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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管理顧問扮演業主代理人之角色，在技術層面，代表業主予以審定(核定)，並需將技術面問題

轉化為業主可瞭解之訊息，以供業主在行政面決策之參考。專案管理顧問是協助業主進行整體工程之規

劃、設計和施工階段的服務，以其提供的專業知識降低總成本，並確保應有的品質及縮短工期。

　　本案專案營建管理主要工作大致可歸類為全程服務、設計之諮詢及審查、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

詢及審查、機電驗證與認證、營運機構籌設等項目，並配合業主需求出席相關會議、研提意見，及協助

業主辦理相關工程查驗、會驗與監視工作。適時召集諮詢會議並提出預警性建議，並力求維護業主之權

益及聲譽，督促統包商依合約進行各項計畫之執行，方能以系統性的管控來達成整體計畫目標。

　　本文藉由高雄輕軌第一階段統包工程之專案營建管理執行過程，所累積之履約管理及施工督導相關

作為，研提各項對策與配套措施及因應對策，供後續類似工程專案參考。

摘  要

Abstract

Turkey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for the Kaohsiung LRT Project (Phase I)

Project management consultant plays the role of proprietor’s representative. In view of technical aspect, the 
consultant can represent the Proprietor to approve the document and transfer the understandable technical 
message as a reference for Proprietor’s decision-made. Project management consultant is to assist the Proprietor 
for overall project service in arrangement,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hase, to take advantage of his expertise 
profi ciency to reduce the total cost, ensure project quality and shorten the schedule.

The main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job for the captioned project can be categorized in overall 
services, advisory services and audits for design,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E&M 
validation and verifi cation, preparation of operation and so on. In addition, the consultants shall be able to take 
part in meeting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Proprietor, to provide the comments and to assist the Proprietor 
to execute the examination, witness and supervision. An adequate advisory meeting shall be hold to provide 
preventative recommendation for safeguard the right and reputation of the Proprietor. At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function of the consultant is also included to urge the General Contractor to proceed the exec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stipulation so as to reach the integral project target by systematic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rocess for Kaohsiung Light Rail Phase 
I Turnkey Project with all the experiences accumulated in contract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each 
countermeasures and coordination during the project execution and can be a case for the reference of future 
similar project execution.

統包工程之專案營建
管理─以高雄環狀輕
軌第一階段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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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雄港位處亞洲海運中點，有其良好發

