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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的話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為推動永續發展工作，

參照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台灣永續發展目標」18 項核心目

標，於本（110）年撰寫首份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檢視報告，經檢視

並對應後，工程會擇定共 5 項，即：核心目標 06「確保環境品質及

永續管理環境資源」、07「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

且現代的能源」、12「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13「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15「保育及永

續利用陸域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承上，工程會提出「推動公共工程使用再生粒料」、「推動減

碳建設，確保能源提供」、「促進綠色經濟，鼓勵綠色採購」、「提

升區域調適量能」及「推動公共工程重視生態」等 5 項永續發展施

政主軸，並於項下分別訂定「鼓勵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推

動再生能源計畫，打造低碳環境」、「提升政府機關綠色採購比率」、

「建立節能減碳檢核機制」、「落實公共工程防汛整備」、「復建

工程審議即報即審」、「落實生態檢核」及「金質獎融入生態永續

理念」計 8 項政策目標，以達成「推動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管理，

融入減碳及生態保育，落實循環經濟，建構優質永續之公共建設」

之永續發展施政願景。

近年來氣候變遷對人類生活產生深遠影響，亦是對台灣的永續

發展的挑戰與契機，為此，透過客觀自我檢視，工程會將持續與

時俱進，除精進現階段永續發展相關政策方針，積極達成政策目

標外，並配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相關方案及行政院國

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減碳之規劃與路徑圖，前瞻與務實地推動，並

將減碳原則納入工程設計，並落實於施工及維護管理，朝「2050 淨

零目標」邁進，以減緩、調適氣候危機帶來的挑戰，為建立永續發

展台灣而努力。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

1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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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永續發展藍圖與推動

壹、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T-SDGs）

一、核心目標 6：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具體目標 6.d：加強一般廢棄物減量，促進資源回收。

具體目標 6.e：加強事業廢棄物循環利用，妥善處理事業廢棄物。

二、核心目標 7：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代的

能源

具體目標 7.2 提高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三、核心目標 12：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具體目標 12.7：推動公私部門增加綠色採購。

四、核心目標 13：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具體目標 13.1：增進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強化韌性並降低脆弱度。

具體目標 13.2：執行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五、核心目標 15：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

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具體目標 15.9：將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價值納入國家與地方

規劃及發展流程。

貳、永續發展藍圖

工程會為推動永續發展工作，以達成「推動公共工程全生命

週期管理，融入減碳及生態保育，落實循環經濟，建構優質永

續之公共建設」之願景（工程會永續發展策略架構如圖一），經

盤點永續發展與所屬重要業務之關聯性，計規劃「推動公共工程

使用再生粒料」、「推動減碳建設，確保能源提供」、「促進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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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經濟，鼓勵綠色採購」、「提升區域調適量能」及「推動公共

工程重視生態」等 5 項永續發展施政主軸。

為進一步落實永續發展推動措施，第一項施政主軸「推動公

共工程使用再生粒料」係對應核心目標 6，項下設有「鼓勵再生

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1 項政策目標，按季召開「再生粒料運用

於公共工程跨部會推動小組」，適材、適所、適量於公共工程使

用再生粒料，以兼顧工程品質，環境永續及經濟發展，並藉由推

動「按月提供公共工程標案可使用再生粒料數量予環保署，用以

媒合工程主辦機關使用於公共工程」之追蹤指標（指標進展如附

錄一之二），期以達成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6.d 及 6.e 之具體目標。

第二項施政主軸「推動減碳建設，確保能源提供」，係對應

核心目標 7，項下設有「推動再生能源計畫，打造低碳環境」計

1 項政策目標，每月召開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協助解決再生能源

計畫困難問題，並就再生能源工程流標案件，召開檢討會議，協

助其順利決標，同時透過計畫訪查及工程查核方式，工程協調督

導協助解決問題，排除障礙，掌握進度並確保工程品質，藉由推

動「列管再生能源計畫年經費達成率 90%以上」之追蹤指標（指

標進展如附錄一之二），期以達成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7.2 之具體

目標。

第三項施政主軸「促進綠色經濟，鼓勵綠色採購」係對應核

心目標 12，項下設有「提升政府機關綠色採購比率」之政策目

標，並藉由推動「機關綠色採購金額除以當年度政府機關業務費

預算金額」之追蹤指標（本指標亦為「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綠色經濟工作分組之對應指標，與環保署共同推動，指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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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如附錄一之一），期以達成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12.7 之具體目

