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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倉儲建築之工期
及經費分析─以國泰
人壽台中烏日電子商
務大樓新建工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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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人壽保險(股)公司與永聯物流開發(股)公司於2014年攜手啟動全台物流建設，規劃投入300億

元於全台興建35萬坪物流倉儲設施，並以「物流共和國」為名佈建現代化物流設施及園區網絡。繼台

北瑞芳、桃園大園兩園區共6棟大型倉儲陸續建置完成後，2016年持續於台中高鐵特定區內投資興建約

25,350坪之「台中烏日電子商務大樓」，期為中部地區產業提供合法且高規格之物流設施，於同一個物

流園區內形成跨產業物流整合平台，發揮集群資源共享效應。

　　大型倉儲主要收益來源即租賃收入，提前一日完工即可獲得一日出租收益，故對於業主而言，若可

控制降低工程造價(節流)，或縮短工期提前營運(開源)，均可獲利、提高專案價值。

　　本文係以「台中烏日電子商務大樓」為例，探討類此大型倉儲/辦公展場建造費用合理性，並藉由不

同工法達到工期縮短。

摘  要

Abstract

Taiwan logistics construction was started by Cathy Life Insurance and Ally Logistic Property in 2014. 300 billion are 

planned to build 105,870 m2 logistics warehousing facilities, and it was named “Logistics Republic.” The modern 

logistics facilities and network are then set up. Following that 6 huge warehousing are built in Taipei Ruifang and 

Taoyuan Dayuan, ”Taichung Wuri E-commerce building“ has been invested to build in high-speed railway specific 

area of Taichung , which is 7,668m2. With this investment, hope to provide the middle of Taiwan a legal and high 

quality logistics facility. It form a cross-industry logistics integration platform and do a resource sharing.

The main source of revenue of huge warehousing is the rental income. If the engineering is completed one day 

ahead, a day rental income can be get. Therefore, for the owners, if the project cost can be reduce or the duration 

can be shorten, the revenue and project quality would be enhanced.

This paper uses a case of “Taichung Wuri E-commerce building“ to discus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cost 

of similar huge warehousing/office, and how to shorten the duration by different methods.

Duration and cost Analysis of Huge warehousing-A Case Study of 
Taichung Wuri E-commerce building built by Cathy Lif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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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程概述

一、基地位置

基地位於台中市烏日區新高鐵段101及

108地號之第二種產業專用區(圖1)，面積約

37,055.92m2，地勢平坦。

本工程鄰近高鐵(烏日站)、台鐵(新烏日

站)、捷運G17站(興建中)，以及台74線快速道

路、國道一號(王田交流道)，交通發達，為設置

大型倉儲之理想基地。

二、工程規模

(一) 基地面積：37,055.92m2

(二) 建築面積：16,506m2

(三) 建蔽率：44.54%(法定60%)

(四) 總樓地板面積：約83,800m2

(五) 樓層數：地上7層，地下2層

(六) 建物用途：倉儲/辦公室/展場

三、契約規定重要里程碑

(一) 工程開工：民國(以下同)105年04月15日

(二) 使用執照取得：106年07月31日

(三) 工程竣工：106年08年16日

(四) 建物點交：106年08月17日

圖1 基地及鄰近環境現況圖

圖2 國泰烏日電子商務大樓3D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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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構造：RC(鋼筋混凝土)、SS(鋼構)、SRC

五、團隊組織

圖3 國泰烏日電子商務大樓新建工程團隊組織圖

圖4 基地開挖整地空中攝影(105.02.28)

貳、執行情形

一、施工重要里程碑

(一) 建築執照(取得)：104年12月28日

(二) 開工日期：105年01月22日(建管核定)

(三) 樓板灌漿：105年03月12日(基礎)

(四) 鋼構吊裝：105年04月17日(起吊)

(五) 外牆施工：105年08月20日(彩鋼屋頂)

(六) 使用執照(送件)：106年03月20日

(七) 使用執照(取得)：106年05月26日

二、基地施工現況(每兩月)空中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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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期分析及檢討

一、工程執行情形比較分析

本案係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出資

建設，永聯物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統包及負責

後續營運管理，細部設計、土建工程、機電工

程均由統包商自行遴選。

圖5 基地施工現況(每兩月)空中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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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樓層：僅本案具有2層地下室，其餘6