展的地理條件，高雄市更具備有吸引投資發展

之氣候、人文、科技、文化等優勢，使其躍升

為國際化城市。為因應高雄港區經貿發展及串

聯亞洲新灣區及多功能經貿園區以活化土地開

發，帶動沿線地區的商業發展，創造加乘效

益，高雄市長於民國100年11月8日公開宣布本

市啟動興建輕軌捷運建設。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為國內第一條興建之輕

軌運輸系統，以銜接現有捷運紅、橘線與台鐵

鐵路地下化，實現城市無縫接軌，打造幸福宜

居城市的軌道路網，亦為亞洲首次採用無架空

線系統技術之輕軌建設計畫，並另委託專案管

理顧問執行專案營建管理(PCM)工作協助下列項

目，以期本計畫能安全、如期及如質達成營運

通車的目標。

•協助建立各項管理制度與流程。

•協助統包商瞭解計畫內容以加速動員。

• 協助統包商縮短外部界面協調時間以排

除干擾。

• 審慎且快速的審查各項文件以符計畫需

求。

• 協助落實三級品保制度以確保工程品質。

• 確實進行機電系統驗證與認證以達國際

安全標準。

• 協助業主籌設營運機構以順利通車營運。

貳、工程概述

高雄環狀輕軌工程總經費約新台幣165.37

億元，路線全長約22.1公里，分為兩階段施工，

如圖1。其中，C1～C14路段(含機廠)路段長8.7

公里為第一階段，預計106年10月完成階段通

車。第二階段為接續第一階段C14尾軌往北、最

後接回第一階段之C1車站，路段長13.4公里，

已於106年3月開工。

第 一 階 段 工 程 項 目 主 要 包 含 「 土 建 工

程」、「軌道工程」及「機電系統」三大部

份，分別敘述如下：

一、土建工程

輕軌一階土建工程全線包含C1～C14候車

站、6處TSS輕軌設備室、一處維修機廠(含行

控中心)、成功與愛河兩座跨越橋梁及相關附

屬設施等。候車站規劃以融入環境、不造成景

觀突兀為原則，設置有遮蓋、站名標示、座椅

等設施，各月台高度35cm，與車廂地板齊平，

月台兩側設有無障礙坡道。除了標準車站之設

計外，另有C3、C9、C11、C14等4座特色站設

計，外觀結合周邊人文，展現特殊風情，如圖2

所示。

愛河橋及C14候車站所處位置座落於愛河舊

鐵橋與高雄港站(打狗驛站)兩處古蹟，為還原古

蹟特色，提出新建設與舊文化並存之概念，愛

河橋建設時特別採新舊橋共存設計，夜間採用

浪漫、溫暖之照明，同時可配合節慶，利用燈

光顏色展現節慶氣氛，如圖3；C14候車站則將

輕軌與舊鐵道共軌，同時站內設置展示空間，

記錄舊打狗驛站歷史故事、施工期間保存做

法，及老車站重生過程。

除此之外，輕軌第一階段以黃金級綠建築

理念設計，將維修機廠設置於原台鐵前鎮調車

場，提供本路段及未來擴充所需之各級維修作

業，及列車停放之需，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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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高雄輕軌候車站

圖1 高雄輕軌環狀路線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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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軌道工程

輕軌捷運軌道工程為土建系統與機電系統

間之主要界面整合銜接工程，全線採用無道碴

嵌埋式軌道，軌道型式配置，如圖5所示。路口

部份採用硬鋪面嵌埋式軌道，又將其分為人行

道磚式軌道及AC式軌道；高架橋路段則使用減

振抑噪浮動式道床軌道，其餘大部份路段行經

台鐵臨港線路段採用植草式軌道，不僅視覺舒

圖3 愛河橋梁

圖4 高雄輕軌機廠模擬圖[3]

圖5 輕軌第一階段軌道型式配置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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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再生煞車，可回收電力再使用，節能效率達

30%，為永續都市之未來趨勢。

參、專案管理執行內容

一、專案規劃

因大型統包商履約能力較佳，品質與時程

較易掌握與確保，為利縮短工期、掌握品質、

成本及進度，並於最短工期內，以最低成本得

到最高之工程品質，本案採統包方式辦理招標，

使設計、施工能由一個聯合團隊取得，較傳統

發包模式須二次招標作業之時程短，有利工程

期限減至最短，且若設計與施工條件有差異，

需做變更設計時也較容易執行，如圖7所示。除

適，更能保水降溫，減少下水道載量；全線軌

道鋪面達80%以上之綠覆率，較現有汽車行駛

之柏油路面，更具環保、節能、減碳，與降低

都市熱島效應的效益。

三、系統機電工程

高雄輕軌系統機電工程共包含：車輛、供

電、號誌、通訊及自動收費系統(AFC)等五大系

統，其中以車輛佔最大宗。全線採用無架空線

供電的百分之百低底盤輕軌車輛，保留城市藍

天天際線，亦可減少雜物誤觸電纜線之意外發

生，如圖6所示，該等列車於機廠內得允許以架

空線供電，以利移動或調車。另輕軌車輛以電

力驅動，採超級電容及蓄電池系統，全程零空

氣汙染，到站20秒內即完成快速充電，同時使

圖6 高雄輕軌車輛[3]

圖7 傳統採購及統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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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述之時程、責任與經費控制及界面整合等

