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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科技一日千里不斷更迭競爭的環境中，營建業者亦試圖應用科技以有效改善專案之績
效，然而應用科技所帶來的效益仍然不明確，而缺乏關於科技效益的資訊已造成業界不願在專案
中導入新興科技，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研究科技的應用對營建專案所造成的衝擊，透過科技應用對
專案成功影響的量化分析，將可提供營建業者應用科技之參考。
本計畫的主要目標為調查臺灣營建專案應用科技的程度，以及科技應用對專案成功的影
響，為了深入探索此項主題，本研究建立科技指標來評估專案中應用自動化科技及資訊整合科技
的狀況，以及專案在不同階段中應用科技的程度，並以統計分析的方式探討科技應用與專案業主
滿意度的相關性。
關鍵詞：台灣營建業；專案；科技；整合；自動化；業主滿意度
Abstract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s emerge quick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Construction firms also
attempt to improve project performance by adopting technology. However, the advantages gained from
technology utilization are still not clear. Lack of information regarding technology benefits has resulted
in industry reluctance to implement new technology. Therefore, there are needs for studies that quantify
the impacts of technology utilization on project. Quantifying effects on project success will assist
companies in deciding whether to use certain technologies.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proposed project is to investigate the degree of technologies used on
the Taiwanes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their impacts on project success. In order to explore this,
technology usage metrics will be developed to assess the levels of integration and automation technology
utilization on projects and across the different phases of project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chnology
usage and project owner satisfaction will be also investigated with statistical analyses.
Keywords: Taiwa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ojec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utomation; owner
satisfaction
技來節省工程成本、加速工程進度並減少意
外的發生，相同地，業者也避免導入一些效
益不明確的科技。由於能否從科技革新中得
益仍無法有效實證，因而阻礙了營建業中新
科技的採用，故營建專案應用科技程度的調
查及科技效益的量化研究有其存在的必要
性。此外，回顧台灣營建業於科技應用之相
關調查，其研究僅偏重於營造廠電腦化、管
理資訊系統及資訊技術應用現況之評估，迄

一、前言

營建業是個非常競爭的行業，然而相較
於其他行業，營建業在科技方面的投資顯然
低了很多，根據美國土木工程研究基金會
(Civil Engineering Research Foundation ) 在
1997 年的一項調查，美國營建業花在研發的
經費僅佔其總收入的百分之零點五。然而隨
著近年來營建自動化及資訊科技的蓬勃發
展，營建工程專案在科技的應用程度有逐漸
上升的趨勢，營建業者開始嘗試開發新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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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優於以傳統方法設計及建築的專案。
另外，Goodrum and Haas (2002) 調查不同的
裝備科技 (equipment technology) 對營建生
產力的影響，此研究探討了五項科技因素，
包括能源、控制、性能範圍、資料處理與人
體功學，研究發現裝備科技的革新與生產力
的改善有強烈關係。
另有學者以資訊科技或資訊管理的應用
為議題，探討其為工程所帶來的效益，
Johnson and Clayton (1998) 由業主的觀點評
估資訊科技對工程設計及監造的影響，其結
果指出資訊科技的應用可能改善勞工生產
力、工作程序及工作人員之間的合作。Back
and Moreau (2000) 以電腦模擬模型來評估資
訊管理對於營建施工程序之影響，研究結果
發現將資訊管理策略應用於工程設計及原料
管理之相關活動可能改善工程的進度並縮減
執行的成本。另外，Thomas et al. (2001)
以 CII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stitute) 會員
公司為研究對象，調查營建業應用設計與資
訊科技 (desig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的趨勢及其對專案成本、進度及安全性的影
響，其中所衡量的科技包括整合性資料庫、
電子資訊交換、三度空間電腦模型及條碼系
統，其結果指出設計與資訊科技的應用可能
降低工程成本並改善工程進度。
國內亦有針對營建業科技應用狀況的相
關調查，林能白 (1992) 以台灣中小型營造
廠為對象，調查營建業在管理上使用電腦的
狀況，研究結果顯示當時中小型營造廠電腦
化的程度偏低。廖清雄 (1994) 以台北市甲
級營造廠為研究對象，評估營建業電腦化之
狀況，研究指出由經濟、管理、社會及科技
因素上之分析，業務電腦化是營造業經營的
必然趨勢。蘇建豪 (1999) 以建築工程為範
圍，探討應用標準資訊模型的成本效益與所
帶來之影響，研究顯示藉由導入標準資訊模
型，可促使單位內之作業流程整合、提升作
業流程之效率並使單位與單位間資訊的傳遞
更為迅速。郭淑儀 (2000) 以國內甲級營造

