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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濟蘭生技園區基地面積約159公頃，其中已開發之住宅區佔20公頃，未開發區約

139公頃，計畫引進產業包括製藥業、化妝品產業、生技產業、綠能產業及農產品加工業

等，本公司於2011年6月完成細部設計，並建議史瓦濟蘭業主考量工程經費編列，將未開

發區分三期施工，其中，第一、二期皆已完工，第三期預定2016年5月31日完工；為加速

生技園區發展，業主接受本公司建議，推動服務中心建築案，由於本公司之服務品質及

專業頗受肯定，續委託本公司辦理服務中心之設計及監造工作；後因史瓦濟蘭公告首都

醫院門診中心改建計畫，本公司依史瓦濟蘭的招標規定及程序提送服務建議書，於2015

年9月獲選承辦史瓦濟蘭首都醫院門診中心改建案之設計及監造工作。

圖1 史瓦濟蘭王國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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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史瓦濟蘭王國簡介

一、地理區位及環境特性

史瓦濟蘭王國(以下簡稱史瓦濟蘭或史國)位

於非洲南部內陸地區，北、西、南三面為南非

共和國，東北面與莫三比克為鄰，地理位置詳

圖1。該國總面積約17,364平方公里，約為臺灣

之半，地勢由西北向東南遞降，氣候屬南半球

亞熱帶型，年雨量約900公釐，每年9月至翌年

3月為雨季，雷電頻繁；高地年平均氣溫約攝氏

16度，低地約23度，日夜溫差大。

史瓦濟蘭係屬封閉型經濟，超過80%人口

以農業維生，外銷以蔗糖與木材為主，經濟上

倚賴南非共和國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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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進程

史瓦濟蘭原為班圖族(Bantu)的後裔，十八

世紀中葉，史瓦濟蘭脫離班圖自立，其領袖為

恩史瓦濟(Mswazi)，其後該族即以史瓦濟為其族

名。在19、20世紀之間，史瓦濟蘭自主權受到

位於南非的英國法律所支配，1902年英國將史

瓦濟蘭認定為其直接管轄範圍內的保護國，英

國在1963年11月頒布史瓦濟蘭獨立憲法，而史

瓦濟蘭立法會議也在1964年9月9日設立，後於

1968年9月6日獨立。1973年4月，索布扎二世

(Sobhuza II)廢除憲法並解散議會，禁止政黨活

動，1978年制定新憲法，確立君主立憲統治。

1986年4月25日現任國王恩史瓦帝三世(Mswati 

III)即位迄今。

三、傳統活動

史瓦濟蘭王國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在每

年八月底舉行之「蘆葦節」(Umhlanga Reed 

Dance)，此傳統節慶最初的立意是在榮耀王母

(太后)，並鼓勵年輕女性，希望她們在成熟至足

以婚配以前，能夠保持她們的貞節，提倡所謂的

「女子品德」，其後加入了選妃活動，整個慶

典為時三天，但真正的舞蹈表演只有在最後一

天才舉行，參加的少女們身穿傳統服飾，在王

室廣場載歌載舞，相關活動照片如圖2及圖3。

貳、史瓦濟蘭生技園區開發計畫

一、計畫概述

自2008年起，史瓦濟蘭王國國王恩史瓦帝

三世大力推動史瓦濟蘭生技園區之開發建設計

畫，期能藉由中華民國以往經濟發展之經驗，

協助史國利用豐富之天然資源，創造優良投資

環境，並經由本園區之設置，提供投資廠商便

捷的支援服務及對從業人員能有整體訓練及發

展，以提振史瓦濟蘭王國內之產業創新。

二、辦理過程

(一) 規劃構想與發展

 本計畫基地位置位於史國中部，鄰

近史國最大之Matsapha工業區及貨運轉運

站；基地週邊主要道路為MR-17、MR-3及

MR-103，區位條件十分優越，相關地理位

置詳圖4，附近土地使用示意詳圖5。

 園區計畫引進產業包括製藥業、化妝

品產業、生技產業、綠能產業及農產品加

工業等，並可作為Matsapha工業區的延伸

發展用地。

 本園區基地面積約159公頃，其中已開

發之住宅區佔20公頃，未開發區約139公

頃，依土地使用計畫將規劃為生技產業用

地、研發用地、實驗農場、文化村、管理

服務中心及道路、公園、綠地、停車場、

轉運中心、自來水、污水處理及電力系統

圖2 參加蘆葦節少女手持蘆葦

圖3 參加蘆葦節少女年齡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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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共設施用地，土地使用配置詳圖6。