較傳統發包優異外，為因應本工程之特殊性，

鼓勵施工廠商運用新的技術克服困難、降低成

本及縮短工期，亦是選擇統包方式之優點。

本專案管理顧問，於履約階段協助業主辦

理設計審查、施工督導、履約管理及機電驗證

等相關工作，其計畫執行之組織架構，如圖8

所示。

二、計畫初期動員階段之管理策略

根據國內類似規模之軌道工程案例顯示，

廠商通常於簽約後才開始尋覓專業分包商，進

行施工規劃及排程作業，一般從開工到施工計

畫送審核可，約需半年至1年時間，不僅對廠商

的資金運轉造成極大壓力，亦不利整體工進之

掌控，且將造成大量趕工，降低工程品質等一

連串負面之連鎖反應。針對計畫初期動員之因

應對策構想，參見圖9。

圖中並與傳統模式作一比較，其預定的執

行方式：

(一)  於決標日起即主動整合業主之需求，

向統包商說明議約準備事項及協助統

包商預備第一階段預付款5%之各項文

件。協助雙方簽定契約，督促統包商

提報預付款使用計畫及辦妥履約各項

保證並提供與預付款同額之預付款還

款保證。

(二)  於簽約日後一星期內向統包商說明完

整施工計畫架構及審查標準，以利統

包商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施工計畫與網

圖初稿。

(三)  統包商於開工日提出施工計畫與網圖

初稿進行預審。

(四)  統包商於開工後30日提出施工計畫與

圖8 計畫執行之組織架構

圖9 計畫初期動員準備工作之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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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街景、車輛外觀等則由主辦機關核定。

依上述權責劃分可分成由業主核定(如圖10

所示)、由專案管理顧問核定兩種流程，並依設

計階段及施工階段之行政作業流程提出建議方

式，經業主核定後做為後續執行準則。

四、設計界面管理及整合審查

(一) 設計界面

 設計界面可分為外部界面及內部界面

兩種。

1. 外部界面

 設計過程中與本工程有關的其他單位溝

通、協調，期使工程能順利進行，因此主

施工廠商應於工程啟動後立刻建立溝通管

道與聯繫方式，並隨工程發展定期召開界

面會議以解決問題。

網圖供審查。

(五)  督促統包商於開工日後90日前完成施

工計畫與網圖審查意見之修正，以便

核定後可請領第2階段預付款10%。

(六) 預期效益說明如下：

1.  協助統包商提前取得預付款，以紓解資

金周轉壓力增加原要徑工作之浮時。

2.  避免全面趕工，資源調度更加靈活確保

工程品質降低契約爭議或訴訟發生之

機率。

3. 確保計畫時程目標之達成。

三、權責劃分及行政流程

本專案工作權責劃分參照本統包工程「機

關需求書」所訂定各工作階段之工作重點及高

雄市政府捷運局、專案管理單位、監造單位與

統包商之履約權責劃分，另有關技術面作業事

項原則由專案管理廠商或監造單位負責核定，

但涉及都市景觀與意象之事項，如車站外觀、

圖10 行政作業流程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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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部界面

