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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公共工程施工廠商
履約情形計分試辦方案履約情形計分試辦方案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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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攬廠商能否依契約各項要求確實履行，係
公共工程執行成果良窳的關鍵因素之ㄧ，為誘導
承攬廠商主動重視履約過程各項環節的作業，並
留下良好的信譽紀錄，本會刻正試辦相關的計分
制度，期望藉由本制度的推動，促進公共工程品
質向上提升，對於國家長期公共建設的發展具有
正面的幫助。

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

4

工事成績評定要領 –日本建設省(現國土交通省)技術研究會於
1982年建立。

日本Japan

新加坡Singapore

CONQUAS (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工程施
工品質評鑑系統 ) – 新加坡營建發展局(現建設局)於1989年推動。

香港 Hong Kong

PASS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成績評
估計分系統) – 香港房屋署於1990年推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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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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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03103年年33月月44日工程日工程
管字第管字第1030006815010300068150號函訂定「號函訂定「公共工程公共工程
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試辦方案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試辦方案」，並訂於」，並訂於
103103年年33月月1010日生效。日生效。

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主要規定

6

特色特色

BB

EE

CC

DD

AA
加減分標準明確，
無人為化差異。

廠商可依標準自行檢
核分數，避免爭議。

無須外聘委員，不增
加機關財務負擔。

補現行查核或抽查機制
數量的不足，採全面評
分，非抽樣評分，避免
廠商投機。

6

評分項目明確，導
引廠商努力方向。

FF
依據工程規模大小之
性質，彈性調整評分
權重。

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主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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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公營事業辦理公告
金額以上之工程採購，其施工廠商履約情
形計分作業，依本方案之規定。 (第2點)

適用機關適用機關

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主要規定

8
8

機關依本方案辦理計分，基本分數為77分，
滿分為100分，其計分指標、計分項目及計
分基準如附表。 (第3點)

計分原則計分原則

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主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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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機關應將涉及計分且已確認之施工廠商履約事實，於事實
發生後七日內，填報於工程會之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
並於每月十日前，依上開填報資料，於標案管理系統辦理
計分作業。履約期限後發現者，亦同。未依期限填報及計
分者，應儘速補辦。

前項機關填報之資料及計分，如有錯誤，經機關自行發現
或接獲施工廠商書面通知後，應即辦理更正作業。

個別工程計分內容，於標案管理系統開放該工程施工廠商
上網查閱。

(第4點)

計分方式計分方式

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主要規定

10
10

機關於工程驗收完成後，應將完整之計分事實資料填報於
標案管理系統，並辦理計分作業；計分內容經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後，併同承辦計分人員姓名登錄於標案管
理系統。

前項計分所依據之事實如有修正或變更，機關應依原計分
基準調整計分，並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於標
案管理系統進行修正及登錄修正計分人員姓名。

(第5點)

計分方式計分方式

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主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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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一計分事實如符合二以上計分項目者，分別適用之。

廠商以共同投標得標之工程，就簽約廠商合併辦理計分。

(第6點)

計分方式計分方式

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主要規定

12
12

試辦計分案件為試辦期間完成驗收者，不以招標文件已載
明本方案者為限

試辦範圍試辦範圍

試辦計分案件為試辦期間完成驗收者，不以招標文件已載
明本方案者為限。(第7點)

試辦範圍試辦範圍

本方案自生效日起試辦半年，並視試辦情形檢討調整本方
案內容。(第8點)

試辦期程試辦期程

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特色二、試辦方案主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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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Biz
Total 

Service
eBiz
Total 

Service

施工
品質
施工
品質

履約成本
及違約金
履約成本
及違約金

安衛
環保
安衛
環保

如期履約
情形

如期履約
情形

其他其他

工程
特性
工程
特性

eBiz
Total 

Service
eBiz
Total 

Service
履約情形
計分

履約情形
計分

六
大
計
分
指
標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14
14

計分指標一

工程特性工程特性 工程特性工程特性

計分指標計分指標 計分項目計分項目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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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計分項目

工程特性

計分基準

一、符合「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6條 所
定特殊採購並於招標公告說明者(限制性招標由主辦機關依
同條規定認定)，或招標文件投標廠商資格訂有需具有相當
經驗、實績、人力、財力或設備等特定資格者：加1分。

