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9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
自行管制計畫評核報告及結果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總體績效評量

「建築工
程技術發
展與整合
應用計畫
(2/4)」

壹、計畫實際執行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委員 1】
計畫實際執行內容在建築物整建修復及
耐久性能研究、精進建築結構耐震技術研究和
風工程技術多元應用研究 3 分項中皆符合原

【委員 1】優：90 分
以上
【委員 2】優：90 分
以上
【委員 3】優：90 分

定之目標，未發現與原規劃內容不同之處。
以上
【委員 2】
依據書面報告 p.4 均已達預期目標。
【委員 3】
109 年度計畫的目標包括提出相關研究
報告、發表期刊論文、辦理學術研討會、培育
碩博士人才、辦理檢測案、協助規範修訂及維
持研究團隊。根據績效報告書內容，各項計畫
目標均已達成。就實質內容而言，各子計畫的
成果均滿足三分項計畫的要求。就產出量而
言，各項指標，如研究報告數、發表期刊論文
數、學術研討會場次、培育碩博士場次、檢測
案金額等，皆高於原設定目標。
貳、計畫經費運用之妥適度
【委員 1】
109 年度計畫經費執行達成率 98.7%，與
原規劃一致。
【委員 2】
依據書面報告 p.30 執行率達 98.7% (經常
門 97.9%，資本門 101.1% )
【委員 3】
109 年度經常門執行率 97.9%、資本門執
行率達 101.1%，係增加採購儀器設備，總經費
執行達 98.7%，與原規劃預算相近。
參、計畫主要成就及成果(重大突破)之價值、
貢獻度及滿意度
【委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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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化績效指標達成情形】量化績效指
標皆符合或高於原訂目標，成效佳。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在論文和
報告發表、團隊養成、人才培育、皆有超出
預期的表現。
【技術創新(科技技術創新)】計畫著重
技術成果的推廣，在促進研發與產業技術交
流方面所貢獻。
【經濟效益(經濟產業促進)】相關實驗
室完成之技術服務案達 1393.1 萬元，經濟效
益顯著。
【社會影響(社會福祉提升、環境保護安
全)】
【其他效益(科技政策管理、人才培育、
法規制度、國際合作、推動輔導等)】集合產
官學界辦理「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及
「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之研修審查，
對建築工程法規的健全化有相當貢獻。
【委員 2】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依據書面
報告 p.32-p.34，KPl 超標。
【技術創新(科技技術創新)】依據書面
報告 p.36 僅說明會或推廣活動場次，是否合
理?
【經濟效益(經濟產業促進)】依據書面
報告 p.39，KPl 超標。
【社會影響(社會福祉提升、環境保護安
全)】依據書面報告 p.41-p.42 無訂 KPl 。
【其他效益(科技政策管理、人才培育、
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等)】依據書
面報告 p.43，KPl 超標。
【委員 3】
【量化績效指標達成情形】研究報告
數、發表期刊論文數、學術研討會場次、培
育碩博士場次、檢測案金額等，皆高於原設
定目標。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國內外期
刊論文數達 7 篇，加計研討會論文數可達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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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遠超過原定目標值 8 篇。
【技術創新(科技技術創新)】辦理說明
會場次 6 場，超過原訂目標值 4 場。其他相
關績效指標，如 G.智慧財產、J1 技轉與智
財授權等，雖無預期目標亦無產出，期望可
於未來數年內延續本年度成果而有相關產
出。
【經濟效益(經濟產業促進)】於 o.檢測
技術服務項目，不論件數與金額均超過原訂
目標。
【社會影響(社會福祉提升、環境保護安
全)】根據 E003 表，此項並無原訂目標值，
亦無產出。未來可根據績效指標項目，嘗試
於規劃各子計畫時訂定。
【其他效益(科技政策管理、人才培育、
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等)】此項僅
績效指標類別 K 訂定與達成目標。其他項目
可於後續數年視長期成效再統計。