 為主施工廠商內部各分包商與供應商間

之界面關係，隨時提供必要資訊與資料，

供下游廠商繼續推展進度。

(二) 相關界面管理方式

 輕軌捷運工程係由土建工程與機電系

統共同完成的交通建設，因此土建與機電

界面之整合相當重要。故專案管理顧問於

全生命週期將特別注重界面關係的存在與

發生前後的次序並予以有效的管理，相關

界面管理方式如下。

1. 土建/機電施工圖說套繪整合

 設計期間土建細部設計顧問需將系統廠

商提出之需求，整合至設計圖中。細部設

計顧問應繪製機電設備整合圖CSD及結構

機電整合圖 SEM，施工期間專案管理顧問

將督導監造單位召開界面協調會議，並督

導統包商協助施工廠商與系統廠商，建立

協調溝通管道，且監造單位於審查CSD及

SEM施工圖說時，應請各設備廠商先行確

認整合圖說後，方始同意廠商進行施工作

業，以確保工程正確性，並避免二次施工

之發生。

2. 工程界面整合管理

 督導施工階段廠商組成整合計畫工作小

組，以討論界面整合事宜，該小組之功能

如下：

(1) 訂定界面管理項目及其自主檢查表。

(2)  模擬可能之界面衝突及成因，以檢討修

正施工方法及配置位置之可行性。

(3) 建立施作程序。

(4)  施工順序、動線及場地安排等協調事

項。

3. 審查會議

(1)  督導監造單位召開CSD及SEM施工圖審

查會，確認界面圖說均為一致。

(2)  確認進場條件及土建廠商用地交付日

期。

(3)  了解施工關聯契約廠商與土建廠商協商

事項。

4. 設計品管及檢核

 專案管理顧問為確保統包商的設計品

質，在設計管理作業面以豐富之規劃、設

計、專案管理實務經驗，依相關契約規定

制定設計審查制度，並配合編製專屬本工

程管理之表單，以利審查意見有效溝通並

留存記錄。

5. 工程預算之控制與管理

 依各主要分項作業，配合統包契約規

定之里程碑，擬訂整體工程施工綱要進度

(Master Schedule)，俾利業主及本顧問團隊

作為時程管控之依據，並提供統包商分年

執行預算之參考，協助機關年度工程預算

執行率之依據，達到工程預算之控制與管

理的目標。

6. 審議與協調作業

 本計畫之重要審議與協調作業可分為：

輕軌工程施作、平面交通整合、都市設計

整合及營運準備等四類，考量設計、施

工、測試及審議與協調所需時間，以降低

計畫時程風險，避免因為延誤審議與協調

作業而影響工程進度或品質。專案管理顧

問督導各階段應申辦作業及證照之期程及

分工，督導廠商及設計顧問單位完成相關

所需提送圖說、表單、簽證，於既定時間

表內取得相關許可及證照。本工程設計階

段需辦理之相關證照許可，初步彙整如表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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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設計階段需辦理之相關證照彙整表

營運方面的設備。專案管理顧問為監督管

理權責的單位，對於材料、設備規格必須

符合規範的要求以確保施工的品質外，對

於採購時程及船運也必須確實地掌握，方

不至於影響整體工作時程。審查機制作業

流程，如圖11所示。

五、專案控管

本計畫全生命週期之作業流程，如圖12所

示。過程中除設計管理、施工管理外，尚有型

態管理、時程管理、品質管理及風險管理等四

項管理，特將其歸併為計畫管理。管理的良窳

將影響到計畫運作過程是否順暢、是否符合需

求、是否按照計畫時程等。茲將計畫管理逐一

詳述如下：

(一) 型態管理

 型態管理主要在辨識各項目之功能、

特性及其間之關係，同時追蹤變更及變更

之狀態。隨著計畫的發展，修正將不可避

免，但修正將日益增加『損壞』的風險，

7. 施工可行性之審查與建議

 施工可行性乃是探討工程在規劃、設

計、採購及工地操作等方面，充分利用過

去以往施工獲得的知識與經驗，並藉由會

議的方式充分的討論與提供建議表現於設

計圖說，使得工程設計成果不但施工可行

尚且容易施工。

8. 材料、設備之規格及採購時程之審查

 輕軌捷運興建計畫為一多樣、複雜性的

工程，除土建工程外尚包含水電、環控、

電梯、電扶梯、軌道、車輛等機電系統及

圖11 材料、設備及採購時程之審查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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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合作或甚至使統包商完全「透明

