knowledge value adding process, KVAP)；

(3)輸出。「輸入」可視為知識附加價值理

論中的「X」；而「輸出」為「Y」；過程

「P」則是由RKCP與KVAP兩部分所組成。

RKCP是由知識管理活動發動者(initiator)

完成；KVAP則是由知識社群參與者所完

成，有時發動者亦參與KVAP之知識加值活

動。此KVAM係依據知識管理活動之屬性與

特質，分別建立「知識分享」與「問題求

解」兩種不同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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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社群成員遭遇無法解決之問題，並要求

其他成員提出解決方案。對應「知識」之分

類，「問題」提出應符合知識社群主旨，並

以對知識社群讀者的重要程度進行分類。問

題求解活動之「知識加值過程」中分成五個

描述詞，其定義如下：a.沒有貢獻－該解答

對於該問題之解決毫無貢獻；b.稍有貢獻－

該解答對於該問題之解決稍有貢獻；c.有貢

獻－該解答對於該問題之解決有明確貢獻；

d.相當有貢獻－該解答對於該問題之解決有

相當貢獻；e.非常有貢獻－該解答對於該問

題之解決非常有貢獻。問題求解活動之知識

加值模式如圖6所示。

2. 知識加值績效評估系統(KVAS)

知識加值績效評估系統(Knowledge 

Value-Adding System, KVAS)是應用KVAM

之理論所建立之系統(如圖7)，該系統提供

知識社群管理人有關的知識社群量化績效

之資訊，包括：各知識社群及各部門的知

識管理績效，及不同知識社群及部門的績

效比較；KVAS提供公司平均值數據，以

監控知識管理績效。KVAS之建置基礎是

由兩個模組所組成，包括：(1)知識加值問

卷模組(knowledge value-adding surveying 

module, KVASM)；(2)知識加值量化模組

(knowledge value-adding quantification 

module, KVAQM)。KVASM可分成「提出子

模組」與「判斷子模組」兩類；KVAQM則

是由「計算子模組」所組成。KVASM模組

與KVAQM模組功能如下所述：

(1) 知識加值問卷模組(KVASM)

蒐集並調查與知識管理系統之知識社

群活動相關資訊，及提供KVAQM模組所需

之案例相關參數。該模組包括：(1)原創知

識提出子模組；(2)原創知識判斷子模組；

1. 知識加值模式(KVAM)

(1)「知識分享活動」之知識加值模式

就知識分享活動的「知識加值過程」

中的五個描述詞進行定義如下：a.無關－所

提之回應與主題無關，無任何加值效果；

b.取得－回應者能清楚認知該主題，並加以

分類或轉述；c.使用－回應者能應用所取得

的知識，以協助其本身之工作；d.學習－回

應者能完全瞭解、掌握提出者之情境，並

且延伸應用至其他相關主題；e.貢獻－回應

者不僅能瞭解主題之知識，並且能夠結合

其自身背景知識，提出更具價值的見解。

知識分享活動之知識加值模式如圖5所示。

(2)「問題求解活動」之知識加值模式

問題求解活動為知識加值模式的第二

種類型。在問題求解活動中的「問題」是指

輸入 輸出

低度相關

原創知識過程
RKCP

知識加值過程
KVAP

資料

資訊

知識

智慧

無關

取得

使用

學習

貢獻

X Y

輸入 輸出

不重要

原創知識過程
RKCP

知識加值過程
KVAP

稍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

沒有貢獻

稍有貢獻

有貢獻

相當有貢獻

非常有貢獻

X Y

圖5 知識分享活動之知識加值模式

圖6 問題求解活動之知識加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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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值類型提出子模組；(4)加值類型判斷

子模組。

(2) 知識加值量化模組(KVAQM)

作為知識社群案例活動的知識加值之

量化效益評量計算用，及以KVASM模組所

產生的參數進行評量。該模組包括：(1)知

識社群計算子模組；(2)員工計算子模組；

(3)排行榜計算子模組。

知識加值模式(KVAM)所提供之效益包

括：(1)可提供知識社群管理人進行個人績

效衡量參考，藉由此績效資訊，知識社群

管理人可針對績效不佳之參與者，規劃激

勵方案或改善策略；(2)未來可進行各知識

社群間績效比較，除用於知識社群自我歷

年之經營狀況比較外，更可用於各知識社

圖7 知識加值評估系統(KVAS)架構

群間互相進行績效成長比較；(3)提供知識

社群之知識品質改善參考。

CECI針對知識管理的績效評估進行不

同方式調查，而這些統計數據將可作為知

識管理系統改善之重要參考。

參、CECI知識管理之未來展望

知識管理系統所累積之問題討論、結案

報告及圖檔等資料，皆為公司之無價資產。

然而，在研究及系統更新中，發現CECI現有

知識管理系統乃屬於「被動式」知識管理模

式。2006年中華大學研發團隊規劃CECI 之

知識管理系統發展建議(如圖8)，將系統發

展規劃為「企業智能建立」與「企業智能應

用」兩大階段，分別說明如下。

一、系統發展規劃

(一)企業智能建立階段

「企業智能建立」階段包括四個過程

(如圖8左半部所示)：(1)被動式知識管理平

台—以MS SharePoint® 為基礎所建構之知

識管理平台，主要作為目的導向式之知識

累積與記錄系統；(2)知識管理績效評估系

統—建立知識管理系統中問題解決效益之

評估系統，主要在於將目的導向之靜態知

識轉換為績效導向的知識管理效益評估系

統；(3)主動式問題解決系統—將傳統被動

式知識管理系統，轉換為策略導向之主動

式知識管理系統；(4)全面智慧資產化—以

文字探勘(Text mining)相關技術為基礎，將

公司過去所累積之非結構化(Unstructured)知

識文件，全面轉換成為數位化、可重複使

用之智慧資產，建立以市場為導向之知識

管理系統；(5)智慧型知識達人系統—在完



3

68 │No.97│January  2013

專
題
報
導

成公司全面知識資產化後，透過智慧代理

人技術建立，整合全公司知識與智慧，而

達到全方位之企業智能管理。

(二) 企業智能應用階段

「企業智能建立」階段之目標，在

於建立CECI智慧資產之內涵與應用系統架

構，然其功能之發揮主要在「企業智能應

用」階段。「企業智能應用」階段之主要

工作有二(如圖8右半部所示)：(1)智慧資

產之累積—透過持續性之隱性(主要藉由知

識社群)，及顯性(主要透過各類知識文件)

知識之蒐集、記錄、轉化(智慧資產化)與

貯存，充實CECI之智慧資產庫(Intellectual 

Asset Repository, IAR)；(2)智慧資產之應

用—依據CECI之營運需求，將智慧資產庫

中所貯存之資產進行加值應用。

2010年起，CECI由「企業智能建立」

階段邁進「企業智能應用」階段。由於企

業智能成功應用的基礎在於累積足夠之

「智慧資產」，而充實CECI之智慧資產及

智慧資產之應用將成為主要工作。

二、未來展望－主動式問題解決系統

在工程顧問業之營運業務中最迫切需要的

就是問題解決，CECI針對傳統被動式(或反應

式，Reactive)知識管理之問題解決模式之缺點，

圖8 系統規劃構想

提出主動式問題解決模式(如圖9)，並開發出一

套主動式問題解決系統，本系統是一種更有效

率的問題解決系統。在建立系統的過程中，必

須把過去SOS系統之案例，轉換成為經驗學習檔

案(LLF)，將參與該問題解決之公司內專家納入

專家地圖，而該問題解決之LLF亦記錄於知識地

圖中。KVAS系統之主要功能，在於將知識社群

中之知識分享與問題解決類的知識案例進行分

析與評估，以產生相關的知識加值(Knowledge 

Value Adding, KVA)得分，並回饋至主動式問題

解決系統之智慧資產庫(IAR)中，且反映至知識

地圖(Knowledge Map, K-Map)及專家地圖(Expert 

Map, E-Map)資料庫中。

當使用者遇到問題時，可進入緊急問題求

解系統(Automatic SOS problem Answering, ASA)

搜尋相關歷史案例，ASA系統將會自動至K-Map

搜尋相似度較高的歷史案例。若使用者仍未從

圖9 主動式問題解決系統架構圖

K Map

ASA

ASD

E Map

使用者

解決?

解決方案

是

否

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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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知識管理之推動、變革與績效評

估」，中華技術，第81期，第256~267頁，

2009年。

5. 姚宣合、余文德、楊智斌、曾秋蓉、劉沈

榮、張佩倫，「營建知識社群知識加值績

效量化評估模式之研究」，中國土木水利

工程學刊，第22卷，第1期，第125~139

頁，2010年。

6. 張佩倫、余文德、劉沈榮，「工程顧問導

入知識管理系統個案探討—台灣世曦工程

顧問之經驗」，第十二屆營建工程與管理

學術研討會，第1~10頁，2007年。

7. 周昌典、余文德、楊智斌、曾秋蓉、張佩

倫，「工程顧問機構之主動式問題解決系

統」，Conference on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2011 

(CCACHE 2011)，2011年。

8. 劉真如譯、F. Johansson原著，「梅迪奇效

應-The Medici Effect」，商周出版，2005

年。

歷史案例中找到合適之解決方案，緊急問題

分派系統(Automatic SOS problem Dispatching, 

ASD)將會至E-Map搜尋相關專家提供予使用者，

使用者可請專家協助提供解決方案(如圖9)。

肆、結語

知識管理系統(KMS)為工程顧問公司建立

一個知識分享與再造之平台，從KMS的規劃建

置至推廣使用，其人力與成本相當可觀。Frans 

Johansson把交會點所發生的新構想層出不窮的

現象，稱為「梅迪奇效應 (Medici effect)」，

而這些善於創新發明的人都進入了「異場域碰

撞的交會點」，在那裡找到新構想，改變了世

界，這個交會點就是不同領域和文化的構想交

流與激盪，最後引發傑出新發現爆炸的地方。

CECI自推動知識管理以來，應用KMS促使不同

專業領域背景的工程師進行知識交流，創造

「梅迪奇效應」的環境，並激發每個工程師進

行知識互動，達成知識創新的最終目的。

組織在營運的過程中，將各類知識(包括

工程師的隱性知識)以電腦科技系統化的方式儲

存。組織所儲存的知識經過轉化與傳播後，內

部的知識可被再利用與再創造成為新的知識。

知識的創新可由使用的人員、組織、社群、專

家的方式製造，而新進員工常於工作中發生需

要緊急解決之問題，亦可使用知識管理系統獲

得過去解決問題之經驗與案例，以作為問題解

決之參考。KMS係一個提供知識分享之園地，

未來應朝向建立相關案例經驗資料庫，以及更

有效的找到解決方案之方法再進行深入探討與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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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政府採購法於民國87年5月27日制定公布伊始，是國內工程法律制度劃時代的變革，

隨著後續工程法律不斷立法、修訂以及工程爭議案件數量大幅增加，工程技術顧問業界

對於法律服務之需求有增無減，對於法務工作之重視程度亦是與日俱增。在此趨勢下，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法務組全體同仁為維護公司權益以及對普遍增進員工法

律意識做出重大貢獻。

本文回顧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到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重要法務工

作內容摘要，從過往篳路藍縷到今日的粲然大備，從五階段成長軌跡談到未來之展望。

以上足以顯示法務服務內容係隨著公司業務需要而演化成長，共存共榮，也啟示法務組

不僅是傳統上消極解決糾紛爭議、備而不用之單位，更是具備促使同仁預知並迴避業務

風險之積極屬性。這是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層將法務組配置在業務及研發

部之高瞻遠矚，也是法務組之清楚定位。

壹、歷史回顧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下稱工程司)於民

國(下同)58年成立，嗣於樊祥孫先生擔任第二任

董事長時，於70年7月1日成立業務部，由萬惟

俊先生擔任經理，禮聘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

留美學成歸國之李世濤先生擔任工程司的第一

位法務人員，職司審閱各類工程合約。早期由

於國內工程環境單純，法律事務與合約爭議不

多，法務人員係以審閱工程合約為主要應辦事

項。直至80年，工程司內專責法律糾紛處理之

合約組才成立，第一任組長為賴芳雄經理兼合

約組組長，第二任組長為鄭台隆先生，91年更

名為法務組後，廖昌炯高級專員升任第三任組

長，廖組長於93年榮退後，宋皇佑律師接續繼

任第四任組長，宋組長於95年升任業務及研發

部經理後，第五任組長為吳淑惠律師。隨著外

部法制之變動及內部公司治理新增需求，法務

(合約)組之服務內容與重點亦隨著更迭，歷任領

導者均對於工程司及公司之法務工作做出重大

貢獻，本文將之約略分為五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 (賴芳雄經理兼組長，80年~85

年)

業務部成立之目的在於協助工程司之技術

部門推廣並爭取各類業務。隨著業務量以及法

律爭議逐漸增多，業務部於80年設立合約組，

由業研部經理賴芳雄先生兼合約組組長。

二、第二階段 (鄭台隆組長，86年~91年)

邇後，由具有土木工程技術背景之鄭台隆

先生接任合約組第二任組長。合約組之主要功

能大略為管理工程分包案件、協助聯繫法律顧

問及配合辦理工程爭議訴訟案件等法務行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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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程司內服務，續辦、精進保險發包流程，

異於以往法務教育侷限於中、高階管理人員，

基層工程人員普遍欠缺法律意識，工程司開始

注重法律教育，因此，責令法務組負責開辦全

工程司所有員工之教育訓練，並以法務座談方

式為之。同時，資格標文件開始由法務組辦理

複審，不再允許只由技術部門看完後就投標，

以上作法，都為法務組後續服務立下良好根

基。

本階段之工作內容概分為三類，分別為法

制研修、專業服務與專案研究，簡述如下：

(一)法制研修

為因應財務會計準則第32號公報「收

入認列之會計處理準則」之施行，及降低

計畫高估沖銷與應收帳款過高對工程司營

運之衝擊，協同計管組研擬訂定「工程司

計畫收入認列準則」。

(二)專業服務

1. 備、投標階段

(1)  依ISO規定「資格標文件審查表」協助

審查備標文件，進行契約審查工作，提

醒主辦部門契約相關風險。

(2)  協助備標作業，如92年11月派員全力支

援ETC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案備標法

務作業。

(3)  採購機關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行為，由法

務組撰擬異議書或申訴書後依法向有關

機關提出異議或申訴。

2.議約階段

作。合約組工作忙碌，但凡工程師於履約時遭

遇之合約難題，均由鄭組長陪同工程師連繫業

主、協調溝通，解決不少爭議問題。此時，合

約組既要協助技術部門解決合約爭議問題，亦

要配合辦理保險等發包業務，必要時尚需聯繫

外部顧問律師，工作繁重。鄭組長之工作核心

在於與業主及同業間維繫良好關係、協助技術

部門在合約未發生問題時預先解決問題，俾降

低對工程司之可能損害。

三、第三階段 (廖昌炯組長，91年~93年)

嗣政府採購法令於88年公布實施後，外

部法制環境變動迅速，業主與承包商以及業主

與工程司之採購爭議及工程爭議數量激增，業

主對於工程司解決法律爭議之要求高於往常，

致同仁除了既有合約問題外，對於工程法務爭

議諮詢之需求量大增，在經營環境丕變之背景

下，非加強合約組之功能，實無以滿足與時俱

增之法務需求。因此，業務管理群91年7月份督

導會報中，業務及研發部向許瑞峯董事長提出

組織功能規劃案報告經核定後，隨即將合約組

更名為法務組，以明示法務人員之功能不再侷

限於合約審查，乃是逐漸擴大到爭議處理。由

廖昌炯先生擔任法務組組長開始進行調整功能

之工作。

廖組長本身係台大法律系畢業，入司服務

前任職於保險公司法務部，專長在於保險理賠

等法務，因工程司依法強制逐案投保，每年花

費之保費上千萬元，故廖組長之保險專長受到

工程司之借重。廖組長對於工程專業責任險之

制度良窳素有研究，親自主持與工程保險有關

之研發計畫，且提供極多如年保等寶貴建言予

財政部保險司、公共工程委員會等主管機關，

追求合理保險條件，績效卓著，退休後仍榮任

工程司顧問一年。

本階段之工作重點為遴選優秀法律人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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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階段(宋皇佑組長，94年~95年)

宋皇佑先生係台大法律系畢業後留美取得

L.L.M.後歸國之專業律師，入司前原在外部自

行開業，是工程司成立數十年第一位禮聘的專

職律師，使所有同仁得以親炙專業、及時、親

切的律師服務。95年間，當法務部特偵組檢察

官、台南地檢署指控謝清志涉嫌指定評審委員

與改變工法，以圖利鴻華科技董事長許鴻章，

而起訴前國科會主委謝清志等人時，工程司地

工部周功台經理、林秉洋工程師等同仁無端遭

牽連而被台南地檢署以犯嫌重大重罪羈押，當

時宋律師竭盡心力，犧牲假日，費時撰稿、辯

護以還原事實，終還同仁清白而獲無罪開釋。

宋律師繼任第四任法務組組長後，本階段

推動的許多工作，都為日後法務組的主要服務

型態打下基礎，時至今日仍然持續辦理中，如

協助或主擬工程司辦法規章、採購法令資訊蒐

集並公布、或於網頁上訂定各類法律名詞解釋

等；甚至有某些工作於法務組運作成熟後，再

移交他組續辦，如研修ISO品質系統程序及表

單移交企研組、保險事務移交計管組等等。同

時，宋律師繼續維持廖組長時代的法務座談工

作，適時宣導公司化即將來臨等重大政策。本

階段之工作重點為：加強研修增訂ISO品質系統

程序及各類表單以配合公司治理所需，加強員

工法務知識之教育訓練等。詳述如下： 

(一) 法制研修

1. 研修ISO品質系統程序及表單

為符合工程司品質政策及目標，法務

組隨時依據最新時勢、長官指示及同仁反

映，適時檢討並修訂相關ISO程序，俾簡化

流程、統一格式。

就重要標案之締約，必要時陪同各部

門前往業主處商議契約相關條文，爭取對

工程司有利條件。

3.投保工程專業責任險

(1)  協助技術部門於投標階段先行預估保險

費，俾得精確編列工程預算。

(2)  協助技術部門於訂定投保條件時作最有

利而節省成本之建議。

(3) 修正決標原則，為公司爭取最大利益。

4. 法務座談

法務組自92年起舉辦法務座談會，是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以來首次大

規模、有計畫的教育訓練，獲得各級長官

之支持與各單位之熱烈參與，92年從北至

南舉辦21場，共有592人參加，顯有成效；

93年應同仁好評及要求而擴大舉辦，全台

共計舉辦24場，參與人數多達725位，將近

工程司半數員工均親與聽聞，相關資料亦

上傳至網路供下載，對提昇同仁工程法律

及維權意識有極大功效。

5. 契約管理

(1) 契約正本建檔並編號管制。

(2)  蒐集累積各式契約並經修剪潤飾後，共

有分包契約、開口契約、簡約及合作協

議書等計21份契約範例，皆在「業務中

心/法律諮詢/契約範例」公布，大幅度

提升同仁草擬契約之撰稿效率，並降低

錯誤發生機率，獲得良好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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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備標、投標與契約處理程序」

修訂時間 修訂大要

94年2月17日

（1）新訂「底價陳核表」（QP-07-02）。

（2） 因應標案地方化、金額小額化趨勢，調整各級督導長官核定價格標金額，明訂底價陳核

程序應比照價格標，至少需由督導副總經理核定。

（3）明確規定投標陳核底價過程中，需密封及不需密封之文件類別。

（4）契約變更時之議價程序，修正為需先陳核底價後方得進行協議，俾利事前管控。

（5）明訂服務建議書需偕同契約正本陳報業研部保管。

94年4月20日
（1）明定契約審查一律以紙本送審閱，省卻各層級審閱之不便。

（2）建議底價若低於服務成本概算表（IWB-01）之金額，應檢具理由俾祛疑義。

94年8月23日

（1）為有效統整本司智慧財產資源，統一收集管理保存服務建議書及簡報資料。

（2） 備標、投標合作協議書應與主契約一併辦理審查，以充分評估分析標案風險及爭取時

效。

修訂時間 修訂大要

94年2月17日

（1）新增「備標合作廠商建議表」（QR-07-04-14）

備標合作階段應洽商兩家以上，俾使工程司得以客觀評估，並使長官充分瞭解其考量過程。

（2）統一製作「分包底價陳核表」（QR-07-04-12）

2. 其他法制作業事項，協助或主擬工程司諸

多重要辦法，例如：

(1)  「工程司知識管理及激勵辦法」之制訂

（協辦）；

(2)  「工程分包案件特殊情況請款辦法」之

修訂；

(3)  「中華顧問工程司員工因公涉訟處理辦

法」（主辦）；

(4)  「中華顧問工程司專利獎勵及管理辦

法」之制訂（協辦）；

(5)  公司化相關法律問題先期研擬（協辦）

等。

(二) 專業服務

1. 採購法令資訊蒐集

與工程司業務相關「技術法規」、

「採購法令」、「履約注意事項」及「業

務訊息」等，在全司網頁及「業務中心/法

律諮詢/法令公告」適時公告，讓同仁隨時

得知最新法令資訊。 

2.  備、投標常犯錯誤整理以及知識社群法

律研究報告

「工程司競標資格不符案例之分析與

檢討」等5篇政府採購法履約爭議類型研析

報告在「業務中心/法律諮詢/常見問題」

公告，將同仁備標、投標、履約時經常犯

錯之情況整理後條列公告，俾降低再犯錯

誤之機率。法務座談重要問題與回應亦於

(2)「採購及分包作業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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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著作權法及案例研究；

4. 公司分割與合併法制之研究；

5. 不動產證券化之法制研究。

五、第五階段(吳淑惠組長、副理、經理，

95年~迄今)

吳淑惠律師係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畢

業，曾擔任我國最高法院法官助理及高林國際

商務法律事務所之合夥律師。於宋組長升任業

研部經理後，吳律師即接任組長，當時面臨工

程司歷經成立30餘年來最大之變革，即工程司

需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37條規定之

法定時限內換領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吳

組長從容面對，一面對外積極與中央各機關、

部會(交通部、工程會、經濟部等)溝通協調，為

公司爭取最有利空間；另一面對內研議各類法

律文件及撰擬業績業務既受等函文，推敲窮究

各種可能風險及迴避之道，並積極化解同仁疑

義。歷經逾半年公司化之艱辛歷程，終使財團

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於96年5月1日成功轉投資

成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績效深

獲長官嘉許、同仁肯定。

吳律師擔任第五任法務組組長後，積極推

動的工作重點為：財團法人公司化法制作業、

成立並主持採購研析社群、持續加強研修增訂

ISO品質系統程序及各類表單等，另外，鑒於員

工普具法律意識，並且多已受訓考試通過工程

會認證之採購專業人員訓練，故法務座談除由

法務組人員擔綱介紹基礎工程法律外，並廣邀

外界律師、專業人士蒞司演講（詳後述）。同

時，因應公司積極擴展大陸、東南亞業務，法

務組亦隨之建立海外法律服務網絡，並禮聘公

司成立以來第一位取得美國律師執照之潘茗慧

律師，襄助海外業務之開展。

「業務中心/法律諮詢/法務座談」公告。

3. 案例彙整並公告

如「榮總醫學大樓興建計畫委託專案

管理服務」等10篇，皆在「業務中心/法律

諮詢/案例彙編」公告，讓同仁以事為鏡，

可以知得失。

4.  工程司涉訟案件（調解、仲裁、訴訟）

處理、建檔與公告

針對工程司員工涉及民刑事案件時，

由法務組自行或依工程司相關規定為其聘

請律師處理，期間楊乃臻律師、吳淑惠律

師均為維護工程司及同仁之權益作出重大

貢獻。

5. 法務座談

歷經兩年的教育訓練，鑒於技術部門

對於工程顧問公司常用法律概念已有一定

認識，故法務組於94年改變座談方式，採

取專題報告之型態，針對公司法制、統包

制度及最新刑法修正介紹，並彙整工程司

常見之法律問題及投標時常見之疑義向各

部門宣導，講法更活潑，內容更多元，貼

近聽者需要。

(三) 專案研究

依據工程司實際業務需要，配合企研

組或經理部、管理部之需求，完成眾多專

案研究，如：

1. 工程技術顧問機構投入統包市場之研究；

2. 價值工程在統包工程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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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制研修

1. 研修ISO品質系統程序及表單

(1)「備標、投標與契約處理程序」

修訂時間 修訂大要

95年8月2日

（1）增列底價陳核之異常情形管控原則（3.1.4.3）

（2）增列備標合作廠商之選擇與簽訂（5.3.1及5.3.2）

（3）增列覓妥備標合作廠商家數僅一家之特殊情形（5.3.1.2及5.3.1.3）

（4） 增訂因特殊原因無法於備標階段簽訂合作協議書之因應方式（5.3.2.1），作為後續議價

議約之依據。

（5） 原服務成本概算表修正為服務成本計算表（5.5.3.1.1），修訂IWB-01表單名稱為「服務

成本計算表」，以提升備標階段對服務成本評估之掌控。

(6)明定議價當場向長官請示之原則（5.5.3.1.4）

為避免承擔過多風險，應避免於底價陳核直接建議「以議成為原則」或「逕以業主底價承作」。

議價當場若核定之底價仍無法得標，欲再減價前，應請示核定底價之長官是否同意下修。

(7)明定不必要填寫底價陳核表之情形（5.5.3.1.5）

服務費採固定金額或固定費率計算無議價程序者，或變更契約且業主預算金額在十萬元以下

者，得不填寫底價陳核表，且其服務成本計算表亦不需密封。

(8)透過系統稽催以提高服務建議書及簡報回收效率（5.6.1）：配合推廣計畫子系統修正上線

運作之機制，將資料取得透過由系統自動稽催，以提高服務建議書及簡報回收效率，並可節省

人力成本。

(9)刪除契約副本乙份由管理部保管之規定（5.6.5）

(10)增列印花稅繳納統一由管理部辦理之說明(5.6.8)

修訂時間 修訂大要

95年8月23日

（1）一、修訂分包廠商尋找/底價擬定/分包方式之核定權責（3.3.3、3.3.5及3.3.6）

配合分包底價陳核表（QP-07-04-12）之建議/核定底價欄位，依權責修訂分包底價核定之權限

範圍。

（2）修訂分包契約之最終審查核定權責（3.3.4）

契約之最終審查核定長官由督導副總經理核定，以與「備標投標與契約審查程序」一致。

（3）明定分包方式管控原則(5.3.1.2)

工程分包方式分為比價、議價及直接交辦(免議價)，以比價為原則，但有特殊理由者得建議採

議價或直接交辦方式辦理。

（4）修訂分包廠商資格登錄及履約考核控管制度(5.3.2及5.3.7)

分包廠商資格登錄統一採以甲、乙分等方式（同原鑽探類分等），並規定首次僅能參與單一履

約案件，待履約完成經考核合格予以A、B分級後，再行開放分包商參與本司其它標案，以利有

效管控分包商評比等級及降低分包風險。

(2)「採購及分包作業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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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時間 修訂大要

95年8月23日

（5）增列直接交辦分包作業方式(5.3.4.2)

依原採購及分包作業管理程序規定，所有分包作業均應採比價或議價程序辦理發包；惟考量現

行案件特殊性，新增＂直接交辦＂項目，可免議價直接交辦，以保持適當之彈性。

(6) 新增開標時應進行勞安資訊說明且納入會議紀錄之規定(5.3.5.2)

增加主辦部門應告知邀標廠商相關於勞安資訊之義務規定，以符合現行勞安法規。

(7) 明訂非可歸屬分包商原因導致延誤考核升級機會之例外規定(5.3.7.2)

考量現行廠商考核表填寫時間為尾款請領時，若工期長達數年，恐耽延廠商升級機會，爰設例

外規定，俾保持彈性並增加廠商競爭機制。

(8) 移除備標合作廠商之選擇與簽訂（原5.3.8）

除原5.3.8.3屬分包商管理事項調整編號外，其餘5.3.8內容改列於「備標、投標與契約處理程

序」（QP-07-02）5.3.1內。

(9) 修正契約副本乙份由業研部保管之規定（5.6.5）

原資訊部相關業務已改編入業研部，故予以修正。

(10) 增訂分包預算明細表及分包報價單之雙用表格(7.13)

建議新增預算明細表（QR-07-04-14），俾利與總務組採購所使用之「標單」有所區別。該預

算明細表同時亦可作為合格廠商報價單之用，以有效提升運作便利性。

2. 其他法制作業事項

(1)  協助公司分割成立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2) 研擬建築師委任契約範本。

(3) 研擬海外工程契約範本。

(二) 專業服務

1. 採購資訊蒐集與公告

除既有的「技術法規」、「採購法

令」、「履約注意事項」及「業務訊息」

等隨時更新外，亦增訂「業主規範」、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等欄位，使資

料更充實完整。

2. 工程法律研究

　　如「中國工程契約法制研發計畫」，

在維護現有契約制式範例的同時，也持續

增補10份中國大陸工程合同範本與9份海外

契約範本。

3. 案例彙整並公告

新增彙整5件案例：「台十九線朴子

溪橋改建工程監造案」、「台十七線曾文

溪國姓橋橋墩緊急保護工程」、「高雄都

會區快速道路系統第一期路線新建工程工

程規劃服務」、「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環灣景觀道路工程第CH01標監造案」、

「內湖污水處理廠工程第4標（景觀工程）

監造背信案」、「台27線興龍~大津段道路

拓寬改善測量設計及地質探查地質鑽探委

辦工作服務費用爭議案」，皆在「業務中

心/法律諮詢/案例彙編」公告。

4. 法務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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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修正簡介」