棟均為無地下室之地上3～5層建築。

(四)  構 造 種 類 ： 除 本 案 及 瑞 芳 B 7 區 為

SRC(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外，其餘

均為RC(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SS(鋼

結構)。

(五)  工期：除B9園區工期僅7個月外，其餘

6案工期均在12個月上下(11～14.5個

月)(烏日園區工期14個月)。

 由表1可知，本案(烏日園區)為7案例

中整體規模最大(總造價最高、總樓地板面

積最大)，並於台中卵礫石地層開挖約9m深

之地下兩層地下室，且地下水位於地面以

下約3m處，開挖土方量約7.3萬m3。

 本工程受105年10月26日恩企實業防

火漆事件影響，初步評估該事件導致施工

延遲約1～2個月，爰自105年1月22日開工

起至106年3月20日使用執照申請送件止，

永聯物流開發(Ally Logistic Property)係由

『霖園集團』投資成立之專業物流地產開發公

司，該公司於北、中、南均有據點及投資，除

興建中之烏日園區外，已陸續完成台北園區(瑞

芳B3區、B5區、B6區、B7區、B9區)以及桃園

區(大園基地)倉儲建設，桃園楊梅基地則於日前

辦理開工。

茲臚列永聯物流倉儲/辦公室興建案例(含烏

日園區共7棟)，包含工程造價、總工期、基地面

積、總樓板面積、樓層數及構造如下表所示，

主要比較項目如下：

(一)  基地面積：除瑞芳B7及B9分別為

18,446m2及12,570m2外，其餘5棟基地

面積均介於30,000m2至38,000m2之間

(烏日園區基地面積排名第三)。

(二)  總樓地板面積：11,173m2～83,800m2 

(烏日園區面積最高)。

表1 永聯物流倉儲/辦公室興建案例基本資料一覽表

工程
名稱

照片/透視圖
總工期

(月)
基地面積

(m2)
總樓地板面積

(m2)
地上
樓層

地下
樓層

構造
種類

烏日
園區

14 37,056 83,800 7 2
■SS
■SRC
■RC

瑞芳
B3區

12 34,720 45,149 4 0
■SS
□SRC
■RC

瑞芳
B5區

11 37,971 48,909 4 0
■SS
□SRC
■RC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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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4個月建造完成，若不採計前述事件影

響，與其他案例比較，仍可謂十分快速，

經檢討分析大致原因如下：

1.  本案總樓層設計高約34m、開挖深度約

9m、地下室2層、樓層最大挑高9m(樓

板採DECK施工)，無丁類危險性工作場

所「建築物高度在50m以上之建築工

程」、「開挖深度15m以上或地下室為

四層樓以上，且開挖面積達500m2之工

程」、「工程中模板支撐高度7m以上、

面積達100m2以上且佔該層模板支撐面

積百分之六十以上者」之適用，爰可減

省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評估、審查、修

正之程序(一般約需2-3個月)。

2.  統包商所屬土建廠商(德昌營造)施工營

建經驗豐富、動員能力強、後勤支援如

施工圖繪製、文件送審等期程掌握尚屬

得宜。遭遇影響全台各大小工程之防火

漆事件後，能迅速於一周時間內更換防

火漆供應商，並於後續防火漆工作增派

工班支援，將影響降至最低。

3.  本建案柱間距為12m、挑高達8～9m，

樓層高度及較長之跨距均適合採用鋼結

構施工，除鋼構件可於地下室開挖時

同步於工廠預製，並可於現場快速安裝

外，挑高樓板採用DECK施工亦可大幅節

省一般架設重型支撐及拆除模板所需時

間(圖6)。

4.  本案使用鋼構總噸數約1萬噸，能於短期

內完成廠驗、施工製造圖繪製、鋼材進

料、材料檢驗、加工、外觀尺寸查驗、

成品運輸、吊裝、校正、高拉力螺栓鎖

工程
名稱

照片/透視圖
總工期

(月)
基地面積

(m2)
總樓地板面積

(m2)
地上
樓層

地下
樓層

構造
種類

瑞芳
B6區

12.5 37,389 46,375 4 0
■SS
□SRC
■RC

瑞芳
B7區

12 18,446 24,924 4 0
□SS
■SRC
□RC

瑞芳
B9區

7 12,570 11,173 3 0
■SS
□SRC
■RC

大
園
區

14.5 30,122 43,557 4 0
■SS
□SRC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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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地地下水位於地表面下約3m處，最大