 設計階段本公司服務工作範圍為本基

地地質探勘、現地測量、細部設計、招標

文件製作等各項委託設計服務工作，主要

工程項目包括工務所建置、整地、道路、

景觀植栽、防洪排水系統、污水系統、給

水系統、電力、電信、園區照明、交通號

誌等工程和其他附屬設施。

 本基地地勢西高東低，原始地面坡

度為10%以上，西側為本基地主要聯外道

路MR-17，東側緊鄰Lusushiwana河，因

此設計階段除參考國內園區之相關開發經

驗外，並配合各項史國工程規範及慣例，

區內配置30公尺寬之主要道路Rd.30-1、

Rd.30-2及Rd.30-3，並輔以22公尺寬之聯絡

道路Rd.22-1、Rd.22-2及Rd.22-3，形成完

整路網，道路平、縱斷面係配合地形及南

非設計規範之規定設計，區內坵塊配合道

路高程以緩、順、齊、平為設計原則，力

求區內土石方達挖填平衡。基地內排水系

統以路側梯型明溝為主，於過路段設置集

水井及管涵等構造物銜接，地表逕流水由

排水系統匯流至基地東側之兩座滯洪池，

圖4 計畫基地位置圖

圖5 計畫基地附近土地使用示意圖

圖6 史瓦濟蘭生技園區土地使用配置圖



2

44 │No.110│ April, 2016

專
題
報
導

滯洪池放流口之設計係採用與國內相同之

設計標準。區內道路照明系統摒除以往高

壓鈉燈之慣用設計，採用與國內新近之工

業區及科學園區相同之LED路燈，以彰顯本

園區為史國發展科技產業之重要里程碑。

此外，考量史國國情，其他公共設施工程

皆採簡單易維護作為設計之準則。設計工

作於2010年8月展開，2011年6月順利完成

後，移交業主辦理工程招標及施工。

(二) 設計課題

 本園區係參考當地顧問公司所協助取

得之當地相關規範及標準圖說，由本公司

辦理細部設計，再請當地顧問公司檢視設

計內容及提供修正建議，如前述由於史瓦

濟蘭於1902～1968年屬英國保護國之一，

因此工程相關制度、規範與慣例等均承自

英國系統，與我國慣用系統有所不同，另

外，史瓦濟蘭緊鄰南非共和國，在非洲南

部區域各國均以南非共和國為遵循對象，

工程方面也不例外，因此以下依照工程標

準與規範、設計工作與預算編制與執行等

方面作說明：

1.  工程標準與規範：在國內的公共工程

設計均遵循相關主管機關頒定之技術

標準及規範辦理，工程契約則依公共

工程委員會之範本及採購法相關規定辦

理，而於史國遵循的是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SAICE)所

頒定的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Works，作為政府公共

採購契約的一般條款，再依據不同計

畫提出特殊增列條款。而材料設備規範

部分，則是採用南非國家標準局(South 

African Bureau of Standards，SABS)頒布

的各項規範準則，如圖7，類似我國的

CNS國家標準。

2.  設計工作：由於工程標準及規範與國內

有極大的差異，導致設計觀念與安全值

等設計參數也有所不同，不能以國內經

驗直接套用於史瓦濟蘭，因而自從設

計之初就採取與當地顧問公司合作的模

式，工作展開時就密切接觸和討論，並

請當地顧問公司提供工程各項設計標準

與規範、標準圖說、工程慣例、施工方

法、材料供應等訊息，作為設計重要的

參考與依據，以避免設計成果與當地現

實有所落差的情況。

3.  預算編製與執行：我國工程預算的提

報，經常要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精準

度，倘若單項數量增減超過百分之十(土

方數量一般為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即須

檢討設計單位是否有疏失，將上述的需

求轉述給當地顧問公司時，他們表示無

法理解。舉一實例說明，土方工程中的

整地開挖項目，工程預算書是可以精準

計算土方量，但無法完全符合開挖施工

後的確實情況，史瓦濟蘭境內岩石土層

眾多，設計階段又無法全面辦理地質調

圖7 南非遵循之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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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標期為四到六周不等，並擇定其

