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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公共工程建設為國家施政績效之表現，公共工程的執行與管理的良

窳，不僅影響整體工程計畫，也影響國民生活及經濟的成長。政府每年

投入巨額推動工程建設，動用龐大資源。因此，公共工程的執行績效也

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有鑑於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建立工程績

效管理支援系統，以簡單明瞭且快速的表示公共工程執行績效的信號機



制，並提供異常監測機制，藉由建立的過程，探討公共工程績效評估及

異常監測之方法，以做為政府對公共工程施政之基本依據。   針對公

共工程執行績效進行評估及探討，應用多維度資料倉儲，選定影響公共

工程績效評估之指標，再以線上即時分析進行資料分析；將績效評估問

題予以層級化分析，建立績效評估模式，並確認各評估指標之相對權

重；為驗證影響工程執行績效之評估指標，採用變異數分析方式、統計

製程控制之管制圖工具，進行工程執行異常之監測，以提供管理者即時

監測異常情形，即時發現問題，尋求解決方式，以防範未然。利用地理

資訊圖像空間及信號燈機制，以整合績效評估模式、工程績效評估、監

測值、以及專家知識庫，建立一套可支援資料處理、觀察、評估、以及

解決問題之管理支援系統，提供各層級政府管理工程，執行績效的決策

支援系統，以提昇工程之執行績效。  

摘要

(英) 

A good project management of public construction usually plans and monitors 

both the time (or schedule) and cost (or budget) aspects of the project carefully 

(Hillier and Lieberman, 2001). Unfortunately, few project managers of public 

construction focus on quality monitoring which may destroy the securities of 

people. This study presents a GIS-based management support system (GMSS) for 

evaluating the on-line performance of each public construction and for indicating 

its control signal derived from a new decision model which encompass multiple 

criteria such as schedule, budget, quality, etc.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el 

collects all required data,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from multi-dimensional data 

warehouse, several forecasting models in model bas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KM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decision makers themselves in the framework of GMSS. Besides the 

proposed subsystems and models, AHP, data warehouse, and KMS are used 

interactively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each criterion and then the evaluation by 

the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odel is obtained and demonstrated in GIS environment. 

A prototype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on-line performance of each public 

construction and for displaying its control signal is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What-if” and managerial analyses are also presented in the system for planning 

and monitoring each public construction in changing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and uncertain constructing process. Refereces Hillier, F.S., and Lieberman, G.J., 

Introduction to Operations Research, McGraw-Hill, New York,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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