及陳姵璇專員報告「資格標審查要點」、

並邀請謝佳伯律師演講「營建工程相關法

律介紹及工程人員履約應注意事項」、孫

丁君律師演講「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常見爭議及修法動態簡介」等4個專題，切

合實際。

(5) 101年

配合工程爭議案件之增多，爰持續邀

請外部專業律師如理慈國際法律事務所李

宗德主持律師演講「工程爭議審議委員會

(DRB)機制介紹」、賴文智律師演講「工程

顧問公司須知著作權法律與風險預防」、

環宇法律事務所黃豐玢合夥律師演講「設

計、監造契約之廠商求償案例介紹--因工

期展延、停工、終止契約等所生請求報酬

案例工程顧問公司須知」等3個專題，幫助

同仁提昇對工作領域內之著作權認識與維

護，並介紹國內履約爭議解決途徑及求償

案件應行注意之履約情況。

貳、未來展望：企業集團法制之
建立

本公司為達拓展具全球競爭優勢之核心事

業、深耕東南亞、中國大陸市場及進軍國際技

術顧問市場的策略佈局，近年來已有計畫性的

逐步於國內外新設眾多子公司，擴大組織之版

圖，對內如準據企業併購法將原材料試驗部分

割，設立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對外則

結合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興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及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等國

內四大顧問公司之資歷與業績，於新加坡設立

TECA ENGINEERING PTE. LTD.以積極爭取東南

亞之國際技術顧問業務。另，本公司亦於香港

(1) 97年

法務組同仁介紹「搜索、偵訊注意

事項」、「著作權、環評承諾、採購契約

性質」、「常見統包爭議類型與實務判

決」、「契約變更、情事變更原則」以及

「物價調整、圖利罪、暫時權利保護」等

5個專題，引發同仁對工程法律之探討興

趣。

(2) 98年

法務組同仁續介紹「數量變更之履

約爭議」、「不良廠商案例彙篇」、「公

司同仁可能涉及之刑事責任簡介」、「由

FIDIC契約範本檢視兩岸民法承攬規定之效

率」、「偵訊注意事項」、「監督付款及

其相關問題分析」等6個專題，反應熱烈。

(3) 99年

邀請同業專家及教授講授國際契約之

履約經驗及實務見解，該年度邀請中鼎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李明進經理講授「統包工

程之專案管理風險」、同公司顧美春組長

介紹「工程契約風險分配與契約條款常見

問題」、范素玲教授講授「工期展延及SCL

展延與干擾規範」、姚乃嘉教授講授「時

程網圖及與工期有關索賠案例之探討」等4

個專題，叫好又叫座，把國際工程契約之

管理觀點介紹予同仁。

(4) 100年

因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修

正「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修法

動態」，乃由吳淑惠律師報告「機關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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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以達到強化公司競爭能耐，促成業績、

業務永續成長與發展之目的。分述如下：

一、 科技化

    除利用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KM)的制度，以知識社群、專業知識庫等方式來

促進員工多元化隱性法務知識之激發與交流，

並促進法律專業顯性知識之分類儲存及共享之

外，法務組未來亦將著力於以下四點工作：

(一) 創新模式與改善流程

如將與法律相關之演講、座談內容上

傳於公司Intranet網路，提供無法親自與

會之駐地監造同仁或與業主合署上班之同

仁，以e-learning方式充實法務知識；又如

配合公司業務發展需要研修改進制定品質

保證系統(ISO)程序及表單，簡化流程，並

確保落實執行。

(二) 加強智慧財產之管理與運用

如就本公司曾撰擬之案例、圖說、服

務建議書、結案報告等檔案進行彙集，並

期就相關資料進行合法再利用等。

(三)跨領域整合

如掌握導入BIM所衍生之法律議題及

契約權益研擬等。

(四)電子涉訟表

    隨時追蹤並更新所有爭議案件，使公司

決策層掌握最新狀況，俾茲因應。

轉投資設立世曦海外(香港)有限公司，以該公司

作為本公司跨入國際市場之跳板，先後於中國

大陸轉投資設立世曦技術諮詢(昆山)有限公司；

其次，為配合大陸「海西計畫」之發展，與福

建拓福有限公司合資成立福建拓福世曦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以爭取大陸業務之拓展。可預見

法務組現今及未來為配合組織版圖之陸續建

制，有關企業集團間的公司治理、法制和諧與

管控等問題，因涉及多國之公司法、勞動基準

法與社會保險等法律制度，為使企業集團能達

到實質之風險管控及人員之有效流用，相關體

制建立將是法務組努力之目標。再者，本公司

近年來為實踐「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

理念，積極參與、辦理公益活動，回饋社會，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提升企業形象，董事會已

決議設立文教基金會。茲因基金會為財團法

人，屬非營利組織，以公益為目的，未來財團

法人相關法制及運作之研議作業，亦為法務組

之工作重點。 

從工程技術顧問業的角度觀察，本公司

之本業在我國屬於「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政府於規劃「2020台灣產業發展策略」

時，產業目標已揭櫫係朝向「製造業服務化、

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產業特色化」之

「三業四化」產業策略來發展，希冀國內服務

業積極朝科技化與國際化邁進。循此論點，為

配合國家政策，並因應公司產業特性，本公司

法務組未來的展望與願景，是使法律服務能夠

成為協助公司業務成長的引擎之一，策略主軸

是採取跨領域整合、改善流程及協助公司與國

際接軌。簡言之，即利用科技化與國際化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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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合理提供便捷與效率之服務，並配合現今

公司之國際化發展方向，法務組將持續不斷吸

收國內外一流人才，擴大服務之視野，為公司

治理的發展與整體競爭力的提升，持續挹注旺

盛的能量。

因應國內公共建設政府預算逐漸短絀事

實，配合公司對海外業務之強力拓展行動，未

來將加強下列五點工作：

(一)  積極研擬並隨時修訂英文、中國大陸

契約範本。

(二)  協助拓展海外如印尼、越南等東協國

家及中國大陸之業務市場，掌握在地   

法規脈絡及市場需要，尤其是崛起中

的新興市場，是業務風險控管的關鍵   

課題。

(三)  協助海外業務中心建立海外投標之風

險控管準則與執行準則。

(四)  提供公司治理及經營策略之法務諮詢

及研究，以符合「企業集團化」布局   

策略需要。

(五)  舉辦工程法律論壇，協助國內工程法

律之見解趨於一致，與國際實務見解   

接軌，使工程師免於違法之虞，俾使

工程人員執業之生態環境更為健康。

回顧以往，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從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蛻變至今。業研

部法務組協助同仁處理履約爭議、建立同仁基

礎法概念、協助建立公司治理之法制作業，並

因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37條規定，

協助中華顧問工程司辦理業績、業務一次性移

轉至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使委辦

業務不致因法令修改而受影響。一路以來，歷

二、 國際化

    因應國內公共建設政府預算逐漸短絀事

實，配合公司對海外業務之強力拓展行動，未

來將加強下列五點工作：

(一)  積極研擬並隨時修訂英文、中國大陸

契約範本。

(二)  協助拓展海外如印尼、越南等東協國

家及中國大陸之業務市場，掌握在地

   法規脈絡及市場需要，尤其是崛起中的

新興市場，是業務風險控管的關鍵課題。

(三)  協助海外業務中心建立海外投標之風

險控管準則與執行準則。

(四)  提供公司治理及經營策略之法務諮詢

及研究，以符合「企業集團化」布局 

策略需要。

(五)  舉辦工程法律論壇，協助國內工程法

律之見解趨於一致，與國際實務見解   

接軌，使工程師免於違法之虞，俾使

工程人員執業之生態環境更為健康。

回顧以往，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從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蛻變至今。業研

部法務組協助同仁處理履約爭議、建立同仁基

礎法概念、協助建立公司治理之法制作業，並

因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37條規定，

協助中華顧問工程司辦理業績、業務一次性移

轉至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使委辦

業務不致因法令修改而受影響。一路以來，歷

任之法務組組長及全體組員始終堅守法律專業

人員的職責，並秉持「帶給別人專業、信服、

安全」之理念，深入公司每一部門，為工程

師、業主、施工廠商及協力廠商間之履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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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之法務組組長及全體組員始終堅守法律專業

人員的職責，並秉持「帶給別人專業、信服、

安全」之理念，深入公司每一部門，為工程

師、業主、施工廠商及協力廠商間之履約公

平、合理提供便捷與效率之服務，並配合現今

公司之國際化發展方向，法務組將持續不斷吸

收國內外一流人才，擴大服務之視野，為公司

治理的發展與整體競爭力的提升，持續挹注旺

盛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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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3D立體顯像技術、兩視鏡、裸視3D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協理／李萬利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副理／盧祥偉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工程師／曾耀祈 3

關鍵詞：3D立體顯像技術、兩視鏡、裸視3D

3D立體顯像技術
於工程視覺之
應用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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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本文旨在介紹3D立體顯像技術於工程視覺化數位內容之導入與延伸應用，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世曦)積極推動3D立體顯像技術應用於工程競圖、

工程設計創意述說、工程案件成果展示及公共建設整體概念與政績的展示與宣導。內文

首先概述目前工程視覺展示方式及3D立體顯像技術，續介紹台灣世曦導入3D立體顯向

技術於工程應用的成果，並指出營建產業在3D立體顯像技術方面的可行應用發展。

321

壹、前言

數 位 科 技 不 斷 地 發 展 ， 自 從 1 8 8 3 年

Charles Wheatstone發明的Wheatstone立體鏡

(Stereoscope)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從手工

繪製立體圖演進到現在最火紅的3D立體電影，

3D立體顯像技術經過不斷的創新與改良又衍生

出許多不同的技術，但大部分都是以兩眼的視

差為基礎概念發展出來的，隨著科技的進步及

人類對臨場體驗之需求，3D立體顯像技術日趨

普遍與蓬勃發展，立體顯像技術開啟了追求逼

真、自然與身歷其境的立體空間感官享受。

3D立體顯像技術隨著科技發展，目前已延

伸到家用顯示螢幕上。至於3D立體顯像技術應

用於工程競圖、工程施工展示目前尚未普及。

主要關乎3D立體影像內容需要較一般2D(如圖1)

或是傳統透視3D動畫的產出要耗時費工。然科

技始終來至於人性，3D立體顯像技術於2010年

台北世界花卉博覽會中，開創了台灣工程內容

以3D立體顯像技術展示的先河，其擬真的效果

廣獲參觀民眾的好評，更顯示出3D立體顯像技

術未來將成為工程師、政府與民眾溝通建設、

交流政績不可或缺的應用技術。

圖1 CAD 2D設計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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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提升。3D立體顯像技術應用在3D工程數位內

容已成為另一項即將引起工程內容展示重大衝擊

的新技術。因此，工程團隊應該開始加以正視，

思考如何將3D立體顯像技術導入於工程生命週

期的應用。明顯的，在現今競爭激烈的營建工程

環境中，掌握先進高效能的表達工具確可協助工

程團隊獲取更多成功的機會。

貳、目前工程視覺展示方式

營建工程是一推動社會進步與繁榮的工

作，其過程與大眾息息相關。為了讓工程過程

可以與大眾分享了解，近年來許多重大工程開

始透過3D圖面的影像合成、專業高空攝影及3D

動畫模擬等方式讓設計者、業主以及一般大眾

能夠提前了解到工程的範圍、施作的進程及完

成後設施的功能及環境景觀的變化等。

一、影像合成

攝影技術應用在營建工程中已非常普遍，

大部分均利用高倍數望遠鏡頭加上制高點拍

攝(如圖2)、航空載具高空攝影、衛星正攝影

像等，包括目前Google Earth®(如圖3)、Google 

Maps®等圖資均能利用數位影像合成軟體將工程

影像經過合成處理(如圖4)，即成為工程展示資

訊或設計輔助參考資料。

圖2 高空攝影

圖3 Google Earth® 衛星空照圖

圖4 3D模型套疊正射影像合成圖

有鑒於台北世界花卉博覽會3D立體顯像技

術應用模式的成功，工程團隊若能及時導入3D

立體顯像技術於營建工程的生命週期中，應可提

升工程內容的擬真展示、減少溝通時間及溝通語

意偏差，達到工程設計方案符合大眾需求、減少

工程過程變更修改的問題，相對的質與量必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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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D影像製作

3D影像製作多為利用3D建模軟體先製作

模擬全區立體基底模型、周遭既有建物景觀及

主題工程量體等。3D影像的模擬製作較一般高

空攝影或是2D影像合成能更精細的方式表現工

程設計的重點、設計方案與配套措施的規劃方

案。更重要的是，未來工程完工後的虛擬實景

能讓開發的工程單位及將來要使用的大眾事前

體驗建設的性能。徹底擺脫2D圖面及2D影像無

法完全表現正確與實感的空間關係。目前3D透

視動畫多利用3D建模軟體製作3D仿真影像(如圖

5、6)，然後輸出成為影片，雖稱為3D多媒體動

畫(如圖7)，但實質上仍偏屬於2D透視影像的表

現方式，雖然可提前為設計者、業主甚至民眾

帶來清楚的影像，也較優於一般2D透視影像的

表現方法，但距離親臨實境的3D立體顯像技術

的展現方式仍有一段差距。

三、3D立體顯像技術

 近年來透過好萊塢3D立體電影的推波

助瀾，3D立體顯像技術於聲光視覺數位內容

之導入與應用已快速產生全世界各行各業的共

鳴，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為3D立體

視覺數位科技開啟了一扇新的3D世界之窗，讓

全球的人都關注到了3D立體顯像技術的應用；

2010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更進一步的將3D立

體顯像視覺數位科技於日常生活中表現得淋漓

盡致，並將3D立體顯像視覺數位科技推向了另

一個里程碑，身為多媒體工程師的我們更應思

考，如何將3D立體顯像視覺數位科技導入工程

應用。

參、3D立體顯像技術之簡介

3D立體影像顯示技術主要是利用人類兩眼

的視差，分別接收兩個不同的影像，透過大腦來

圖5 3D影像模擬

圖6 3D套疊正射影像模擬圖

圖7 3D多媒體動畫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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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物體的距離與空間關係感，進而產生立體影

像。一般而言，兩眼的視差主要指兩個瞳孔水平

差距的6.5公分，觀看物體時角度略有所偏差，

所以當我們觀看些微差異的錯位影像，經過大腦

影像修補後就能看到3D立體的影像(如圖8)，有

關3D立體顯像技術的分類說明如下。

一、兩視鏡(需戴眼鏡)

(一)偏光眼鏡  

為目前最普遍也是大家最熟悉電影院

所配戴的3D立體眼鏡，目前市面上也有家

庭式3D立體電視是採用偏光眼鏡的技術(如

圖9)。偏光眼鏡左右眼分別使用水平及垂

圖8 3D立體裸視(不需帶眼鏡)顯像素材

圖9 偏光眼鏡原理圖 圖10 紅藍(綠)眼鏡

直的偏光濾鏡，接收兩台偏振光投影機同

時投出之水平及垂直影像來達到立體成像

的效果，觀看畫質良好亦無色差問題，但

容易出現殘影。

(二)紅藍(綠)眼鏡  

最為常見的就是紙板做成的紅藍(綠)眼

鏡(如圖10)，將左眼畫面去除藍(或綠)光，

將右眼畫面去除紅色光，利用顏色過濾的

原理，眼鏡上不同顏色的左右眼濾鏡過濾

出不同顏色，左右眼就能看到有角度差異

的影像，透過大腦的結合就會成為3D立

體影像，此種眼鏡便宜，無需特殊放映設

備，甚至可以列印於平面上觀看，但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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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濾鏡畫面色彩通常只能看到單一色

調的影像，是所有立體畫面中畫質最差的

一種(如圖11)。

(三) 快門式眼鏡  

首先，將影像內容製作成奇數影像與

偶數影像，再利用遠紅外線同步機制，讓

眼鏡以極快的速度遮蔽左右眼，讓觀看者

觀看時左眼僅看到奇數影像，右眼僅看到

偶數影像(如圖12)，且視聽者的左右眼在幾

近同時的狀況下看到同樣時序的奇數及偶

數影像來產生立體感。

(四) 頭盔式顯示器  

其主要是將兩個不同訊號的影像直接

投射於眼鏡上分別的兩個顯示器供左右眼

觀賞(如圖13)，進而產生立體感，但無法同

時多人一起觀賞且設備昂貴。

二、裸視3D(不需戴眼鏡)

(一)  全像式 

以麻省理工學院為主的技術發展，利

用光學繞射原理，呈現出物體各角度的面

像，進而建立出立體影像，紅藍綠三色雷射

光源，經過聲光調變器晶體產生光柵，再將

光柵訊號經過合併後，利用垂直掃描及多面

鏡，透過立體光柵對光線的折射，配合人的

圖11 3D立體兩視鏡顯像素材(紅藍眼鏡)

圖12 快門式眼鏡原理圖 圖13 頭盔式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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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眼視差和會聚形成立體感，將立體影像呈

現。然而影像大小受限於聲光調變器晶體的

大小，且多面鏡的掃描速度必須與三色雷射

光源在晶體內的傳播速度相同才可，所以較

常使用在單一物品或器具的展現。

(二) 體積式

是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 TI)提出

一種利用雷射掃描立體影像的顯示器，主

要是利用一個快速旋轉的圓盤，配合底下

投影的雷射光源，藉由投射時產生的散射

效應，以掃描空間的每一個點來呈現立體

影像，但靠近軸心的影像因成像速度較圓

盤旋轉翻面的速度慢，所以立體影像不甚

清晰，使用上較不普遍。

(三) 多平面式 

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NTT)研發出一

種重疊的液晶面板，將兩個重疊的液晶面

板顯示相同的影像(如圖14)，利用物體離觀

賞者的遠近距離不同，產生陰影及顏色上

的差異，進而將前後物體影像重疊產生立

體感，因為重疊的液晶面板對位困難、造

價高昂，且由於是前後影像重疊產生立體

感的關係，所以僅有正視畫面效果較佳，

其餘觀看角度則易出現畫面模糊的重影現

象，且不易顯示出立體效果。

(四)  二維多工式  

顯示方式為利用柱狀透鏡使雙眼看到

的是同一景物的兩個不同的影像，因為柱

狀透鏡立體光柵由許多結構參數和性能完

全相同的小圓柱透鏡組成，這一特性使得

它對圖像具有“壓縮”和“隔離”作用，

於是觀看人的意念中就產生具有視差立體

效果的深度圖像，透過大腦將左右眼所見

影像融合產生立體影像。

圖14 多平面式原理圖

圖15 空間多工-視差屏障原理圖

圖16 空間多工-柱狀透鏡原理圖

圖17 時間多工原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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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多工式又分為空間多工與時間多

工。空間多工就是把螢幕畫面分為左右眼

影像的顯示區域，再利用視差屏障(如圖15)

或是柱狀透鏡陣列(如圖16)，來將影像投向

左右眼，而達到立體成像的效果。時間多

工主要為利用時間序變化遮蔽畫面的視覺

屏障(如圖17)，來達到輪流投射左右眼觀看

的影像以產生立體感。

肆、CECI導入3D立體顯像技術於
工程視覺應用的成果

營建工程過程中，3D視覺工程數位內容即

是運用所見即所得的原理，來幫助施工人員與

設計師雙向的溝通與實際了解施工完成後的樣

貌。3D立體顯示技術應用在現今營建工程環境

中，將讓工程師可以完整地述說設計的故事，

讓大眾可以對工程建設更有信心。

3D立體顯示技術除能協助設計者於設計初

期就預先展現壯觀宏偉的工程標的外，更能將

工程設施與自然環境共生狀態完整地呈現(如圖

18、19)。此外，對於室內空間的表現3D立體顯

像技術，更能讓觀眾有親臨實境的感受。營建

工程施作的目的不外乎就是要提升大眾的生活

品質、創造大眾福址，讓大眾的生活更舒適、

便利。然而，工程施作過程常因資訊傳遞不

全、溝通不良，甚至設計者、開發業主等都無

法完全想像出完工後的樣貌。雖然2D平面透視

影像的展現方式已應用多時，但是，現今的建

設複雜度及規模均較先前為高，需要有更適合

的工程內容展現技術來支援。

隨著電腦軟、硬體技術的快速發展，台灣

世曦在工程計畫中應用3D立體顯示技術已進展

到高擬真的3D立體虛擬場景表現階段。達到

的擬真呈現猶如親臨實境的感受，內容包含工

程結構、人文環境、時空背景以及工程師宏遠

圖18 3D立體兩視鏡建物模擬展示(1)

圖19 3D立體兩視鏡建物模擬展示(2)

圖20 3D立體兩視鏡室內空間模擬展示(1)

圖21 3D立體兩視鏡室內空間模擬展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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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夢想等，在電腦3D立體視覺科技的協助

下，帶給所有視聽者全新的工程體認。台灣世

曦在3D立體顯示技術的應用，主要朝向工程標

的物展示、室內景觀模擬及區域環境規劃發展

的展現(如圖20~24)。

伍、營建業於3D立體顯像可行的
應用發展

不管是兩視鏡(需帶眼鏡)或是裸視(不需帶

眼鏡)的顯示方式，基本上3D立體顯像技術都是

利用人兩眼的視差，分別提供兩眼不同的影像

而產生立體感，其所呈現的效果能將工程內容

更細緻也更完美忠實的展示出來(如圖25)。

台灣世曦致力於推動3D立體顯示技術於營

建工程過程做為視覺展示的應用外，也希望能將

更生動的視覺技術應用於設計、規劃方案等前置

作業階段、營建工程過程中施工衝突檢討以及工

程案的施工前後立體影像紀錄，讓3D立體視覺

技術能協助工程設計更趨完善，減少施作錯誤所

衍生的各項成本，減少重複施作的事件、避免工

程延宕的發生，而且3D立體顯像技術也能輔助

大眾更清楚了解整個工程的全貌與理念，提前化

解施工後可能會衍生的疑慮與衝突。

陸、結論

新概念與新技術需要時間的磨合與演化才

能越趨實用，3D立體顯示技術應朝向與工程資

訊整合，延續從設計、施工到營運管理，發揮

工程全生命週期的價值。近年來，台灣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簽訂了GATT後，全球競爭越顯激

烈，3D立體顯示技術的應用也自然成為國際工

程項目競爭的新課題與新技術。引用跨領域技

圖22 3D立體裸視大地景顯像模擬展示(1)

圖23 3D立體裸視大地景顯像模擬展示(2)

圖24 3D立體裸視大地景顯像模擬展示(3)

圖25 3D立體兩視鏡室內空間顯像模擬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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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cro-Electronics新電子網站

鍾慶豐，「運算影像推波助瀾 立體影像技

術應用蓬勃發展」，2009年4月

http://www.mem.com.tw/article_content.

asp?sn=0904060012

3. 許精益、黃乙白，「3D立體顯示技術之發

展與研究」，光學工程，第98期，民國96

年6月。

4. 黃怡菁、黃乙白、謝漢萍，「3D立體顯示

技術」，科學發展，第451期，民國99年7

月。

術突破既有工程應用瓶頸將是本世紀工程技術

昇級的要務。妥善利用3D立體顯示技術，讓

工程技術與最先進的視覺技術做一個完美的結

合，打造3D工程數位內容新紀元，迎取台灣工

程發展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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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BIM、智慧建築、設施管理系統。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協理／李萬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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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工程師／林志全 3

關鍵詞：BIM、智慧建築、設施管理系統。

以BIM竣工模型
打造智慧建築
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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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模型如能應用於建築設施的整個生命週期，即

從規劃設計、施工到營運管理，才能獲得最大應用價值。目前大部分的BIM應用仍多限於

設計及施工階段。如何進一步利用BIM為後續營運管理階段提供更多元的應用價值，是本

文所要探討的課題。本文介紹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世曦）

從BIM建模技術服務開始，到接續領先3D BIM延伸應用軟體開發的發展觀。將BIM的3D視

覺化與資料裝載的特性導入建築設施最重要的營運管理階段，持續發揮應用價值。為了

讓讀者了解BIM在國家新建築政策下的整體應用價值，文中對「智慧綠建築」及其發展趨

勢也做了簡介，並概述其與BIM的關聯性。

最末，敘述以BIM竣工模型開發「3D視覺化設施管理系統」的架構與應用，並展望

未來能整合智慧建築的更多應用，建立一套具備3D視覺化『管理及操作』能力的通用化

應用平台。

321

壹、前言

使用BIM技術可讓工程團隊藉由3D模型檢

查提早發現衝突點，進而節省大量修訂的時間

和金錢，這是導入3D-BIM技術最能立竿見影的

應用項目。工程團隊藉由3D視覺化，快速將工

程樣貌在設施未完成前便具體的呈現給業主檢

視，提升多方溝通的方便性及收斂性。

此外，業主亦希望能掌握工程進展，BIM模

型除了長、寬、高三個維度外，可再將工程施

作的「時程」加入BIM模型中，BIM模型便成了

4D資訊體。透過BIM模型，除能提前洞悉不同

時間之工程樣貌外，「空間與時程」資訊整合

可進行人力和資源的精密規劃及實時調控的創

新應用，例如：安排運送時間、堆置物料位置

以及吊裝時程與機具配置。值得一提的是已有

不少文獻提到5D、6D，這些概念不外乎是在3D

模型中加入工程費用、文件資料及其他關聯資

訊等之應用。其目的就是要讓BIM模型可運用其

資料結構能力，裝載建築設施在生命週期各階

段所需用的資訊，提供更豐富之應用機能。換

句話說，nD的概念是提供新世代工程師在BIM的

世界裡能得到更多元的應用空間次元與創新機

會。以建築生命週期的過程資訊而言，是建築

從孕育到誕生所累積寶貴而複雜的內容。

完整而理想的BIM應用過程，可讓BIM模型

在歷經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經由不同專業

團隊反覆檢核、追蹤修訂，持續增進BIM模型

與其關聯資料之正確性與完備性。工程過程諸

多資訊對於後續營運維護是至關重要的，能讓

施工建造團隊將工程資訊無縫移交給營運管理

團隊，是工程資訊持續發揮無限價值的唯一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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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並發函各單位。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造

價達2億元以上，且建築物使用類組符合「公

有建築物申請智慧建築標章適用範圍表」規定

者，除應符合前項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

章之取得要求外，自102年7月1日起，應先取得

合格級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始得申報開工；於取

得合格級智慧建築標章後始得辦理結算驗收。

BIM技術無疑的將可支援智慧綠建築的全生命

週期實踐與應用。除在前週期設計施工階段，

精密而跨領域的整合能力可讓建築的綠效能更

高，讓建築智慧化性能與品質更確保；另於建

築後週期營運維護階段，更能提供視覺化、系

統化的虛擬實境管理環境，提昇管理的層次與

效能。

一、推動智慧建築提升居住品質創造新居住

空間產業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為推廣智慧化居住空間

概念，促進國內智慧建築之發展，於民國93年

起受理智慧建築標章之申請，透過此認證制度

彰顯建築物之性能與價值之差異，進而加速國

內智慧建築之發展，提高我國之建築物品質。

標章的推動同步帶動了相關ICT科技與智慧化設

備的快速發展，將多元化的科技與產品不斷地

導入建築生活空間。

依據內政部於民國100年9月20日發布「智

慧建築標章申請認可評定及使用作業要點」，

自101年1月1日起生效，並定義智慧建築：藉由

導入「資通訊系統及設備之手法」，使空間具

備主動感知之智慧化功能，以達到「安全、健

康、便利舒適、節能永續」目的之建築物（如

圖1）。因此，期待未來繼續運用資通訊科技與

節能減碳之綠建築結合，落實推展智慧綠建築

產業，以滿足安全健康、便利舒適與節能減碳

之生活需求，全面提昇生活環境品質，落實建

立台灣低碳島之政策目標[1]。

營運階段與建築設施相關的角色將大幅增

加，其中除了營運單位的使用者外，另有物業

管理單位的管理人員，甚至包括設施的臨時使

用人等。每個角色對於建築設施的使用、障礙

處理或維修保養的效能，均與設施管理系統依

角色呈現及收集建築資訊的能力有關。在傳統

模式下，與建築設施相關的資訊文件難以在不

同角色間以單一的管理資訊結構整合保存，以

達協同使用及協同管理作業之可行。如今，BIM

將澈底改變建築設施營運階段各角色間的作業

模式。系統可由一套BIM模型提供視覺溝通介

面及統一資訊的管理架構，能緊密整合多元資

訊，讓相關人員在處置設施障礙或維修養護作

業時能更直覺化、準確化。查詢歷史紀錄或新

增維護紀錄，皆無需大費周章就能視覺化全盤

掌握、快速回應。定期查驗、故障排除及維修

進度等資訊得以快速定位歸檔，方便查閱。

貳、智慧建築與BIM的關聯

建築技術朝向綠色節能與智慧化發展，逐

漸推動更多儀電與資訊設備加入建築的內涵。

因此，建築技術漸可比喻為高科技複合技術；

由無數的軟硬體整合而成，包括建築空間、

機電設施、精密儀器及各種管線，提供人們舒

適便利的居住環境。然而，高科技也帶來新挑

戰，工程師必須以更精緻的整合程序進行施

工，才能確保複雜性能的正常運作與可適當維

持。顯然的，BIM正是為這新世代智慧綠建築

需求而來，提供具體可行的整合及運作管理平

台。以下先就智慧建築相關內涵與政府政策做

一簡介，並剖析其與BIM的關聯。

行政院於民國99年將雲端運算、智慧綠建

築、智慧電動車及發明專利產業化列為四大新

興智慧型產業。「智慧綠建築」成為國家級重

點發展計畫，在政府的政策推動下，內政部研

訂「優先推動公有智慧綠建築實施方針及實施



3

No.97│January  2013 │95

專
題
報
導

化功能之具體呈現，並得以清楚顯示智慧建築

之具體效益[1]。其中安全防災可運用BIM提供

防災應變計畫（response plan）及安全防災檢核

系統之建置；健康舒適指標可運用BIM做前週期

空間舒適度分析驗證及後週期感應器資料收集

與演算，以提供3D視覺化互動展示舒適度檢算

結果；節能管理指標可運用BIM於前週期從模型

分析建築最佳節能配置，解析能耗弱點，進行

配置調整及建置後週期管理系統。

新版智慧建築評估指標依據各指標基準於

建築物智慧化之重要性，將各評估指標基準類

別區分為基本性、必要性及鼓勵性基準指標等

三大類別（如表1 ）。並且為判別各項指標之達

成度，以總分評定各指標項目之智慧化等級，

分為一般智慧化、優質智慧化與卓越智慧化等

三種等級。

為彰顯建築物之智慧化程度，新版智慧建

築標章共分為五級（合格級、銅級、銀級、黃

金級及鑽石級），其評估與通過原則如次。

(一) 合格級： 四項基礎設施指標加一項功

能選項指標，均需達一般智

慧化

(二)銅　級： 四項基礎設施指標加一項功能

選項指標，均需達優質智慧化

(三)銀　級： 四項基礎設施指標加二項功能

選項指標，均需達優質智慧化

(四)黃金級： 四項基礎設施指標加三項功能

選項指標，均需達卓越智慧化

(五)鑽石級： 四項基礎設施指標加四項功能

選項指標，均需達卓越智慧化

（各項申請指標之基本基準必須全部通過 [1]）

圖1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1]