標。

第四項施政主軸「提升區域調適量能」係對應核心目標 13，

項下設有「建立節能減碳檢核機制」、「落實公共工程防汛整備」、

「復建工程審議即報即審」計 3 項政策目標。第1項政策目標「建

立節能減碳檢核機制」係規劃於 111 年度起，比照公共工程生態

檢核機制之推動作法，要求各工程主辦機關自工程規劃設計開始

至施工、維管等階段，都應將節能減碳觀念納入，並提出作法，

落實於全生命週期各階段。另為強化工程韌性及災後快速復建，

除督促各工程主辦機關確依「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

點」落實辦理防汛整備作業，以強化公共工程應變能力外，並採

取「分批即報即審」方式，快速完成整體復建工程之審議作業。

本項藉由推動「111 年訂定『節能減碳注意事項』，落實公共工

程節能減碳理念」、「督促各工程主辦機關依『公共工程汛期工

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辦理」及「於災後兩個月內完成復建工程

審議，採取『分批提報』、『分批審議』辦理」等 3 項追蹤指標

（指標進展如附錄一之二），期以達成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13.1

及 13.2 之具體目標。

第五項施政主軸「推動公共工程重視生態」係對應核心目標

15，項下設有「落實生態檢核」、「金質獎融入生態永續理念」

計 2 項政策目標，並藉由推動「落實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

項」、「透過工程施工查核，督促各機關依規定辦理生態檢核作

業」及「公共工程金質獎融入生態永續理念」等 3 項追蹤指標（指

標進展如附錄一之二），期以達成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15.9 具體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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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永續發展組織架構

為積極投入永續發展，工程會於 109 年 12 月 30 日成立「永

續發展推動小組」，主要任務為推動永續發展業務，採不定期召

開會議以研商永續發展相關事宜，包含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檢視

報告內容之研議及推動，該小組召集人由工程會主任秘書擔

任，小組成員為工程會會本部技監、參事及各一級單位主管，

幕僚單位由秘書處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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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政策方針暨推動亮點

壹、核心目標 6 ：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為推動無機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以妥善解決再生粒料

過去因去化管道受阻，發生棄置污染環境事件，消弭工程單位及

民眾等對再生粒料產生之負面觀感，並透過積極正面宣導，並引

導公共工程帶頭使用，解決再生粒料去化問題。

一、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

1.環保團體及民眾對於再生粒料之使用有所疑慮。

2.工程主辦機關需熟諳各種再生粒料之工程性質與限制，於設

計與施工階段妥為因應處理，方可適材適所適量加以應用。

（二）機會：

轉廢為能的觀念日漸獲得國人認同，相關事業單位亦相繼投

入資源改善再生粒料的環保與工程性質，使得再生粒料之多

元工程應用更具可行性。

二、政策方針、推動亮點與成果

（一）政策方針：鼓勵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

（二）推動亮點：落實循環經濟，鼓勵公共工程運用再生粒料。

（三）政策成果：

1.109 年度按月彙整公共工程可使用之焚化再生粒料予環保署

媒合去化量，計 48 萬噸。今(110)年 1 至 11 月，計 181 萬噸。

2.為鼓勵工程主辦機關使用再生粒料，本會已完成增(修)訂「公

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6 個相關篇章，並將再生

粒料納入前述綱要規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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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焚化再生粒料去化量提升：自 106 年 49.3 萬公噸提升至 109

