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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營建產業概論

• 營建業的生產力與績效衡量

• 精實營建基礎

• 精實流程管理

• 精實工具

• 精實營建案例
– 應用價值溪流圖於混凝土基礎工程之改善

– 模板工程精實化

– 應用精實生產A3報告強化營建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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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產業

• 「營建業」指營造廠商及建築投資業者。前者係
從事土木建築工程為主要業務，一般俗稱營造廠
商；後者建築投資業者以土地開發、委託營造廠
商興建房屋出售為業，俗稱建設公司、開發投資
公司等。

• 目前國內法令規定，一項建築物分為二部分：

–建造工作，屬於“營造廠商”專有，營造廠商負
責建造建築物等工程，為保障建築物之品質及
安全須具有專業技術之限制。

–銷售工作，屬於“建設公司”部分，建設公司負
責取得營建用地、設計興建規劃，再對外銷售
房屋予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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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

• 包含綜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及土木包工業。

• 綜合營造業
– 甲等、乙等、丙等綜合營造業，最低資本額分別為
新台幣2250萬元、1000萬元、300萬元等。

• 專業營造業
– 包含鋼構工程、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基礎工程、
施工塔架吊裝及模板工程、預拌混凝土工程、營建
鑽探工程、地下管線工程、帷幕牆工程、庭園與景
觀工程、環境保護工程、防水工程等。

• 土木包工業
– 係指經向主管機關辦理許可、登記，在當地或鄰近
地區承攬小型綜合營繕工程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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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產業生產力偏低

• 根據統計，營建業的生產力(productivity)相對其他
產業而言相當低。

• 以美國為例，近四十年來美國營建業的生產力不
斷地在下降，平均每年下降0.6%。而非農業
(nonagricultural)的生產力卻是以每年1.75%的速度
在成長。

• 非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可以歸因於生產機械化、設
備自動化、預製、成本降低、使用材料的便利性
和實質勞動力成本的減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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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產業生產力偏低

• 根據美國營建產業協會(Construction Industry 
Institute, CII) 估計

–專案中10%的成本是因重工(rework)所造成。

– 25% 到 50%營建成本是因勞工、物料管控的浪
費與無效率造成。

• 在把設計圖轉換到實際建造時，錯誤的訊息傳達
導致了不必要的損失。

• 許多既有的規定標準與慣例扼殺了提升生產力的
潛能。

• 營建業組織內部之間普遍缺乏對效率/品質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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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生產力和績效

• 下列四個項目定義營建專案是否成功。

 品質(quality)：符合規格限制與減少不良品。

 成本(cost)：在預算內。

 時程(schedule)：在時程內準時完成。

 安全(safety)：沒有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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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營建工作的團體

• 業主(Owner)
• 設計師

• 營造商

• 勞動人員

• 主要供應商(設備、物
料製造商、運輸業)

• 金融機構

• 律師、保險公司

• 地方政府機構

• 公用事業(Utilities):水電

• 安全相關的專家

• 品質保證的專業人才

• 精實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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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的定義

• 衡量組織的資源並做好有效的匯集與應用，以完
成理想中的目標。

• 生產力(Productivity)與有效運用資源相關，是最直
接影響競爭力的因素。作業管理主要即在探討生
產力的議題。

• 好的生產力是利用最少的資源消耗來達到最高的
績效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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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的定義

• 生產力為衡量產出量(商品與服務)與投入量(人工、
物料、能源及其他資源)之間關係的指標，通常以
產出量與投入量的比率來表示：

生產力＝產出量/投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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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的定義

• 生產力可判斷產業的經營績效。高生產力是指以
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完成整個結構物。

• 營建工作多為專案導向的情況，相較於製造業影
響因素較為動態。影響營建業生產力的因素包含
管理、技術、勞動、工程和設計相關等。

• Total productivity (TP)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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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實營建對生產力的影響