二、「智慧建築標章」的評估指標

為因應行政院現階段推展智慧化居住空間

產業發展計畫之目標，內政部於民國100年修訂

頒布新版智慧建築標章解說與評估手冊，將評

估指標擴充為綜合佈線指標、資訊通信指標、

系統整合指標、設施管理指標、安全防災指

標、健康舒適指標、貼心便利指標及節能管理

指標等八大指標[1]。若智慧建築能從前週期便

以BIM技術進行，則相關重要指標均能運用BIM

進行構想規劃、性能驗證、需求確認、施作管

控及營運管理等作業。

三、「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架構

建築物智慧化之面向包含「主動感知的能

力」、「最佳的解決途徑」及「友善的人機介

面」等三大精神，為使智慧建築之評估得以更

加符合建築物智慧化精神，新版智慧建築指標

架構依據各指標之性質區分為「基礎設施指標

群」與「功能選項指標群」。基礎設施指標群

包含資訊通信、綜合佈線、系統整合及設施管

理等四項指標，其關係建築物智慧化功能呈現

之各項基礎環境之建設及管理維護機制；功能

選項指標群包含：安全防災、健康舒適、貼心

便利及節能管理等四項指標，其為建築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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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

必要

基本

綜合

佈線
(BIM 可支援)

鼓勵

必要

基本

資訊

通信

鼓勵

必要

基本

(BIM 可支援)

系統

整合

鼓勵

必要

基本

(BIM 可支援)

設施

管理

鼓勵

必要

基本

(BIM 可支援)

安全

防災

鼓勵

必要

基本

(BIM 可支援)

健康

舒適

鼓勵

(BIM 可支援)

貼心

便利

鼓勵

必要

基本

(BIM 可支援)

節能

管理

基礎設施指標群 功能選項指標群

表1  新版智慧建築標章通過原則

參、設施管理之於物業運營與改
良方向

2010年3月台灣世曦籌備多時的新總部CECI

大樓開始進行裝修工程，此時台灣世曦亦積極

導入BIM新技術以為工程應用，藉新大樓工程機

會導入BIM的實務運用。CECI大樓實體完成的

同時，CECI 大樓的BIM竣工模型亦完成建置。

經過此次的實務操作經驗及前述政府政策推動

智慧綠建築的方向，台灣世曦更加掌握BIM技術

在建築設施生命週期間的運用價值分布。於是

開始分析比較傳統的建築設施（物業）管理問

題，與運用BIM竣工模型為基礎建立新型態設施

管理的基本考量。

一、傳統物業管理問題的剖析

傳統物業管理主要是提供建築物內的勞務

與服務，以延續建築物壽命與基本使用需求，

項目主要包括：警衛保全、清潔勞務及設備設

施類，如電力、空調、升降機、給排水、安全

系統等維護、修理、保養等三大類工作[4]。物業

管理與建築物使用的管理服務息息相關，它能

使建築物的使用者享有安全、健康、舒適、清

潔、環保、便利及良好生活機能的生活空間。

然而，管理工作需要建築物的基本資訊作為參

考，來源大多是由建設公司移交時所提供的設施設

備使用維護手冊及廠商資料、使用執照謄本、竣工

圖說、水電、機械設施、消防及管線圖說。無論是

紙本或者是電子檔，歷經物業管理公司及管理人員

不斷更迭，大部分物業管理人員是憑藉交接手冊或

長久管理經驗來應對。因此，檢修及維護資訊經常

出現資料缺漏、遺失甚至錯誤等問題，時間越久誤

差越大甚至資訊完全斷層，管理也就越加困難。

二、以BIM竣工模型為基礎的設施管理

傳統的物業管理設施維運均以2D圖說為基

礎資訊，而2D圖說係以平面幾何圖形為主，一

般人無法直接了解圖說符號所代表的意義（例

如門窗符號、填充圖案等），須經專業人員判

讀才能轉為有意義的資訊；而BIM技術則是透過

3D的方式呈現其視覺型態，並且將相關資訊裝

載在該模型中，選取模型構件之同時亦取得相

關詳細資訊，達成所見即所得之境界。

BIM竣工模型可說是經過設計與施工過程

資訊的修訂驗證與整合的結果。營運階段的管

理，若能有效利用BIM模型進行回溯、查詢確

認、整合紀錄及相關管理應用，則在BIM視覺

化、直覺化操作介面下，將使建築設施管理作

業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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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設施管理可從圖2中所顯示不

同的圖說技術及資訊應用來區分：從紙本、檔

案、檔案配合資料庫到最新的即時互動查詢。

大多的系統案例是透過資料庫方式，將使用者

所需資料依不同管理情境加以組合，其呈現多

以表格資訊搭配簡圖、平面圖或位置圖的方式

（客製化系統）；或是專業應用軟體中加上第

三方程式做連結（套裝軟體）。

不同於一般設施管理系統，台灣世曦以BIM

技術特性為應用核心，針對設施管理應用進行

軟體開發工程；將管理介面3D視覺化，並提供

模型視窗與資料視窗選項交互連動功能；所有

對設施項目的管理操作都以3D模型為介面，亦

可由查詢設施資料連動顯示對應之空間及設施

模型。因此，使用者無需事先了解大樓各項設

施之編號，以點選模型方式即可進行查詢與管

理。台灣世曦的目標是在建構一套健全的3D管

理平台，達成視覺化、親和性、直覺化的管理

介面，具備整合、共享的平台性能，為智慧建

築開創嶄新的管理與應用模式。以下為3D 視覺

化設施管理系統（VFMS）之基本設計概念。

一、從3D模型單元開始

3D竣工模型具備許多細節資料，但要讓一

般使用者能容易操作，須將資訊加以重組，避

三、建立新型態設施管理的基本考量

透過BIM模型來達成設施管理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快速、便捷及完整的提供管理人員所需

資訊，並輔助物業管理人員確保建築物及設備

能被使用者正常使用。可是當物業管理人員取

得BIM模型時，處理模型所包藏的大量專業資

訊，相信比使用2D竣工圖說更加無所適從。

工程專業人員費盡心力所完成的BIM竣工

模型，資訊雖然詳盡，但無疑對非工程背景的

使用者或物業管理人員來說，是不知從何下手

的。如果要求一般使用者或管理人員必須要先

學會專業BIM工程應用軟體，並須學習足夠的專

業知識，這似乎是緣木求魚，應無法達成透過

BIM模型進行設施管理之實務應用。

綜合上述，為創造永續優質建築，台灣世

曦成立3D 視覺化設施管理系統（VFMS）開發

團隊。以BIM竣工模型為基礎，以營運管理階段

各使用及管理角色之操作可行為前提，發展能

夠發揮BIM資訊完備及視覺化、直覺化操作性能

的管理平台，讓不同專業背景的使用者得以便

捷、準確、高效的進行專業管理工作。

肆、BIM 視覺化設施管理系統的
開發

台灣世曦藉CECI大樓裝修工程的機會，運

用BIM技術重新形塑CECI大樓，使其成為具備

BIM資訊內涵與3D視覺化管理性能的BIM建築大

樓。此外，台灣世曦也將BIM 視覺化設施管理

系統開發成果運用於台南市永康科技工業區之

園區基礎設施管理，目前更進行園區一網通ｅ

化管理平台整合，預期不久的將來將會完成一

個3D視覺化管理的科技工業區。以下，將針對

BIM 視覺化設施管理系統的開發作一介紹。

圖2 BIM設施管理的應用階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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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在資料面的重點是結構化地記錄模型歷

經不同階段的資料變化，使得模型資訊越加充

實。除考量資料面外，亦應著墨於營運管理階

段，提供管理專業與一般使用者更簡便的直覺

式操作介面。

台灣世曦所研發的VFMS系統承襲上述精

神。以3D模型作為主要操作介面，首先針對標

的模型加以分析，例如：3D模型單元的尺度最

小可以是一個螺絲釘，甚至是一個面（face）；

亦可大到整棟建築物、基地及園區等等。因

此，以操作模型的角度來說，應區別不同的操

作者，將模型單元化及組合化；以「門」來

說，一般管理者及使用者只需將「門」視為整

體，而維護廠商則須將「門」視為單元零件的

集合（門把、門鎖、蝴蝶絞鍊等等），因此，

操作介面上選取物件模型的方式也就需有不同

選取範圍的區別。

二、單元模型的組合管理

模型因應不同需求拆解成許多單元，亦因

應不同需求加以組合，以提供使用者在管理過

程的最適操作。以「門」為例，系統先將整棟

建築的「門」單元拆解出，若畫面只能顯示所

有「門」單元，這樣是無法滿足管理者及使用

者完整的管理需求。因此，系統應再提供管理

者組合這些模型單元之工具，以樓層搭配分類

別進行組合，例如：世曦大樓的五樓哪些門需

要門禁管制，哪些門需要上鎖，能否在管理時

顯示區別（如圖4）；另外，管理時也可能依部

門進行分類，哪些空間屬於哪個部門。因此，

BIM模型必須再透過應用情境的不同需求重新組

合，讓使用者更便捷地進行操作。

三、顯示資訊個人化

模型除能依需求進行單元化或組合化外，

也須能因應需求顯示適合的資訊，舉例來說，

免過多資料造成使用者的困擾。以門為例（如

圖3）：組成一個門包含門框、門片、門把及門

弓器等等，這些構件都繪製於BIM模型中，模型

詳細資料也同時記錄在BIM模型內，其中包括座

標、尺寸、材質、組立時間、價格及操作手冊

等等。以使用操作角度來說，設計師及施工廠

商對於門把位置、材質及型式，有設計、查詢

及修改等需求；但對於維護管理階段的管理員

或使用者來說，重點則在報修所應通知的維修

廠商、維修是否完成及維修紀錄等等。

圖3 門構造拆解示意圖 

圖4 門禁分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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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使用者預訂會議室時會想知道面積大小、

預約排程、設備清單及座椅數量等等；管理員

會想知道會議室是否按時清潔、設備是否還在

維修等等。因此，設施管理系統在模型資訊的

顯示上，應依不同使用者或情境顯示最適的資

訊（如圖5）。

伍、BIM視覺化設施管理系統在
CECI大樓的實踐

綜合前述，台灣世曦視覺化設施管理系

統開發團隊以物件導向的方法及功能通用化的

系統規劃進行開發，首先以CECI大樓之之設

施管理作為對象，實踐了新一代設施管理系統

（以下簡稱VFMS，Virtual Facility Management 

System）的第一步，其基本架構說明如下。

一、人機介面配置

VFMS系統已考量跨地域協同作業需求，因

此，採用WEB化系統架構設計。顯示介面使用

符合快捷直覺之原則，進行固定功能子視窗配

置，讓使用者能直覺地進行操作（如圖6）。各

介面分區說明如下：

(一)網址列（URL）：顯示及輸入連結本系

統之網址。

(二)功能選單（Module List）：顯示設施管

理專案名稱、使用者登入資訊及相關模

組。系統允許多個設施管理專案。

(三) 工作區（Work Area）：使用者主要操

作區，包含模型顯示及相關報表顯示等

等。

(四)工具列（Tool List）：工具列顯示系統

使用過程中會應用到的操作功能。

圖5 顯示資訊個人化示意圖

圖6 設施管理系統功能分區

(五) 導覽面板（Navigation Toolbar）：主要

工作區的導覽，如模型顯示開關及快選

管理。

(六)項目清單（Item List）：配合功能選

單，顯示該功能的模型彙總資訊；透過

清單亦可與主要工作區的模型進行連動

選取。

(七)  詳細資訊（Detailed Data）：彙總資訊

僅提供項目列表及表列各項目之基本內

容，表中鎖定項目之詳細內容則顯示於

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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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管理系統 (VFMS) 

空間管理 

空間事項彙總 

空間養護排程 

使用作業(內) 

租用作業(外) 

設備管理 

設備事項彙總 

設備養護排程 

使用作業(內) 

借用作業(外) 

綜合維護 

綜合事項彙總 

綜合維護排程 

清潔作業 

協同管理處理 

處理事項彙總 

系統管理 

專案管理 

使用者管理 

樣板管理 

自訂管理 

詞彙管理 
(互動訊息) 

程序管理 
(互動流程) 

附件組合 
(作業附件

圖7 設施管理系統服務功能

圖8 CECI大樓 BIM 設施管理系統

圖9 設施管理系統空間管理

(八) 狀態列（Status）：顯示操作過程中相

關物件的即時資訊。

二、現階段提供服務功能之架構

現階段VFMS具備六大管理功能，包括空間

管理、設備管理、綜合維護、協同處理、系統

管理及自訂管理，各管理功能各具其相關功能

模組，架構如圖7所示。

三、應用實務介紹

(一) 轉換BIM資料建置管理模型

除了BIM之外，VFMS具備整合多種異

質模型資料的能力，包括GIS、sketchup、

3D MAX等。由於BIM模型所含資料相當

多，部分資料並非營運管理階段需要使

用，而且模型的精細度（Level Of Detail 

,LOD）也與視覺化作業的顯示效能息息相

關，過於精細複雜的模型可能影響模型的

瀏覽流暢度。因此，模型必須經過整理並

以特殊開發的介面軟體加以自動化轉換，

篩選出所需的資訊欄位及模型量體，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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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MS的3D視覺引擎，成果如圖8。

(二) 基本空間的管理

當室內空間有管理需求時，例如對外

的出租或不同單位借用，租（借）用人可

以透過視覺化的模型查詢可租借的空間位

置及空間相關資訊（如圖9）；相關的管理

人員亦可以在線上進行資訊更新，提供最

新的租借情形。本系統更進一部導入時間

軸的概念，透過系統設定以email、簡訊或

智慧型手機推播的方式提前通知租借人及

管理人員，讓相關人員提早備妥所需的配

合工作。

(三) 設施事件發生的處理

當設備出現問題時，由使用人通報或

整合的儀控系統自動通報並記錄問題，經

由邏輯判斷其嚴重性等級，產生處理反應

原則，並以不同方式通知相關管理人員，

例如透過email或手機簡訊（如圖10）。

(四) 管理檢閱與操作

本系統採Web-Base，當管理人員收到

問題通知時，只要有網路及電腦的地方，

便可登入系統，檢閱其設施障礙紀錄及相

關資料，包含歷史維修紀錄、有無其他關

聯性設備也有問題，或者下載該設備的操

作管理手冊，以即時了解並排除問題，亦

可即時轉通知維修人員到場維修。系統亦

支援維護排程及派遣修復作業等機制（如

圖11）。

(五) 設備盤點作業

針對設備盤點需求，VFMS已開發支

援行動裝置之盤點模組。除可透過模型指

 

機櫃溫度異常

發出異常訊息

設施管理系統

公司主管

設施管理員

使用者

eMail/簡訊

eMail/簡訊

eMail

公司主管

設施管理員

維護人員

設施管理系統
線上檢閱與操作

圖10 設備異常狀況通知示意圖

圖11 Web-Base示意圖

 

行動裝置掃描
填寫盤點狀態

即時更新

線上查詢盤點成果

圖12 設備盤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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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告知相關單位

 

立即報告損壞狀況

 

設備損壞

 

設施管理系統

 

圖13 行動報修示意圖

圖14 台灣世曦大樓機房BIM模型

自動通報登錄於VFMS系統。此外，管理人

員亦可經由APP推播功能，立即接收該設備

報修之訊息通知（如圖13）。

陸、綠機房的應用

台灣世曦的機房已導入智慧建築的概念，

規劃設計過程中努力整合各專業部門的巧思，

導入BIM技術充分發揮空間設計與整合設備的特

性，成功實作了外氣節能設計、冷卻水節能設

計與冷熱通道封閉系統等，不僅滿足機房設備

需求，更達到節能的效益。機房BIM模型如圖

14，除作為規劃設計與施工之參考，亦為現階

段導入VFMS系統奠定良好的基礎。

台灣世曦機房引進先進的Schneider（APC） 

機櫃式空調機，並將該機櫃能源管理系統與

VFMS系統進行整合應用。該系統詳列各設備的

狀態，如有異常亦可透過平面圖加以查詢其位

置及問題狀況，並透過管理介面作出合適的處

理措施。此外，可藉由整合VFMS系統，提供門

禁管理、設施巡檢、設備報修及網路配線路徑

管理等機制，達成3D視覺化管理功能。

柒、結論

智慧建築在台灣的發展已開始扎根，先

進的智慧化構想亦不斷導入，以提高建築物的

品質與價值，同時政府機關也已經逐步要求智

慧建築要落實在一定規模以上的公共工程，因

此，建築物的節能、智慧化、永續化的概念已

派盤點任務外，亦能藉由行動裝置（如手

機、平板電腦）於盤點過程中檢視盤點設

備的相關資訊，並提供盤點設備註解及報

修功能，亦能針對異常項目進行即時舉報

動作，相較傳統紙上盤點作業更具超高效

率（如圖12）。

(六) 設施異常行動報修

VFMS結合行動裝置已可提供行動報修

模組，使用者的智慧型手機只需下載「報

修APP」，即可透過APP進行損壞報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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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發展的BIM視覺化設施管理系統（VFMS）

能夠越來越完備，甚至將儀控設備及感知元件

整合到BIM模型達到操作（Operation）與管理

（Management）整合的境界，也讓智慧建築的

應用更加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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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不再只是商業炒作的口號，而是代表著科技

與生活的結合，這個結合更是需要一個具備全

生命週期概念的管理系統，除了將建築物的設

計、施工及營運管理的細節一一記錄，更需要

以視覺化的管理方式破除文字溝通的障礙。

因此，除了設計階段導入智慧建築概念，

透過BIM模型檢討以落實智慧化綜合佈線、資訊

通信及系統整合指標，針對建築設施後週期的

使用與管理需求將BIM竣工模型轉化為設施管理

的模型，最終更能輕易的將BIM模型建置於設施

管理系統，以符合設施管理指標之要求，也能

讓建築設施的使用者及管理者能夠掌握設計、

施工階段的資訊。

台灣世曦運用BIM技術發展VFMS系統，

讓建築設施得到永續經營的支持，讓工程如同

生命一樣，懷胎十月固然辛苦，但從出生那一

刻開始不僅有出生證明，更有用來維護健康的

履歷資料庫及管理系統。我們期待以BIM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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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於新北市
三重、蘆洲、淡水區
國民運動中心統包案
設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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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統包專案中有效整合多個不同專業的工項與複雜的異質資源，是確保工程品質、

如期完工及降低成本的關鍵，而BIM在跨專業整合方面具有極佳的優勢。因此，本文藉

新北市三重區、蘆洲區、淡水區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案例的實務整合經驗與讀

者分享，同時闡述BIM於統包工程中如何發揮協調及整合之功能，進而推廣BIM的工程

應用技術。

BIM於新北市
三重、蘆洲、淡水區
國民運動中心統包案
設計應用

321

壹、前言

統包工程成敗的重要因素，是如何讓設

計、施工單位從設計階段初期就建立共同一致的

目標。本文將討論如何藉BIM技術達成此目的。

傳統建築工程，建築師依照業主委託進

行設計，統合建築、結構、機電、景觀等各專

業領域圖說。過程中建築師必須和各專業技師

與顧問討論設計構想，由專業人員完成詳細圖

說並交予建築師。由於各專業技師各自執行業

務，若缺乏有效即時的溝通，常造成後續施工

及營運階段的使用問題；如為公共工程，更會

引起民眾抱怨設計與施工品質！因此，建築師

勢必需要一套適當有效的溝通、整合工具。

目前業界一般還是習慣使用傳統2D軟體

繪圖作為設計溝通工具，此技術常見的問題如

次：一、圖說判讀與情境認知的落差；二、設

計時程緊迫時，各專業技師間難以有效率的溝

通；三、難以檢核建築設計與其他專業的隱蔽

衝突。四、經常以CAD疊圖套繪進行思考與衝突

檢討，多半要等到現場施作時才發現問題的存

在，如管線衝突、空間尺度誤判等等。

BIM技術的3D特性，將可有效解決上述2D

設計的問題。藉由視覺化模型及參數的導入與

歸納，將建築、結構、機電等專業整合，BIM已

成為有效率的衝突檢查工具與溝通協調平台，

輔助施工者解決問題，提前發現設計錯誤，計

算核對施工材料數量，確保業主預算能夠獲得

控制，減少成本浪費。

新北市三重區、蘆洲區、淡水區國民運動

中心興建統包工程由統包商忠明營造公司承辦。

因契約要求統包商須使用BIM技術，忠明營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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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乃委託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台灣世曦）擔任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兩階段

之BIM技術顧問，協助建築師利用BIM模型檢討

節能分析，由台灣世曦BIM整合中心擬定BIM工

作計畫，引導相關專業設計者執行BIM應用、製

作BIM模型、協助營建與機電工程之整合，並從

中探討BIM角色在統包工程之定位及可發揮的效

益。

貳、BIM應用於設計過程

 一、案例概述

新北市政府於三重區、蘆洲區、淡

水區興建國民運動中心，以提升當地居

民生活品質，成為當地活動新地標，及

達到繁榮地方、創造商機之功能。BIM

模型分建築、結構及機電管線等項目進

行建置，針對各項目製作3D模型、BIM

檢核報告書及提供專業顧問服務，並透

過報告書來說明BIM服務成果。

專案共分三個運動中心(詳表1)，使用

Autodesk Revit軟體建置BIM模型，說明如下：

(一)  三重國民運動中心：地上七層、屋突

一層、屋頂層、地下二層、筏基層

(二)  蘆洲國民運動中心：地上五層、屋突

一、二層、地下一層、筏基層

(三)  淡水國民運動中心：地上五層、屋突

層、地下二層、筏基層

表1 新北市政府三重區、蘆洲區、淡水區國民運動中心位置及面積表

運動中心 基地位置 謄本面積

三重區國民運動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段壹小段61地號 5,403.00 m2

蘆洲區國民運動中心 新北市蘆洲區正義段187地號1 27,622.62 m2

淡水區國民運動中心 新北市淡水區公司田段79地號 38,420.62 m2

二、BIM執行計畫

BIM執行計畫的模式會因為專案特性、業主

目的、業務性質（如：設計、顧問等）…等因

素影響，執行初期不同專業協同合作的BIM工作

方法目前尚未定型，需於計畫啟動前訂定各項

工作執行方法，以建立BIM執行計畫。由於BIM

是多人協同作業，須制訂BIM建模標準、協同

溝通管道、軟體作業準則、檔案命名格式、模

型製作樣板及檔案連結架構（參見圖1），確保

BIM模型的正確性及有效性。

三、BIM節能分析應用

截至目前國外應用BIM進行節能分析已有諸

多案例，其優勢是透過3D模型利用綠能軟體進

行數值化分析，包含日照分析、熱環境分析、

光環境分析、聲環境分析及氣流分析等，提供

後續進行節能評估及設計之依據。透過BIM視覺

化的分析進行方案評估，將綠能分析的數值結

合3D模型，更容易讓設計者傳達綠能的設計理

念，建立與業主良好的溝通模式。以下分階段

說明各運動中心的綠能分析應用。

圖1 BIM模型檔案架構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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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淡水案為例，基地條件較優，建築師

在配置量體時已考量太陽方位，縮小東西向的

建築外殼面積、並降低東西向的開窗率等。接

著，使用綠能分析軟體先制定節能設計原則，

並進行BIM量體模型耗能評估，對建築碳排放量

及節能之影響。提出設計建議方案，供建築師

及業主由數個方案中挑選最佳方案，以發展細

部設計。

(二) 細部設計階段

在細部設計階段進行進階節能評估，以蘆

洲案為例，建築外殼熱輻射分析各方位之外殼

熱輻射值，透過熱輻射值轉化為色階表現，區

分建築受熱分佈狀態（參見圖6），讓建築師在

量體不變動的情況下進行細部節能設計，如隔

熱材料、遮陽形式、開窗率等隔熱手法（參見

圖7）；建築師可突破傳統綠建築運算方式，發

現得熱較高的區域先進行改善；得熱較少的區

(一)基本設計階段

　　建築設計在基本設計階段時，建築量

體最具可塑性，對節能影響也最大，故本

案在基本設計階段建置設計方案的敷地

規劃量體模型及鄰房建築，導入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永續性建築設計軟體（參

見圖2）及Autodesk Project Vasari建築概念

設計軟體（參見圖3、圖4、圖5）進行綠能

分析。檢討建築量體與日照陰影及風向風

速等的關係，以提出初步設計配置建議方

案。

圖2 淡水區國民運動中心太陽方位分析（使用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永續性建築設計軟體)

圖3 淡水區國民運動中心西向和南向立面熱輻射分析

（使用Autodesk Project Vasari建築概念設計軟體)

圖5 使用Autodesk Project Vasari軟體分析碳排放量

圖4 淡水區國民運動中心東向和北向立面熱輻射分析

（使用Autodesk Project Vasari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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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可以不用施作過多的隔熱手法，避免設計浪

費（Over Design），以發揮最大經濟效益。

蘆洲案之遮陽板設計，東向開窗採用30度

垂直遮陽板，建置BIM模型後，輸入至綠能分

析軟體中，進行檢討並驗證遮陽效益（參見圖

8）。透過分析可得知30度角與夏季太陽入射角

一致，實際遮陽效益不高。於是建議建築師將

圖6 蘆洲區國民運動中心外殼熱輻射分析

（使用Autodesk Project Vasari軟體）

圖7 蘆洲區國民運動中心節能最佳方案建議

垂直遮陽板調整為270度，再進行分析驗證，

交叉比對後發現，夏季室內熱輻射平均降低

9034w/h(參見圖9)，同時滿足室內照度。

傳統設計用經驗分析太陽東升西落與基地

之關係，使用綠能分析軟體進行運算，可由數

據分析得知精確的太陽角度對建物產生太陽熱

輻射之數值。若外殼受熱面積較多，運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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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可減少受熱面積，BIM節能分析可以協助建

築師清楚掌握節能設計的成效，為業主提供最

佳設計方案。

四、BIM溝通協調應用

本專案使用Revit軟體建置建築、結構、機

電模型，匯出成.dwf檔，並以Navisworks整合式

圖8 蘆洲區國民運動中心韻律教室夏季日照遮陽板角度與熱輻射高低關係分析

（使用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永續性建築設計軟體）

圖9 蘆洲區國民運動中心韻律教室夏季日照遮陽板角度與照度之影響分析

（使用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軟 體）

的專案審閱軟體進行設計協調、系統整合及3D

可視化檢視。設計各階段適時召集建築師、相

關專業技師、營造廠人員，由BIM工程師使用

BIM 軟體及專業審閱軟體（參見圖10、圖11、

圖12），對照2D圖說進行模型與圖面校正、建

立相同的情境認知與不同專業間設計的衝突檢

核，有效地減少設計落差及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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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IM衝突檢討應用

衝突檢討是BIM應用技術中最有成效的項

目。透過BIM專業工程師瀏覽模型標註衝突處，

運用工程專業知識進行施工及維修空間合理性等

檢討（參見圖13）。衝突檢討進行的方式有兩

種，一由具有實務經驗之專業工程師進行模型審

閱；二是透過軟體設定條件進行衝突檢算。目前

技術上還無法全由電腦取代專業工程師檢查，但

透過軟體可進行軟碰撞（設計間距不符需求）及

硬碰撞（物理性碰撞）檢討，並針對特定範圍項

目及衝突條件進行詳盡檢查，可避免人為判讀疏

失。兩種方法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圖10  使用BIM技術進行淡水區國民運動中心設計