年 85.2 萬公噸，持續穩定使用。

4.轉爐石新增填海造陸用途：協調臺北港協助辦理轉爐石填海

造地試驗並於 109 年 7 月通過環差審查，除原有運用於瀝青

混凝土外，每年約用於臺北港防風林區再增加使用約 130 萬

公噸，110 年截至 9 月去化 157 萬公噸，已大於產出之 131

萬公噸，堆存穩定下降中。

5.氧化碴使用量已大於產出量：使用量自 107 年 35 萬公噸提

升至 109 年 148 萬公噸，使用量大於產出量。

貳、核心目標 7：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

代的能源

為協助推動能源轉型、推廣再生能源利用、增進能源多元化、

改善能源結構、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改善環境品質、提升再生能源

裝置容量等政策目標，針對再生能源計畫持續協助解決困難問題，

俾利計畫順利推動。

一、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

再生能源計畫推動過程常見工程流標、土地取得、建照申

請、民眾抗爭等問題。

（二）機會：

再生能源發電屬零排碳，台灣地區陽光充沛且風力資源豐

富，具開發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發電之潛力，每

年透過召開會議督導再生能源計畫（以 110 年為例，計有太

陽光電 1 項、風力發電 4 項、水力發電 5 項、地熱發電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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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1 項)，並進行跨部會平台溝通協調，持續就再生能源

計畫，協助解決困難問題，可達計畫順利推動之目標。

二、政策方針、推動亮點與成果

（一）政策方針：推動再生能源計畫，打造低碳環境。

（二）推動亮點：協助能源政策轉型，達到年度經費達成率 9 成之

目標。

（三）政策成果：

按月召開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協助解決再生能源計畫困難問

題，110 年截至 11 月底，年計畫經費達成率 81.43%。另就

再生能源工程流標案件，召開檢討會議，協助其順利決標。

又透過計畫訪查及工程查核方式，掌握進度並確保工程品

質。

參、核心目標 12：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為達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鼓勵綠色生產及綠色消費，爰與

環保署共同推動，利用政府機關龐大採購力量，提升政府機關綠

色採購比率，優先購買對環境衝擊較少之產品，藉以鼓勵綠色產

品的生產及使用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的產品（例如環保標章、

節能標章、省水標章、綠建材標章之產品）。

一、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

為促進資源回收再利用，政府機關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

品，惟機關可能因增加經費而未採購環保產品。

（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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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採購契約範本，增訂廠商依契約提供之綠色產品，應至

「民間企業及團體綠色採購申報平臺」申報，俾統計民間企

業及政府機關之綠色採購成效，增加機關綠色採購金額。

二、政策方針、推動亮點與成果

（一）政策方針：提升政府機關綠色採購比率。

（二）推動亮點：促進綠色經濟，鼓勵綠色採購。

（三）政策成果：109 年機關綠色採購金額為 103 億元，占 109 年

政府機關業務費預算之 2.8%。逐步朝永續會列管之 2030 年

達 3.5%之目標邁進。

肆、核心目標 13：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為配合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推動公共工程落實節能減

碳，於計畫審議過程要求將減碳原則納入工程設計，並落實於後

續之施工及維護管理階段；聯合全國各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共同

督促工程主辦機關確依「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

辦理公共工程防汛整備作業；協助各級地方政府依「公共設施災

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規定，採「分批即報即審」

方式，加速審議復建工程。

一、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

1.公共工程規劃興建規模及型式常以經濟發展為優先考量，而

在資源再生利用或維護管理策略則淪為次要配角，且未評估

各項方案對減碳之貢獻，致產生超量規劃或資源浪費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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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工程主辦機關對公共工程防汛整備作業落實程度不一，倘