開挖深度約9m(乙棟，筏式基礎，基地開

挖情形如圖4)，因基地周邊未來設有植

栽帶及人行道，故有足夠腹地可採明挖

斜坡方式開挖地下室，大幅減省打設開

挖擋土支撐時間。

二、工程執行情形檢討及建議

綜上所述，以本案基地面積37,056m2，總

樓板面積達88,934m2，並具有開挖9m之筏式基

礎，且受防火漆事件影響情形下，仍能於14個

月完成土建/機電相關工程，相較於其他類似

案例，建造效率可謂快速，惟由本工程案例發

現，若為加速施工營建速度、縮短工期，仍有

部分內容經調整後可予改善，概述如下：

(一)  若於基地面積許可情形下，建議可避

免開挖地下室，或減少開挖深度。

固、電焊及檢驗、剪力釘植焊、現場塗

裝及安全衛生...等工作，經驗豐富之專業

廠商中鋼構亦功不可沒。

5.  本案工程團隊由統包商永聯物流(曾於本

案前陸續完成6棟倉儲建案)、土建廠商

德昌營造、營建管理台灣世曦等組成，

爰統包商、營造廠、監造顧問均屬工程

經驗豐富之工程人員，又本案業主為私

人企業(國泰人壽)，無公共工程繁瑣之

公文往返、工程查核、鉅細靡遺之各項

查驗表單干擾，故工程人員較可全時

投入現場工作、即時解決施工遭遇之問

題。而各項文件送審、施工查驗、材料

檢驗之流程係以三方會同(監造、統包

商、土建或機電廠商，圖7)方式辦理，

亦對施工進程頗有助益。

圖6 挑高樓層之樓板採用DECK施工

圖7 監造、統包商、土建廠商三方會同檢驗及界面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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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起造人(國泰人壽)、統包商(永聯

物流)重視企業形象，故於歷次建案均

採不同外觀、形狀、外牆材質設計，

尤以本案外牆具有玻璃帷幕、複合式

金屬板、條碼式彩色鋼板、金屬三明

治板(如圖8)，相對將增加材料廠商送

審、備料檢驗工作、施工界面、接合

組裝...等並降低工率，其中，尤以複合

式金屬板所需施工精度高，亦增加施

工所需時間，若各案外觀採用標準化/

模組化設計，則可提高施工效率、縮

短施工工期，惟須與外觀設計理念取

得平衡。

(三)  本案主要結構屬鋼構造，鋼構造表面

後續應以防火材料包覆，以達防火1小

時或2小時之時效，由於本案建築除辦

公室、展場外，主要仍為倉儲使用，

不適合採用防火批覆(日久後容易產生

剝落，易汙染倉儲貨架上產品)或防火

板(樓層挑高施作防火板困難)，故而採

用防火漆施工，惟本工程鋼構防火塗

裝係採用水性防火漆，據了解國內供

料廠商僅恩企實業(防火漆事件廠商)、

永記造漆工業(虹牌)、柏林股份有限

公司3家，除此之外，因水性防火漆需

塗佈厚度及層數多(本工程塗佈最厚處

達12層、共44mm，圖9)，因此施工噴

塗、乾燥、再噴塗...等作業多道且十分

耗時，亦影響後續工作進場。有鑑於

此，考量防火漆用量大，未來建議可

採用供料充足、厚度及層數相對較少

之油性防火漆，減省防火漆塗佈作業

流程，對於縮短工期亦有助益。

圖8 本案外牆設計採用多種材質組合

圖9 水性防火漆塗佈程序多道、最厚達12層(4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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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且 與 本 案 規 模 / 建 物 類 型 相 當 之

IKEA(2013/06)，其施工期均可壓縮

於一年內完成，究其原因係因兩者均

採用預鑄工法施工(圖10)，包括梁、

柱、牆、板，均可於工廠預鑄，該工

法具有下列優點：

1.  機械設備製造，作業標準化，技術工需

求小，品質均一。

2.  採用鋼模精準生產、精密控制澆置與養

護環境，不受天候影響。

3.  現場與工廠作業並行、且吊裝快速，無

須模板支撐，可縮短工期。

4. RC預鑄無防火披覆或塗佈防火漆需要。

5.  整層吊裝完畢，即可短時間澆置樓板，

並接續機電配管工作。

6.  結構、裝修、機電、設備同步施工，較

鋼構快速。

7.  現場僅部分臨時支撐，施工動線佳，可提

供各工種同步施工，且安衛管理容易。

 本案若採用預鑄工法，即梁柱系統採

用工廠預鑄、樓板仍採用DECK方式施工，

初步評估，工期約可減少2～3個月，即自

開工日起約11～12個月即可完工並申請使

用執照。另外，比較預鑄工法及純鋼構工

法之工程預算，以本案規模分析，兩者所

需工程經費相當，且若鋼價上漲時，採用

RC預鑄工法則相對純鋼構經濟。

(四)  本案係由永聯物流統包，並將土建及

機電分別交由德昌營造(土建)、金鴻空

調(機電)承攬及施工，惟本工程雖有少

部分辦公/展場區塊，建築內除排煙及

部分排風設備外，整體倉儲並無空調

設計，加以機電廠商因屬空調專業，

且無此規模建案之機電承攬經驗，故

於整體機電工程仍有進步空間。其於

廠商資格文件送審、施工圖送審、進

度核算、...等內業工作經常跟不上團隊

進度外；現場組織動員能力、施工進

度控制表現亦有待加強，另所屬團隊

人員整體專業度、識圖能力、現場經

驗不足，造成統包商於土建/機電廠商

之介面整合上的困擾，亦對於整體工

期造成影響。鑒於本案係屬私人企業

投資興建，可不受政府採購法限制，

爰未來若可依建案性質及需要遴選專

業、適當、組織動員能力強之專業廠

商(設計/土建/機電)，或將土建/機電整

合，併入土建廠商內，應可大幅消除

土建/機電各項施工界面，減少互相等

待及協調工作，提升施工效率，縮短

工期。

(五)  觀諸台灣部分大型電子廠建設，即使

總樓地板面積達60萬平方公尺位於竹

南科學園區之群創光電廠(2008/11)，

或同為國泰人壽投資，位於台中地

圖10 預鑄工法施工概要 (圖片來源：潤弘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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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引進BIM工具規劃設計及施工管理(圖