協調工作（由BIM整合中心工程師與建築

師、結構技師三方共同使用BIM軟體對照2D

圖說進行圖面釋疑及校正。）

圖11  使用BIM技術進行三重區國民運動中心設計協調

工作（由BIM整合中心工程師與建築師、營造廠

人員、結構技師使用BIM軟體進行設計溝通與討

論。）

圖12  使用BIM技術進行設計協調工作

      （BIM整合中心工程師與建築師、營造廠人員、結構及機電技師使用BIM軟體進行溝通與討論。）

運用BIM軟體建模後進行視覺化的展現，於

施工階段前，能將建築與各專業之設計矛盾、

盲點及衝突提前發現並予以解決、減少工程費

用支出、降低施工重複作業及控制工程碳排放

量，具體效益為提昇設計成熟度、釐清施工介

面及提高施工品質。

此外，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亦不定期召開BIM

工作會議，由建築師、營造廠人員、BIM整合中

心工程師一同簡報BIM成果及下一階段之預期成

果，使業主、PCM、專家學者、監造建築師、

設計建築師、各專業技師、工程師及營造廠人

員能一同審閱該階段成果，提出問題及建議，

發揮督工及溝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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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專案中兩種方法同時採用，實際檢討

出多項衝突問題外，統包商亦組成專案小組聯

審，由統包商召集建築師、專業技師、施工廠商

及施工分包商，以各單位專業立場檢討衝突問

題，並依據設計合理性、施工問題、成本考量、

工期縮短...等議題透過BIM模型溝通協調，將施

工技術與實務經驗提供設計者進行設計修改，可

大幅降低施工階段所產生的問題，如重複工作、

設計變更、延長工期及增加施工廢棄物，避免完

工後無法改善，業主只能被迫減價接受的狀況。

本案透過角色分工及整合方式的改變，修正以往

的缺點及降低施工成本，正是統包模式應發揮的

功能，在BIM環境中得以具體呈現。

六、BIM工程數量計算應用

BIM模型是物件導向，所有的物件包含：

柱、樑、板、牆、門、窗…等，每樣物件都帶

有各種屬性（參見圖14），包含體積、表面

積、材料樣式及使用者自行擴充的屬性欄位可

供工程數量計算使用。在BIM模型建置作業時必

須確實將各項物件屬性欄位中輸入材料名稱、

模型樓層屬性、分區…等設定，即可運用BIM內

建功能導出工程數量明細表。因能導出的屬性

圖13 蘆洲國民運動中心設計階段結構抗風樑(斜撐)

        與貨梯動線衝突的狀況 
      圖14 淡水區國民運動中心壁球室BIM模型與

              粉刷表對應圖 

資料眾多，如何從模型中篩選出需要的資料數

據也相當重要。此外，須謹慎避免因人為操作

所導致的數量統計錯誤。

BIM模型可導出已建模型項目的工程數量，

可協助工程師掌握主要工項的數量，但對估價

的需求尚待發展，目前仍無法取代傳統的工程

數量或是單價分析；主要因BIM模型的數量無法

反映假設工程、施工損耗、臨時施工措施及材

料價格波動…等非實體性項目之間接費用，惟

統包商仍可引用模型數量加上間接費用作為控

制施工物料數量及各項工程發包預算之依據。

本案藉BIM模型檢核混凝土體積、外牆材料

面積、室內裝修材面積、門窗數量…等材料數

量，以協助統包商快速評估工程預算及進行財

務計畫。

參、統包案運用BIM的議題

一、BIM應用模式的嘗試

礙於時程限制，在基本設計階段初期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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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規範，將LOD中的Development當作Details

解讀（參考文獻2）；事實上模型並非越精細越

好，須因應BIM應用的目的。多數業主會認定施

工階段的LOD400模型可直接產出施工圖，事實

上BIM模型應先產出各向及局部剖面，再補充材

料標註、細部大樣及尺寸標示，方能產生完整

的施工圖。

在特殊造型及曲面的部分，傳統平面圖不

易繪製且誤差大，這部分可由BIM專業人員利用

模型切割剖面導出CAD平面圖，供建築師繪製

2D平面圖，補足設計想法及施作方式。這將解

決圖面判讀落差的問題，與整合及檢討各技師

圖說、圖面衝突、標註錯誤、圖說表達不清及

管線衝突等，以提昇BIM的應用價值。

三、BIM工作的職責歸屬

導入BIM軟體進行設計工作可協助自動校正

平、立面的幾何關係，減少繪圖時間，並降低

圖面認知及判讀落差。BIM軟體亦可作為溝通工

具，在協同作業、遠端協作時作為專業且即時

的協助工具。

因此，須先建置適合的軟硬體環境，並提

升相關設計人員本職學能，如此，將改變事務

所傳統作業模式，以增進成本效益。然目前政

府建築法規及建照申請，審查方式並沒有跟上

腳步，仍需以2D圖面出圖並簽證，此時推行BIM

被認為是額外的負擔，讓很多建築師和技師事

務所卻步。

在本案統包工程中，業主期許建築師導入

BIM進行設計工作，然建築師肩負統合圖說及溝

通協調事宜，工作量龐大，不勝負荷。因此，

可在事務所成立BIM小組或委託BIM專業顧問，

成立BIM小組，優點是使用BIM軟體直接進行設

計作業，並自動同步圖檔（只需繪製一模型及

法取得階段完成版圖說，導致整合時會有建築底

圖與其他專業底圖不合的情形；細設階段則有許

多細部圖要另外參考理解，加上各專業圖說也要

一併套入，讀圖時相對就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理

解，還有圖面過於複雜，礙於軟體容量限制無法

完全的呈現在模型檔案中，造成困擾。

此外，國內機電設計及施工廠商一直以來

習慣以傳統2D作業，且未精確定位，現場施工

時再依現場狀況調整。這種傳統方法已根深蒂

固，短時間內觀念還無法導正。後來經過團隊

多次溝通，機電廠商也逐漸了解，願意先行提

供數據及資料，供BIM整合中心工程師進行模型

資料建置及整合工作，並回饋機電設計衝突及

提示施工前可能須注意之問題，例如機房空間

與設備尺寸的檢討，達到雙方整合協調可行。

藉本案從初步設計階段至今，與各單位模

塑出新的BIM協作模式，是過去專案中從未嘗試

的，從基本設計初期單方面由BIM工程師檢查出

設計衝突，後來在基本設計階段末期，由建築

師、營造廠、BIM人員一同合力進入協同作業，

2D圖面繪製成3D模型，並導入參數，進行多工

項圖面檢核、數量計算、整合溝通。

實際發揮BIM導入統包工程，我們學習到設

計手法與營造的施工方式，建築師及技師也獲

得許多設計檢核之回饋。將設計及施工的技術

與需求融合於工程規劃設計實作過程中，一起

解決統包工程執行中可能發生的問題，發揮各

工項整合及協同作業的優勢，以調整出BIM特有

的應用模式。

二、BIM模型細節的檢討

 LOD（Level of Development）是規範BIM

模型發展的適用範圍，也是國內BIM發包規範普

遍引用的BIM模型要求，但常被誤會是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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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政府公共工程除了工程本身外，也應該要

包含推動營建產業進步之政策。目前公共工程招

標文件中，除了要求使用BIM技術外，也應該採

取措施鼓勵BIM技術的導入，讓BIM應用技術快

速發展。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的國民運動中心統包案

推動使用BIM技術，業主與統包團隊各成員經由

BIM作業磨合產生新的工作方法、協同作業模

式、資料交換格式、整合及溝通方式、統包團隊

共同參與、價值鏈的改變…等都是難能可貴的經

驗。統包團隊各個成員包括業主在內，都在全新

的作業模式中摸索、成長。台灣世曦藉此機會順

利導入BIM技術於統包工程應用，亦已收到初步

成效，在服務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及過程紀錄，

可提供產、學、業界一同探討BIM後續之應用，

期望BIM應用可真正發揮其廣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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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產出平面、立面、剖面及3D圖）；缺點則須

投入相當成本及改變事務所作業模式。委託BIM

顧問，優點是可分擔BIM之工作，並扮演第三方

觀點，較客觀地提出圖面的衝突及錯誤；缺點

則是無法即時修正設計，與產生圖面認知及判

讀落差的問題。

四、BIM模型的共同標準

BIM目前尚未有共同標準，各廠商之BIM

模型不能完全互通交流；雖然國際軟體互動聯

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Interoperability，

IAI）發表可由IFC（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

檔案共通格式，但從軟體輸出IFC格式後，常發

生模型資訊及幾何形體缺漏的狀況。國際組織

BuildingSMART及一些資訊廠商為了改善這個問

題提出OpenBIM的概念，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此外，國外BIM軟體節能計算方式與台灣建

築法規採用的綠建築評估指標相異；以碳排放

量計算方式為例，其分析數據係以國外節能法

規標準計算，不符合國內現行綠建築評估指標

之規定，故無法直接引用，殊為可惜。也是未

來軟體或是台灣法規可提升改進的地方。

五、BIM對統包工程的影響

前文已闡述如何使用BIM技術有效應用於統

包工程。施工團隊儘早參與設計過程係統包案

成功的關鍵，BIM的視覺化整合介面能提前模擬

並分析施工問題，因此，能在設計過程及早與

施工團隊進行溝通，避免後續營造階段產生施

工的衝突。未來運用BIM技術的公共工程統包案

將與日俱增，國內相關業者若能正視BIM的整合

價值，將有利於確保工程案如期如質，甚至能

縮短工期，提升利潤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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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工程管理、行動裝置、平板電腦、ProPM、APP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工務組／組長／廖肇昌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計畫工程師／賴鈺蒨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工程師／楊子儁 3

關鍵詞：工程管理、行動裝置、平板電腦、ProPM、APP

以智慧化行動裝置
開創走動式
工程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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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2 3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加上無線網路佈設日益普及，智慧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

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此一趨勢，進一步觸發將工程管理資訊化應用由網際網路上服務的

提供，延伸支援工程人員隨身行動裝置之新資訊應用需求。

本文以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第CM01標中

山高速公路延伸路廊及商港區銜接路廊高架道路工程」(以下簡稱本計畫) ，將智慧化行

動裝置導入工程管理的創新應用為例，說明以既有Web化工程管理資訊平台為基礎，延伸

建立行動化資訊導引環境，開發符合走動式工程管理實務應用之微型程式(APP)，進而輔

助工程人員提高工程資訊存取便捷性，展現更佳的工作效率及更有效的資訊應用。

壹、前言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以下簡稱國工局)長

期投注相當心力，推動有助於工程管理效率提

升之電子化創新應用，並率先於「國道1號五股

至楊梅段拓寬工程」導入「工程執行管控」Web

化應用系統(以下簡稱ProPM系統)，提供工程參

與成員透過網際網路協同作業與分享資訊，成

功提高工程資訊溝通、彙整、管理之時效，並

帶動工程品質及績效再提昇。

為協助業主辦理完善且全面性之工程顧問

服務，台灣世曦BIM整合中心特編制專門人員輔

助工程管理資訊服務之進行，並從掌上型電腦

(PDA)時期即陸續投入行動化應用技術研發，惟

受到當時螢幕大小及網路傳輸容量之限制，應用

程式研發成果偏向以ASP網頁形式之簡單訊息傳

遞為主。然新一代平板電腦已讓使用者得以跨越

時間及地域的限制，隨需存取各項資訊，並可將

同份資訊無隙縫同步到桌上型電腦、筆電及平板

電腦等不同裝置之使用成員。透過此一智慧數位

資訊匯流機制，將蘊含更多嶄新的應用契機，有

利發展更多元的工程電子化創新應用。

本計畫結合國工局及台灣世曦推動資訊服

務之決心及努力，除移植五楊計畫具備「待辦

事項預警追蹤」、「施工影像管理」、「文件

送審紀錄管理」、「圖資文件管理」、「工程

進度管理」及「緊急事件應變管理」等實用功

能的Web化ProPM系統[中華技術期刊第88期，

October/2010]，並研發應用最新無線通訊技

術，建構支援平板電腦遠端存取ProPM服務之行

動化協同作業環境。利用行動通訊裝置輕便攜

帶之特性，導入走動式工程管理概念。藉由平

板電腦的輔助應用，提供現地人員更機動便捷

的資訊運用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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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APP雖以工地現場人員主動取得資訊為主，

另亦考量主動推播之資訊應用機制，由ProPM

系統將圖說版本更新或特定事件的提醒訊息，

發送至相關人員的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另

外，APP亦應設計離線運作功能，資料可加密儲

存在平板電腦內，不會受到無線網路中斷的影

響。

三、 發揮行動裝置特色 

採用APP最大的優點是可善用平板電腦裝

置之功能，包括照相、訊息收發、麥克風錄音

等特性，依據需求彈性客製賦予行動裝置更豐

富的應用。同時亦考量工地現場人員對於行動

輕便性的需求，APP資料輸入頁面設計盡量採用

觸控點選，或內建筆跡輸入功能，以取代傳統

滑鼠操作。另一方面，結合內建GPS定位功能及

Google Map空間資訊，亦可提供地點位置標示

及空間範圍資料篩選等功能，進而提高資訊可

判讀性。

透過結合平板電腦照相及手寫軌跡功能開

發工程查核表單APP，工程查核人員不僅能夠利

用平板電腦記錄檢查結果，更可進一步利用內建

相機拍攝待改善事項位置之相片，連結加入影像

及手寫簽章資料，讓檢查紀錄更詳細完整。

四、 操作介面精簡流暢 

由於行動裝置使用者之資料應用模式，多

不會侷限在特定地點與時間，甚至亦有可能在

網際網路沒有連線下操作。考量各種不同工地

現場情況APP都必須能夠正常執行，以及安全存

取重要資訊，故簡單直覺且切中應用情境之功

能設計，是APP程式開發首要之務。成功的APP

設計應精準達成需求，避免冗餘操作流程。此

外，介面操作動線應流暢，透過設計明顯階層

之APP介面資訊，配合實際應用情境模擬，將各

項功能編排為有固定方向的操作動線，並儘量

貳、行動化工程管理應用需求分
析

行動裝置之使用者一般多以瀏覽資訊為

主，較少進行大量文字繕打或資料深入鑽研，

冀能透過簡單直覺之操作，在觸控螢幕上輕

點即可快速獲得結果。APP功能設計開發應著

重輕巧流暢，避免將過多功能包裹在同一個

APP，造成重點功能失焦。為使本計畫研發之

APP能切合實用，本公司開發團隊多次與工地

現場人員討論，以確認行動化資訊應用需求。

同時評估不同作業系統行動裝置之差異性及開

發限制，擬訂適合工程管理應用之APP重點推

動方向及優先開發項目(如圖1所示)，評估結果

分項說明如後。

一、掌握現地實務應用需求

為開發出切合實用的工具型APP，善用平

板電腦「輕量化」及「高機動性」的特性，讓

工地現場工程師可更方便擷取資料，並可同步

快速回報工程執行資訊。本計畫搭配平板電腦

內建之GPS定位功能，以提供便捷的工程圖資調

閱APP，取代過去工地現場人員需隨身攜帶厚

重的工程圖說或施工規範。另，因目前行動裝

置之運算效能及儲存空間仍不及個人電腦或應

用伺服器，且部分平板電腦尚無法支援於同一

裝置中，跨APP做資料溝通，需透過先行建立

iPAD平板電腦與ProPM系統溝通之橋梁，利用

ProPM系統資料存取服務，補強行動裝置在儲存

空間、運算效能、列印不便及資料交換搬移之

不足。

二、貼近資訊行動應用情境 

本計畫進一步考量APP可解決哪些問題(例

如：取代攜帶紙本資料)以及工地現場可能遭遇

的限制(例如：無穩定的無線網路環境)，藉此

來規劃APP操作流程及使用情境。此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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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操作的步驟程序，讓工地現地人員可以輕

鬆上手。

參、行動化應用導入模式評估及
實作

本計畫依應用需求不同分階段實作，包括

「瀏覽器直接存取」、「原生型Native APP」及

「網頁型Web APP」等3種平板電腦應用導入模

式，本節針對不同導入模式的關鍵技術及考量

圖1 行動化工程管理應用需求分析

圖2 ProPM行動版工程資訊整合彙整入口網頁

事項分別說明如下。

一、 瀏覽器直接存取模式

ProPM工程執行管控系統之操作介面係專為

個人電腦而設計，原操作介面並不適合平板電

腦的螢幕觸控操作方式，本計畫另開發一可同

時適合滑鼠操作及觸控操作之行動版工程資訊

整合彙整入口網頁(如圖2所示)。工程人員可直

接使用平板電腦內建的瀏覽器登入ProPM系統瀏

覽資訊，此種應用模式關鍵優勢為快速導入，

毋須改變原本的系統架構，即可有效支援平

板電腦的應用環境。同時亦可支援不同廠牌與

類型的行動裝置，不容易發生系統相容性的問

題，且其傳輸方式的安全性也高。惟缺點是較

難與平板電腦的內建功能相互搭配整合運作。

二、 原生型(Native )APP開發

Native APP開發係使用作業系統原生程式

語言，搭配原生架構提供之控制項所開發之應

用程式。因不同作業系統所開發的APP無法直

接轉換套用，故必須先於行動裝置作業系統

(iOS、Android或Windows)種類及版本之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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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作業系統原生APP(Native APP)特性整理

特性 \ 作業系統 iOS Android Windows

開發語言 Objective-C JAVA C# or VB

開發工具 Xcode eclipse Visual Studio

開發環境 MAC OSX 多種 Windows

空間資訊
Google Map

(iOS map)
Google Map Bing Maps

市佔率 高 中 低

技術支援 高 中 高

螢幕尺寸 (介面開發考量) 單一 多種 單一

版本更新 (作業系統更版) 單一 多種 單一

維護性 高 中 高

註：本表蒐集整理自本文撰寫當時各作業系統環境

適當的平台作為開發基礎。經過蒐集目前市場

上不同行動裝置的版本相容性及開發技術支援

性，整理各類行動裝置原生作業系統平台特性

比較分析成果(彙整詳如表1)，本計畫選擇iOS作

業系統之iPAD平板電腦，實作原生APP(Native 

APP)相關功能介面。

透過原生技術架構所開發之Native APP對於

行動裝置本身的操控性較佳，也較能發揮行動

裝置的內建特色功能，惟Native APP相較於一般

網路應用程式(Web Application)之開發，除了程

式語言上的差異之外，針對開發工具的使用、

開發人員資格之取得(iOS作業系統授權機制)、

開發裝置之設定等較為複雜。此外，因應行動

裝置硬體之特性，須有效控管APP之記憶體使用

與釋放，以確保裝置執行效能。同時亦須考量

螢幕範圍之限制，設計版面資訊配置以兼具適

讀性與流暢性為佳。　

三、 網頁型(Web) APP 開發 

考量APP可跨平台佈署於不同作業系統之

表2 原生APP及網頁應用APP開發特性比較分析表

評估要點 Native APP 網頁應用APP

跨平台應用性 僅提供原生作業系統使用 微調參數即可跨平台應用

APP執行效能 較高 較低

裝置硬體整合性 較高

較低

採外掛方式操作裝置應用者須調整元件始

能跨平台使用

使用者操作體驗 較佳 較差

開發技術掌握度 獨立語言須重新訓練 網頁程式開發經驗可延續

APP改版維護 較難 較易

與遠端系統整合 較難 經修改可整併Web程式

離線作業 較易控制 需自行處理

安全性整合 較高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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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電腦，本計畫另採用Phonegap框架

所建構之網頁程式架構，搭配HTML5、

JavaScript以及CSS開發技術，建構工程查

核表單Web APP。由於Phonegap框架網頁

應用程式之底層是採用個別作業系統的瀏

覽器核心元件，故可將開發完成的核心程

式再轉封裝為各平台適用之APP。而為使

工程查核表單APP更符實際作業需求，本

次仍需搭配將前階段以Native APP所撰寫

的「身分認證」及「手寫簽名」外掛元件

(Plug in)整合納入同一APP中，未來APP如

需轉移至其他平台執行，此部分則另須以

JavaScript撰寫的Native外掛元件更替，並

另依該作業系統適用機制作客製修改。依

據本計畫開發經驗，蒐集整理原生型APP

及網頁應用型Web APP兩種不同開發模式

的特性比較，如表2所示。兩種開發方式

各有其優缺點，如何評估則應依據APP之

應用及佈署需求，選用適合之程式開發架

構。

肆、工程管理行動APP特色功
能簡介

前節已針對本計畫開發平板電腦APP的應用

情境及採用的程式開發技術作說明，本節則針

對本計畫研發APP之特色功能進行簡介分享。

一、 身分認證機制

本計畫平板電腦APP係透過無線網路與

ProPM系統伺服主機間進行溝通，在提升工程資

訊多元存取的機動性之餘，仍須奠基於安全可

靠的資料存取權限管控機制，故身分認證的設

計十分重要。除於ProPM系統端開發APP與使用

者對應的帳號管理介面，另一方面亦針對ProPM 

Web服務叫用認證機制進行管控，認證方式如圖

3所示。

圖3 APP身分認證應用流程

圖4 ProPM網際網路Web服務運作機制

整體運作機制為iOS之APP一經啟動，將先

向APNS註冊取得一組裝置識別碼，使用者透過

服務登入通過驗證後，系統將自動紀錄此組識

別碼，以作為後續APP呼叫相關應用服務的授權

憑證。此外，即時訊息推播程式亦透過此組授

權憑證，作為訊息傳遞目標之識別依據。

二、 網際網路Web資料介接服務

有別於個人化應用程式主要鎖定行動裝置

端與使用者間的直接互動設計，本計畫所發展

之APP屬於工具型應用程式，其成功關鍵在APP

能與ProPM伺服主機間之資料互通傳遞(如圖4

所示)。本計畫配合行動裝置APP的資料存取需

求，對應開發ProPM端資料輸出/入之資料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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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等多項功能。「圖資目錄清單查詢」

功能提供使用者檢索調閱ProPM伺服端

之圖資目錄清單，透過勾選所需圖資，

即可下載實體檔案至平板電腦中使用。

「GPS位址附近圖資檢索」功能則利用平

板電腦GPS位址座標，自動檢索所在位置

附近半徑距離範圍內之工程圖資清單，透

過Google Map介面點選所需圖資自ProPM

傳輸下載至平板電腦端供使用(如圖5所

示)。

如遇無線網路環境不佳之工地，

APP亦提供「圖資離線查詢」功能，使

用者可預先由ProPM系統下載所需檔案，

儲存於平板電腦中攜至工地現場使用。 

ProPM系統端如有版本更新的圖資，「圖

資更版通知」功能於行動裝置網路恢復

正常連線後，APP自動檢查ProPM端是否

有更新版的檔案，即時提醒現場人員是

否要下載最新版檔案。

四、工地現場查核管理APP

目前工地現場進行檢查或查核作

業時，工程人員僅能先用紙本表單及相

機，分別記錄檢查結果及待改善事項，回到辦

公室後再重新繕打印出後，交由相關人員簽名

掃描留存。透過使用本計畫開發之工程查驗表

單APP，工地現場人員可直接以平板電腦填寫檢

查表單(如圖6所示)。同時可與工地現場拍攝之

檢查相片自動連結，由受檢單位於平板電腦上

手寫簽名確認檢查結果，完成填寫簽名的檢查

表可即刻回傳歸檔至ProPM系統。

APP亦備有離線填寫及表單暫存功能，工地

現場如遇有無線網路連線中斷，工程人員仍可

進行表單填寫及暫存資料，待恢復連線後再上

載更新至ProPM系統中。ProPM接獲平板電腦回

傳之資料，即可自動將檢查表單資料、相片及

介接服務。工程人員得以使用平板電腦APP，透

過無線網路連結ProPM端的行動資料服務，快速

查詢取得所需資訊。亦可透過隨身平板電腦將

工地現場查報蒐集的查核資料，連同拍攝相片

回報歸檔至ProPM資料庫中。

三、 工程圖資調閱APP

本計畫搭配平板電腦內建的GPS定位功能，

開發便捷的工程圖資調閱APP。提供工地現場移

動的工程人員，不再需要帶著厚重的紙本圖說，

亦能隨時隨地調閱所需資料。工程圖資調閱APP

具備「圖資目錄清單查詢」、「GPS位址附近圖

資檢索」、「圖資離線查詢」及「圖資更版通

圖5 工程圖資工地現場查詢調閱

圖6 平板電腦工程查核報表填寫及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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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檔整合套表，轉製為符合查核表單標準格

式之PDF唯讀檔案成為正式的查核紀錄，以供傳

送至相關單位及備存留用查詢。

五、 提醒訊息推播

本計畫利用行動裝置機動性高及傳播速度

快等特性，開發平板電腦提醒訊息推播機制，

由ProPM系統將圖說版本更新或特定事件的提醒

訊息，主動發送通知至安裝APP之相關人員的平

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運作情境如

圖7所示)。管理人員可於ProPM系統頁面填寫欲

提醒工地現場人員之訊息，選擇通知對象後發

送。ProPM系統伺服器將訊息接受對象之憑證及

訊息內容傳遞給APNS(Apple提供之推播中介服

務)，由APNS將訊息推往行動裝置對應之APP。

藉由此一機制，除可自動將工程圖資或檢查表

單更版等訊息提醒通知使用人，亦可提供特定

事件處理人員將事件之發生原因、現況說明、

相片影像連結、提醒事項及處理歷程等訊息快

速通報給各級長官及工地現場人員。

伍、結語

工程管理電子化一直是交通部推動營建自

動化的主要目標之一，本計畫透過完整的需求

評估及現地應用情境模擬分析，本計畫實作了

圖7 提醒訊息推播運作應用情境

「瀏覽器直接存取」、「原生型Native APP」及

「網頁型Web APP」 3種工程管理導入平板電腦

應用模式。透過開發「現地圖資調閱」及「現

地查核管理」等工程創新應用行動裝置APP，成

功實踐走動式工程管理機制，提供原本不利於

工程資訊服務之場所，亦能使用IT技術增進工地

資訊應用之可行性。透過隨身資訊的提供，讓

現地工程人員能隨時隨地快速調閱契約之工程

圖說資料及回傳現地檢試驗紀錄表單訊息，進

而簡化施工管制作業流程，加成提升工程資訊

彙整及管理運用之效能。

無線通訊行動裝置整合工程管理實務應

用，絕非僅止於APP程式開發工作，或將原適

用於個人電腦操作模式的系統功能，直接轉植

至手持行動裝置即可。而是需經過具前瞻性的

應用情境規劃、直覺簡單的功能設計、多樣的

開發技術測試、多系統介接運作的整合思維，

以及導入模式整體評估始能成功。同時，亦應

詳加考量行動資訊安全管理議題，除選用具基

礎安全防護之程式開發架構、傳輸資料增加多

道加密金鑰進行交互驗證等措

施，亦應針對APP應用邏輯加

以管控，包括裝置遺失之遠端

資料防護措施及身分認證失效

處理等，以降低因多面向資料

傳輸應用可能衍生之資安漏

洞。

回顧本計畫平板電腦工程

應用APP的開發及導入經驗，

目前行動裝置在儲存運算、系

統互通、及資料輸入仍有些許

限制，或受限於行動裝置另需特殊處理之處。

如欲更具體提升應用成效，發展行動工具型態

之APP，應透過結合蘊含豐富素材及資源的雲端

服務，或整合Web化資訊平台協同運作，做為前

端資料蒐集、查詢及展示的資訊載具，方能更

有效發揮行動裝置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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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儲存架構、資源隨需分配、硬碟快照、資料重複刪除、

            自動儲存分層、DAS、NAS、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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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2

本文旨在以台灣世曦於「資料儲存管理」上之實務經驗，從客觀且務實的角度，

分享如何打造一個「智慧型企業儲存環境」，以有效儲存各類資訊服務所產生的電子資

料，包括檔案共享、伺服器虛擬化、資料備份(援)及因應資安法規所必須的稽核紀錄保存

等，並同時兼顧資料存取安全、設備投資效益及整體管理成本。

壹、企業資料儲存之挑戰

自二十世紀80年代大型主機開始，各種資

訊化的演進便逐漸在企業各個角落展開。首先

為人工作業的電腦化，原來的書面資料被轉成

為數位形式的資料庫及檔案。隨著電腦運算效

能持續提升，新的應用產生了新型式的資料，

而原本以其他媒體儲存的資料更紛紛地數位

化，包括聲音、圖像、影像、3D動畫、建築資

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資

料等，加上對效果與品質要求愈加嚴苛，使得

數位資料開始大量累積。在網際網路隨手可得

的今日，互動式網頁、個人部落格、社群網絡

的興起，每個人都成為潛在的資料提供者，加

上網路已成為企業重要的行銷與服務管道，使

得全球資料量持續地爆炸性成長。在這種趨勢

下，首當其衝的就是資料儲存及管理的問題，

如何讓儲存空間發揮最大效益，已成為企業於

資料儲存議題上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貳、儲存架構選擇

隨著個人電腦普及，許多企業在預算受

限的情況下，常選擇將業務資料儲存於個人電

腦硬碟中，再透過光碟片或外接USB隨身碟進

行資料交換，但當企業規模及業務成長到一定

程度後，更多的資料需要快速且安全的被多人

存取、編輯、傳遞時，衍生了存取權限、版本

控管、資料備份還原等需求，於是企業開始導

入集中式儲存設備。在此情形下，企業首先面

對的就是重新檢視內部資訊環境及資料處理模

式，選擇適合的儲存架構。以下，謹針對目前

業界常見的儲存架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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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之方式，直接提供伺服器及個人電腦用戶

端使用(如圖2)，常見的技術包括CIFS(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或NFS(Network File System)

等檔案型儲存通訊協定。因為目地單純(僅提供

儲存服務)，NAS儲存設備一般採用較精簡的作

業系統，將不必要的服務、驅動程式、工具軟

體全部移除，僅保留與檔案存取及管理相關功

能，並對其進行最佳化處理，使得用戶端檔案

存取效能表現上較DAS為優，在儲存空間的管理

上，部分中高階的NAS儲存設備已可依實際需

求，垂直擴充(Scale-Up)硬碟櫃之彈性。

一、直接連接儲存(Direct	Attached	Storage	 ;	