於汛期遭遇颱風、豪雨等氣候災害，易生重大損失，並影響

工程執行。

3.為利復建工程審議作業進行，加強各中央審議作業主管機關

與地方政府之協調整合作業，並減少各機關案件審議爭議，

需透過多次的溝通協調會議，以取得各方共識，方可核實復

建經費。

（二）機會：

1.減碳觀念日漸獲得國人認同，符合減碳設計理念納入工程

中已成各界共識。

2.督促各工程主辦機關確依「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

業要點」落實辦理防汛整備作業，強化公共工程應變能

力，減少執行過程因受氣候變遷影響所造成之損失。

3.協助地方政府及早展開實質復建工作，提升自我調適能

力，以因應難以預期之氣候變遷衝擊。

二、政策方針、推動亮點與成果

（一）政策方針：建立節能減碳檢核機制；落實公共工程防汛整備；

復建工程審議即報即審。

（二）推動亮點：推動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提升區域調適量能

（三）政策成果：

1.節能減碳納入政府採購：政府採購法 108 年 5 月 22 日新增

第 26 條之 1，機關得視需要擬訂技術規格及節省能源、 節

約資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相關措施，並同時考量編列相

應之計畫預算，以達預期採購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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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能減碳納入計畫審議重點：工程會基本設計審議要項表已

納入「兼顧生態能源永續」項目，將落實生態檢核、節能及

再生能源政策、訂定公共工程之維護管理方式、落實運用再

生粒料、土方妥適處理等納入審議細項。

3.公共工程金質獎融入節能減碳理念：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評

審標準將「節能減碳」納入評分項目。

4.提升公共工程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110 年度截至 11 月

底，聯合全國 52 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辦理工程施工查核

時協助檢查公共工程辦理防汛整備作業情形，計檢查 3,426

件工程；相關缺失均已由各查核小組督促工程主辦機關改善

完畢。

5.落實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即報即審，協助地方政府及早展

開實質復建工作：110 年計有新竹縣等 10 縣市政府提報公

共設施災後復建案件 2,752 件、復建經費新臺幣 88.84 億

元，經依相關規定辦理復建經費審查，建議行政院核列件數

2,650 件、經費新臺幣 77.47 億元

伍、核心目標 15：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以確保生物

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為推動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管理，融入生態保育，落實循環

經濟，建構優質永續之公共建設，秉生態保育、公民參與及資訊

公開之原則，以創造優質之環境，落實推動生態檢核。另為重視

生態保育，獎勵以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物種或棲地復育為主要

目的之優良工程，增列生態復育於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

各工程分類，並將屬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需辦理生態檢核

作業之工程，需符合該注意事項第 12 點、第 13 點之規定增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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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之推薦基準。

一、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

1.過往工程人員對生態認知較為不足，雖經多年的教育訓練與

宣導，公共工程計畫已逐漸重視生態保育，惟仍需有效落實

監督情形。

2.工程會每年舉辦「公共工程金質獎」，較偏重品質及進度之

管控。

（二）機會：

工程會可結合既有之訓練、審議、施工查核及金質獎等機

制，要求並鼓勵工程人員落實生態檢核作業。

二、政策方針、推動亮點與成果

（一）政策方針：落實生態檢核；金質獎融入生態永續理念。

（二）推動亮點：推動公共工程重視生態。

（三）政策成果：

1.落實「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1）訓練：

納入每年例行常態訓練課程，要求各部會持續辦理並納

入案例宣導，使工程人員落實執行生態檢核作業。109

年計有公務人員高考三級暨普考土木工程類科專業實

務訓練約 292 人次、技師技術服務專業訓練約 720 人、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約培訓 4,000 人。而 110 年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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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 月，工程會及各部會辦理教育訓練已達 5,000 人

次。

（2）公共工程審議：

透過基本設計審議程序，增列生態檢核事項及通案意

見；於「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納入生態友善機

制內容。

（3）施工查核：

透過工程施工查核，督促各機關依規定辦理生態檢核作

業，109 年全國總計查核 4,209 件工程，查核比率約

10.16%。自 110 年起，全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件數

達在建公共工程之 10%，並要求各機關依規定辦理生態

檢核；截至 110 年 11 月，全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件

數為 3,426 件，達在建公共工程之 9.74%，其中針對 23

件未依規定辦理生態檢核之工程已列入缺失要求改善。

2.公共工程金質獎融入生態永續理念：

110 年 5 月 21 日修正「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涉

及生態永續內容如下：

（1）金質獎之「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納入生態相關評審項

目與評審標準。

（2）金質獎之「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推薦基準納入「公共

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

（3）評獎納入生態專家學者：本（21）屆特別於金質獎「公

共工程品質優良獎」各類工程初評小組增加 1 位生態專

家學者，總計 5 位，並於複評小組增加 2 位生態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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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引導各推薦參選機關除重視工程品質外，應兼顧