中一日赴現場勘查，決標日截止前投標

廠商需提送公司相關資歷文件與標單。

2.  決標模式：史瓦濟蘭政府機關的招標與

開標作業，統一交由該國政府的招標中

心辦理，只要是政府採購案均須提送至

此單位辦理公開招標的作業，但工程

招標案件，招標中心僅針對投標廠商的

資歷文件審查，以及公開各家廠商的投

標金額，並不做價格最低標者得標的決

議，以上僅是第一階段的程序，爾後將

所有資料轉交工程承辦單位與設計單位

進行標單內容逐項審查與比對，最後由

設計單位提送分析評估與建議報告交業

主做最適廠商裁決。以本工程為例，得

標廠商為第二低標者，因經分析審查各

家標單後，第一低標廠商的標單中有諸

多疏漏項目與單價不實的情況，另外考

量其施工經歷與組織能力尚不足應付此

規模的工程，最後業主參考本公司團隊

的建議，裁決交付第二低標廠商得標。

查，時常發生無法窺得土層下方隱蔽的

數十或數百噸的大塊石，尚須動用火藥

爆破才可以移除的情況，因此設計階段

的工程預算，是以概算數量計算，另外

預留部分可能發生項目的參考單價(此部

分沒有數量)。

(三) 工程招標

 本計畫於2011年6月設計核定後，即

因史國政府財政拮据下衍生是否繼續開發

之慮，本公司遂建議參考國內園區採分期

(標)開發方式，在預算及技術等多方面考量

下，本園區開發工程採分三期辦理，並在當

地顧問公司協助下，幫助業主辦理工程分期

招標作業，由於第一期工程預算將近美金

1,300萬元，屬於重大公共工程招標，需要

採公開招標方式，以下針對招標制度、決

標模式與我國採購法的相差異作說明：

1.  公開招標：由於史瓦濟蘭的資訊、媒體

與網路尚不普及，工程招標的訊息依照

規定須於該國僅有的兩大平面報紙刊登

五天，投標廠商至指定單位購買招標文

圖8 本計畫分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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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滿意，續委託辦理第三期開發工程之監

造技術服務工作，第三期開發工程自2015

年7月1日開工，預定完工日期為2016年5

月31日，本計畫分期範圍詳圖8。

 園區共三期之開發總面積約139公頃，

其中廠區與研發實驗區等面積約70公頃、

公共設施面積約26公頃、綠地面積約15公

頃。施工期間並成為史國官方對外宣揚該

國產業發展建設之模範，歷次重要官方參

訪及視察照片如圖9～10，施工照片集錦如

圖11～14。

圖9  2015年7月2日史瓦濟蘭總理H.E. Prime Minister 

Dr. Barnabas Sibusiso Dlamini暨該國政府官員視

察工地

圖10  2015年9月1日迦納國王暨史國經濟企劃暨發展

部部長(H. R. H. Prince Hlangusemphi Dlamini)等

官員參訪工地

圖11 施工中照片集錦(一)

(四) 施工監造

 本計畫自從可行性研究規劃與細部設

計階段完成後，在各方的支持及期許下，

本公司兢兢業業的執行工程監造任務，如

期如質且不超出原工程預算，陸續完成第

一期開發工程(自2012年3月20日開工至

2014年4月10日竣工)，該期開發面積為

46.7公頃，其中廠區面積為12.8公頃，園

區內道路為2.4公里；與第二期開發工程(自

2014年4月11日開工至2015年6月30日，提

前10日曆天竣工)，該期開發面積為43.9公

頃，其中廠區面積為29.9公頃，園區內新

設道路2.4公里；並且因深獲史國業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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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供承包商參辦，而監造主任(主管)獲

有業主的充分授權，但也需要承擔相對

的責任。

2.  變更設計：套用老工程師所言，好的大

型工程沒有不辦理設計變更的，其意不

是批評設計者的不當，而是設計階段是

設計者對於該工程的理念和期許，但工

程開始施工後，會因為地形地貌、周邊

鄰舍、土地徵收、預算短缺等等因素，

而無法按原設計施作。比對國內繁瑣冗

長的變更設計審查程序，史國的程序則

相對簡要，若不影響使用功能，只要監

造工程師會同原設計者開會決議後，其

異動金額不至於影響年度預算額度下，

函文通知承包商據以施作，副本知會業

 本公司在擔任施工階段的監造工作

時，同樣因屬不同工程標準、思維與慣例

下，有諸多面向的監造經驗與讀者分享：

1.  監造工程師：現今我國在各相關制度、

法規等框架下，監造工程師受限於制

度，不易展現其專業能力來促使工程獲

得較佳品質、較為經濟、順利推展的結

果。反之，史國的工程環境中，業主與

承包商均對監造工程師的專業有著相當

的信任與尊重；相對的監造工程師也是

需要滿足業主所託，及時回應承包商面

臨的施工疑義，並做必要的處置建議。

因此，在不影響設計功能、不違背設計

原意等條件下，由監造工程師提供各項

施工大樣圖、鋼筋配置圖、鋼筋數量表

圖12 施工中照片集錦(二)

圖13 Rd.30-1與Rd.30-3道路現況(尚未繪製標線) 圖14 Rd.22-3道路照明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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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備查即可。