二、屬統包工程者：加1分。
三、以上二項分別計分。

計分指標【工程特性】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16
16

計分指標二

計分指標計分指標 計分項目計分項目

提前竣工提前竣工

逾期竣工逾期竣工

如期履約如期履約
情形情形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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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計分基準

依下列級距標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
一、提前竣工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數×100%：

10%以上：加3分 ；5%以上未達10%：加2分
1%以上未達5%：加1分
如期或提前完工但未達上開加分條件者：加0.5分。

二、調整權數：
未達1千萬元：0.6  ；1千萬元以上未達5千萬元：0.7
5千萬元以上未達2億元：0.8  ；2億元以上未達5億元：1.0 
5億元以上未達10億元：1.2   ；10億元以上未達30億元：1.5
30億元以上未達50億元：1.8   ；50億元以上：2.0

計分指標【如期履約情形】

計分項目

提前竣工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18

計分基準

依下列級距標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
一、逾期違約金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數×100%：

未達1%：減0.5分 ；1%以上未達5%：減1分：
5%以上未達10%：減2分 ；10%以上未達20%：減3分
20%以上：減5分。

二、調整權數：
未達1千萬元：0.6  ；1千萬元以上未達5千萬元：0.7
5千萬元以上未達2億元：0.8  ；2億元以上未達5億元：1.0 
5億元以上未達10億元：1.2   ；10億元以上未達30億元：1.5
30億元以上未達50億元：1.8   ；50億元以上：2.0

計分項目

逾期竣工

計分指標【如期履約情形】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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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

計分指標三

計分指標計分指標 計分項目計分項目

提出替代方案提出替代方案

違約金金額違約金金額

統包設計不當統包設計不當

履約成本履約成本
及違約金及違約金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20

計分基準

施工廠商依招標文件、契約規定於履約期間主動提出技術、工法、材
料或設備之替代方案，經主辦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35條、替代方案實
施辦法規定評估後採行者，加1分。

計分指標【履約成本及違約金】

計分項目

提出替代
方案

違約金
金額

依政府採購法及契約所定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違約金(如損害賠償、品
質查核缺失、減價收受等，不含逾期違約金)比率(違約金合計金額/最
終契約金額×100%)計分：
(一)未達1%：減0.5分。
(二)1%以上未達2%：減1分。
(三)2%以上未達3%：減1.5分。
(四)3%以上未達4%：減2分。
(五)4%以上：減2.5分。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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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計分基準

統包工程因可歸責於廠商之設計不當，發生核定後變更契約或設計，
依下列變更金額比率［辦理變更項目增加或減少(以絕對值計)金額之
累計金額/原契約金額×100%］計分：
(一)1%以上未達5%：減1分。
(二)5%以上未達10%：減2分。
(三)10%以上：減3分。

計分項目

統包設計
不當

計分指標【履約成本及違約金】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22
22

計分指標四

計分指標計分指標 計分項目計分項目

施工品質施工品質施工品質施工品質

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之缺失與改善天數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之缺失與改善天數

履約期間施工查驗作業履約期間施工查驗作業

施工查核施工查核

專任工程人員參與情形專任工程人員參與情形

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之缺失與改善天數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之缺失與改善天數

履約期間施工查驗作業履約期間施工查驗作業

施工查核施工查核

專任工程人員參與情形專任工程人員參與情形

技術士參與情形技術士參與情形

品質優良品質優良

技術士參與情形技術士參與情形

品質優良品質優良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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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計分基準

不需改善且無逾期違約金者：加3分。

計分指標【施工品質】

計分項目

初驗、複
驗及驗收
過程之缺
失與改善

天數

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

一、缺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
7天以上未達14天：減0.5分 ； 14天以上未達21天：減1分。
21天以上未達30天：減1.5分； 30天以上未達60天：減2分。
60天以上未達90天：減3分 ； 90天以上未達180天：減4.5分。
180天以上：減6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未達1千萬元：2.0            ；1千萬元以上未達5千萬元：1.8
5千萬元以上未達2億元：1.65  ； 2億以上未達5億元：1.5
5億以上未達10億元：1.35     ；10億以上未達30億元：1.2
30億元以上未達50億元：1.1   ；50億元以上：1.0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24

計分基準

一. 主辦機關、監造單位現場取樣試驗報告，有不合格紀錄：每次減1
分。

二. 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應檢附之自主檢查表與監造單位現場查驗
內容比對，發現有錯誤情形：每次減0.2分。