對在地生態、人文的影響，達到生態永續環境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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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總結及未來展望

壹、核心目標 6 ：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鼓勵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

一、行政院已於 110 年 6 月 11 日核定「再生粒料應用於港區造

地填築作業程序」，要求各港區填海造陸應優先使用再生粒

料，擴大應用範圍。工程會未來將配合彙整相關港區造地

填築工程案源資料，供環保署擴大媒合去化。

二、目前再生粒料於公共工程整體推動之使用情形穩健，惟仍將

就各縣市之產出及去化狀況一一清查列管，有效掌握狀況及

協調，要求依各種再生粒料之材料特性，適材適所依工程規

範妥適使用，且透過三級品管及查核機制兼顧工程品質。

三、對於民間工程推廣使用再生粒料，仍應管控終端品質，避免

錯用導致污染疑慮，爰將透過推動小組會議要求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持續督導地方政府落實高風險民間工程查核作

業，以兼顧循環經濟及環境永續之政策目標。

貳、核心目標 7：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

代的能源

*推動減碳建設，確保能源提供

一、針對年度再生能源計畫，按月透過跨部會平台溝通協調，持

續協助再生能源計畫解決困難問題，以利計畫順利推動。

二、就再生能源計畫項下工程流標案件，召開流標檢討會議，

協助其順利決標；另就重大或工程進度落後案件，適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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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查核或計畫訪查，掌握進度、確保工程品質、瞭解計

畫執行情形並就困難問題予以協處。

參、核心目標 12：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提升政府機關綠色採購比率：

持續與環保署研商修正「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及「勞務採購契約

範本」，推動綠色採購，逐步達成 2030 年政府機關採購比率達

業務費預算 3.5%之目標。

肆、核心目標 13：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

響

*建立節能減碳檢核機制：

一、建立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核機制，促使工程全生命週期考

量節能減碳原則：

（一）計畫提報核定階段

確實評估工程之必要性及成本效益；並將節能節水、減廢

再利用、植生碳匯、低碳創意等規劃納入；強化維護與經

營管理模式及組織，合理編列經費。

（二）規劃設計階段

考量最小營建，應用高效能、自然或再生營建材料；妥善

進行環境設計，保護自然生態環境、注重植生綠化；機電

設備節能與效率提升。

（三）執行階段

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與廢棄物減量與再利用，提升工程施

工品質，落實節能減碳規劃，如基地土方平衡、使用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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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之工法及機具(採用自動化施工方式或是高效率的機具

設備)及施工過程維護自然環境、能源有效利用等。

（四）維護管理階段

建置維護及營運管理機制、主動有效管理公共設施之能源

使用情形。

二、透過教育訓練，宣導工程節能減碳檢核機制：

於檢核機制建立後，納入每年例行常態訓練課程，要求各

部會持續辦理並納入案例宣導。

三、納入施工查核：

透過工程施工查核，督促各機關依規定辦理節能減碳檢核

作業。

*落實公共工程防汛整備及復建工程即報即審：

一、持續聯合全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督促各工程主辦機關確依

「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落實辦理防汛整備

作業，強化公共工程應變能力，減少執行過程因受氣候變遷

影響所造成之損失。

二、為利各中央審議作業主管機關與地方政府之協調整合，透過

溝通協調會議，減少案件審議爭議，同時落實復建工程即報

即審作業，及早協助各級地方政府展開實質復建工作，提

升自我調適能力，以因應極端氣候變遷衝擊。

伍、核心目標 15：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以確保生物

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落實公共工程生態檢核，將金質獎融入生態永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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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核機制精進落實：已強化生態調查及監測作業，並持續