DAS)架構

DAS是一般企業最普遍，同時也是導入

門檻最低的儲存架構。顧名思義，DAS就是

安裝於電腦內部的一或多顆硬碟(譬如內接式

硬碟)，或者由多顆硬碟組成的儲存設備，透

過非網路型且短距的介面，直接與伺服器串

接，常見的DAS技術包括SCSI(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SAS(Serial Attached SCSI)、

SATA(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

eSATA(External SATA)等。從檔案分享服務來

說，DAS設備本身不提供用戶端直接存取，而是

將其儲存空間提供給伺服器，再由伺服器透過

網路提供用戶端使用(如圖1)。

圖1 DAS儲存架構示意圖

圖2 NAS儲存架構示意圖

DAS

用戶端電腦

網路交換器

伺服器

儲存設備

伺服器

DAS儲存設備

用戶端電腦

LAN

由於DAS架構初期投資成本低、建置快

速、設備本身之管理較單純，適用於使用人數

較少、伺服器數量較少、資料量成長較緩的企

業環境中，但因各DAS儲存設備中的閒置空間無

法共享，容易在運作一段時間後發生儲存空間

使用率不均，導致資源浪費、硬碟空間重新分

配不易，及日常維護需要中斷服務等管理上的

問題。

二、	網路附加儲存(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	

NAS)架構

簡單的說，NAS架構就是將儲存設備經由

目前市面上的NAS儲存方案齊全，從SOHO

族群、中小企業到大型企業都有相對應的產

品，已逐漸成為企業廣泛採用的儲存架構。

三、	儲存區域網路(Storage	Area	Network	 ;	

SAN)架構

SAN的主要概念是利用光纖或10G Ethernet

等高速網路，將儲存設備模擬成伺服器本機

硬碟，再提供給用戶端使用(如圖3)，常見的

技術包括iSCSI(Internet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Fiber Channel等Block-level的儲存協

定。SAN儲存設備可將硬碟空間進行邏輯分割，

同時提供多台伺服器如同本機硬碟一般的專屬

儲存空間，如遭遇單一伺服器故障時，亦可立

即將其儲存空間切換給其它伺服器繼續提供服

務，以達到伺服器與儲存設備間多對多的高效

能、高穩定及高可用性之儲存區域網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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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來的高且費時許多，目前較常應用於大型企

業總部核心檔案儲存，及需高運算效能的資料處

理業務，如資料庫、線上影音、3D Render等。

四、	雲端儲存(Cloud	Storage)架構

近幾年來，隨著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等

行動裝置的崛起，處於分秒必爭的商業競爭環

境，傳統企業內部所建置的儲存架構及資料存

取服務，已無法滿足用戶可在任何時間、任何

地點、任何裝置上存取公司資料的需求，雲端

儲存服務遂應運而生。雲端儲存服務目前主要

是由雲端儲存業者提供用戶一個Internet上的雲

端儲存空間，用戶可於共享資料的裝置上，如

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或平板

電腦等裝置安裝同步軟體，只要用戶在公司內

把資料儲存在A裝置，同步軟體便會自動將該資

料上傳至雲端儲存空間，當該用戶於任何地點

開啟B裝置連上網路時，該資料便會自動從雲端

儲存空間下載回B裝置，此架構適合應用於行動

作業員工、分支機構及駐外辦公室與企業總部

間，或者不同公司間進行資料交換或同步(如圖

4)。通常，企業只需要依實際使用的儲存空間支

付費用，所有的系統日常維護，如資料備份、

病毒過濾、甚至擴充儲存空間等工作，都由雲

端儲存業者負責，大大降低資訊部門在軟硬體

投資和管理的成本。

外，因為定位在企業核心儲存服務，SAN儲存設

備常內建磁碟空間壓縮、本地端備援以及異地

資料同步技術，以滿足資料量快速成長及災難

備援之需求。

圖3 SAN儲存架構示意圖

圖4 Cloud儲存架構示意圖

用戶端電腦

網路交換器

伺服器

SAN儲存設備

伺服器

用戶端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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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纖交換器

用戶端電腦

雲端儲存
(Cloud Storage)

伺服器

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

NAS是以File-based方式提供服務，相當於

檔案系統服務，凡與檔案操作相關的功能，譬如

存取權限與稽核，就會受限於所採用的協定(如

CIFS)，在純粹提供檔案共享的情境下，NAS的

既有功能通常足敷使用，但是若需額外的管理

或應用功能(譬如掃毒、Data Mining、Data Loss 

Prevention等)，就必須取決於加值廠商是否願意

或能夠提供必要的模組，或者設備本身是否提

供足夠的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相對的，SAN提供的是Block-

based儲存服務，即SAN本身是沒有檔案觀念的，

它僅是一個個固定大小區塊的集合，簡單的說，

就相當於是一顆硬碟，故所有Block以外的功

能，都取決於使用該區塊集合的電腦作業系統。

因此，SAN的應用範圍較NAS為廣泛，且凡是熟

悉特定作業系統之程式開發人員皆可在SAN架構

上打造專屬的應用，而不需受到像NAS設備的限

制。

雖然SAN儲存架構在各方面的表現都很優

異，但由於其組成元件、傳輸介面及環境架構都

較為複雜，相對的在建置成本及時程上較DAS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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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需要量，以及資料的成長趨勢作為容量評

估之依據，在預算以及管理的考量下，是否一

次購足未來三到五年所需的儲存空間，還是逐

年視情況分批採購，確實是一難題。若一次購

足，初期絕大部分的儲存空間多處於閒置狀

態，在目前儲存媒體空間越來越大，成本越來

越低的趨勢下，庫存過多似乎不符成本效益。

但就算分批採購，如前端伺服器不支援動態擴

充硬碟空間功能時，後端儲存系統仍得面臨每

次擴充皆需停機的服務暫停不便，及資料移轉

所帶來的作業風險。Thin Provisioning技術是

透過將實體硬碟空間組成一個儲存池(Storage 

Pool)，於Storage Pool中可預先模擬出多個超過

儲存系統實際儲存空間需求的虛擬硬碟(Virtual 

Disk)給伺服器使用，而當伺服器真正開始寫入

資料時，僅依據其寫入資料量多寡，配置對應

大小的實體儲存空間(如圖5)。

雖然雲端儲存架構具有隨處存取之特色，

但目前絕大多數的企業對於此方案仍採取較保

守或觀望的態度，其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  資料同步至雲端儲存空間是否會造成

資料遺失或機密外洩。

(二)  資料存取效能及穩定性常取決於通訊

兩端Internet網路的品質，而該部分常

超出企業之掌控範圍。

(三)  雲端儲存業者的服務等級約定(Service 

Level Agreement)往往不夠明確，或者

客製化的彈性較低。

(四)  不同的雲端儲存業者之間無共通的標

準，很難將資料移轉至別家雲端儲存

空間。

參、儲存技術應用

當企業建置了適當的儲存架構並開始提供

服務後，接續的工作包括系統維護、資料備份

及回存、新系統及新應用上線、儲存資料量增

加、擴充儲存設備等持續的循環。根據統計，

企業的儲存設備中存放的資料有80%為文件、

試算表、圖片、電子郵件、各樣系統日誌等非

結構性資料。隨著虛擬化、雲端運算等應用趨

勢、相關資料安全及保護法規的實施，非結構

性資料量正以每年約40%的比例成長，早期企

業在儲存設備投資及管理的策略上已無法達到

預期的效益，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要能更有效

率提供及管理有限儲存資源，以下即針對為了

解決上述問題所發展出來的技術加以介紹。

一、	資源隨需分配(Thin	Provisioning)

早期企業在規劃儲存架構時，都會以當

圖5 Thin Provisioning技術示意圖

allocated:30TB
use:8TB
utiliztion:27%

Allocated
=use:8TB
utiliztion:100%

Tradition
Provisioning

Thin
Provisioning

然而，企業在導入這樣的技術來管理儲存

空間的同時，仍應隨時注意實體儲存空間的使

用情況，避免發生實體儲存空間不足，造成伺

服器寫入資料失敗，才能真正讓企業儲存資源

達到最佳化的利用。

二、	資料重複刪除(Data	De-duplication	 ;	De-

dupe)

隨著企業提供的儲存空間越來越大，用

戶端在檔案處理作業上，逐漸以「複製」取代

「搬移」，再加上伺服器虛擬化的導入，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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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硬碟快照(Snapshot)

隨著資訊系統於企業營運所扮演的角色日

益重要，越來越多的資訊系統開始提供7x24小

時的服務。為了避免對伺服器效能造成衝擊，

影響服務品質，相關的備份作業都必須安排

於作業離峰時段進行。但由於資訊系統與資料

的快速成長，備份作業所需時間也越來越長，

離峰備份往往無法即時完成一次備份工作，此

種情形連帶使得公司營運風險增加，畢竟資訊

虛擬機器(Virtual Machine；VM)所安裝的作業系

統檔案相當大比例是相同的，導致企業的儲存

空間中大約有70%都為重複的資料，而且根據

一般的作業習慣，這些重複的資料在超過三個

月後，被存取的頻率便會開始遞減，除了造成

儲存空間不必要的佔用，更嚴重的是影響資料

備份及備援作業的效率及完整性。從檔案的層

級來看，資料有文字文件、資料庫、壓縮與非

壓縮圖形、以及影音多媒體等各式各樣不同的

類型與格式，但從硬體層面來看，任何檔案都

圖6 Data De-dupe技術示意圖

Files

A    B    C    D

Files

A    B    C    D

De-duplication

Unique blocks
Remain on disk.

是以0與1的排列組合，存放到多個4KB或更大

位元組的區塊(Block)中，而De-dupe技術即是比

對每個檔案內容的每個Block，相同排列組合的

Block僅保留一份，重複的Block則以索引(Index)

指向保留的那份，這樣多份重複的檔案都可以

透過Index找到適當的Block進行重組，而儲存空

間中只需留下有差異的Block與Index即可(如圖

6)，而Index所佔的空間較資料Block小許多，因

而節省了儲存空間。

根據統計，一般企業在原本的儲存架構中

導入De-dupe技術後，檔案共享服務可節省約

30%的儲存空間，如應用於伺服器虛擬化，更

可達到節省約70% 之效益，而對本機或異地備

份作業，在使用同一廠牌設備之情形下將展現

更佳的效率。此外，儲存設備的減少，能源消

耗跟著降低，也有助於節能減碳。

系統發生異常或資料遺失，卻只能回存長時間

前的備份資料時，這中間的服務停頓與資料遺

失都可能對企業造成嚴重的影響，其主要原因

除了巨量的資料外，還包括傳統備份機制上的

瓶頸。所謂的「傳統備份機制」是以檔案為基

礎，透過檢查所有檔案的保存位元(Archive Bit)

屬性，找出未備份過或上次備份後發生異動的

檔案，再搭配完整(Full)、差異(Differential)或

增量(Incremental)等備份策略，將資料打包轉成

特定檔案格式，轉存到指定備份媒體(如：磁帶)

上。此種方式單在檔案保存位元檢查階段就非

常耗時，再加上一次完整的資料回存作業，往

往需先回存一個完整備份，再加上數個差異或

最後一次增量備份才能完成，讓企業要能在有

限的時間及預算內完成資料備份與回存，幾乎

成為一個不可能的任務。Snapshot技術是一種從

Block層級運作，可快速產生資料複本，進而做

為資料本地或異地備份之基礎。目前業界較常

應用的Snapshot技術有以下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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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時，便會影響線上資料的存取效能。

(二) Redirect On Write；ROW

此類型的Snapshot技術在執行Snapshot

命令時，與COW類型Snapshot的前兩個步驟

類似(如圖8)，而且會將該時間點所有檔案

的Block凍結，該時間點之後的所有資料異

動，皆會將異動的資料Block直接寫入新的

Block存放。相較於COW的好處是Snapshot

 (一) Copy On Write；COW

此類型的Snapshot技術在執行Snapshot

命令時，只會預先建立一個Snapshot儲存

區，並透過Index指向該時間點所有檔案

的Block，不會進行任何資料複製，所以

幾乎可在數秒內完成，該時間點之後的所

有資料異動，皆會在資料覆寫既有Block

內容之前先將其複製到新Block存放，並

修改Snapshot中Index，使其指向複製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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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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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efore block update 4. after block updated

圖7 COW硬碟快照技術示意圖

Block，再繼續完成資料異動作業，以確保

在執行Snapshot當時的所有資料內容都能正

確保存(如圖7)。COW的好處是Snapshot與

線上資料可分開使用個別的儲存空間，可

以規劃成本較低、空間較大但效能較差的

低階儲存設備專門存放Snapshot，但缺點則

是Block的複製動作會產生多餘的硬碟I/O，

當保存的Snapshot份數較多，且資料異動較

後的異動直接寫入新的Block，不會產生多

餘的硬碟I/O，幾乎完全不影響線上資料的

存取效能，但缺點則是Snapshot與線上資料

共用儲存空間，一旦Snapshot的資料量成長

到將共用的儲存空間用完時，輕者造成前

端伺服器資料寫入失敗；重者還可能發生

儲存空間從前端伺服器強制卸載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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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Snapshot快速產生資料複本的特

性，企業可不再受限於過去一天只能完成

一次備份作業，可規劃每天產生多份的

Snapshot來提供更密集的還原點，一旦需要

進行回存，所損失的資料量也會更少，且

在回存速度上也較傳統方式簡易及快速許

多。綜合上述優勢，Snapshot正逐漸取代傳

統備份機制，成為保護企業資料的主要方

式之一。

四、	自動儲存分層(Automated 	 S to rage	

Tiering；AST)

一般來說，用戶端的檔案處理作業往往是

檔案讀取多於寫入，寫入又多於刪除。根據統

計，企業資料中有約70%屬長期未被變更，約

30%的檔案更長期無人存取，如果讓這些老舊

或已無人使用的資料持續佔用企業一線較高階

的儲存設備，不僅浪費寶貴的儲存空間，而且

還需付出管理、維護、備份的時間與費用。AST

技術即是為解決上述問題，並結合資訊生命週

期管理(Inform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概念所

衍生出的解決方案，目前主要分為軟體式與硬

體式兩種形式。

(一) 軟體式

軟體式的AST技術主要是運作於檔案

層級，透過在前端提供用戶端服務的伺服

器上所安裝的專業軟體，對伺服器掛載的

儲存空間中的資料進行分析及自動配置，

將長期無人使用的資料移轉至效能或成本

較低的儲存設備，新產生或常被存取的資

料，則放置在高效能但高成本的儲存設

備，用戶端可同時瀏覽並存取位於不同層

級儲存設備中的檔案，且當某天用戶端存

取或變更了原本位於低階儲存設備中的檔

案，該檔案將會自動被移回高階儲存設備

中(如圖9)，而備份作業更可直接針對不同

層級儲存設備中的資料，制定不同頻率與

排程等備份策略，進而達到提升備份速度

及節省備份儲存空間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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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ROW硬碟快照技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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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端電腦

虛擬檔案總覽

低階儲存設備

高階儲存設備

經常使用的檔案

不常使用的檔案

分層政策

 Virtual Disk

frequently accessed

Moderately accessed

Infrequently accessed
SSD

FC/SAS

SATA

Disk Pool

(二) 硬體式

硬體式的AST技術則是運作於Block層

級，一般由儲存設備自行提供。首先會於

同一儲存空間中配置不同效能及媒體的硬

碟，如SSD、FC/SAS、SATA硬碟等，再針

對其儲存空間中的資料進行自動分層，將

每個檔案中較常被存取的Block移至成本及

效能較高，但空間較小的SSD或FC/SAS硬碟

中；反之，則移至成本及效能較低，但空

間較大的SATA硬碟，藉此能更精細的達到

所有頻繁被存取的檔案內容，都能以最快

的速度回應用戶端(如圖10)。

當然AST技術也不是完美無缺，無論

透過軟體式或硬體式進行資料分層時，資

圖10 硬體式AST硬碟快照技術示意圖

料的搬移作業便會產生硬碟I/O，影響儲存

設備效能。因此，適當的制定資料分層政

策，也成為在實際部署AST技術時非常重要

的環節，除了要避開尖峰時間進行資料分

層，也要依實際的資料使用狀況來調整排

程間隔，才能讓企業資料價值及儲存成本

達到平衡及最佳化。

五、	儲存虛擬化(Storage	Virtualization)

一般來說，企業的儲存環境會伴隨著儲存

設備及技術的演進，在不同時期導入當時可得

的最適方案，但如此往往會產生不同時期、不

同效能、不同價格、不同廠牌的儲存設備同時

在線上提供服務的狀況，結果造成許多的「資

訊孤島」，無法透過一致的方式保障與管理企

圖9 軟體式AST硬碟快照技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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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企業資料儲存演進及應用實例

目前台灣世曦的資訊服務範圍涵蓋了內

湖企業總部，以及遍及全台及海外各地區之辦

事處與工務所，因為優良的計畫品質一向為公

司最重要的目標之一，為了集中保存計畫之成

果、執行紀錄與管理相關資料，以及累積專業

技術及經驗供後續參考與再利用，各個地點都

依據標準模型設置專屬檔案伺服器，並搭配適

當的備份政策。因此，檔案共享已成為公司資

料需求量最大的資訊服務，近5年的資料成長更

高達10倍，資料儲存服務也就一直是被持續關

注的議題。

以企業總部為例，在儲存架構的選擇上，

由於網路通訊與機房設施等資訊基礎建設較為

完善，用戶端人數多及使用時間較長，對檔案

儲存環境在效率、容量以及備份上都有較高的

要求，所以採用了SAN儲存架構，搭配前端多

台檔案伺服器，並依據使用人數設定靜態分流

以提供服務。在資料分級規劃上則分為一線及

二線，一線儲存區為支援叢集(Cluster)運算的高

階儲存系統，主要用來儲存進行中計畫相關資

料；而二線儲存區則透過Storage Virtualization

技術，整合多台既有DAS儲存設備，用來儲存

暫存與參考性質的資料。為了提供穩定的服

務，由各樓層到機房的網路通道、從伺服器至

儲存系統之間的傳輸線路、以及實體的磁碟陣

列儲存設備皆採容錯設計，以降低單點故障的

風險。至於駐外辦公處所，由於辦公室環境

相對較差，使用人數較少，且技術支援等級較

低，故採用操作及維修較容易的小型NAS儲存

設備，且為了同時提供列印、掃毒、DHCP等服

務，NAS設備皆改裝為Netware伺服器。 

雖然SAN架構透過De-dupe可節省約30%

的儲存空間，檔案伺服器儲存量每月仍以超過

300G的幅度成長，如何滿足如此大量的持續成

業資訊，縱使導入上述眾多新一代的儲存技

術，也因為早期儲存設備不支援，而無法完全

發揮其效益。而儲存虛擬化最大的好處就是可

以協助企業整併資訊環境中既有儲存資源，其

主要功能如下：

(一) 儲存資源集中

集中管理所有儲存設備的儲存空間，

使用單一的介面來簡化作業、降低管理複

雜度，且本身即提供前述新一代儲存技

術，如Thin Provisioning、Snapshot等，資

料可在不停機的狀態下於不同廠牌的儲存

設備之間搬移，在進行儲存空間及效能擴

充時，也不必再受限於特定廠牌的儲存設

備。

(二) 提升既有儲存設備的可用性與使用率

整併企業中許多既有而無法共享儲存

空間的DAS儲存設備，或不支援新一代儲存

技術的SAN儲存設備，將其儲存空間合併與

重新規劃後再提供伺服器使用，進而延長

企業既有儲存設備的使用壽命(如圖11)。

圖11 Storage Virtualization技術示意圖

 
伺服器 伺服器

邏輯磁碟

儲存虛擬層

SAN儲存裝置 DAS儲存裝置

邏輯磁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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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etAdmin網管人第39期，p10，2009。

6. NetAdmin網管人第42期，p26~35，2009。

7. 網路資訊第209期，p24，2009。

8. 網路資訊第226期，p31~37，2010。

長已成為亟需面對的挑戰。目前相關的措施包

括：使用者自主進行資料分級儲存、以軟體工

具過濾垃圾資料、將成本較高的一線儲存區供

專案使用、定期掃描各儲存區，以發現並處理

不當存放之資料。至於AST或其他可能技術，由

於架構較為複雜、投資成本較高，將列為後續

評估導入的重點。

伍、結語

隨著技術的演進，儲存系統的應用已從

資料存放、空間管理慢慢轉向資料價值導向的

儲存資源分配，即從早期以一視同仁的觀點計

算每個單位空間所應花費的成本，到現在先由

每個單位所產生的效益，進而評估其適當採用

之儲存等級。在資料量高速成長的大趨勢下，

企業勢必重新審視儲存服務中供給與需要之關

係，必要時甚至應跳脫既有之窠臼，重新定

位，方能避免迷失在不斷推陳出新的技術浩瀚

中，並規劃出一個符合自身需求且有效率的智

慧型企業儲存系統。

參考文獻

1. CIO企業經理人國際中文版第10期，p33~35，

2007。

2 . C I O 企 業 經 理 人 國 際 中 文 版 第 1 1 期 ，

p125~128，2008。

3. CIO企業經理人國際中文版第9期，p28~41，

2012。

4. CIO企業經理人國際中文版第16期，p68~69，

2012。



3

No.97│January  2013 │133

專
題
報
導



3 │中│華│技│術│

134 │No.97│January  2013

專
題
報
導

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個人資料保護法、個資法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訊系統部／協理／王立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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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個人資料保護法、個資法

個資法上路─
IT部門的衝擊
與因應



3

No.97│January  2013 │135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新版個資法）前身為1995年8月施行之「電腦處理個

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舊版個資法）。隨著時代演進，個人隱私權之保護意識逐漸

抬頭，不當使用他人個資的情形日益氾濫，形式及手法亦經常翻新，舊版個資法已不符

時宜，立法機關遂於2008年提出修法草案，2010年完成修法，並於2012年10月正式實施

新版個資法。

由舊版個資法過渡至新版個資法時，如何由制度及技術面，擴充與優化現有資訊安

全體系，已成為資訊部門必須積極面對的重要課題。本文將針對新版個資法對企業的衝

擊及IT部門應有的對策進行探討。

壹、 「個人資料保護法」與「電
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異同

不論舊版或新版個資法，其訂定的目的都

是在規範如何適當地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

料，以避免人格權遭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

之合理使用。隨著電子儲存及散布之技術日新

月異，加上統計顯示，紙本資料甚至較電子資

料更容易被洩漏，為了彌補舊版個資法之局限

性，以充分保護與合理使用個人資料，新版個

資法擴大了適用範圍並加重量刑，此為新版與

舊版最基本之差異，現僅就新舊版個資法主要

差異臚列如下。

一、所有資料形式皆納入範圍

舊版個資法僅適用於電子資料，新版個資

法除了電子資料，任何記載個資之媒介，譬如

紙本等，皆納入適用範圍。

二、所有人均必須遵守

舊版個資法只規範公務機關、電信業、金

融業等8類行業，及期貨業、百貨業等指定適用

目的行業；新版個資法則涵蓋所有公務機關、

自然人、法人及其他團體。

三、增加規範蒐集個資之程序

新版個資法規定在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

告知當事人之事項，包括蒐集之目的，利用之

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等，如為當面蒐集，

另須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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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訊部門從制度面及管理面
因應個資法

企業IT部門針對個資法的因應之道，應由

個資法中相關之規定著手，包括第27條第1項：

「非公務機關保有個資檔案者，應採行適當之

安全措施，防止個資被竊取、竄改、毀損、滅

失或洩漏。」又施行細則第12 條：「本法第6

條第1項第2款所稱適當安全維護措施、第18條

所稱安全維護事項、第27條第1項所稱適當之安

全措施，指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為防止個人

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採取

技術上及組織上之措施。」以下先由制度及管

理面探討企業IT部門可採行的作法。

一、個資盤點

企業執行個資保護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先確

定個資存在於企業內部甚麼位置？以哪些形式

存在？保管人為何人？數量有多少？資料使用

之流程如何？確實需要保留的個資有哪些？此

項普查工作一般稱作「個資盤點」。資訊部門

所負責保護的是以檔案或資料庫形式存在的電

子資料，資料庫為結構性資料，只要檢視資料

表的欄位，即可得知哪些是屬於個人資料；但

檔案是屬於非結構性資料，且散布在各個伺服

器或個人電腦中，必須透過自動化技術掃描內

容，方能找出內含個資的檔案。

二、進行風險評估及建立管理機制

風險評估之作法可參考行政院國家資通安

全會報之「資訊系統分類分級與鑑別機制參考

手冊」，該手冊雖以資訊系統安全為主，然因

個資仍屬電子資料之一種，個資外洩之風險仍

可依據該手冊所述各種構面，如「資料保護受

到損害」、「影響法律規章遵循」、「損害組

織信譽」等，加以評估後，再依據風險的高低

制定適當的管控機制。

四、增加主管機關之行政權利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認為有

必要或機關、企業有違反個資法規定之虞時，

可主動派員檢查或處分。

五、增加團體訴訟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經受有損害之當

事人二十人以上以書面授與訴訟實施權者，得

以自己之名義，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六、罰則較重

刑罰部分，舊版個資法第33條規定違法

情形，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四萬元以下罰金；

新版個資法則加重其刑，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意圖營利者，更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民事賠償部

分，舊版個資法規定，同一原因事實負損害賠

償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幣二千萬元為限；新版

個資法則規定同一事件團體訴訟之最高民事賠

償總額可高達二億元。

就法條而言，新版個資法在各層面上均較

舊版嚴格，同時因為沒有寬限期，意味著新版

個資法的上路，對企業立即產生影響。從企業

組織的角度觀之，舊版時代因為僅規範電子資

料，IT部門往往是個資法相關業務的主要或關鍵

執行單位，但隨著新版擴大適用範圍，企業勢

必要提高個資法業務的權責單位層級，或者經

由適當之加重授權，方得有效整合相關資源，

以全面妥善因應新版個資法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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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加破解的難度。

2.  防毒軟體

電腦如被植入木馬程式，即有可能被

駭客入侵盜取資料，雖然防毒軟體早已成

為企業對外閘道及員工電腦的基本配備，

但仍有可能存在漏洞，如：電腦漏裝防毒

軟體，或病毒碼未即時更新等，均為IT部

門需特別留意及宣導的事項。

3.  使用者端設備控管

即便共用設備之安全控管做到滴水不

漏，倘若使用者端未做好管制，仍然無法

有效防止個資外洩。使用者端最可能發生

的個資外洩管道包括USB外接儲存設備及光

碟燒錄機等，為加強資安防護，可考量採

用端點控管工具。近年來行動裝置之普及

亦使資安的挑戰更加嚴峻，IT部門應宣導

使用者安裝行動裝置遺失由遠端遙控抹除

資料之工具，以避免造成更大之損害。

4.  列印控管

電子形式之個資可能經列印成紙本後

攜出，此時便需借助列印控管機制來達成

管制目的。目前企業用之印表機已普遍提

供身分認證功能，必要時並可增加浮水印

以提醒避免流出，又如由個人座位之電腦

列印機密資料至印表機時，可設定由列印

人至印表機旁輸入密碼方開始列印，以防

他人偷窺或取走。

5.  桌面虛擬化

由於使用者端設備之資安控管不易，

以虛擬化之桌面取代傳統個人電腦是可考

量之解決方案之一。桌面虛擬化係以中央

三、健全內控制度

根據統計，由企業內部流出個資的機率比

由外部入侵盜取個資之機率為高，故健全內控

制度為防止個資外洩之重要工作。以資訊部門

而言，系統預設管理帳號之密碼應僅由少數必

要之同仁保管，並定期變更，工作上需將作業

系統或資料庫系統管理權限賦予指定同仁時，

均應使用其個人帳號，以便操作或存取資料之

紀錄能加以識別。

四、建立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良善之資安維護工作為預防個資事故之基

礎，日常落實資安工作之企業，發生個資外洩

事故之機率相對較低。即便如此，仍無法保證

個資事故可降至零，故企業仍應預先擬定通報

及應變機制，事故發生時方可儘速啟動處理程

序，以期將損害程度降至最低。

參、資訊部門從工具面及技術面
因應個資法

除上述之制度面及管理面，IT部門亦需導

入適當之工具及技術，以善盡保管個資之責

任，以下就資訊基礎環境之強化及應用程式開

發技術兩方面加以闡述。

一、資訊基礎環境強化

(一)由個人使用端設備進行防護

1.  檔案加密

含有個資之重要檔案，可利用工具軟

體設定密碼，一般付費或免費之壓縮軟體

多含有設定密碼之功能。亦有利用演算法

為檔案加密之工具軟體，即使檔案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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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利用企業網路資源連上外界網站