化」是必須的。典型的型態管理作業程序

如圖13所示。

(二) 品質管理

 為全面提昇工程品質，本專案管理依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之三級品

管架構，由上級主管機關及業主施工查核

小組「施工查核」，業主承辦單位「品質

督導」、專案管理顧問「品質管理」、監

造單位「品質保證」以及統包商「品質管

制」，以建立完善之品質管理系統，確保

工程之設計及施工品質。

圖12 計畫全生命週期

圖13 型態管理作業程序

事前應有一定的程序處理類似問題，並採

取最小偏離原始概念之方式進行損害控

制。型態管理另一目的在於確認是否能充

分的管理統包商，管理系統需包含充足且

易於驗證的里程碑去檢核統包商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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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管理權責如表2所示。

(三) 時程管理

 針對施工時程之掌控將採三級時程管

理方式，如圖17所示，由各階管理人員分

層據以管控，並逐月檢討統包商實際完成

進度與網圖進度之差異。

 在品質規劃與管理活動中，反覆進行

計畫(PLAN)、實施(DO)、檢討(CHECK)及處

置(ACTION)之品質管理作業循環導入品質

管理，以進行設計作業、施工計畫、自主

檢查及缺失改善，詳見圖14及圖15所示。

專案管理單位之品質管理組織架構如圖

16所示，由計畫主持人及計畫經理發布品質政

策，品保經理執行品質稽核。各相關單位之品

圖14 三級品管架構圖 圖15 品質管理作業循環圖

圖16 品管組織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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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風險管理

 本專案風險管理架構按照ISO31000風

險管理原理及綱領為基礎，研擬本計畫預

期可能遭遇風險事項，如圖18，並彙整相

關風險管理登錄總表，如表3所示，以作為

本計畫遭遇問題之處理管控。

(五) 工程資訊彙整傳遞及管理應用

 本團隊配合建置具備十大重點管理機制

的「專案管理資訊系統」(PMIS)，藉以提高

工程資訊溝通、傳遞、彙整、管理及運用之

效能，提供各管理階層可透過網路遠端連

線迅速掌握工程執行脈絡，如圖19所示。

表2 相關單位品質管理權責

圖17 三層時程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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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風險管理登錄總表(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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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預期遭遇風險事項

肆、專案管理作為與效益

一、專案管理工作項目

本專案管理單位針對本計畫在管理層面之

特性，研提各項對策與配套措施，協助業主、

督導施工廠商以妥善辦理界面協調、工作安

排、進度控制、預算管理、品質管理等事項，

方能以系統性的管控來達成整體計畫目標。

專案管理主要工作大致可歸類為工作會

議、進度管理、品質管理、成本管理、契約管

理、文件管理、電腦輔助、其他工作及達成目

標等9大項，其工作內容如圖20所示。

另外，本專案管理單位建議統包商開工初

期應配合及注意事項如下，俾利工程得以順利

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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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統包商應依照基本設計發揮專業及創

意，在契約金額內、負責如期如質，

達成業主之工程需求、功能與效益。

(二)  相關設計圖說提送外部審議機構(例

如：都市設計審議、結構審議、水土

保持審議、綠建築審議)審查時，因

應審查意見可能須調整工程規模、造

型、建造成本、工期等，建議統包商

應建立各種送審資料作業流程及自我

檢核表，由工程主辦機關(或PCM)依據

機關需求書進行量體、空間機能、配

圖19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功能架構

圖20 專案管理工作項目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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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CM督導作為

本專案管理單位將藉由各項管控項目，執

行欲達成之工作目標(詳表5、6)，確實整合各項

工作，具體落實至策略面及執行面，如期、如

質、如數以達成系統正常營運之目標。

置、停車、交通、水保等概要原則審

查後，即提送審議機構審查，待審查

通過後，再進行完整之初步設計及細

部設計，以提高執行效率。

(三)  施工階段透過各級監督與管理機制執

行施工督導、履約管理及界面協調整

合、以達成整體計畫之目標。本階段

管理作業重點，如表4所示。

表4 施工階段管理作業重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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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驗分享