今仍未有一衡量專案應用科技程度的具體方
法。
二、研究目的及重要性
本計畫的主要目標為檢視台灣營建業應
用科技的現況並量化科技應用對專案業主滿
意度的影響，計畫中發展出一具體方法以評
估專案應用自動化科技及資訊整合科技的程
度，自動化科技著重於各類型電腦、應用軟
體、感測器及控制技術之應用，而資訊整合
科技則強調運用科技促成不同系統或部門間
資訊的分享與整合。
研究中所發展的方法可用於衡量台灣營
建專案中各個階段以及其常見作業應用科技
的程度，藉以決定台灣營建業中應用科技之
典範，此研究成果可提供業者企業變革或提
升專案績效之參考，並可作為營建專案現階
段及未來應用科技之依循。國內外均缺乏此
類以跨專案生命週期的方式衡量其應用科技
程度的研究，本計畫檢視營建業整體現況並
針對各類型專案分別深入探討，研究結果並
有助於提升國內營建科技之應用。
三、文獻探討
回顧近幾年營建業科技應用之相關調
查，其討論的議題包括了自動化科技、科技
策略與資訊科技等的應用等，依科技可能帶
來的效益可分為對工程成本、進度、品質或
生產力改善的分析，其方法多為應用質化分
析或描述統計來衡量營造廠應用某項特定科
技的狀況，亦有學者藉由建立電腦模擬模型
來分析科技的效益。由於評估科技效益的方
法與所得之結果將直接影響到廠商在科技方
面投資的意願，其可靠度需特別加以考量，
尤其是對於專案成功影響的評估。
Griffis et al. (1995) 以 55 個 CII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stitute) 會員公司為
研究對象，針對超過 90 個工程專案，進行
三度空間電腦模型對專案成本、進度及重新
施作 (rework) 影響的評估，研究結果指出
應用三度空間模型的專案在成本及進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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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第一階段著重於資料蒐集工具之設
計，藉以取得專案之基本資料，包括專案之
性質、類型、規模及預算等，並評估專案業
主滿意程度。此資料蒐集工具衡量專案中常
見作業應用科技的程度，研究中以文獻回顧
和腦力激盪的方式彙整出專案在規劃、設計
與施工等階段常見的工作機能，並確保所歸
納之工作機能確實為施工程序之基礎且對專
案有潛在的影響力。本計畫將各工作機能應
用科技的程度分為四個等級，並藉此評估專
案整體及其各階段中涉入科技的情形，第一
級代表應用科技之程度最低，等級越高表工
作機能中涉入科技的層次越高。此外，業主
滿意度以李克特五點量表(Liker's five-point
scale)為衡量基礎，滿意程度由非常不滿意
至非常滿意。
計畫的第二階段進行資料蒐集，資料蒐
集的方式將以親自面談為主，並以分層隨機
抽樣的方式進行不同類型專案的訪查，進而
避免樣本來源僅限於某類型專案而無法真實
反映營建業整體現況。研究中並整合專案中
不同單位的觀點，包括建築或顧問公司、承
包商與業主等，以確保所取得之樣本具代表
性。
計畫的第三階段為建立衡量專案應用科
技程度之指標，所發展之指標量表用以量化
專案整體及其生命週期各階段中應用自動化
及資訊整合科技的程度，包括(1)專案整體應
用科技指數、(2)自動化作業應用科技指數、
(3)整合連繫作業應用科技指數、(4)成本敏
感類型作業應用科技指數、(5)進度敏感類型
作業應用科技指數、(6)高科技作業應用科技
指數、(7)低科技作業應用科技指數、(8)設
計規畫階段應用科技指數、(9)採購及施工階
段應用科技指數、與(10)操作及維護階段應
用科技指數。以上所述之指數以專案中各相
關作業應用科技的等級為計算基準，而後轉
換為一般人較為熟悉以零至十分之度量，零
分代表程度最低，分數愈高，代表專案應用
科技的程度愈高。