之情形非常普遍，如未加以適當管制，輕

則發生濫用頻寬，造成網路塞車，影響業

務運行，重則發生誤連惡意網站，或機密

資料外洩，造成企業損失，因此，具有一

定規模之企業，應考量配置上網存取管理

設備，以降低資安風險。

5.資料外洩防護

即Data Loss Prevention 或 Data Leakage 

Prevention (DLP)。相較傳統之資安設備多

為因應由外部入侵竊取資料之威脅，DLP則

主要為預防資料由內部向外洩漏之情事。

DLP可檢查流出之資料是否違反事先設定之

資安政策，例如：符合個資特徵之資料，

如藉由上網向外發送，或透過USB、光碟

機等管道傳出個人電腦，DLP均可偵測、阻

斷，並留下記錄。DLP之應用係最近幾年方

才出現，目前尚未普及，近來為因應個資

法之資安需求，預期未來將有更多企業考

慮導入DLP。

6.  操作紀錄的保存及稽核

由新版個資法第29條第一項「非公

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

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

或過失者，不在此限。」得知，如企業遭

求償時需自負舉證責任。施行細則第9條第

10項規定須有「必要之使用紀錄、軌跡資

料及證據之保存」，可見平日電腦之操作

紀錄及軌跡資料，不僅是用來追查系統問

題的工具，必要時亦將成為企業在法庭上

自保的重要證據。至於操作紀錄需保留多

久，可參考新版個資法第30條「損害賠償

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

人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

控管方式分配給個人獨立之作業環境，使

用者在終端設備成功登入帳號時，專屬個

人的桌面環境才會派送至終端設備，由於

各虛擬桌面均係位於伺服器之影像檔，故

資料之儲存位置均由中央控管，使用者無

法隨意攜出檔案，進而減少個資外洩之可

能性。

(二)由共用閘道端進行防護

1.  防火牆

係用來管制企業內部及外部連線服

務之用，除非是已知安全的外界主機，透

過設定開放特定的服務埠號與企業內部指

定之主機連線，否則一律不允許企業內部

及外部電腦互連，以防止不明或惡意之連

線。如同防毒軟體，防火牆已為企業所普

遍採用之資安防護基本配備。

2.  郵件過濾

電子郵件是企業員工日常使用的工

具，由於其便利性高，故極有可能成為外

洩個資的主要管道，郵件過濾時可設定具

有個資特徵內容之郵件處理原則。例如：

郵件寄出時留下記錄、郵件寄出時先予警

示、或郵件寄出時需先經審核後才可寄

出…等不同嚴謹程度的管制措施。

3.  入侵防護系統

即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IPS)，

係一種較防火牆更為進階之資安設備，它

可依據事先預設之資安政策，監控外界連

線之網路行為，如有異常，即發出警告，

並主動阻斷惡意連線，以防患於未然。

4.  上網存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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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個人資料之網頁，應加註告知事項，

如：搜集個人資料的目的、資料類別、使

用期間及地區等。

(二)身分認證

幾乎所有的資訊應用系統都會有身

分認證 (Authentication) 的機制，身分認

證決定了誰可以使用系統，誰不允許進入

系統。一般身分認證會要求使用者輸入帳

號、密碼或使用安全等級更高的晶片卡等

機制，經認證機制驗證通過後，才可以使

用該系統。

應用系統在執行大量匯出個資的報表

操作時，可以設計再次認證使用者身分，

以確保為本人操作，並且在使用者在一段

時間內沒有對系統進行任何操作時自動登

出系統。

另外，系統應該針對當驗證機制失

效時，例如：目錄服務無法提供帳號及密

碼驗證時，亦要能確保系統不會被任意存

取，絕不允許因為驗證機制失效卻能進入

系統等情事發生。

(三)身分授權及存取控制

當 使 用 者 透 過 身 分 認 證 進 入 系 統

後，系統就要進一步判斷該使用者在系統

中可以進行那些存取，這就是身分授權 

(Authorization)。現今大部分應用系統都會

以 RBAC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這種存

取控制機制來設計系統的安全性。系統會

設定幾個特定的角色，並將系統操作功能

權限套用在角色上，最後再對登入系統的

使用者設定其所對應的角色，如此可以降

低系統權限管控的複雜度，增加靈活性。

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企業為證

明無故意或過失，相關紀錄檔至少需保留5

年以上。稍具規模之企業相對建置較為複

雜之系統架構，需保留之系統操作紀錄甚

多，且需保留之期間甚長，故宜先評估哪

些紀錄檔需要保留？那些欄位需要保留？

必要時可導入管理工具，並保留足夠之儲

存空間，以確定相關紀錄檔案均能有效保

存。

 (三)以分區管理之措施進行防護

1. 實體隔離

　　資安等級要求較高之作業環境，可考

量採取與企業內部共用網路從實體層就完

全隔離之作法。由於機密資料作業之同仁

通常亦需同時使用企業內部共用網路處理

其他公務，如未採實體隔離方式，則容易

將機密資料與一般性資料混雜放置，而增

加個資外洩風險。

2. 設備安全管理

　　有效保護個資的方式之一，是將個資

集中存放，再以較高規格之安全設施保

護。該類設備通常集中放置於專用之資訊

機房，機房門禁及機櫃保安機制均須納入

管理制度，以降低危害個資之風險。

二、應用程式開發技術

(一)加強使用個資的宣告

新版個資法之中有多項條文對於個

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訂有明確之規

範，例如：規定蒐集個人資料應明確告知

當事人之事項。為因應此項規定，IT部門

應即全面檢視企業所有對外網站，如有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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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因此，防範自動化攻擊工具的入侵

也是開發系統時必須要注意的議題。網

站攻擊手法有XSS跨站指令碼攻擊、SQL 

Injection攻擊、目錄索引、惡意檔案執行 

(Malicious File Execution)等，開發人員

必須確實進行系統的白箱測試，或模擬各

種可能的情境找出系統的漏洞，必要時也

可借助弱點掃描工具協助程式碼安全的優

化。

另外，在系統開發過程中往往需要取

得資料庫中真實的資料進行測試，但這些

真實的個人資料卻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

IT部門在開發系統時往往忽略了測試環境

的資料保護。所以開發團隊必須養成良好

的測試習慣，並且必須要自行產生測試資

料，不可為了一時方便取用真實的個資進

行測試。

(六)資料去識別化

通常資訊系統會提供許多關於個人

的資料，例如：客戶的訂購記錄、員工的

履歷資料等。許多資料在列印出來後就

脫離資訊系統的管理範圍，在人為的傳

遞過程不經意就會造成個資的外洩。對

此，開發人員應該設計在螢幕顯示時或列

印報表時，利用「遮罩(Mask)」或「混亂

(Scramble)」技巧將不必要的個資隱藏或去

識別化，例如：將中文人名第二個字以圓

圈取代、將身分證字號後4碼以＊號代替

等。

實務上，資訊安全不可能達到滴水不

漏的境界，即便公認最注重資安的美國國

防部，亦曾傳出駭客入侵的情事，更遑論

一般企業的資安水準。而且資安服務的等

級愈高，其建置成本亦相對昂貴，因此，

針對新版個資法的因應措施應全盤考量，

除了要注意系統操作功能的存取管控

外，同時也要注意由系統所連結的其他個

資來源，例如：檔案伺服器上檔案的存取

控制。在系統操作功能頁面有時會連結到

某個檔案，往往開發人員為圖方便，直接

顯示檔案的伺服器路徑，而在檔案伺服器

上的個資檔案卻沒有進行對應的存取控制

設定。

(四)資料保護

一般應用系統都是對公司內的資料進

行存取或加值處理，而公司絕大部分的資

料都是儲存在資料庫中，對資料庫內容的

保護就是一件很重要的資安工作。應用系

統的身分認證如果是採用自行儲存使用者

帳號密碼的機制時，則密碼欄位不應以明

碼儲存，而應將密碼作雜湊(Hash)處理，以

暗碼儲存，避免不當人士藉由瀏覽資料庫

就能輕易得知使用者的密碼，進而冒用他

人身分進行不當的資料存取。

對於雲端資料庫，許多企業都基於

資料安全理由而接受度尚低。如果要使用

雲端資料庫，可以考慮將敏感性資料，例

如：身分證字號、信用卡卡號、聯絡電話

等資料進行加密，然後再由程式端在讀取

時進行解密。

另外，程式開發人員應該避免將任何

認證資訊（例如連結資料庫的帳號密碼）

直接寫在原始碼中，以免他人可輕易得

知特定的帳號與密碼，進行不當的資料竊

取。

(五)應用程式弱點掃描

個資的外洩除了內部員工不當取得

外，也有可能是駭客經由網站入侵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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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便完成各項必要措施，只能說

資安達到某種程度而已，個資安全維護工作並

非僅在制度建立初期而採行的一次性措施，企

業若欲盡量降低個資外洩風險，可將品質管理

工作常用的P-D-C-A循環理論，即Plan(規劃)、

Do(實踐)、Check(檢查)及Action(改善)，應用至

資安維護工作，以做到經常檢點，持續強化。

最後仍需提醒，本文固然以資訊部門之

角度說明個資法上路後所面對之衝擊及因應作

法，然新版個資法對於任何形式之個資均一體

適用，企業不宜特別偏重數位個資之保護，而

輕忽其他類型個資之外洩風險，故不論IT部門或

其他相關部門，在面對個資法時均不能置身事

外，惟有所有員工確實建立個資保護意識，將

「個資零外洩」做為共同努力之目標，方能維

護企業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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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一定要引進昂貴的軟體或設備，有些

是可以行政上的作為來取代，故企業對於

個資防護投入之成本仍應考量適當的比例

原則。

肆、結語

新版個資法實施以來，大部分的企業均以

施行細則第12條所規定之11項安全維護措施，

作為因應的指導原則：

一、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二、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三、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四、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五、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  

      序。

六、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七、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八、設備安全管理。

九、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十、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十一、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上述各項措施均適用於紙本及數位等各

種形式之個資防護，其中IT部門工作佔較大比

重之項目為六、八、九、十等4項。個資法雖

未規定11項全數均必須做到，但卻提及「必要

措施…以所欲達成之個人資料保護目的間，具

有適當比例為原則」，故達一定規模之企業，

建議全數列為必要措施，以做好充分之準備，

日後如不得已必須上法庭訴訟時，亦可提出有

利於己方之證據。惟IT部門尚需留意，任何措

施均需由法務之思考角度準備相關文件，而非

由資訊人員慣有之邏輯提出過於偏向技術性之

內容，畢竟對簿公堂時，審視文件是否具有足

夠之證據力，主要係由法律觀點切入，故平日

需保留那些文件，以及文件中需有哪些必要內

容，宜與法務部門共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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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HTML	5是超文件標示語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以下簡稱HTML)的下一代標
準，將用來取代The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以下簡稱W3C)	在1999年所制定的HTML	
4.01及XHTML	1.0，其發展目標為使HTML能更符合網際網路應用程式迅速發展的需求，
並減少瀏覽器對外掛模組或多樣化網際網路應用程式(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以下簡稱
RIA)的依賴。

廣義而言，HTML	5是包含HTML、CSS、Javascript在內的一套技術組合，無論是新一
代電腦或行動裝置上的瀏覽器(包括IE、Chrome及Safari等)，對HTML	5都已經有相當程度
的支援及應用，隨著行動裝置之普及與多元化，未來HTML	5將廣泛地使用在開發行動裝
置上的應用程式	(以下簡稱App)，以達成單一App跨不同行動裝置及不同作業系統執行的
理想目標。

本文將淺談HTML	5的發展及其特色，並透過實例展示說明如何使用HTML	5開發行動
裝置上的應用程式。

321

壹、HTML 5的時代來臨

HTML最早在1989年由Tim Berners-Lee發展

出來，在1990年開始被WWW採用，W3C在1993

年推出 HTML 1.0版進而統一HTML的語法，之

後於1995年推出HTML 2.0版，1999年HTML已

發展至4.01版。

1999年以後HTML就再也沒有較大的更版，

而使用者對網頁應用程式功能的要求卻早已超

出HTML 4.01所能提供的規格。諸如絢麗的動

畫、友善的使用者互動和多媒體的呈現等，諸

如此類之需求皆須仰賴外掛模組的提供，也因

為使用者對Rich Web Pages與RIA的強烈需求，

造成了Flash外掛模組幾乎獨占了整個Rich Web 

Pages/RIA的市場。

HTML 4.01除了無法提供上述進階的使用需

求外，亦跟不上硬體的發展速度。例如它無法

使用到多核心處理器的運算能力及高階顯示卡

的圖形加速能力、無法處理即時的訊息溝通、

無法存取本機檔案與儲存資料等，這些都大大

地限制了網頁應用程式的發展。

為能改善上述HTML 4.01的缺點，Apple、

Mozilla與Opera在2004年成立WHATWG組織，

著手制訂新一代的HTML規格，名稱為「Web 

Application 1.0」，這即是HTML 5的前身，之

後在2008年W3C即公佈了第一份的HTML 5草

案。截至目前為止，各家瀏覽器皆已發表支援

HTML 5的版本，許多網頁應用程式也開始轉換

為HTML 5的版本。

HTML 5加入了許多新的語言標記和格式支

援，相較於HTML 4.01，HTML 5取消了過時的

標籤，如：<font>、<u>，取而代之的是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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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式設計師而言，開發一個App就必須因應

不同的作業系統平台而開發三到四種的版本，

其軟體開發、維護、改版的成本相對較高。目

前Google、微軟、蘋果、Opera和Mozilla基金會

等五大瀏覽器廠商在電腦瀏覽器及行動裝置上

的瀏覽器皆已支援HTML 5的功能。因此，若使

用HTML 5來開發行動裝置App，就能在不同平

台或不同裝置上運作，大幅地降低軟體開發成

本。綜上所述，可預期的是HTML 5的時代即將

來臨。

貳、HTML 5的利器

一、canvas

HTML 5最令人驚艷的新功能就是繪圖功

能，新增的<canvas>元素提供一個點陣繪圖區，

可以繪製圖形、圖像或是製作動畫。此外，

理解及使用的標籤，如：<video>、<audio>，讓

使用者能更直覺的使用。另外，HTML 5也提供

了儲存程式快取、簡易的資料庫功能、圖形繪

製功能，及跨平台支援等。因此，使用HTML 5

來開發網頁應用程式將帶來以下幾項優點：

一、	減少對外掛模組的依賴

雖然目前的網頁應用程式已可提供相當

豐富且多元的功能，但往往使用者需先安裝各

種瀏覽器外掛模組，才能使用完整的介面及功

能。舉例而言：使用者需要安裝Flash或這類瀏

覽器外掛模組才能觀看動畫；需要安裝Google 

Gears才能使用離線瀏覽網頁的功能。以上這些

功能，HTML 5皆已內建提供。

二、	更精緻的圖形顯示及操作界面

HTML 5的圖形繪製功能，可直接在網頁上

描繪2D、3D圖形及動畫，另搭配CSS3來呈現網

頁版面，讓網頁排版更美觀及多元化。

三、	更豐富的應用程式

HTML 5提供功能強大的應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以下簡稱

API)，例如：繪圖的Canvas API及地理定位的

Geolocation API等，可以用這些API來整合各種

網頁應用程式。

四、	程式撰寫更容易

HTML 5新增了許多網頁元素，不管是要加

上聲音、影片、或文字樣式都相當簡單。

過去在行動裝置上開發App必須開發原生

應用程式(Native Application) ，並將其安裝在

行動裝置的作業系統上，縱使原生應用程式有

高互動性及容易取得等優點，但是對於開發App 圖1 以HTML 5製作的西洋棋

[http://htmlchess.sourceforge.net/demo/examp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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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還提供API，運用這些API可以簡單地做

出類似小畫家的繪圖程式，以往必須使用Flash

或是其他的RIA才能辦到的功能，現在僅使用單

純的網頁開發技術就可以完成。

圖1是利用HTML 5做出來的西洋棋遊戲，

該範例除使用<canvas>外，並運用了HTML 

WebGL技術，來實作2D和3D的圖形呈現。

<canvas>基本上只支援矩形，其他的圖

形都要利用路徑繪圖函數組合出來。圖2為利

用canvas的arc方法繪製圓形的程式碼，加上

strokeStyle的屬性賦予圖型輪廓顏色，藉此做出

圖3的效果。

圖2 canvas繪製圖形程式碼範例

圖3 canvas繪製圖形範例

二、video/audio

以往各家瀏覽器為了能讓自家的瀏覽器播

放影片和聲音，自訂了專屬的標籤，但這些標

籤除自家瀏覽器外，不一定被其它瀏覽器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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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就必須停擺。

HTML 5為了改善這個問題，提供「Web 

Storage」功能，用來提供網頁程式將資料儲

存於本地端的技術，降低程式對網路存取的依

賴。而且，由於資料不需一直透過網路往返伺

服器與使用者之間，可以大幅提升程式的效

率。

Web Storage功能中包含兩種儲存模式，差

別是在於儲存資料的生命週期與存取範圍：

(一)  Local Storage：儲存的資訊一旦寫入永

久有效，除非應用程式自行刪除。

(二)  Session Storage：如同Session的生命

週期與存取限制，根據應用程式所在

的瀏覽器實體視窗切分儲存空間，不

同視窗間無法相互存取，一旦視窗關

閉，該視窗所有的Session Storage也將

消失。

在 JavaScript程式碼中，Web Storage以

LocalStorage和SessionStorage兩個物件操作，

屬於window物件的成員，實際使用時可以省

略window物件呼叫。資料以key-value的方式儲

存。LocalStorage和SessionStorage用法相同，以

下程式碼範例都係以 LocalStorage操作(如圖6)。

若Web Storage的值被改變，包括新增、修

改、刪除，都會觸發storage事件。因此，應用

程式可以捕捉該事件並做必要處理。以下程式

碼為註冊事件的範例(如圖7)。

援，讓開發人員相當困擾。此外，由於影音檔

格式繁多，所需要的影音播放外掛程式亦不盡

相同，往往造成使用者無法正確地播放影音資

料。HTML 5新增了<video>、<audio>兩個元素

以及相關的API，讓瀏覽器本身就能撥放影音。

以<video>為例，過去嵌入影片需要繁雜的

程式碼，HTML 5只需要如圖4短短的一行程式

碼就能做到(如圖5)。

<video>透過屬性的設定來定義樣式和行

為，例如：src設定影片來源、controls設定是

否顯示播放列…等，此外，<video>標籤就如一

般HTML標籤一樣，可以套用CSS、Javascript、

jQuery或是<canvas>來幫影片加工處理，讓影片

播放有更多變化。

三、Web	Storage

網頁應用程式是依賴網路來運作，透過使

用者在網頁上要求執行某功能，經遠端伺服器

資料處理運算後，將結果傳送至使用者端的瀏

覽器呈現。然而，在網路緩慢、不穩或甚至無

法連結的情形下，資料即無法傳遞，應用程式

圖5 video 嵌入影片範例

圖4 video 嵌入影片程式碼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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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Web Storage API範例

圖7 Web Storage Event範例

四、Offline	Web	Applicatons

為能讓網頁應用程式在離線的狀況下運

作，HTML 5提供「Offline Web Applicatons」

的 功 能 ， 該 功 能 亦 可 稱 為 應 用 程 式 快 取

(Application Cache，以下簡稱Cache)。支援

HTML 5的瀏覽器能夠將已經執行過的網頁資料

儲存起來，當下次再執行同一網頁時，就可以

直接使用先前儲存的網頁資料，而不需要真的

重新執行該網頁。此機制除提供離線使用的功

能外，亦可減少網頁資料的下載量，可節省網

路頻寬、加速網頁應用程式執行速度，並降低

伺服器的負擔。

上述機制需要程式開發人員預先製作一個

manifest的文字檔，該檔案是用來定義那些檔

案需使用Cache功能，那些必須要每次從網路下

載。而瀏覽器會自行依照manifest內容儲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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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manifest範例

圖9 Geolocation搭配Google Map程式碼範例

頁資料。值得注意的是，瀏覽器判斷是否需更

新Cache是依照manifest檔案是否有新版本而決

定，倘若manifest檔案沒有更新，而僅更新個別

網頁檔案，使用者端的瀏覽器仍然不會自動更

新Cache，直到manifest檔案有更新為止。圖8為

manifest檔案範例。

manifest檔案內容說明如下：

◆  CACHE MANIFEST：檔案的開頭，瀏覽

器依此辨認此為cache的manifest檔案。

◆ #：表示此行為註解。

◆  CACHE：預設的段落，位於該段落的檔

案將會被加入Cache中。

◆  NETWORK：該段落下的檔案必須每次

經由網路下載。

◆  FALLBACK：該段落每行包含兩部分

url，以空白分隔。若左邊url(如圖8

範例的/testOnLine.html)無法經由網路

下載，則使用右邊的url(如圖8範例的

offline.html)下載。

五、Geolocation	API	

地理定位功能可以找出使用者的位置，並

且能將位置資訊分享給信任的程式使用，隨著

行動裝置的日益普及，地理定位功能的整合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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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讀取現場人員拍攝的照片

利用HTML 5的FileAPI，可以輕易地將使用

者選擇的圖片直接顯示在應用程式(網頁)上。圖

11為此功能的操作畫面，圖12為程式碼範例。

首先用<input type="file">標籤供使用者選擇照

片，再利用FileReader.readAsDataURL()函式將照

片的二進位資料轉為<img>標籤的src屬性可辨識

之URL，就可以直接顯示於網頁中。在過去，這

項工作必須將相片先傳送至伺服器暫存，再由

網頁下載至<img>中。

拍攝地點也可以藉由Geolocation API，取

得該地的經緯度座標，便可以和當地的地質、

地形、氣候等資料做連結，提供工程師參考。

然成為大部分行動裝置App的發展方向。HTML 

5中提供一組Geolocation API讓網頁應用程式可

以更方便地整合地理定位相關功能。圖9為一個

簡單的程式範例，該程式邏輯為先判斷瀏覽器

是否支援地理定位，若GetLocation執行成功，

則將經緯度傳至Google Map，並將位置顯示在

Google Map上(如圖10)。

圖10 Geolocation搭配Google Map範例

圖11 選擇檔案操作畫面

圖12 選擇檔案的程式碼範例

參、以HTML 5開發行動裝置APP
實例說明

工地施工需要依照設計師的設計圖，但若

遇到工地現場實際情況和圖說不符，或設計不

夠詳盡造成不知如何施工時，現場人員就需要

與設計人員聯絡，討論解決方案。若設計人員

不在工地，就必須將現場狀況經由畫圖或照片

方式傳交設計師處理。利用HTML 5可以輕易開

發比以往更方便的軟體，協助雙方互相溝通。

針對上述工地現場人員與設計人員之間因

地域限制所產生的遠距溝通需求，茲以簡單的

範例，說明HTML 5如何滿足以下的情境：(為

了節省程式碼，本範例程式碼使用jQuery外掛套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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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照片上繪圖標註 圖14 繪圖標註程式碼範例

圖15 網頁快取程式碼範例

圖16 重建網頁內容程式碼範例

三、當現場人員沒有網路時，仍能查看部分

資訊。

利用HTML 5的Offline Web Applicatons功

能，就可以將網頁快取在使用者端(圖15為程式

碼範例)。

二、照片上需注意或解決的部分，以繪圖方

式特別標註

圖13為繪圖標註的範例畫面，其程式碼如

圖14所示。利用HTML 5的<canvas>標籤與相關

繪圖功能可以輕易完成。繪出的圖像可以利用

toDataURL轉為文字編碼，並儲存至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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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ML 5地理定位，http://www.w3school.

com.cn/html5/html_5_geolocation.asp

4. HTML 5緩存：cache anifest(2010/09/15)，

http://sofish.de/1449

5. Microsoft技術支援，Number and size limits 

of a cookie in Internet Explorer，http://

support.microsoft.com/kb/306070/en-us

6. M r . S u n d a y ， H T M L  5  趨 勢 大 未

來 ( 2 0 1 1 / 1 2 / 1 8 ) ， h t t p : / / m m d a y s .

com/2011/12/18/html5-trend/

7. T客邦，「HTML 5 網路的大未來，各家瀏

覽器的實際應用與未來發展」(2012/01/13) 

http://www.techbang.com/posts/8098-192-

web-trends-HTML 5-web-s

8. 阿傑，「解析HTML 5」(2010/07/05) http://

www.ios.com.tw/article.php?id=80

9. 淺 談 H T M L  5 中 的  A p p l i c a t i o n 

Cache(2010/07/15)，http://blog.ericsk.org/

archives/1412

10. 維基百科

利用HTML 5的LocalStorage，可以儲存畫面

上的資訊。重啟網頁時，就可以使用這些資訊

重建網頁內容(圖16為程式碼範例)。

肆、結語

高效能、安全、穩定、美觀及高互動性，

這將是HTML5帶給全世界的全新體驗。建構在

HTML 4.01的基礎上，擁有多樣受到各瀏覽器廠

商強力支援的新功能，再搭配JavaScript和CSS3

的相輔相成，HTML5即將成為程式開發人員最

重要的開發工具之一。HTML5簡單、易學，

且跨平台的優點，除了讓程式開發人員的創意

不受限制外，也讓使用者不論在操作任何裝置

時，都能使用一致的功能及更友善的介面。

資通訊科技的不斷發展，為工程業界帶來

了極大的進步動力。隨著網際網路與行動裝置

的蓬勃發展，新一代的工程資訊技術將可突破

地理限制，協同合作的空間將從辦公室延伸至

工地現場，屆時現場工程人員、建築師及設計

師之間的合作將會更加緊密。未來若能應用具

備高效能、安全且穩定的HTML5 來建構相關

資訊應用、整合各項行動裝置及親和的操作介

面，將為整個工程團隊帶來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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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本文闡述績效管理於評鑑員工過往工作表現及協助未來發展之消極與積極性目的、

績效管理活動之作業流程及其與薪資獎金、晉升調動、訓練發展等相關制度間之關係，

彰顯出績效管理於企業整體管理制度之樞紐地位。透過資訊科技e化，被評核者於受評

前之自我評鑑、評核者對受評者工作目標達成狀況及平日工作行為表現等完整資訊之取

得，管理單位之時程掌控、資料彙整等都較以往更有效率地結合。績效評核後之紀錄及

分析更可直接與員工自主管理系統及其他人力資源系統整合，使績效管理於員工溝通、

組織人力調度及員工發展上發揮更具體之效益。

321

壹、前言

企業或組織需要一套完整的績效管理制度

來針對組織成員的工作表現進行控管。藉由績

效管理制度，組織才能了解員工的實際表現和

未來發展性，而績效管理制度的好壞將會間接

或直接影響到組織的人員素質與競爭力。績效

管理是獎酬、訓練及員工發展的基礎，因此，

每個組織都應規劃出一套相當完善的績效管理

制度。

根據近年來的研究發現，企業在人力資源

投入行政作業的活動時間達到80%，而在策略

層次的活動只有 20%，這80% 的活動，幾乎都

可以透過人力資源管理 e 化來提升其效率。由

於績效管理活動所產生的資訊牽涉了其他人力

資源管理活動，包括：薪資調整、訓練、員工

發展、升遷等，因此，為強化組織績效管理的效

率，產生正確有用的資訊，績效管理 e 化應是企

業提升全面人力資源管理效率必須要走的路。

貳、組織與員工績效之管理

一、績效管理之基本概念

績效管理制度在過去稱為人事考核制度，

意味企業對員工在過去一段時間中的工作表現

或完成某一任務後，所做的貢獻程度之評核，

並對其工作行為展現做一判斷，以了解其能力

在執行業務上之適配程度及發展潛能，做為調

整薪資及考慮升遷、獎懲的依據。

人力資源管理學者指出績效管理是一個測

量（Measurement）、評核（Evaluation）、和回

饋（Feedback）的過程，以了解員工的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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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績效管理之目的

績效管理的主要目的有三：(1)作為人事決

策的指標；(2)員工的回饋與發展；(3)作為公司

策略與計畫的評估。消極來說，績效管理是監

督績效和組織目標達成程度的控制機能；積極

而言，績效管理具備培育個人成長和整體組織

發展的回饋機能。績效管理的評鑑性目的與發

展性目的之比較分析詳見表1。

三、績效管理活動之流程

　績效管理是指在一段特定期間 (通常以

一個會計年度為基準)，以一種正式且系統化的

方法，對員工的工作表現及成果進行評估，並

與員工進行雙向的溝通，將績效評估的結果作

為員工發展、訓練和薪資調整的依據，以期望

增加員工的能力，並提升整體組織的競爭力。

因此，績效管理的主要流程應該有四：(1)績效

目標設定與工作規劃；(2)年度工作計畫執行與

工作督導；(3)績效評核；(4)績效改善與績效回

饋。詳細流程如圖1所示。

參、績效管理e化的實施

一、績效管理e化的優點

是否符合績效目標、與績效目標的差距有多少、

判斷如何矯正員工能力以符合工作要求。績效管

理一方面可督促和改善個別員工的工作能力、工

作行為和工作結果；另一方面亦可藉此提供企業

一些關於整體員工能力分佈狀況，以便作為後續

人力規劃及其他人事作業的依據。

因此，從微觀角度看，績效管理是對企業

組織內各個成員和部門整體的評核。而從宏觀

角度看，績效管理包括對整體員工組織行為活

動成果的測量與評價。

圖1  績效管理流程

表1  績效管理的評鑑性目的與發展性目的之比較

項目 評鑑性目的 發展性目的

目的

◆  給予員工評估結果的回饋，使其瞭解工作績

效的評比。

◆  提供薪資、晉升決策等所需之資料，並作為

決策上溝通的憑據。

◆  協助主管從事留才、解僱決策，並做為績效

不彰者的警示證據。

◆   指導員工改進其績效，並開發其潛能。

◆    與員工討論生涯與職涯規劃，提高員工對組

織之承諾。

◆   激勵員工。

◆   強化上下間的關係。

◆   斷員工個人與組織的問題。

運作方式 依據強迫排名 (forced ranking) 方法考核。 採目標導向，依實際工作表現評估。

管理特性 短期性、主觀性、單向性。 長期性、客觀性、雙向性、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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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網路隨時查詢自身績效資料。