3.  估驗計價：依據「工程預算書」的數量

概算，每期工程估驗均是等同實作數量

計算，承包商提送各項目數量計算書

後，經監造工程師現場核實與查驗品質

符合規定，才同意計價。其項目核實程

序中，南非國家標準局(SABS)有頒布一

系列針對各工程項目非常詳細的計價準

則，承包商與監造單位都有所依循，不

會產生模糊爭執的不客觀現象。

4.  工程展延：工程合理展延因素眾多，諸

如業主因素、土地徵收、變更設計、氣

候等等，其中氣候為非人為因素，又氣

候對於土木工程的施工影響甚大，因此

SAICE所頒定的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Works一般條款

中，即有專章說明雨天合理展延的計算

方式，計算公式中依照當月總雨量、雨

量超過10mm的天數、平均年總雨量、歷

史平均總雨量等因素，加總後得到一個

量化得以展延的天數。

5.  施工品質：史國屬待發展國家，平均國

民所得約為3,400美金，勞工薪資相對低

廉，且失業人口比例相對高，因此無論

技術工或一般體力工都非常容易徵得，

勞工也都體認求職不易而謹守本分的工

作；另外目前史國境內數家A級營造廠

商均屬南非股票上市的史瓦濟蘭分公

司，而承包商工務所的主管階層人員亦

多數是來自南非的專業工程師，所以現

場施工管理與品質都尚屬良好。

6.  安衛環保：本計畫承包商S&B Civils Roads 

Ltd是Stefanutti Stocks於史瓦濟蘭的分

公司，該公司在品質管理方面取得ISO 

9001認證，而施工安全與環境管理方面

各取得ISO 18001與ISO 14001等認證。另

外史國沿襲南非的施工管理制度，營造

廠都非常注重工安方面的自主檢查與定

期講習訓練，而勞工自我保護的觀念也

都非常正確，承包商會提供勞工統一的

施工服、安全鞋與各項必要的個人防護

用具，所以現場安衛工作能確實執行。

史國雖沒有類似國內勞檢單位的政府機

構，但因施工安全的落實，也降低施工

意外所造成財產生命的損失、停工造成

工期的延宕、及工程保險費用的增加等

影響。

(五)  後續服務工作-園區服務中心設計及

監造

 隨著本園區公共基礎工程設計及監

造工作順利推展，本公司之服務品質及專

業亦頗受史國業主肯定，為加速生技園區

發展，本公司建議史國業主在園區管理方

面可參考國內科學園區之營運模式，建立

對進駐廠商單一窗口之專責管理及服務單

位，史國業主亦認同本公司的建議，並指

示於本園區計畫中增加服務中心之建築標

案，以擴充方式委託本公司辦理服務中心

之設計及監造工作。本案主要目標為「型

塑園區獨特地標」、「提供管理單位辦公

空間」、「提供週邊服務單位進駐空間」

及「提供會議及展演空間」。

 服務中心用地位於本基地主要進出道

路側，基地位置詳圖15，為一L造型兩幢建

物，東側為地面二層建築，主要為史國皇

家科技園區委員會(RSTP)之辦公空間及大

會議室；西側為地面三樓之多功能建築，

一樓入口處提供銀行、郵局、電信公司等

週邊服務事業單位之辦公空間，二樓則為

其他附屬政府機關辦公室，三樓為餐廳及

展演空間，總樓地板面積約為7,000平方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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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設計團隊即根據上述目標及空

間配置原則，發展不同建物之造型方案，

各方案造型最後經史國業主轉呈史國國王

恩史瓦帝三世決定採用方案，續進行設計

工作，採用方案之透視模擬如圖16～17。

本方案主要係利用不同的幾何造型外觀及

運用沖孔鋁板、玻璃帷幕等表面飾材塑造

建築造型，整體外觀充滿科技感，以呼應

「波光瀲灩之科技核心」的建築意象，同

時納入綠建築之概念及手法，設置雨水貯

留池，並在停車場設置太陽能板，提供本

建物部分用水及用電。

參、史瓦濟蘭首都醫院門診中心
改建工程

一、計畫源起

史瓦濟蘭首都醫院(Mbabane Government 

Hospital)係史瓦濟蘭一所公立醫院，亦是史瓦濟

圖15 服務中心位置圖

圖16 服務中心-波光瀲灩之科技核心 正面透視

圖17 服務中心-波光瀲灩之科技核心 背面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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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第一所提供全面醫療服務的政府醫療機構，

創建於1920年，現今依然為史瓦濟蘭衛生部最

高評級的醫院之一，亦是史瓦濟蘭醫療體系重

要的防疫機構。首都醫院位於史國首都Mbabane

市中心南側，緊鄰史國主要道路MR 3，地勢由

南向北傾斜，平均坡度大於10%，前後高差達6

公尺，位置示意圖詳圖18。

圖19 首都醫院門診中心現況外觀

圖20 史國報紙相關報導

圖18  首都醫院位置示意圖(本圖擷取自www.mofa.gov.tw

網頁)

首都醫院門診中心設立至今近百年時間，

各項硬體與建築空間，均已殘舊不堪，並遠遠

不足病患的醫療服務需求，門診中心現況照

片如圖19。於2014年7月2日史瓦濟蘭總理(Dr. 