統包工程案中契約兩造對如何辦理統包之

認知差異，是統包契約執行困難的主因之一，

因此如何讓本工程統包商清楚瞭解契約中應該

做的事情，是減少統包契約執行困難的基本

工作。

一、常見履約爭議類型

根據本計畫之經驗，經統計分析較常發生履

約爭議與求償之類型為：契約/需求解釋之差異

及外部審議之設計變更等二類，如圖21所示。

表5 各主要工作項目之實際管理作為與達成目標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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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各主要工作項目之實際管理作為與達成目標之說明(續)

圖21 高雄環狀輕軌第一階段統包工程合約爭議類型及發生機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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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並由機關或基本設計顧問提供相關資料說

明澄清，以期各單位於工程初期對於本統包工

程需求內容、契約相關規定及權利義務能建立

共識，進而縮短本統包工程團隊之作業磨合期

及降低爾後發生契約爭議及執行困難之機率。

表7 高雄輕軌統包工程爭議類型之契約機制與預防對策

二、減少統包商契約執行困難及策略

為 消 弭 統 包 商 對 於 工 程 契 約 、 工 程 需

求、功能與效益等之認知差異或疑義，建議於

NTP+30日內，由機關或基本設計顧問向統包團

隊成員，針對工程契約、工程需求、功能與效

益等項目進行簡報說明，各單位可針對契約相

關文件規定有認知差異或疑義部份立即提出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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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施工階段及營運階段)於政策、財務、工程

執行及營運等4種面向其可能遭遇之課題，研

提解決機制，並就相關單位(業主、專案管理單

位、監造單位、統包商、營運單位)需辦理之主

要作業，整理如表8所示。

另統包商於履約過程因成員間內部界面爭

議不斷，工程進度遲緩，統包商第2成員又因爆

發財務危機，土建工程幾近停擺，致機關依據

統包工程契約終止「土建及設施機電」部份契

約，本專案管理顧問並對未完成工作提供後續

契約執行之因應對策(如圖22)，提供業主決策參

考，以利本計畫得以持續推動。

三、爭議類型之合約機制與預防對策

彙整輕軌第一階段統包工程之履約爭議類

型，綜合分析其因果關係後，將合約機制與規

定及預防與對策歸納於表7內，以作為未來相似

工程履約專案管理執行之參考重點，預先研擬

解決機制與對策，預防絕大部份爭議與求償案

件之發生。少數無法避免之爭議案件，亦將盡

最大努力以減輕其對工程預算及工期之影響。

四、執行本計畫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機制

本專案管理單位以風險管理的角度出發，

從政策、法律及財務、工程及環境等四大面

向，全面檢討本計畫在興建週期可能遭遇之困

難、關鍵課題及風險，並研提建議之解決方

式；因此本節針對本計畫在興建期間(設計階

表8 執行本計畫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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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本工程未完成工作後續契約執行之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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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高雄環狀輕軌第一階段工程具備以下特

性：總工程費高達58億元之巨額採購、採用先

進無架空線系統、工程界面複雜及限期完工之

時程壓力。高雄捷運局必須在既定預算內，如

期、如質、如度完成本工程；另一方面，承攬

之統包商則需募集大量資金、組成具各種專業

的團隊，在極為急迫的工期內，克服技術與環

境的挑戰並整合複雜內外部界面，完成本工程

之興建任務且獲得當得之利潤。上述之計畫特

性與條件對機關及統包商雙方都是非常艱鉅的

挑戰，本專案管理顧問依法令與契約之規定，

秉持公平、合理及效率之原則，積極主動協助

解決問題，協助機關及統包商，持續推動本計

畫，創造雙贏之圓滿局面，並可藉由高雄輕軌

第一階段統包工程之專案管理執行過程，所累

積之履約管理及施工督導相關作為及因應對

策，供後續類似工程專案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