透過全生命週期把關作為，從審議、採購到施工查核，

落實監督生態檢核。

（二）持續辦理教育訓練：與各工程主管部會合作，透過教育訓

練、標竿學習、經驗交流， 提升機關及工程人員執行生

態檢核之能力，以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之影響，創

造優質之環境。

（三）施工查核：110 年 3 月 19 日修正「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

辦法」，已將每年公共工程查核比率提升為 10％，而查核

時，即應確認生態檢核之落實情形。

（四）除原有之生態保育各項評審標準外，將於 111年度修正「公

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時，將參考聯合國氣候變遷

會議，納入參選者「自評 SDGs 實現情形(包含 SDG13『氣

候行動』中之節能減碳措施，包含淨零碳排行動措施、減

碳推動績效、碳中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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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工程會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對應或追蹤指標列表

一、工程會主辦之「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對應指標（屬永續會工作分組）

指標進展：●達成 2021 年目標 ○未達成 2021 年目標 ■未達統計週期

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對應指標 指標進展
最新數據

(年度)
基礎值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12 12.7

12.7 政府機關綠色採購
比率。
• 負責單位：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企劃處

• 定義：政府機關綠色
採購達業務費預算之
比率

• 計算公式：機關綠色
採購金額除以當年度
政府機關業務費預算
金額

（與環保
署共同推
動）

■ 

2021
（預計 2022
年 3 月完成
統計）

2.8%
(2020)

2.1%
(2016) 3.5%

二、工程會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追蹤指標（非永續會工作分組

下主辦之對應指標）

指標進展：●達成 2021 年目標 ○未達成 2021 年目標 ※新增指標 ■未達統計週期

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追蹤指標 指標
進展

最新數據
(年度)

基礎值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6 6.d
6.e

按月提供公共工程標
案可使用再生粒料數
量予環保署，用以媒
合工程主辦機關使用
於公共工程
•負責單位：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

■ 

110年截至 10月
底，公共工程已
使用焚化再生
粒料約 55 萬公
噸；使用氧化碴
約 79 萬公噸；
使用轉爐石則
為 130 萬公噸，
皆已大於目標
值 40 萬公噸。
(2021)

無 無

7 7.2

再生能源計畫年度經
費達成率 90%以上
•負責單位：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
理處

■ 

110 年截至 11 月
底，再生能源計
畫年經費達成
率 81.43%。
(2021)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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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追蹤指標 指標
進展

最新數據
(年度)

基礎值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13 13.2

111 年訂定「節能減碳
注意事項」，落實公共
工程節能減碳理念
•負責單位：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

■ 無 無 無

13 13.1

於災後兩個月內完成
復建工程審議，採取
「分批提報」、「分批
審議」辦理
•負責單位：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

■ 

110 年完成 5 次
災後復建專案
審議作業，均於
災後兩個月內
完成審議，總核
定 件 數 2,650
件、核定金額 77
億 4,729 萬 9 千
元。
(2021)

無 無

13 13.1

督促各工程主辦機關
依「公共工程汛期工
地防災減災作業要
點」辦理
•負責單位：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
理處

● 

截至 110 年 11
月底，全國 52
個工程施工查
核小組於辦理
工程施工查核
時協助檢查公
共工程防汛整
備作業，計檢查
3,426 件工程。
(2021)

無 無

15 15.9

落實「公共工程生態
檢核注意事項」
•負責單位：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

● 

截至 110 年 11
月底，教育訓練
已達 5,000 人次
(2021)

教育訓練達
5,000 人次
(2020)

無

15 15.9

透過工程施工查核，
督促各機關依規定辦
理生態檢核作業
•負責單位：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
理處

■

截至 110 年 11
月底，全國工程
施工查核小組
查 核 件 數 為
3,426 件，達在
建公共工程之
9.74%
(2021)

110 年全國
工程施工查
核小組查核
件數達在建
公 共 工 程
10% (2021)

無

15 15.9

公共工程金質獎融入
生態永續理念
•負責單位：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
理處

● 

1.110 年 5 月 21
日修正「公共
工程金質獎
頒發作業要
點」以強化及
完備生態永
續，增修評分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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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追蹤指標 指標
進展