三. 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未經檢驗或同意，即進行下一道工序：每
次減1分。

四. 工程查核或上級機關督導，有丙等情形或重大缺失，工地負責
人、工地主任、品管人員或勞安人員經主辦機關通知廠商更換調
離工地者：每人次減1分。

五. 本項至多減10分。

計分項目

履約期間
施工查驗

作業

計分指標【施工品質】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30



25

計分基準

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 90分以上：加4分。
(二) 85分至89.99分：加3分。
(三) 80分至84.99分：加2分。

計分項目

施工查核
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未達75分：減0.5分。
(二)查核成績單次未達70分，每次再減1分。

※平均成績75分至79.99分間無加減分。

計分指標【施工品質】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26

計分基準

施工廠商由專任工程人員擔任管理階層，並於施工期間親自赴工地現
場督導且留存督導紀錄：
(一) 總次數平均每月3次以上且每月至少1次：加2分。
(二) 總次數平均每月2次以上且每月至少1次：加1分。

計分項目

專任工程
人員參與

情形

最終核定工期在3個月以上，施工廠商專任工程人員親自赴工地現場督
導並留存督導紀錄，平均每月未達1次者：減0.5分。

計分指標【施工品質】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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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計分基準

一、施工廠商依據「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應置之技術士種類比率
或人數標準表」規定，於各專業工程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在工
地設置技術士者，每人加0.5分。

二、本項至多加3分。

計分項目

技術士參
與情形

擇優採計下列其中一款，並僅限加分一次：

一、獲得全國性公共工程金質獎：
特優：加5分；優等：加4分；入圍或佳作：加2分。

二、獲得中央機關部會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有關工程品質之相關獎項：
最高階獎項(如特優等)：加2.5分；次高階獎項(如優等等)：加2分；
其他獎項：加1分。

品質優良

計分指標【施工品質】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28
28

計分指標五

計分指標計分指標 計分項目計分項目

勞工安全衛生與職業災害勞工安全衛生與職業災害

環保環保
安衛環保安衛環保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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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計分基準

一、獲得勞工安全衛生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之金安獎或推動勞
工安全衛生優良公共工程選拔：
(一)獲選(101年以前)：每次加2分。
(二)特優(102年起)：每次加2.5分。
(三)優等(102年起)：每次加2分。
(四)入圍：每次加1.5分。

二、本項至多加2.5分。

計分指標【安衛環保】

計分項目

勞工安全
衛生與職
業災害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30

計分基準

一、施工期間未發生依法應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
(一)最終核定工期達1年以上者，連續施工期間累計每滿半年加0.5分

(不計停工及逾越最終核定工期之期間)。
(二)最終核定工期未達1年者加0.5分。

二、本項至多加5分。

計分項目

勞工安全
衛生與職
業災害

一、施工期間發生依法應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每
次事件發生扣1分，如有死亡情形每死亡1人加扣1分。

二、本項至多減10分。

計分指標【安衛環保】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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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計分基準

一、施工期間無因環保事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罰：
(一) 最終核定工期達1年以上者，連續施工期間累計每滿半年加0.5

分(不計停工及逾越最終核定工期之期間)。
(二) 最終核定工期未達1年者加0.5分。

二、本項至多加5分。

計分項目

環保

計分指標【安衛環保】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32
32

計分指標六

計分指標計分指標 計分項目計分項目

民眾通報缺失民眾通報缺失

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至第103條
規定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
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至第103條
規定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

其他其他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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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基準

一、施工期間無可歸責於廠商之全民督工或直轄市、縣(市)政府1999專線
等民眾通報缺失案件：

(一)最終核定工期達1年以上者，連續施工期間累計每滿半年加0.5
分(不計停工及逾越最終核定工期之期間)。

(二)最終核定工期未達1年者加0.5分。
二、本項至多加5分。

計分指標【其他】

計分項目

民眾通報
缺失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34

計分基準

一、屬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第2款1年者：減5分。
二、屬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3年者：減10分。
三、屬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且解除契約者：各計分

項目不予計分，總分以0分計。
四、屬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且終止契約者：各計分