Barnabas Sibusiso Dlamini)會同相關部會首長視

察後，立即指示須儘速原地重建，當日史國兩

大平面媒體報導如圖20。

二、業務爭取及工作展開

首都醫院門診中心的重建可直接嘉惠史國

民眾，是項很有意義的建設計畫，本公司依史

國的招標規定及程序提送服務建議書，於2015

年9月獲選辦理該醫院門診中心改建案之設計及

監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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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係以門診中心和急診中心為主，主要

建物配合基地地形，採地面四層及地下一層之

配置。建物前方主要為門診中心，後方為急診

中心，以上樓層以各科室專科門診及辦公空間

為主。同時考量既有住院大樓及未來第二期工

程之連接，本第一期建築工程於建物東北側設

置滑坡道，並於建物前方留設未來設置穿堂空

橋之空間，總樓地板面積約為8,000平方公尺。

建物之垂直動線考量主要為建物兩側之樓

梯及中央之電梯，另特別針對史國供電情況不穩

定之特殊需要，於建物中央處特別設置由急診中

心至四樓之滑坡道，以供緊急情況下之人員、病

床及設備之垂直移動需求；目前本案基本設計

已獲業主核備，正展開細部設計工作。

建築之外觀造型，配合史國特殊環境及自然

生態，由非洲象及Marula樹發想衍生為建物之立

面造型，意象如圖23及圖24；門診大樓入口處透視

如圖25，門診大樓急診中心入口處透視如圖26。

醫院之規劃及設計工作與一般建物設計工

作不同，除外觀造型外，內部空間規劃設計有

其特殊性及專業性，相關規劃設計均需滿足日

後營運階段的使用人員及設備等需求；本公司

於國內具有多件醫院設計及專案管理之經驗，

根據史國衛生部與首都醫院提出之空間

需求，以及醫療科別與設施等不同的急迫改善

程度，本公司結合以往醫院的設計及專案管理

經驗，以及經由臺北醫學大學提供的醫務管理

諮詢服務，先行擬定院區重建之規劃方案，第

一期範圍以門診中心和急診中心為主之門診大

樓，第二期則以特殊病房、手術與專科檢查等

為主。門診大樓規劃平面配置及立面示意如圖

21及圖22所示。

圖21 門診大樓平面配置

圖22 門診大樓立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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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門診大樓立面意象圖(二)

圖25 門診大樓入口處透視圖

圖23 門診大樓立面意象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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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際運作情形，隨時掌握面臨問題並妥適處

理，亦能及時獲得業務訊息並續以推動。

本公司有機會參與史瓦濟蘭王國之生技園

區開發工作及首都醫院門診中心改建計畫，將

辦理國內各項公共工程所累積的豐富經驗運用

於史瓦濟蘭，藉由史國計畫辦理之經驗，本公

司可以將更多更好的國內經驗移轉至海外，向

全球化目標持續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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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運用執行於本計畫，相信在醫務管理諮詢顧

問(臺北醫學大學)、史國業主、各方的協助推動

及本公司各部門專業同仁的努力下，定能完成

本計畫之挑戰。

肆、結語

海外工程計畫常受國際情勢與當地國的財

政及發展計畫影響，如何保有延續性的計畫，

並發揮各項建設最大化的經濟效益，需要有高

度專業的工程顧問公司協助與參與。海外計畫

由於當地國的法規、標準與規範、工程慣例、

施工方法與材料等皆與國內有很大的差異，因

此於規劃設計階段需先收集相關資料，以評估

需尋求外部協助的項目，經由當地顧問公司的

協助，可填補在當地資源不足之處，且細部設

計及監造亦可透過當地顧問公司協助辦理，有

效降低外派人力及成本需求；選派適當的駐外

人員，除整合國內公司內部專業及與協力廠商

有效溝通協調，以提供業主優質的服務外，更

能深入瞭解當地政府機關工程執行之相關規定

圖26 門診大樓急診中心入口處透視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