最新數據
(年度)

基礎值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指標生態永
續、創新科技
之 評 審 標
準，並將「公
共工程生態
檢核注意事
項」規定納入
推薦基準。

2.本 (21)屆已將
生態專家學
者納入公共
工程金質獎
初、複評小
組。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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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工程會利害關係人與溝通情形盤點表

重大業務
利害關係人

類別
項目 內容

健全政府採
購法規體系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溝通管道及
頻率

召開會議/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依環保署建議，研商修正本會「工程採購契約範
本」及「勞務採購契約範本」，增訂廠商依契約提
供之綠色產品，應至申報平臺申報，以利統計民
間企業及政府機關之綠色採購成效。

政府機關

溝通管道及
頻率

適時函文及召開會議/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說明綠色採購相關措施，並鼓勵綠色消費。

公務人員

溝通管道及
頻率

適時函文及辦理座談會或說明會/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說明綠色採購相關措施，並鼓勵綠色消費。

相關非政府
組織

溝通管道及
頻率

適時函文及辦理座談會或說明會/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說明綠色採購相關措施，積極溝通，建立共識。

辦理重大公
共工程基本
設計審議

公務人員

溝通管道及
頻率

教育訓練/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相關課程納入公務人員高考三
級暨普考土木工程類科專業實務訓練。

工程專業
技術人員

溝通管道及
頻率

教育訓練/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相關課程納入技師技術服務
專業訓練、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

施工團隊

溝通管道及
頻率

適時函文及辦理座談會或說明會/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說明公共工程生態檢核相關措施，積極溝通，建
立共識。

生態團體或
相關非政府
組織

溝通管道及
頻率

適時函文及辦理座談會或說明會/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說明公共工程生態檢核相關措施，積極溝通，建
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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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業務
利害關係人

類別
項目 內容

強化公共工
程技術資料
庫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內政
部、經濟部、
交通部及各
縣市政府主
管及主辦機
關、環保團
體、產業公會
及相關學會

溝通管道及
頻率

1.按季召開「再生粒料跨部會推動小組」會議(每
年 4 次) 。

2.追蹤再生粒料推動情形並協處疑難。

參與交流摘要
按月彙整公共工程可使用焚化再生粒料數量（含
計畫階段、基設階段及工程決標階段）予環保署
提供地方政府媒合所轄公共工程去化使用。

公共工程計
畫執行之督
導協調及考
核

公共建設督導
會報各部會、
受列管機關

溝通管道及
頻率

1.電話或電郵/不定期。
2.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委員會議/每月一場次。

參與交流摘要
1.辦理公共建設督導會報，並推動公共工程重視
生態等相關措施，積極溝通，建立共識。

2.邀請各部會副首長擔任督導會報。

相關工程
公會及業者

溝通管道及
頻率

適時函文及辦理座談會或說明會/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說明推動公共工程重視生態永續及節能減碳等相
關措施，積極溝通，建立共識。

非政府組織

溝通管道及
頻率

適時函文及辦理座談會或說明會/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說明推動公共工程重視生態永續及節能減碳等相
關措施，積極溝通，建立共識。

公共工程品
質管理計畫

工程專業
技術人員

溝通管道及
頻率

公共工程金質獎實地評審/每年至少 70 場次。

參與交流摘要 邀請生態領域專家，協助評審。

施工團隊

溝通管道及
頻率

公共工程金質獎實地評審/每年至少 70 場次。

參與交流摘要
說明公共工程金質獎融入生態永續及節能減碳理
念相關措施，積極溝通，建立共識。

相關工程業者

溝通管道及
頻率

適時函文及辦理座談會或說明會/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說明公共工程金質獎融入生態永續及節能減碳理
念相關措施，積極溝通，建立共識。

非政府組織

溝通管道及
頻率

適時函文及辦理座談會或說明會/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說明公共工程金質獎融入生態永續及節能減碳理
念相關措施，積極溝通，建立共識。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編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