二、系統功能

績效管理資訊系統應該具有以下的系統功

能︰

(一)  透過績效考核之結果，幫助管理者決

定一些員工管理及發展所應採取的後

續管理機制，例如︰加薪、升遷和協

助員工發展更好的工作技巧。

(二)  協調搭配 (align) 其他人力資源功能系

統（如甄選、配置、訓練）的執行。

(三)  可以提供主管人員及員工本身去了解

自己的行為、工作狀況，促進主管與

部屬間的相互了解。

(四)  促使員工維持工作水準，並予協助有

效率的改進工作缺失，以增進組織的

整體績效。

而在系統報表的需求面上，績效管理

資訊系統應該提供相關報表資訊，以協助

組織進行相關決策，績效管理資訊系統報

表之需求如表2。

組織績效管理活動e化的實施，對組織全體

員工皆會直接與間接獲益。

(一) 對人資部門而言

1.  資訊化作業縮短整體資料處理作業時間。

2.  透過電腦網路充份掌握績效管理進行狀

況。

3.  資料處理自動化，減少人工資料處理所

產生的錯誤。

4.  資料儲存空間小、傳遞容易、保密性

高、不易遺失。

5.  透過統計分析資料，提供決策資訊，提

升規劃品質。

(二) 對主管而言

1.  透過網路進行評估作業，即時隨地，不

耽誤日常工作。

2.  所屬員工績效資料查詢容易、迅速，隨

時掌握狀況。

(三) 對員工而言

表2  績效管理資訊系統報表之需求

報表類別 報表內容

績效評核表
此報表可以提供員工及管理者進行個人績效評核，個人出缺勤、獎懲及相關

工作行為的資訊皆會出現。

個人績效評核分析報表
此報表可以總結分析員工歷次的績效評核的結果，可以作為員工績效調薪、

訓練發展、職涯規劃及晉升調任之依據。

群體績效評核分析報表
此報表可以總結分析一群員工歷次的績效評核的結果，作為整體績效評核結

果分析之用，以作為人力規劃、人事預算及單位裁撤之依據。

績效管理實施報表 協助人力資源單位分析績效管理活動各階段的進度監控及實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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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地完成此項任務，讓績效評核完全透明

化，主管對員工個人的評估可以直接在系統上

作業，評估過程先由員工自我評核，再由主管

評核，評核的分數及意見也在系統中一覽無

遺。基本上，一套績效管理資訊系統應包括以

下幾個基本的內容。

(一)基本資料

可建立或由原有電腦資料庫匯入組織

職務與員工的相關基本資料，以作為後續

相關作業之用。

(二)績效構面設定

用以決定公司所希望評估的績效層面

與向度，內建常用之績效構面。績效構面

必須能適用於組織所有人員。

(三)表單設定

根據公司實際狀況與需求，可依人員

類別及職務性質上的差異，分別設定不同

的評估表格，並可彈性設定各績效構面之

子項目、評核者與受評核者類別、各構面

或子項目之計分權重與公式等功能。

(四)線上執行

完成所有條件設定後，系統即會自動

產生相關表格，並依據組織層級關係分配

個人應完成作業事項自動設定權限。

三、系統之管理角色與包含的模組

績效管理資訊系統不應只是侷限在電子

資料處理 （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 EDP）

的資料儲存與處理上，而傳統的績效評核記錄

功能只是績效管理資訊系統的一小部分。績效

管理資訊系統要能做到給予管理者和員工在管

理層面上回饋，除了必須管理整合其他人力資

源相關資料，展現管理資訊系統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 的功能角色，協助管理

者決策，並協助員工進行工作行為改善外，更

可進一步透過相關的統計分析，提供組織未來

運用及配置人力的參考依據。也就是說，新的

績效管理資訊系統應該提升至決策支援的層次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決策支援系

統是指任何可以透過系統所提供的彈性報表 (ad 

hoc report)，讓使用者取得所希望參考（或接近

使用者所希望參考）的資訊，以協助使用者擬

定計畫或制定決策。

因此，我們知道一套整合性的績效管理資

訊系統，不僅應包括績效管理的各項工作，更

應該藉由資訊技術的協助，促進組織行政管理

與內部溝通，包括電子郵件之通報、彈性分析

報表、主管與員工自助式績效查核等功能。有

關績效管理資訊系統在資訊系統每個層次中所

提供的功能角色如表3。

績效管理在人力資源管理中被廣泛運用於

調薪、晉升、任免資遣、獎金、工作輔導、訓

練發展、生涯規劃等作業。因作業相當繁複，

績效評核的e化即藉由電腦資訊系統協助組織

表3  績效管理資訊系統的功能角色

系統角色
電子資料處理

(EDP)
管理資訊系統

(MIS) 
決策支援系統

(DSS)

系統作業功能

◆ 績效資料之登入

◆ 績效評核分數的計算彙整

◆ 出缺勤與獎懲資料之彙整

◆ 績效評核結果分析

◆ 績效調薪試算

◆ 績效管理活動模擬

◆  員工績效考核結果之後續

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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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績效評核管理制度調整及績效管理e化

系統建置

(一) 績效評核管理制度之調整

在決定要導入績效管理e化系統時，首

先必須檢視及調整現行績效評核制度執行

作業方式及內容，主要改變如下：

1.  原評核項目僅分為知識技能、協調合

作、數量、品質及時效等五個構面，新

制度將工作執行相關項目整合成「年度

工作目標」，另新增「工作/領導行為」

之評核構面，並依管理層級、技術職或

行政職等不同工作性質，設計差異化之

細部向度及計分權重百分比。

2.  原制度為年度終了時，評核主管直接為

受評員工之五項評核項目給分；新制度

調整為受評者需先進行自我評鑑，就該

年度之工作目標、執行內容、行為、學

習等提出表述後，方由主管進行評核。

3.  各部門評核等第之分配名額視該部門年

度績效表現而異，績效高之部門，可增

加優等及甲等之名額。

4.  評核頻率由每年一次增為每年二次，分

別為期中績效評核與期末績效評核，以

增加年度評核次數的方式，強化及落實

組織對部門及個人績效目標之期望。

另，對於績效表現不如期望之受評人

員，主管須與員工進行績效面談，針對

評核期間的目標達成狀況、工作行為表

現與需要改進的事項提供建議，與受評

員工取得共識後，填具績效評核結果面

談表交由人力資源單位列管備查。

(五)彙總分析

評估作業完成，即可著手進行結果

分析及彙總作業。可彙總個人績效評估結

果、部門績效、績效等級分佈狀況(可依部

門、職級等分類排序)、列出待檢討人員等

功能。

(六)績效調薪計算

系統根據所建立之薪資級距表、績效

調薪對照表與員工績效評估結果，自動進

行調薪計算，並列出調薪成本，可重複模

擬各種調薪方案以找到最佳方案。

(七)相關資料庫之連結

連結各種相關資料庫，內容豐富具參

考性。資料庫內容亦可自行修改新增，並

可建置特殊獨有之資料庫。

肆、工程顧問公司實施績效管理e
化之實例經驗

一、企業導入績效管理e化之緣起

因原人事考核制度之評核項目僅分為知識

技能、協調合作、數量、品質及時效等五項，

構面較為簡單，各項目之評分未有較具體之評

核標準或行為說明，且採每年一次評核，對主

管之記憶及評分公平性實為一大考驗。後續評

核結果亦無回饋機制，復加後續記錄、統計及

與相關人力資源制度連結之作業繁複耗時，故

重新研擬相關辦法制度及評核表格，輔以系統

化之作業流程與資料處理，逐步朝向更高效率

之績效管理系統化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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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上分配各等第名額

系統自動帶入依該部門年度績效表現

分配計算之各等第名額，部門主管評核前

於系統上進行名額分配，系統自動顯示各

子單位可分配及已分配人數，以利部門主

管確認人數正確分配(圖2)；另，系統也

會自動匯入每位受評員工之初評及複評主

管，由部門主管再次檢核或調整。

2. 受評者於系統上先進行自我評鑑

系統自動顯示受評員工相關基本資

料、工時出勤紀錄、考核年度期間投入時

數較多之專案項目，及該職位對應之年度

工作目標與工作行為評核項目(圖3)；受評

圖2  績效管理e化系統介面：各部門及子單位考核等第分配名額作業

圖3  績效管理e化系統介面：員工考評表主頁面(一般技術職員工)

為了降低在制度變革過程中各階層人

員因不熟悉新制而產生抗拒心理，且為縮

短人員對新制之適應期，避免對組織產生

衝擊，人力資源單位除透過說明會方式廣

納及彙整各方意見外，另依受評人及考評

人兩種角色分別編纂績效考核新制之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手冊，期使新

制度的推行更加順利。

(二) 績效管理e化系統之建置

在績效評核管理制度調整之前置作業

完成後，人力資源單位即會同資訊部門進

行系統化之程式規劃作業，該系統主要特

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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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員工填寫工作內容的敘述及工作表現

之說明(圖4)。

一般技術職之員工其工作行為評核項

目分為計畫管理、專業學習、工作執行、

團隊合作與溝通及客戶服務等五個構面，

亦是由員工先進行其行為表現之自我評鑑

(圖5)。

員工則對所列示之項目，提出執行成果及

行為表現之說明敘述，進行自我評鑑。

　　以一般技術職員工為例，其評核表之

項目分為年度工作目標及工作行為兩個構

面。年度工作目標再分為專案執行績效及

例行性工作，當受評員工開啟線上評核表

頁面時，由系統自動匯入專案執行參與工

作時數較多之計畫名稱及工時資料，再由

專案執行績效(參與工時達100小時以上的計畫由系統直接匯入，工時未達100小時的計畫請自行選取) 

圖4  績效管理e化系統介面：一般技術職員工專案執行績效自我評鑑作業  

圖5  績效管理e化系統介面：一般技術職員工工作行為項目自我評鑑作業

表4  績效考核各等第評分標準

評

分

標

準

優 100-90分 甲 89-80分 乙 79-70分 丙 69-60分 丁 59-0分

在所有評核的面向
中均遠超過工作要
求。工作表現無論
在工作上或組織中
均 能 增 加 附 加 價
值，能超越基本要
求。幾乎無需在主
管的指導下獨立完
成工作。這個評核
等第只能給非常少
數優秀的人。

在重要的評核面向中能
持續地超過工作的要
求。能展現即時、正
確、有組織和有效率的
工作績效。經常能主動
展現超乎工作要求，對
整個團隊能有正面的貢
獻及成果。需要一些相
關的指導。被評於此評
等的人其績效和貢獻是
經常高於一般標準的。

在重要的評核面向中，能
符合工作的要求。工作上
的品質一般來說是能被接
受的，且工作能在限時內
完成。在工作上可能超出
基本工作要求，或增加
一些不是工作職責中的部
份。需要一些相關的指
導。被評於此評等的人其
對組織提供了穩固且有意
義的貢獻。大部分的人會
落在此評等中。

在工作品質或時效
性上需要改善。雖
然一些工作的完成
是適當的， 但受
評核者在工作的時
效與品質上， 無
法持續、穩定地表
現。需要比一般的
督導更多指教和更
正工作。被評於此
評等的人其績效無
法完全符合要求。

無法符合工
作上最基本
的要求，其
績效是不能
被接受的。
工作績效需
要立即且持
續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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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顯示個別人員初複評分數、績效等級、

及其於該部門之排名等資訊以供檢視(表

6)。e化系統大幅簡省以往評核資料輸入、

統計、報表製作及提供之人力與時間，代

之以更具效率及精準之產出結果提升作業

品質。

5. 績效回饋功能

俟全公司之績效評核作業完成後，系

統會產生「年度績效評核結果通知單」(表

7)將結果回饋予受評人員。介面自動顯示

評核等第、主管肯定之工作貢獻與個人優

勢、建議改進之事項與行為等評語。

對績效表現不如預期之受評人員，系

統另產生「年度績效評核結果面談及簽署

表」(表8)，提供主管進行績效面談。除自

動顯示之評核等第、待改進事項與行為資

訊外，主管與人員可就訓練課程、書籍文

圖6  績效管理e化系統介面：初評主管考評作業

圖7  績效管理e化系統介面：部門主管線上即時作業狀態管理功能

3. 主管於系統上進行考核

當員工完成自評時，系統自動顯示受

評者完成之自我評鑑資料，由初評及複評

主管依據辦法所訂一致性之評分標準(表4)

進行評分並給予評語(圖6)，系統同時顯示

受評者清冊、作業進度狀態及該單位各績

效等第分配之人數(圖7)，以方便主管進行

作業管理及評分之調整。

4. 即時性線上資料統計報表功能

進行績效評核作業時，高階主管及人

力資源單位可隨時經由線上報表掌握作業

進度及資料統計狀況。系統顯示之彙總資

訊包括部門各組人員未完成評核人數及該

組總人數；自動統計轄下組別中，各層人

員於所有績效等級之累計人數，並於彙總

各組資訊後，計算該部門各層人員績效等

級累積人數百分比(表5)。除彙總資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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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部門各組人員績效等級人數統計表(部門主管權限之管理報表)

部門 單位 績效等級 優 甲 乙 丙 丁 未評 累積總數

X1部 A組 副理主管人數

一般員工人數

B組 副理主管人數

一般員工人數

X2部 C工務所 一般員工人數

D組 副理主管人數

一般員工人數

E組 副理主管人數

一般員工人數

X3部 F組 副理主管人數

一般員工人數

G組 副理主管人數

一般員工人數

經理級主管績效等級累積人數(百分比)

副理級主管績效等級累積人數(百分比)

一般員工績效等級累積人數(百分比)

表6  全公司各部門及子單位人員績效等級人數統計表(高階主管權限之管理報表)

部門 組別 職稱 員工編號 姓名 初評成績 複評成績 績效等級 成績排序

X1部 A組

X1部 A組

X1部 B組

X1部 B組

X1部 C組

X1部 C組

X2部 D工務所

X2部 E組

X2部 E組

X2部 F組

X2部 F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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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 (備查) 複評主管 初評主管 受面談人 

簽名： 

日期：

簽名： 

日期：

簽名： 

日期：

簽名： 

日期：

表7  年度績效評核結果通知單

員工編號 姓名

年度績效等級 

工作目標 
主要貢獻 

待改進事項 

工作(領導行為) 
個人優勢 

待發展行為 

表8  年度績效評核結果面談及簽署表

  員工編號 姓名

年度績效等級 

工作目標 待改進事項 

工作(領導行為) 待發展行為 

個人發展建議 

參訓課程： 

相關書籍文章： 

師仿對象：

{系統匯入資料}

{系統匯入資料}

章、師仿對象等進行討論，並擬訂加強績

效之具體執行計畫。

(三) 績效管理e化制度實施效益

在企業實施績效管理e化制度一年後，

經訪談各階使用人之實際經驗與意見，可

見之綜效彙整說明如下：

1.   經由自我評鑑，受評者得自行表述受考

年度之工作及行為表現，結合系統提供

詳細之個人資料及工作項目，不再擔心

主管只憑最後幾個月的記憶評核考績。

2.  管理系統上顯示各年度績效考核紀錄及

評語，使考核主管及受評者對目標期望

及改進需求之溝通更加具體。

3.  績效管理e化系統可提供個別員工及特

定群組員工歷次績效評核結果之分析報

表，除做為個別員工之績效提升或職涯

發展之管理工具外，更可使企業高階管

理者即時掌握整體績效評核之結果，做

為組織人力決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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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績效管理e化的目的應以員工發展為導向，

不應侷限在傳統的工作考核，也不是只用來核

發獎金及辦理升遷作業。員工發展為導向的績

效管理是以人力規劃與人才發展為前提，讓員

工了解主管對自己的評價如何，主管也可以知

道部屬的個性與優缺點何在，以做為後續組織

更有效率之人力運用。

績效管理 e 化的目的應擺脫傳統人力資源

系統只是進行資料處理的工作，除了以簡化傳

統紙張作業和縮減作業流程來提升效率外，特

別在績效面談作業、例外管理作業和報表產出

作業上設計了電腦輔助分析的功能。使用者在

透過方便的螢幕點選後，系統會根據資料庫所

記錄的資料，依據使用者需求條件，提供與主

管決策相關的參考資訊，例如員工歷年考績的

趨勢圖可協助主管掌握了解員工接受各項訓練

後的成效，並可以將績效遲遲無法突破的員工

調職至新單位發展。員工績效面談的資料可以

協助主管處理提交訓練之員工名單，當員工所

需提升的工作能力與訓練課程都能相互連結，

主管可以透過電腦系統的記錄，讓系統自動對

應出該名員工需要接受的課程，並自動匯送至

訓練模組進行記錄和安排課程，如此，可以減

少主管原本需要處理資料的時間。當許多較低

層次的決策制定以及資料文件處理都可以透過 e 

化交由電腦系統處理時，主管可以有更多的時

間去思考提升業務績效及部門或組織營運創新

的作法，以促進組織未來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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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專員／蘇逸菁 3

關鍵詞：國際會計準則(IA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

台灣世曦未來導入
IFRS之影響及
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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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98年5月14日正式宣布全面採用IFRS時程表，其

推動架構及施行按對象別分兩階段實施，上市、上櫃公司及興櫃公司於民國102年採用

IFRS；公開發行公司於民國104年採用。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

世曦)雖非屬主管機關規範IFRS 導入之範圍，惟仍可能因法令更新、配合海外投標業務需

求或上級機關要求而需編製IFRS 財務報表，為因應會計準則之國際潮流趨勢，經由與外

部專家合作初步分析，台灣世曦未來於導入IFRS後，於「財務報表之表達」、「收入認

列」、「不動產及設備」、「所得稅」、「租賃」、「金融商品」及「首次採用IFRS之

處理」等議題將進行重大之會計改變，且須對財務面、作業流程面做深度解析，相關的

資訊系統亦須配合修改。

321

壹、緒論

目前台灣世曦之財務報表係依據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處理，順應全球及台灣企業未

來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縮寫IFRS)趨勢，考量執行

IFRS轉換專案計畫並非一蹴可及，公司經營階

層應及早評估差異性與影響層面。據此，透過

外部專家（台灣世曦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之協

助，探討未來須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時，對

公司內部之財務會計、稅務、收入認列、MIS計

畫管理與財產管理等資訊系統、內部控制制度

之影響及因應策略。

一、 IFRS簡介

在2001 年之前，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 縮 寫 I A S C ） 制 定 及 發 布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縮寫IAS)，

作為各國共通的會計語言，但在2001 年以後，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縮寫IASB）取代IASC，而由其

發布的準則稱為IFRS。

二、 IFRS特色

IFRS主要係以原則基礎(principle-based)

之方式訂定準則規範，不對交易處理做明確規

定，著重於觀念架構及精神，以免囿於規則之

約束而忽略交易的實質。在採行IFRS後，企業

對所從事之交易將須採用較多的經濟實質分析

及專業判斷才能作會計處理。因此，所編製之

財務報告必須輔以相關資訊之充分揭露，以使

報表使用者瞭解整體交易之經濟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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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計畫。

未來將成立跨部門專案小組，且運用外

部專家之經驗及資源協助完成技術性較高之工

作，以共同合作方式，充分利用內部及外部人

員之專長及優勢。

二、IFRS轉換專案時程

依研究結果，倘欲比照公開發行公司於

2015年完成轉換採用IFRS，則轉換時程規劃於

2011年先進行會計原則差異初步分析，續於

2012~2013年針對先前辨認出之差異進行調整準

備及選定IFRS下之會計政策，並進行試編符合

IFRS之財務報表，作為IFRS財務資訊模組的基

礎，進一步與會計系統整合(圖1)。

參、台灣世曦導入IFRS面臨之重
要議題

經初步評估，台灣世曦在採用IFRS時，將

受重大影響之範圍包括「財務報表之表達」、

「收入認列」、「不動產及設備」、「所得

稅」、「租賃」、「金融商品」及「首次採用

IFRS之處理」，分述如下：

三、 IFRS仍持續修訂中

IASB目前仍陸續發布新規定及更新或修正

原規定，故對現行之IFRS將有所影響。除此之

外，在與IFRS接軌的過程中，台灣法令或主管

機關(如金管會)要求的改變亦可能對未來帳務處

理產生重大影響。在未來IFRS轉換的過程中，

須持續密切關注IFRS增修、新公報發布及主管

機關對財務報導的要求，並評估相關影響。

貳、 台灣世曦導入IFRS之準備與
轉換時程

一、台灣世曦導入IFRS之準備

為順利達成IFRS轉換目標，台灣世曦已於

2011年委託財務報表查核簽證之會計師事務所

作為合作對象，進行「國際會計準則IFRS 實施

之影響及因應策略研究」研發計畫，對相關議

題做初步探討。

以IASB於2010年度發布之準則(與目前主管

機關規範台灣上市櫃公司所採用之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一致)，就公司財務報表重要會計科目，

初步分析現行會計處理與IFRS之差異，並依公

司經營階層決定之轉換日期排定導入時程與導

圖1  IFRS 轉換專案時程圖

資料來源：台灣世曦100年度「國際會計準則IFRS 實施之影響及因應策略研究」研發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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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三) 採用IFRS對營運面之影響

1. 可比較性及透明度之提升

未來國內外公司大多數將一致採用

IFRS，且揭露更多公司財務狀況說明和資

本管理目標、政策及程序，預期公司會面

臨較多利害關係人詢問，及比較各競爭公

司間財務結果和資本管理能力。

2. 經營階層之判斷

IAS 1並無標準的報表格式，公司對於

財報表達之方式及會計處理有一定程度的

決定權，因此，經營階層須視公司狀況，

決定如何提供給報表使用者允當及必要的

資訊。

3. 與股東會溝通並說明公司之IFRS資訊

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可能因為按IFRS的

標準重新認列及衡量資產與負債，導致財

務比率的變動，因此，公司須準備與股東

會進行溝通，並說明公司轉換IFRS後的財

務結果。

(四) 未來執行程序

1.  決定雙軌會計作業之規劃，包含是否由

系統支援或由人工作業。

2.  決定會計科目（包含業內／業外的區

分），並依循IFRS之規定調整報表格式

及揭露事項。

3.  設立重大性評斷標準，以決定是否適用

某一會計政策。。

一、財務報表之表達

在IFRS下，需更新相關系統以因應IFRS財

務報表格式及附註揭露需求，對公司財務報表

金額並無影響。

(一) 現行會計處理 

公司之財務報表係依我國「財務會計

準則」、「商業會計法」等規定編製，其

中損益表之成本費用係依其所屬「功能」

表達，即以服務成本、管理及業務費用或

研究發展費用等分類揭露，另附註揭露則

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相關規定執行。

(二) IFRS會計處理(IAS第1號公報)

1.  IFRS財務報表的主要組成項目為：(1)財務

狀況表、(2)綜合損益表、(3)股東權益變

動表、(4)現金流量表、(5)附註，包括重

要會計政策的彙總與其他解釋性資訊。

2.  綜合損益表係表達某一期間所認列之所

有收益及費損項目，以及各類其他綜合

損益項目(例如備供出售金融資產產生之

金融商品未實現損益等)。

3.  依IFRS規定，公司的損益表可選擇採

「性質」或「功能」方式表達各項目，

我國金管會則規定，損益表應以「功能

別」為分類基礎，並揭露「性質別」之

額外資訊，另，公司需針對個別及合併

財務報表設定重大性標準。

4.  IFRS財務報表應揭露涉及「估計」之會

計處理，也應揭露有關經營階層在應用

會計政策的過程中，對財報金額有重大

影響之「判斷」。 綜合損益表須包含所

有收入及支出，以及各類其他綜合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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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完成程度(即完工比例)」認列收

入。所謂交易結果能合理估計必須符合

下列所有條件：

(1) 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 

(2)  與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

業。

(3)  交易在資產負債表日的「完成程度」能

可靠衡量。

(4)  交易已發生之成本及完成交易之成本能

可靠衡量。

2.  IFRS規定若(1)單一交易包含數個可辨認

並可拆分之項目或(2)數個交易有關聯

時，應依交易之實質認列收入。若屬於

(1)，其分攤收入至各可拆分項目之方法

包含：相對公平價值法、成本加計合理

利潤法或剩餘價值法；若屬於(2)，應將

該數個交易視為整體，相同認列條件應

適用於該等交易。

(三) 採用IFRS對營運面之影響

1. 收入認列

(1)   合約交易結果能合理估計，且有利潤

時，收入及成本以估計之完工比例認

列；若預期合約發生虧損，應立即認列

損失。

(2)  若合約交易結果不能合理估計，則需採

「零利潤法」，亦即僅就預計可回收之

已發生成本金額內認列收入，並將已發

生成本認列為費用；若已發生之成本預

計不可回收，則不能認列收入，且已發

生成本需認列為費用。

2. 收入拆分

公司承接工程專案如包含數個可辨認之

服務項目，且合約未拆分個別價款時，係依

部門(例如設計、監造部門)拆分合約價款分

4.  依照IAS各號公報之會計處理準則，試編

IFRS財務報表。

5.  擬制報表並彙總差異及影響金額向董事

會報告，另應檢視轉換後之財務報表是

否對往來銀行授信條件(例如負債比率、

營業利潤率等)產生重大影響。

6.  公司之會計科目與財務報表之聯結需依

IFRS之規定調整更新，以便於未來對需

揭露事項之資訊收集及彙總。

二、收入認列

在IFRS下，需重新評估各合約之認列收入

條件，檢視營收金額、毛利及淨利，此舉會影

響財務報表金額。

(一) 現行會計處理

 公司依「總(造)價法」(合約服務費計

價方式包括總包價法、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人月法」、及「實

作數量法」等認列收入，合約如僅約定總價

且包含數個服務時，則依負責部門拆分合

約，分別認列收入。

「總(造)價法」係以合約服務費X計畫

進度(即完工比例)認列收入，計畫進度由主

辦工程師評估並經部門主管核定，對具收款

風險者應依保守原則修正認列收入；「人月

法」係依估驗計價單填報之人月費用認列收

入；「實作數量法」係依經業主核定之實作

數量價款，並以開立發票之金額認列收入。

(二) IFRS會計處理(IAS第18號公報)

1.  IAS規定，當提供勞務之交易結果能合理

估計且有利潤時，應以資產負債表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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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間的折舊，係以直線法計提，

其殘值估計與耐用年限則參照稅法規定。

更換重大零件或裝修時，對更換部分不予

除帳處理。

(二) IFRS會計處理(IAS第16號公報)

1.  不動產及設備的成本應包含估計之未來

除役成本與復原義務，故應就資產的除

役成本進行評估並估列入帳。

2.  不動產及設備之耐用年數，應以其實際

預估使用期間決定，而非依稅法之規

定；耐用年數與殘值、折舊方法應至少

每年評估一次。

3.  重大零件或裝修日後如有更新，其成本

應予除帳。

 (三) 採用IFRS對營運面之影響

為符合IFRS規定，公司在不動產及設

備的取得與使用方面的作業程序應配合做

修正：

1.  應透過歷史經驗評估資產的耐用年限及

殘值估列之合理性。

2.  對整批購入的不動產及設備，應按個別

公平價值予以拆分，後續更替重要零件

或裝修時，應建立相關的通報機制，以

更新財產目錄。

3.  應建立調查與估計除役成本的作業程

序，以評估除役成本的重大性，於未來

簽訂合約時，亦須將相關除役成本納入

考量。

(四) 未來執行程序

別認列收入，故公司應針對合約之拆分建立

相關機制與流程(例如如何決定設計及監造

服務之相對公平價值)，將之制度化。

(四) 未來執行程序

1.  需注意合約內容，其交易結果是否符合

IFRS「能合理估計」之4項條件，若符合

即可採完工比例法認列收入；否則應採

零利潤法，並需注意其對公司損益之影

響。

2.  檢視公司之工程專案合約，辨認合約內

容是否包含數個可辦認項目應分攤收入

金額個別認列，或其是否具有無法拆分

之因素應視為整體認列收入。交易可個

別拆分時，可參考過去個別單價、同業

提供相似客戶同類服務之成交價、成本

加價(合理利潤)法等。

3.  更新會計作業制度，納入IFRS收入認列

之評估程序。

4.  檢視現有合約之交易條件，於採用IFRS

之收入認列原則後是否影響營收金額、

毛利及淨利，在相關系統設定(例如會計

決算系統)予以更新。

三、不動產及設備

IFRS對不動產及設備在取得與使用等各階

段有不同的規定，此會影響財務報表金額。

(一) 現行會計處理

不動產及設備在原始認列時，係以取

得成本入帳，而未來可能發生的除役成本

並未認列於原始取得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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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稅捐機關談判(如訴願、行政救濟等)

之狀態。

(2)  評估未來期間將產生足夠的課稅所得，

以供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和虧損扣抵認列

相關遞延所得稅資產的可能性。

(3) 對遞延所得稅資產可回收性。

4.  遞延所得稅僅在有可能實現時，始認列

遞延所得稅資產。

5.  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

稅，應於所得年度估計認列，並於股東

會決議年度調整認列差額。

(三) 採用IFRS對營運面之影響

由於稅法與IFRS在認列以及衡量所

得、費損、資產與負債上並不相同，因

此，IAS 12要求認列稅法與財務會計暫時

性差異之所得稅影響數，以確保財務報表

中所得稅費用之正確性，並不會對企業之

營運面造成影響。

(四)未來處理程序

1.  準備「稅務帳之資產負債表」，再與公

司資產及負債之帳面價值比較，以評估

是否產生任何新暫時性差異。

2.  評估是否透過資訊系統處理所得稅計

算。

五、租賃

重新檢視公司租賃交易分類，另導入IFRS

後將因交易分類與售後租回帳務處理規定不同

影響財務報表金額。

(一) 現行會計處理 

1.  檢視過去不動產及設備使用情形，按實

際使用經驗與管理部門最佳估計，決定

不動產及設備之耐用年數與殘值，並試

算該變動對財務報表之影響。

2.  因應帳務處理與稅法規定耐用年限、殘

值之差異，調整財產管理系統設定。

3.  重新檢視租賃合約，評估公司是否有除

役成本或回復義務及其相關影響金額，

並予以估列入帳。

4.  應於財產管理系統內將重大零件區分，

以分開估列殘值與計提折舊。

四、所得稅

    重新檢視IFRS下的所得稅影響數。

(一) 現行會計處理 

目前評估遞延所得稅的方式係參照現

行一般實務，以「損益表法」(損益表法係

比較稅前財務所得及課稅所得，並依迴轉

時點將遞延所得稅資產區分為流動項目與

非流動項目)來判斷財報及稅報之間的暫時

性差異，並認列相關的遞延所得稅資產及

負債。

(二) IFRS會計處理(IAS第12號公報)