廠為對象，進行營造業資訊技術應用狀況之
調查，研究發現資訊系統所能發揮的效益僅
在作業處理層面，距離營建電子化之發展願
景仍有相當距離。
四、研究假設
本研究建立數項假設來調查科技使用與
專案業主滿意度的相關性，研究中欲探索的
假設包括：
H1:專案整體應用科技程度與專案業主滿意
度呈正相關性
H2:科技應用於自動化作業的程度與專案業
主滿意度呈正相關性
H3:科技應用於整合連繫作業的程度與專案
業主滿意度呈正相關性
H4:科技應用於成本敏感類型作業的程度與
專案業主滿意度呈正相關性
H5:科技應用於進度敏感類型作業的程度與
專案業主滿意度呈正相關性
H6:科技應用於高科技作業的程度與專案業
主滿意度呈正相關性
H7:科技應用於低科技作業的程度與專案業
主滿意度呈正相關性
H8:專案在規畫及設計階段應用科技程度與
專案業主滿意度呈正相關性
H9:專案在採購及營建施工管理階段應用科
技程度與專案業主滿意度呈正相關性
H10:專案在操作維護階段應用科技程度與專
案業主滿意度呈正相關性
五、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標竿學習法 (benchmarking) 為
基礎，全面性地評估臺灣營建業應用科技的
程度，並以假設檢定的方式來推論新興科技
的應用與專案業主滿意度是否具有顯著的相
關性，此外，計畫中以專案作業為衡量基礎
來評估營建專案中應用各類型科技的程度
(非營造廠應用科技的程度)，以改善過去的
研究中僅適用於調查某項特定科技的方法，
其優點為避免因科技過時而導致所發展之指
標無法長期適用於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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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作業與(5)規畫設計階段作業。

計畫最後階段進行資料分析，包括分析
數據、驗證假設與解釋結果等，研究中建立
資料庫以存放所蒐集之相關資料，並進行資
料分析來評估業界應用科技的現況。此計畫
歸納出可能的統計假設並進行假設檢定，以
驗證科技應用與專案業主滿意度之相關性。

九、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評估台灣營建專案
應用科技程度並量化科技對於專案業主滿意
度的影響，研究中提出一套能評估專案業主
滿意度及應用科技程度的方法，並配合資料
蒐集工具進行現況調查，其目的為建立台灣
營建專案應用科技的標竿典範。研究中透過
一項台灣營建業整體應用科技之調查及對 98
個不同類型專案的分析來決定專案中各層級
使用科技的程度，並以假設檢定的方式來決
定科技應用與專案業主滿意度的關係。
此研究反映不同類型專案應用科技的差
異，研究指出台灣營建專案應用科技的程度
偏低，研究中重要的分析成果包括：
各類型專案在規畫及設計階段應用科技的
程度皆為最高，而在現場施工階段應用科
技的程度皆最低。
專案在自動化作業、成本敏感性作業、進
度敏感性作業、高科技作業與規畫設計階
段作業應用科技，可能提升專案業主滿意
程度。
此研究計畫反映國內營建專案應用科技
的現況，以及專案中不同類型組織應用科技
的情形，研究中並解釋科技應用與專案業主
滿意度的關係，其對於業界科技政策發展之
影響具有高度遠景，而此研究方式亦可提供
其他產業相關調查之依循，計畫中關於標竿
學習的分析可作為國內營建專案提升績效之
參考。