肆、 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委員 1】
本案提供了更佳的機會促成建築研究
所與台科大和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合
作，期望未來可有更多人力和設備資源的交
流。
【委員 2】
於 109 年 4 月 29 日及 6 月 23 日兩單位
(建研所、國震中心)人員互訪，進行合作議
題之意見交換。國震中心黃世建主任與建研
所王所長 8 月 19 日下午於建研所研商強化
於建築物地震災害防治研究課題之整合、啟
動耐震研究人力及設備資源之合作、拓展共
同試驗或檢測業務之合作、擴大「試驗夾具
資料庫」之合作等事宜。
【委員 3】
績效報告書列出與台科大及國家地震
中心的人力資源與分工研究合作，然產出成
果涉及許多規範修訂，涉及其他部會所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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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未來可望進一步與其他都會合作推行。
伍、 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
【委員 1】
本案規劃得宜，執行順利，成果豐碩。後
續措施的展望也頗具前瞻性，如 BIM、雲端，
以及深度學習等 AI 技術的應用，符合科技發
展的走向。
【委員 2】
面對數量龐雜的建材種類，以及不斷推陳
出新的新材料，建立相關資料庫誠屬不易，需
要結合產、官、學、研各界共同投入，方可有
所成效。有效運用建研所材料實驗中心、風雨
風洞實驗室各項實驗設備，包括大型力學實
驗、一般材料實驗、門窗風雨試驗、帷幕牆風
雨試驗及風洞試驗，提升實驗研究與檢測能
量，籍由執行大尺寸結構構件力學試驗，做為
驗證與修訂技術規範參據，並協助業界解決工
程實務所面臨問題，以及規範要求檢驗事項
等。
【委員 3】
績效報告書中，對於各子計畫成果的後續
工作及推廣構想可見於第二部分之成果價值
與貢獻度。有關推廣的對象、方式可進一步釐
清，另成果效益的評估，於確定對象後，宜諮
詢並獲得反饋後再擬定後績的工作項目。
陸、 綜合意見
【委員 1】
【本計畫優點】平衡涵蓋建築工程技術
之多個面向，同時探討既有建物和新建物的
需求，學術論文的發表質、量皆佳。尤其是
在風工程創新多元應用上具開創性，AR、CFD
技術的應用值得期待。
【建議事項】工程學理、技術、環境不
斷變化，建築法規的研修是一項持續性的工
作，須結合產官學的力量合力完成。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過去在這方面的努力有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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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特別是風工程領域，耐風設計規範之台
灣本土資料不足，適用範圍涵蓋面不夠廣，
急需官方主導，引導學界做相關研究，了解
產業界需求，制定合用的規範，確保建物的
安全和減少各種綠能附屬構造的災損。
【委員 2】
【本計畫優點】所定 KPI 均已達標(或
超標) ，經費執行情形亦良好。
【建議事項】本案屬「民生工程」應有
火車頭工業之期許，不只上接學術研究機構
而己，要能與營建產業相扣接，不僅將餅做
大，亦能讓政府施政(公共工程)讓人民有感。
【委員 3】
【本計畫優點】本計畫包括三項分項計
畫，包括「建築物整建修復及耐久性能研
究」
、
「建築物整建修復及耐久性能研究」與
「風工程技術多元應用研究 J.涵蓋建築物可
能面臨的設計、安全與耐久性能等研究課
題，成果可有效提升國內建築技術、保障居
住安全及作為訂定規範、政策的重要參考依
據。
【建議事項】
1.研究課題的整合
各分項計畫下皆有數項子計畫，然子計
畫間的關係並未於本報告書中明確表達，未
來擬訂計畫時，可先訂定一個明確的架構，
再鏈結各子計畫的目標，以利未來成果的整
合。
2 . 研究課題的定位
依總計畫的目標，研究課題似宜偏向實
務的應用，然部分課題雖具學術性但其實務
應用並未明確，未來選擇課題優先可基於實
務的需求。
3. 研究課題的期程
部分課題需要累賴時間的調查或試驗
數據，因此未來可規劃多年期的課題。
4. 原始數據與軟體原始碼的公開
由於各研究課題具公益性，若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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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由公部門支應，則為利實務應用及社會各
界檢視與驗證進而推廣成果並促進新研究
及技術的發展，建議除了特殊其申請專利價
值的技術或產品、產品設備廠牌、人力個資
等外，各研究計畫的原始數據包括試驗、現
地調查、軟體原始碼等應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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