• 工作流程的變異性通常會造成較長的周期時間、
減少系統的產出量、增加流程中的浪費。

• 勞工生產力的高變異會造成專案績效的負面成效。
因此，精實改善措施可以透過減少勞工生產率的
變異性提升專案績效。

• 精實營建試圖以最少成本、最大價值來管理與改
善營建流程，同時也考慮到顧客需求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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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改善

• 現場施工作業的活動取樣研究顯示，40~60％的工
作時間是不具生產性的(無附加價值)。

• 造成這些時間浪費的原因包含：溝通不良、等待
指派作業、等待資源、重複或沒必要的物料搬運、
重工、意外、延遲或不準確的工作狀態報告、缺
乏有效監督與管理…等。

• 透過有效的營建管理(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M)消除上述時間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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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營建業生產力的因素

• 無效率的管理手法

–造成低生產力的主要原因。

–藉由管理來提升生產力的方法為

 制定計畫。

 資源供給與控制。

 資訊提供與回饋。

 選擇適合的人擔任重要職務。

• 產業不斷朝專業分工發展(Growth of Specialization)
–不同組織、公司之間的協同合作與溝通。

14



影響營建業生產力的因素

• 不明確的績效標準

–建築師/工程師可能對績效標準不了解，導致無
法達到既定目標與期望。

• 分包(轉包)契約逐漸興起(Subcontracting)
–分包商沒有詳細告知其定價方式給業主，造成
規劃預算與實際預算間的落差。

• 無法接受創新(Innovation)
–規模較小的承包商，對於採用較為先進的技術
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或資金，對創新具恐懼和
不確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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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營建業生產力的因素

• 缺乏標竿學習的對象(Lack of Benchmarking)
–由於缺乏信任感、怕失去競爭優勢，營建業很
少使用此種方式。

• 未訂定危機管理方針(Crisis Orientation)
–除非遇到重大事故逼迫營建業改變，否則長期
不會進行更新或改變。

• 勞工短缺(Labor Shortages)
–產業內具有專業技能的勞工數量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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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營建業生產力的因素

• 專案獨特性(Project Uniqueness)
–每棟建築物都有其獨特性，因此在建造的過程
中，修改專案內容為必要的。

–依照學習曲線的原則，專案的獨特性使員工在
每個不同專案的一開始都需要學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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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營建業生產力的因素

• 科技的影響(Technology Impacts)
–設備的進步是提升營建業生產力的原因之一。

• 工資的走向(Real Wage Trends)
–近三十年來，營建業的工資調降速度相較其他
產業快。

• 營建相關的訓練不足(Inadequate Construction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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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產力衡量到績效改善與精實營建

• 整合專案交付(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 IPD)與精
實營建、全面品質管理(TQM)、ISO 9000、six 
sigma等精實手法有助於提升生產力。

• 為了有效地改善組織狀況，管理者需要安排與挑
選數個受過精實管理訓練的人，組成一專案小組
來應用精實手法提升生產力、品質等。

• 精實的概念已在製造業和其他服務業應用的淋漓
盡致，包含業者、設計者、營造商等最高管理者
都必須致力於執行績效與品質的改善，也必須投
入必要費用、給予員工支持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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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實營建(Lean Construction)
• Koskela在1992年提出將製造業的生產原則包括精
實生產等應用到建築業，並於1993年首次提出
「精實營建」(Lean Construction)概念。

• IGLC (International Group of Lean Construction)和
LCI (Lean Construction Institute)兩大組織為精實營
建研究的重要推行者和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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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實營建(Lean Construction)定義

• 是一種管理建設的新手法。以豐田生產系統(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TPS)為根基，這種新的管理方式能
使複雜、不確定的工程專案有顯著的進步。

•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stitute (CII) 定義為

– the continuous process of eliminating waste, meeting 
or exceeding all customer requirements, focusing on 
the entire value stream, and pursuing perfection in the 
execution of a constructed project.

– 為一個持續消除浪費的過程，以達到或超出客戶的
要求，著眼於整條價值流，追求營建專案的完善。

• 最小化物料、時間和其他投入的成本，以產出最大可
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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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waste)
• Value-Adding (VA)
• Essential Non-Value Adding activities (ENVA)

– 例如檢查(inspection)。
•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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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Richard O’Connor, “Implementing Lean in construction: Lean tools and techniques –
an introduction”, Transform Business Improvement Ltd, 2013.