六、專案層級應用科技程度
本研究共調查台灣營建業 98 個專案，
各類型專案應用科技的指數如表 1 所示，整
體而言，各類型專案應用科技的程度不高，
資料分析顯示小型專案應用科技的程度最
高，而擴建專案應用科技的程度最低。
七、專案階段應用科技程度
本研究中專案的生命週期分為六階段，
專案不同階段應用科技的程度亦有所差異，
如表 2 所示，研究指出專案在規畫及設計階
段應用科技的程度最高，此兩階段的作業大
多屬於資訊密集，且專案在此兩階段涉及的
組織較其他階段少。專案應用科技程度最低
的階段為營建施工執行階段，相關的組織導
入科技的程度相當低。各專案在施工管理及
操作維護階段應用科技的程度最為分歧，雖
然可應用於上述階段的資訊系統存在，然而
導入這些系統對於部分業者而言，可能成本
過高。專案在設計階段應用科技的程度最一
致，多數的建築及顧問公司在此階段皆應用
先進的科技。
八、科技應用對專案業主滿意程度之影響
關於業主滿意程度，專案可分成為以下
五類型：(1)非常不滿意、(2)不滿意、(3)中
等、(4)滿意與(5)非常滿意。所分析資料中
各類型專案的分布如表 3 所示。
專案表現的分析著重於調查業主滿意的
專案與業主不滿意的專案在應用科技的程度
上是否有顯著性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研究指出專案業主滿意程度可能與科
技應用於以下層次有關：(1)自動化作業、(2)
成本敏感性作業、(3)進度敏感性作業、(4)

十、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已依照預定進度完成，並達成預
期目標，部分研究成果已於國外研討會中發
表(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eoul, Korea)，
另已將研究成果投稿於國外學術期刊。本研
究之內容具實用性並與原計畫相符，對於業
界頗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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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專案層級應用科技程度
專案種類

數量

平均值

標準差

建築工程

29

3.24

1.85

工業工程

10

2.90

2.04

基礎工程

52

3.81

2.16

大型工程

32

3.64

2.20

中型工程

28

3.52

2.11

小型工程

26

3.89

2.25

私人工程

18

2.78

1.56

公共工程

54

3.44

2.10

興建工程

67

3.75

2.05

翻修工程

10

3.48

3.30

擴建工程

8

2.57

1.75

表 2、專案各階段應用科技程度
階段

數量

平均值

標準差

規畫階段

91

4.07

2.40

設計階段

85

4.14

2.21

採購階段

88

3.68

2.38

營建施工管理

93

3.40

2.58

營建施工執行

91

2.97

2.36

操作與維護階段

80

3.53

2.55

表 3、專案業主滿意度之分布
非常不滿意
數量
百分比
0
0.00

不滿意
數量
百分比
17
17.89

數量
29

中等
百分比
30.53

數量
42

滿意
百分比
44.21

非常滿意
數量 百分比
7
7.37

表 4、科技對於專案業主滿意度影響之分析
業主滿意專案
業主不滿意專案
科技使用
數量 平均值 標準差 數量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差異
專案層級
14
4.87
1.95
17
3.93
2.01
0.94
自動化作業
14
5.14
1.96
17
3.94
1.89
1.20
整合連繫作業
14
4.79
2.02
17
3.92
2.19
0.87
成本敏感性作業 14
5.61
2.21
17
4.10
2.08
1.51
進度敏感性作業 14
5.10
1.97
17
4.00
2.28
1.10
高科技作業
14
6.03
1.95
17
4.27
1.85
1.76
低科技作業
14
3.77
2.17
17
3.32
2.30
0.45
5.70
2.14
3.97
1.72
1.73
規畫設計階段
14
17
12
4.81
2.13
17
3.95
2.27
0.86
採購施工階段
4.57
3.10
3.88
2.56
0.69
操作維護階段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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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值
1.31
1.73
-1.95
1.42
2.57
-2.49
---

p值
-0.047
-0.030
0.083
0.008
-0.0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