項目不予計分，總分以25分乘以施工進度百分比計。
※機關辦理計分時，無須再依各計分項目進行加減分，以25分(即

無符合加分條件且扣分均達最大值時之最低分)乘以施工進度百
分比計(例如：施工進度達60%，則總分為25分*60%=15分)。

計分項目

依政府採
購法第101
條至第103
條規定被
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
之廠商

計分指標【其他】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計分項目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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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錄履約情形登錄履約情形(1/5)(1/5)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進入標案，每月填報進入標案，每月填報
執行進度執行進度(B5)(B5)

36

登錄履約情形登錄履約情形(2/5)(2/5)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新增項目新增項目
每月每月1010日前完成填報日前完成填報

36



37

登錄履約情形登錄履約情形(3/5)(3/5)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先填驗收資料先填驗收資料(B6)(B6)，才能打，才能打
開履約情形計分表單開履約情形計分表單(D10)(D10)

38

登錄履約情形登錄履約情形(4/5)(4/5)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填報初驗、驗收日期、驗收扣款金填報初驗、驗收日期、驗收扣款金
額、最終核定工期天數及履約逾期額、最終核定工期天數及履約逾期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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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錄履約情形登錄履約情形(5/5)(5/5)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檢查檢查「「完工或結案完工或結案(C6)(C6) 」」之之
實際完工日期是否填報實際完工日期是否填報

40

辦理計分作業辦理計分作業(1/8)(1/8)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打開打開「「履約情形計分履約情形計分(D10)(D10) 」」，，
新增計分紀錄並開始計分作業新增計分紀錄並開始計分作業

38



41

辦理計分作業辦理計分作業(2/8)(2/8)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先依計分人員帳號在系統登錄之先依計分人員帳號在系統登錄之
基本資料自動帶入，可手動調整基本資料自動帶入，可手動調整

依計分基準及履約情依計分基準及履約情
形資料進行加減分形資料進行加減分

部分資料需部分資料需
手動填報手動填報

42

辦理計分作業辦理計分作業(3/8)(3/8)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依之前於其他表單填報之資料自動轉錄依之前於其他表單填報之資料自動轉錄
到本表到本表((錯誤修正需至原表單進行調整錯誤修正需至原表單進行調整))

依計分基準及履約情依計分基準及履約情
形資料進行加減分形資料進行加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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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辦理計分作業辦理計分作業(4/8)(4/8)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依計分基準及履約情依計分基準及履約情
形資料進行加減分形資料進行加減分

手動登錄資料手動登錄資料

手動登錄資料手動登錄資料

44

辦理計分作業辦理計分作業(5/8)(5/8)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手動登錄資料手動登錄資料 依計分基準及履約情依計分基準及履約情
形資料進行加減分形資料進行加減分

手動登錄資料手動登錄資料

40



45

辦理計分作業辦理計分作業(6/8)(6/8)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手動登錄資料手動登錄資料

依計分基準及履約情依計分基準及履約情
形資料進行加減分形資料進行加減分

46

辦理計分作業辦理計分作業(7/8)(7/8)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完成後按確定完成後按確定

自動計自動計
算總分算總分建議登錄歷次修正事項建議登錄歷次修正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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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計分作業辦理計分作業(8/8)(8/8)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至標案報表列印，點選「履約情形計分」報至標案報表列印，點選「履約情形計分」報
表，列印網頁後陳核，奉核後即可辦理結案。表，列印網頁後陳核，奉核後即可辦理結案。

48

施工廠商查詢計分資料施工廠商查詢計分資料(1/1)(1/1)

四、計分內容說明四、系統登錄方式說明

施工廠商可於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廠商端)」(網址：
http://cmdweb.pcc.gov.tw/pccms/wen/prj_userin.pasin)
申請帳號密碼後登入，即可檢視執行完成標案之計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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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制度係國家公
共工程管理制度的重大變革，機關突破「工程警
察」式的抽查管理，而承攬廠商對於履約過程將由
過去的被動管理，轉化為主動積極，藉以爭取良好
的分數。

承攬廠商任何一個施工環節的不重視(如逾
期、品質查驗不合格、違約、勞安或環保事件
等)，均將影響最終評定分數，為求良好信譽紀
錄，承攬廠商主動要求公共工程包含進度、品質、
成本、勞安及環保等每個小細節，預期可全面提升
國家公共工程的水準。

49

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三、試辦方案主要規定五、結語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