11)：結構工程為建築物之骨幹，建築

裝修、機電、設備等各項工程均有界

面關係需於施工前整合，若於規劃階

段即導入BIM工具協助執行界面整合協

調工作，透過3D模型干涉碰撞檢討衝

突、空間大小及管線施工順序，進而

透過BIM模型交付管材預製、裁切後運

送至工地組裝，除可大幅減少現場量

製及裁切施工作業時間外，亦可有效

降低現場因發現問題或衝突之停等修

改時間，對於減少施工工期及降低現

場調整變更設計情形發生均有助益。

肆、工程預算及造價分析

一、契約每坪單價分析

在工程預算分析方面，本案總樓地板面積

約25,350坪。

 茲取本工程各分項工程項目總價貢獻

較高項目分析(共40項，契約複價加總約佔

總工程費46%左右)，並依市價填入之後，

每坪造價較契約總價提高約新台幣5,000

元左右，建築需要數量較可觀之貨用升降

機，故本工程計15座客/貨梯(圖12)耗資約

佔每坪單價約新台幣1,800元。

 承上，再比較總樓地板面積24,000

坪，作為供出口倉、進口倉與快遞倉使

圖11 BIM導入工程管理

圖12 本案客貨升降機15座耗資4,7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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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使用目的需要之基礎設施，若擬靠裝修或

設備減省經費之空間十分有限。

承前節，本案外牆為求美觀，同時具有玻

璃帷幕、複合式金屬板、條碼式彩色鋼板、金

屬三明治板等材質(圖8)，鑒於複雜的外牆設計

除可能增加施工界面及施工工期外，亦可能增

加工程預算，若透過更換外牆材質(統一使用單

價較低之三明治烤漆鋼板)，可減省工程費，僅

佔總工程費約0.58%，惟替代方案將導致建物外

觀缺少變化。

綜上，經比較契約工作項目市價、類似案

例，本案每坪造價應屬合理，且本工程相關結

構、設備、裝修...等設計已屬基本、必要項目，

未有過多華麗高級之建材消耗，甚至無冷氣空

調設備，僅利用自然排風方式通風。本案僅

用，總工程經費新台幣1,810,000,000元之

「華儲航空貨運站改擴建工程」，其每坪

造價約75,000元。

二、經費減省分析

本案建物主要用途除部分為辦公室及展場

外(圖13)，主要係用於倉儲使用(圖14)，故建

築設計內容如結構(屋頂、外牆、梁柱系統、基

礎)、內部裝修(除基本隔間如辦公室、機房、展

場、梯廳、廊道、廁所)、機電設備(自來水池、

儲水池、消防池、發電機、排煙/排風設備、電

力設備、弱電設備、消防、污排水)、民生必需

(廁所)、運輸設備(客貨梯、升降板、鋪面)、景

觀(植栽、人行道)、地坪(僅梯廳、廊道、廁所

等具石材或石英磚地坪，倉儲區僅採用金鋼砂

整體粉光地坪)、天花(廊道、廁所)，均為建築

圖13 建築內部分區域規劃為辦公室/展場使用

圖14 建築主要空間係供倉儲物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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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結構工程及統包設計費即佔總工程費用之

55%，爰以鋼構件為主要結構之倉儲/辦公室/展

場案而言，工程經費預算可壓縮空間有限。

伍、結語

本工程係以倉儲為主之建築，各類機電

管路多採明管設計及施工，除可減少預埋工作

外，亦利於管路之維修保養，故未來可考量採

用RC預鑄工法(RC梁柱、鋼DECK)施工，其對於

縮短工期，具有正面效益(原工法/預鑄工法比較

施工網圖詳如圖15)。

另一方面，雖然類此工程建造預算壓縮空

間有限，惟考量倉儲/辦公空間租賃即本案完工

後主要獲利來源，故對於業主而言，提早完工1

日，即可多1日租金收入，本案若採前節預鑄工

法建議，初估約可縮短工期2～3個月(取平均2.5

個月分析)，以本案總樓地板面積約25,350坪、

每坪租金約600～800元/月、出租率35%計算，

提前2.5個月完工仍可增加可觀之租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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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原工法/預鑄工法比較施工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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