1.  採「資產負債表法」評估遞延所得稅資

產與負債，且一律列為非流動項目。

2.  所得稅應跟隨其相關項目表示，列示在

其他綜合損益項目之中。

3.  具不確定性之稅務申報主張，公司應揭

露具不確定性估計的範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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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或承租人之程度為依據，辨認租

賃交易之分類是否改變。

2.  營業租賃若有明訂未來租金調整或免租金

期間之情形，於採用IFRS時，會計單位之

帳務處理改以直線法認列租金費用。

3.  公司售後租回交易會計處理與IFRS 規定

之差異，於首次採用IFRS時計算相關影響

數，並評估對轉換日保留盈餘之影響。

六、金融商品之一－財務保證負債

IFRS之單獨財務報表內認列母公司為子公

司、關聯企業…等所提供之財務保證負債，導

入IFRS後，因此項負債之認列將會影響財務報

表金額。

(一) 現行會計處理 

台灣世曦母公司替子公司向外部銀行

提供借款之背書保證，若子公司有信用違

約情形，台灣世曦有代償義務。此項背書

保證，台灣世曦及子公司並未認列任何收

入(台灣世曦）/費用（子公司）。 

(二) IFRS會計處理(IAS第39號公報)

IFRS要求財務保證負債於首次認列時

應按公平價值入帳，後續再於背書保證期

間定期衡量應有金額。

 (三) 採用IFRS對營運面之影響

財務保證負債的認列與評估牽涉到

多項作業流程的增訂，財務單位應考量未

來是否要改變對子公司背書保證的承作作

業，以及對相關作業流程的增訂。

租賃依其性質，分為營業租賃及資本

租賃，判斷方式明確規定於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二號。

1.  公司出租及承租各辦公處所、工務所等

部分目前以營業租賃處理。

2.  公司出售內湖CECI大樓後再行租回，公

司判斷該交易屬營業租賃。

(二) IFRS會計處理(IAS第17號公報) 

1.  IFRS對融資租賃與營業租賃之區分，僅

規定若實質轉讓全部風險與報酬，則屬

融資租賃。

2.   售後租回交易，其售價高於公允價值，

應將公允價值與原帳面價值之差異列為

當期損益，僅將售價高出公允價值部分

遞延按資產使用期間攤銷。

(三) 採用IFRS對營運面之影響

1.  依目前會計準則規定，公司現有租賃交

易類別屬營業租賃。由於IFRS 對租賃交

易之分類係取決於交易實質而非合約形

式，此差異可能會造成公司現有租賃交

易之分類改變，故公司財產管理單位應

建立租約管理辦法，確認租賃交易分類

之正確性。

2.  內湖CECI大樓之售後租回交易， IFRS

會計處理與公司現行作法不同，公司於

IFRS 轉換日時應進行相關帳務調整。

(四) 未來執行程序

1.  總務單位須檢視現存之租賃合約，以租

賃資產所有權相關的風險與報酬歸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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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相關之評價作業流程與專業能力。

(四)未來執行程序

1.  財務單位及會計單位就公司交易的模式與

類型，辨識須按公平價值認列與衡量之項

目，並與外部專家討論是否已齊備應於財

務報表內揭露公平價值資訊的項目。

2.  財務單位須評估採用公平價值會計所需

收集的資訊，以及內部現有資源是否具

備相關的鑑價能力。

3.  會計單位試算採用公平價值對資產負債

表與損益表的影響。

八、金融商品之三－應收帳款備抵呆帳

IFRS對應收帳款備抵呆帳的相關規定可能

導致台灣世曦備抵呆帳餘額的降低，影響財務

報表帳列應收帳款金額。

(一) 現行會計處理 

應收帳款皆按帳款到期值列帳，公司

對應收帳款備抵呆帳的計提，主要係依稅

法規定固定百分比(1%)提列一般性之呆帳

準備。另針對已辨認有呆帳風險的應收帳

款，則透過個案分析方式提列相關的備抵

收入準備。

(二) IFRS會計處理(IAS第39號公報)

應收款項應按未來預計可收取之現

金，按有效利率進行折現入帳；後續並應

定期評估是否有客觀證據顯示已發生減

損，始認列呆帳損失。

(三) 採用IFRS對營運面之影響

(四) 未來執行程序

1.  由於財務保證負債僅影響母公司之財務

報表，因此，公司應試算有關背書保證

負債對損益及重要財務指標的影響數，

作為是否改變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的

基礎。

2.  建立取得公平價值及按IAS 37規定評估

每個報導日準備應有金額的作業流程及

方式。

七、金融商品之二－公平價值的評估

IFRS對公平價值的評估與現行台灣實務有

重大差異，導入IFRS後，將會影響財務報表金

融商品之金額。

(一) 現行會計處理 

對金融工具公平價值的衡量與揭露，

一般係採交易價格入帳，後續並取得交易

對手的報價作衡量與揭露的依據。

(二)  IFRS會計處理(IAS第39號公報、IFRS第

7號公報)

IFRS規定公平價值必須優先考量企業

所能取得之最有利市場報價，若無活絡市

場價格時，公司須透過評價模型估算金融

商品之公平價值。

(三) 採用IFRS對營運面之影響

財務報表應揭露與公平價值相關之

資訊，包含其決定的基礎、假設與評價模

型…等，此將增加公司損益波動性與財務

報表揭露方面的負擔，因此，應對採公平

價值所導致之損益波動有所準備，並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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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表規範，同樣須編製四大財務報表以及附

註揭露。IFRS並無訂定制式的財務報表格式，

但是對於財務報表及附註的內容訂有至少必須

揭露的項目，相對於目前一般財報揭露的格式

上確有明顯的不同。而且在首次採用IFRS時，

需要針對過往交易一併追溯調整，這對於目前

資訊系統的「資訊保存」也是一大挑戰。

IFRS會影響公司之會計決算相關系統，及

提供列帳收入成本之計畫管理系統、財產管理

系統…等，故資訊部門人員於規劃準備國際會

計準則轉換之初，如能對IAS 1有一定程度的了

解，並且持續關注IASB對財務報表編製方式修

訂的想法及規定，另參酌其他導入IFRS公司之

經驗，對整個轉換工作的進行及首次IFRS財務

報表編製的準備，以及資訊系統的因應上都會

有很大的幫助。

二、合併報表報導流程

IFRS要求以合併報表為主要報表，與國

內目前仍以單一公司報表為主要報表的實務有

別，目前許多合併報表資訊是以人工彙集資

訊的方式進行，而一旦採用IFRS合併報表申報

後，將以申報合併報表為主，公司必須在有限

的時間內彙集集團內所有合併報表個體資訊，

並予以適當揭露。故合併報表彙編流程亦是

IFRS導入時，資訊系統應予配合的重要課題。

伍、結語

在企業及投資人渴望全球一致性的會計語

言下，IFRS成為未來全球會計語言的態勢已相

當明確。與IFRS接軌已是未來的趨勢，然而IFRS

不僅是一個會計面的技術問題，對資訊系統、

收入認列原則、會計制度之選定、投資關係、

稅務與法務等亦將產生重大影響。台灣世曦於

導入IFRS時，公司之財務會計、稅務、MIS計

由於IFRS所允許的備抵呆帳計算係採「已

發生損失」模型，公司應建立對客戶信用風險

監控的機制與相關資料的收集，及時將減損發

生的客觀事實反映在財務報表上。

(四) 未來執行程序

1.  會計單位與財務單位評估，在IFRS下，

對應收帳款備抵呆帳計算規定對現行作

業程序之影響。

2.  會計單位、財務單位及計畫管理單位辨

識目前應收帳款備抵呆帳餘額中，是否

有已發生但無法個別辨識損失事件之

「特定」損失準備。

九、首次採用IFRS之處理(IFRS第1號公報)

對台灣世曦而言，過去財務報表皆採我

國的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編製，未來轉換為IFRS

時，即是「首次IFRS財務報表」，須依IFRS 1規

定處理。

IFRS 1的主要原則為公司在首次IFRS財務

報表須全面追溯採用所有在「報導日」已生效

的IFRS公報(即第一次明確及無保留地聲明其遵

循IFRS的年度財務報表)，因此，於轉換日時

必須將資產、負債及權益，依IFRS之規定予以

分類、衡量及認列開帳資產負債表，首次採用

IFRS與原財務報表之影響數，則計入IFRS開帳資

產負債表之保留盈餘。

肆、IFRS財務報表對資訊系統的
影響

一、財務報表編製對資訊系統之影響

在財務報表編製上，IFRS與現行國內的財



3

174 │No.97│January  2013

專
題
報
導

畫管理與財產管理等資訊系統、內部控制制度

等都必須配合並作調整，未來將影響公司營運

及財務管理等經營決策。為順利完成IFRS之轉

換，並符合法規要求及提升公司資訊透明度，

成立專案小組並透過外部專家之協助，除完成

初期之影響評估及研究，使公司經營階層先行

了解採用IFRS所影響之領域及範圍外，未來尚

需審慎規劃所需投入之資源及對公司之營運效

益與管理層面之可能影響，並擬定適當之執行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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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v e r s e a s  L i f e

ABSTRACT摘		要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管理部／計畫工程師／洪至讀 1

關鍵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群島、國際機場新建工程、

            生活點滴

本文就參與聖文森阿吉爾（Argyle）國際機場航廈

新建工程設計聯繫及施工監造工作心得、聖文森國家概

況、機場工程概要及當地生活點滴，做簡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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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繞過半個地球來到聖文森及格瑞

那丁群島(以下簡稱聖文森)，心境不但

沒有探索異國的欣喜，反而是一陣惶

恐，因為，此行不是來短暫觀光，而

是常駐，要替公司建立灘頭堡。公司

派駐當地人員不多，除了克服孤單，

安全顧慮與工作表現才是最重要的考

量。為了讓專案能長期良好的經營，

冒進或好大喜功都不是我們要做的，

一步一步踏實往前走，才是我們剛到

時的心理準備。在陌生的國度，面對

不同的民族習性，讓自己在保守中帶

著樂觀的態度來執行業務，也靠著全

體成員不斷商討，穩健地踏出的每一

步，讓自己先了解這個國家、喜歡這

個國家，才會有好的心境，才能有好

工作表現。海外工作常感覺孤寂，若

未能建立自己的信念，是很難支撐或

也很容易迷失的。

聖文森對筆者而言是完全陌生

的，連在哪一大洲都沒有一點概念。

公司可能考量筆者有在美國六年的經

驗，就被挑選來參與聖文森案，如今

也在聖文森生活了一年多。要說明來

聖文森的駐外心得，就必須從聖文森

的歷史、地理、產業、生活經驗等開

始，以幫助國內同仁對此地先有一概

括的了解，雖然監造工作似乎不必要

了解這麼多，但對各方面資訊多點了

解，對業務執行也會有所幫助，也能

減少錯誤的判斷。可謂多一分準備，

可以少一分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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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貝多機場

千里達機場

聖馬丁機場 郵輪到訪

貳、聖文森簡介

聖文森全名為「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群島」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是我國的邦

交國，也是大英國協的一員，位於中美洲東加勒

比海的小安地列斯群島中的向風群島(Windward 

Islands)南部、聖露西亞及格瑞那達之間。由台

灣出發，至少要換三家航空公司，飛行超過三十

小時，來回一次需五天以上，因為剛好在和台灣

相對的地球背面，時差整整12小時，所以向東飛

或向西飛距離都一樣。航程須先到美國、英國或

加拿大、再轉至中美洲如波多黎各、千里達、巴

貝多等轉運站，飛機越換越小，最後搭上區域航

空公司Liat的飛機抵達。這家航空公司是唯一飛

達聖文森的，飛的是螺旋槳小飛機，偶有誤點狀

況發生，行李託運只限一件，行李擠不上時只好

等下一班，常有人到行李卻還在路上的情況。因

此，搭飛機時手提行李要帶點隨身衣物，才不會

遇上無衣可換的窘態，但因常轉機至中美洲各機

場，也可藉此機會了解各國際機場設計，對專業

更有幫助，因為他山之石可攻錯，而得失之間也

是存乎一念。

一、基本資料(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 國慶日： 10月27日(1979年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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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 英語。

◆ 首都： 金石城(Kingstown)

◆ 面積： 389平方公里。

◆ 人口：約12萬人(2011) 。

◆ 宗教：主要為英國國教聖公會。

◆ 貨幣：東加勒比海元(Eastern Caribbean 

Dollar, 簡稱EC$)。

◆ 匯率：US$1=EC$2.6882(固定匯率)。

◆ 人均：5,130美元（2010）。

◆ 失業率：約18.8％（2008）。

◆ 官方語言：英語。

◆ 國內生產毛額總計：5.8億美元(2010)

◆ 政體：議會民主制。

◆ 電壓：220/110伏特。

◆ 車輛：右駕(與台灣相反)。

◆ 簽證：免簽證，入境一次可停留30天

二、歷史

◆ 1489年，哥倫布到達聖文森島時，加勒比族

印第安人已在島上居住。

◆ 1627年，英國佔領該島。後法國聲稱對此島

擁有主權，兩國為爭奪該島進行多次戰爭。

◆ 1783年，《凡爾賽條約》確認英國對該島的

統治。

◆ 1833年起，聖文森從屬向風群島領地。

◆ 1958年1月，聖文森島與格瑞那丁群島一起

加入「西印度聯邦」，直至1962年5月該聯

邦解散。

◆ 1969年10月，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群島實行

「內部自治」，但外交、國防仍由英國掌管。

◆ 1979年10月27日，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群島宣

布獨立，仍是大英國協成員國。

三、地理

聖文森由主島聖文森本島(St. Vincent)及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群島國旗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群島位置圖(1)

格瑞那丁群島(The Grenadines)小島或礁岩所組

成，面積共389平方公里。聖文森本島面積346

平方公里，格瑞那丁群島則由三十二個小島組

成，面積共43平方公里。

聖文森本島最高海拔1234米，全島皆山，

長29公里，寬18公里，林木蒼翠，丘陵直逼

海岸，很少有平地，新建的聖文森國際阿吉爾

（Argyle）機場基地是少見的平地，還需要少量

填海，才能容得下大型飛機所需跑道的長度。

聖文森本島為一火山島，最高峰蘇弗里耶爾火

山，經常噴發，1970年曾噴發20多次。火山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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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是加勒比海群島間最大的天然災害，曾造成

某些島嶼人員大量死亡，是在此駐地工作人員

的最大隱憂。

四、人種及氣候

聖文森12萬人口中，非裔黑人佔約75%，

主要集中於聖文森本島。聖文森雖然地處熱

帶，但有海風調節，氣候溫和，年降水量2540

毫米，夏秋多颶風。全年溫度在攝氏25度至31

度之間，分旱、雨兩季，12月至翌年4月為旱

季，5月至11月為雨季，最近一年來，旱、雨似

乎不那麼明顯，每日常有短暫陣雨。

參、聖文森國際阿吉爾（Argyle）航
廈新建工程簡介

一、工程概要

(一) 工程內容

1.  航廈(Terminal Building)：地上三層，下

部為鋼筋混凝土、上部為鋼構建築之候

機室及辦公室，可服務每年約百萬的遊

客到訪。

2.  變電站(Substation)：地上一層，下部為

鋼筋混凝土、上部為鋼構之建築，容納

機電及發電機設備。

(二) 開工日期：2011年8月22日。

(三) 預定竣工期限：2013年12月21日。

(四) 契約工期：853日曆天

(五)  至2012年12月2日之工程進度：預

定：45.57%，實際：49.58%。

二、計畫說明

聖文森原有的E.T. Joshua Airport機場，跑

道約1,600公尺，僅能供小型客機（27人座螺旋

槳或48人座噴射引擎飛機）起降。聖文森政府

為發展該國觀光及經濟，經取得若干國家之援

助，於聖文森本島東南側Argyle地區整地開發新

機場，包含一條長3000公尺、寬60公尺，可供

波音747以下的飛機起降之跑道及航廈等陸側設

施，航廈部分由中華民國政府援建，本公司負

責設計及監造工作，於2009年開始進行設計，

2011年8月7日舉行動土典禮。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群島位置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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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文森國際機場是目前聖文森全國最重

要工程，全國皆寄託此工程為聖國帶來轉變契

機，除了業主聖文森國際機場開發公司代表及

董事會每週或每月不定時巡視工地外，我國施

文斌大使也多次赴工地督導，而聖國總理經常

輕車簡從，遙望工程進行，彷彿本工程是他一

生最重要的使命，當地廣播電台也不時傳送

Argyle Airport是聖國經濟救星的訊息。每年聖國

都會開新機場募款會議，向國內、外說明機場

進度及願景，參與者可說是聖國各行各業的領

袖，筆者也榮幸獲業主邀請參加。

業主代表及董事會每週或每月不定時巡視工地

Argyle新機場募款會議

國際團隊合作

施文斌大使經常赴工地督導 聖國總理 龔薩福先生赴基地視查在工地與IADC董事長Matthias先生合影

本工程另一項特色就是國際團隊合作，業

主是聖國政府所成立的國際機場開發公司，設

計、監造團隊及承攬施工的營造廠來自台灣，但

營造廠執行計畫主力為二十幾位菲律賓籍工程

師，搭配當地勞工150~200人。目前菲律賓在海

外工作人數，超過一千萬人，他們的工作素養及

國際觀，都令筆者印象深刻，相互尊重才能順利

進行，而國際合作也是世界未來主流的趨勢，因

此，增加個人海外工作特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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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況圖 (2012/11)

東向立面

南向立面

西向立面

北向立面

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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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活點滴

在此從筆者居住聖文森一年來食、衣、

住、行及當地生活、風光各方面探索整理，做

進一步說明：

一、食

聖國有數家大型超級市場，一般物品都不

缺乏，但蔬菜選擇性較少，肉質較粗糙，東方

食品則較缺乏。當地物產不多，很多食物都需

進口，在外用餐消費差不多比台灣高出二至三

倍。當地的特餐 “ROTI＂，是以麵皮包捲馬

鈴薯、雞肉 （或牛肉或豬肉）、起司、紅蘿

蔔、青菜，用手拿著吃。首都有三家KFC及一家

Subway國際知名速食店，還有數家中餐廳，但

中餐廳手藝不夠精緻、味道也不道地。一般餐

廳商業午餐約台幣200~300元，料理技術平平。

筆者基於口味及價格考量，決定自己料理，

三菜一湯，利用排列組合方式，稍作變化以增進

胃口，每日至少一道新菜。從網路上學作菜，解

饞之餘，也是排解生活苦悶的小情趣。怎樣讓自

己習慣異鄉的生活，是每位海外工作同仁都要面

對的重要課題。本地有不少超市，但東方食品欠

缺且昂貴，一磅龍蝦只要價新台幣100元、一塊

豆腐却要價達新台幣120元。

當地午餐1 當地午餐2

蝦仁炒麵

三菜一湯

伙伴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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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穿著 住處一隅

二、衣

聖國人民一般上班上學穿著都很整潔，但

平時衣著並不光鮮甚至有些襤褸，而對於青少

年學生而言，制服可能是他們最好的衣服，因

此，個人每次回國，都會帶些舊衣服給當地勞

工，有時帶些新運動衫給有特殊表現的人，他

們都會興奮不已，因為台灣的服飾都是他們渴

望的禮物。

三、住

駐外生活，安全是第一考量。當地重大

刑案雖不多，宵小卻不少，業主常抱怨小偷光

顧，營造廠也發生過保險櫃遭竊事端，因此，

同仁選擇住宿的考量，警衛是基本考量，其他

考量還包括工作、採買方便及安全。剛到此地

旅館附近看到許多當地男子帶著一把長刀在路

上行走，令我們不敢隨便外出，稍後才了解，

他們是隨時用來切砍椰子、麵包樹果、木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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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至於觀光旅館或五星級飯店，基於好

奇探探虛實看看就好。

一般旅人公寓價格約每日75~120美元，

長期租約有些折扣和稅金抵免，水電、瓦斯全

包，可減少進城繳費麻煩。觀光旅館價格約每

日300美元，五星級飯店價格約每日500美元(全

島只有一家)。

四、行

當地如果自己沒有交通工具，就得選擇

小巴，租車及計程車花費較高。聖國雖小，但

小巴無貫穿東西的路線，常需一再換車才能到

目的地。本島只有一條主要聯絡道路，路寬約

六公尺，道路很多坑洞，一般車輛還守規矩，

但民間自營小巴卻橫衝直撞，翻車情形時常發

生。號稱九人座的小巴，通常擠上二十人，車

內無冷氣，原因可能是車速夠快、能開即可，

不需要裝冷氣。個人建議搭乘仍需小心，騷擾

情形恐無法避免，車資在台幣12~60元之間，依

當地旅館

如入無人之境的小巴

沙丁魚般的小巴內景

距離而定，東岸頭至西岸尾約需台幣120元，

搭乘時間超過3小時。自行開車，油箱最好經常

保持半桶汽油的存量，因為曾發生油輪逾期未

到，加油站三日無油可加的窘境。



186 │No.97│ January  2013 

4
海
外
生
活

六、當地生活

(一)  一般概況(2010年)

聖文森從事農業生產之勞工，佔總

勞動力人口26％。農地單位面積甚小，

主要農產品包括：香蕉、椰子、香料及其

他水果等，工業以農產品加工為主，生

產果汁、果醬、飲料等。聖國為東加勒

比海國家組織(OECS)及加勒比海共同市場

 五、海外父母官

在聖文森的台灣同胞只有三十幾位，大使

館對每位華僑都相當重視。本公司人員在計畫

早期沒有交通工具，大使館更是派人、派車，

從接機到送機全日全程照顧，平日經常款待台

灣工程人員，並隨時了解工程現況，使同仁深

感溫暖。大使館及官邸都是我們台灣人聚會場

所，每逢端午、中秋、過年都必辦活動，國慶

日升旗典禮更是台灣人全員都到，有如大家庭

一般，讓大家減少思鄉情結。

大使單獨召見CECI人員國慶日升旗

國慶日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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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滯銷。鑒於主要農產品未來前途均不樂

觀，政府正積極從事土地改革，及在台灣

技術團協助下推動農業生產多元化，冀以

降低對傳統農作物之依賴，減少世界貿易

競爭衝擊。漁業在日本財務及技術援助

下，漁獲量增加，除可供應其國內市場之

需要外，尚有部分漁貨外銷。

(CARICOM)成員，主要經濟活動為農業(香

蕉及其他作物)與觀光業(主要為遊艇觀光

)，以及小規模之境外金融中心。 

2010年經濟成長率為-0.5%，主要係受

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及石油價格飆漲等外

在因素所造成。雖有接近20%失業率，但

隨處有果樹，沒有聽聞有餓死或到處是乞

丐的景觀。

由於國際組織要求聖國改善境外金融

中心營運之壓力未減，聖國國內銀行營運

不振，境外金融業務亦萎縮，由於此地銀

行效率不高，進出銀行費時費力，提款機

只有市區才有，有的提款機需要額外手續

費，身上需準備一週夠用的現金。 

(二) 天然資源

天然資源主要為香蕉、芋頭和葛粉

(arrowroot)。葛粉是一種食品，可使湯汁濃

稠，和玉米粉及太白粉的作用類似，但是

玉米粉、太白粉需在較高的溫度作用，而

葛粉則在較低的溫度作用。

(三)  產業概況(資料來源：經濟部全球台商

服務網)

1. 農業

香蕉、芋頭、葛粉、蔬菜及椰子為

主要農作物，香蕉為外匯收入主要來源，

但近年來已被觀光業逐漸取代。由於歐盟

已取消對聖文森等加勒比海島國香蕉之優

惠關稅待遇，因此，香蕉產業正面臨更嚴

苛之挑戰。聖文森原為葛粉世界最大生產

國，但因巴西所產品質較優，致聖文森葛

日本捐贈的魚市場

2. 工業

聖文森工業尚在萌芽階段，主要以供

國內市場需求之農產加工業為主，因國內

市場太小，聖國製造產業目前僅有麵粉、

碾米廠、啤酒釀造廠與小型鋁門窗、鐵皮

屋加工廠，及家庭式辣椒醬製造工廠，郊

區設有工業區，目前進駐率不高。

3. 觀光業

聖文森風光旖旎，而格瑞那達丁群

島尤為世界各國遊艇聚集之區，聖文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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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當地生活

1. 信仰

聖國人民大部分皆信仰宗教，英國國教

(Anglican)、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衛理公會(Methodist) 及安息日教會(Seventh 

Day Adventists)為當地四大主要教派，教堂

到處林立，人民普遍溫和，在加勒比海幾國

中，聖文森治安相對是良好。

2. 傳統市場、市集及街景

加勒比海風光

教堂林立

府現正積極致力於發展觀光事業，主島都

有小飛機場，而離島Canouan已開放旅館

經營賭場，另在背風區興建旅館，以吸引

遊客。觀光客多數來自美、加、英等國。

2010年至聖國旅遊之觀光客約27萬人。

4. 基礎建設 

聖文森公共設施缺乏，全島僅有580公

里之柏油路面，且品質不高，機場僅可供小

型客機起降，國際航線須至鄰國巴貝多或聖

露西亞轉機。聖文森電力由國營VINLEC公

司獨占，有火力及水力發電，但常有跳電情

形。聖文森具發展潛力產業為小型農產品加

工業、觀光休閒業、小型旅館餐飲業、手工

藝品業及小型家電裝配廠等，停電是常有的

事，需準備手電筒、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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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市場

最大超市

總理府(中華民國捐贈)

新開幕KFC

當地街景

傳統市集

聖文森多山，首都Kingstown市中心只

有三條主要平行街道，總理府、傳統市場、

市集場所都在這裡。週間星期一至星期六非

常熱鬧，星期天商店都關門，如在外閒逛，

會被當地人質問為何不上教堂？由於本地人

少，所得較低，無明顯的娛樂場所。

3. 醫療

首都金石城僅有一家Milton Cato醫

院，數家家庭診所及數家牙科診所。一般

而言，對於簡易之開刀手術尚可應付，遇

棘手之病症，則需赴巴貝多、馬丁尼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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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求診，個人與同仁皆曾赴診所看病，

但通常趁回台時複診，而離台前準備簡易

醫療用品及事前檢查是較周全作法。

骨科診所

嘉年華遊行

嘉年華遊行

嘉年華小姐選美

風箏節

骨科診所候診區

牙科診所

4. 嘉年華

嘉年華為解放的意思，是人們熬過了

漫長的封齋後稍作放縱。而聖國最主要之

節慶為每年七月之嘉年華盛會，聖國人民

盛裝華服跳舞整日狂歡，並吸引外國觀光

客湧入，同時辦理嘉年華小姐選美，其他

有風箏節等地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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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聖國雖為彈丸之地，人才卻不少。聖文森

國際機場開發公司董事會約十五位成員皆是該

國精英，董事長Matthias先生有英國劍橋博士學

歷，是國家明日之星；總工程師Cato先生為該國

前國家總工程師，工程經驗也達四十年，精通

國際合約撰擬。國外派駐至陌生地，民情、風

俗、飲食、氣候都不相同，多一分事前考慮即

可減少一分麻煩；建立工作上友誼信任是很重

要，不能只考慮眼前和自己的利益，更是不能

製造敵人，減少猜忌。到此地工作時首先需要

的是了解當地情形、尊重合作夥伴，以誠待人

是非常重要的。多接觸聖國業主及當地工人、

台灣營造廠及眾多菲律賓工程師，誠信是大家

共識基礎。依合約執行也是最妥善的作法，踏

踏實實執行，才能避免未知風險，通常業主也

是依合約來執行管理，無論是對顧問公司或營

造廠都是如此。為了公司海外工作推廣，筆者

願將自己所知及體認回餽公司，也願每步路走

得安穩，因為只有今日深紮根，才有明天好收

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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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一個完美的賽局而言，前鋒部隊與後勤支援單位是同等的

重要，前鋒部隊積極爭取業務，若沒有後勤單位的全力支援，有時

候是會功虧一簣，完善的後勤單位若沒有前鋒部隊爭取業務，所做

的準備亦是惘然，由此可見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重要性。

　　本期的中華技術主題為「創新＋ 從管理到服務的新思維」，

各專題內容闡述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自財團法人中華顧

問工程司轉投資公司化以來，公司在各項行政後勤支援及業務開發

所做的努力與改變，並且針對未來的新辦法、新制度所做的影響分

析，研擬因應對策，來與讀者們共享。

　　台灣世曦的進步成長是有目共睹的，但台灣世曦不會以此而自

滿，而是會更謙虛的去面對未來的市場，台灣世曦也相信，唯有不

斷的創新、精益求精，才能夠面對未來的任何挑戰。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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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1491內湖區陽 
   光街323號10樓，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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