消除浪費 23
(搬運的浪費)

(製造過多、過早的浪費)

(閒置的浪費)

(加工的浪費)

(庫存的浪費)

(動作的浪費)

(重工的浪費)

Source: “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LEAN Construction Methods to Building New Australian LNG Capacity”, Engineers Australia, 2012.



豐田生產系統(TPS)
•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TPS)豐田生產系統結合
理論與多重目標(如：降低成本、品質保證與人性
化)以保持產業持續發展。

• 豐田管理的兩大支柱：

– 即時生產(Just-In-Time, JIT)：必要的東西在必要的
時間只生產必要的數量

– 自働化(Autonomation)：自働化不只是做到自動化，
且要做到防呆措施，也就是在機器自動運轉時，並
不需要人的介入(省人力)，可是當機器發生異常狀
況時，機器不僅自動停止並有警示，此時人再前往
處理(無缺點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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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模式的4P 25

豐田模式的4P
Philosophy 理念(著眼於長期的思維)
Process 流程(杜絕浪費)：正確的流程方能產生正

確結果。

People/Partners 員工與事業夥伴(尊重他們、挑戰他們、
使他們成長)：藉由員工與事業夥伴的發
展，為組織創造價值。

Problems Solving 解決問題(持續改善與學習)：持續解決根
本問題是組織型學習的驅動力。



豐田模式(The TOYOTA Way) 26

豐田模式14項管理原則 (The TOYOTA Way: 14 Management Principles)

Philosophy
理念(長期思維)

原則1：管理決策必須以長期理念為基礎，即使
必須因此犧牲短期財務目標也在所不惜。

Process
流程(杜絕浪費)

原則2：建立無間斷的作業流程以使問題浮現。
原則3：使用『後拉式制度』以避免生產過剩。
原則4：使工作負荷平均(平準化)。
原則5：建立立即暫停以解決問題、一開始就重
視品管的文化。
原則6：職務工作的標準化是持續改善與授權員
工的基礎。
原則7：使用視覺控管，讓問題無從隱藏。
原則8：使用可靠的、經過充分測試的技術以支
援人員及流程。



豐田模式(The TOYOTA Way)(續) 27

豐田模式14項管理原則 (The TOYOTA Way: 14 Management Principles)

People/Partners
員工與事業夥伴
(尊重他們、挑戰
他們、使其成長)

原則9：栽培徹底了解並認同公司理念的員工成
為領導者，並使他們能教導其他員工。
原則10：栽培與發展信奉公司理念的傑出人才
與團隊(以團隊合作方式達成共同目標)。
原則11：重視公司的事業夥伴與供應商，挑戰
它們，並幫助它們改善。

Problems Solving
解決問題(持續改

善與學習) 

原則12：親臨現場查看以徹底了解情況(現地現
物)。
原則13：決策不急躁，以共識為基礎，徹底考
慮所有可能選擇，快速執行決策。
原則14：透過不斷地省思與持續改善，以變成
一個學習型組織。



TFV(轉換、流程、價值)理論

• 生產過程中存在生產轉換、流程和價值。

– 生產流程中物料在不同階段、作業員之間移動，這
是flow activity，在各個不同階段加工為conversion 
activity，只有conversion activity會增加value， flow 
activity不會增加value。

• Koskela 對其整合，形成TFV (Transformation-
Flow-Value)理論。

• TFV理論指出營建過程與一般生產具有共通性。

• 在一個典型的生產流程中，只有 3%~20%是具有
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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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實營建的優點

• 更低廉的成本(Lower costs)
• 更少的延遲(Fewer delays)
• 減少不確定性(Less uncertainty)
• 減少浪費(Less waste)
• 更高效率的建築與設施(More efficient 

buildings/facilities)
• 更高的用戶滿意度(Higher us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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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實營建與傳統建設之差異

• 精實營建：

–主動地控制流程，規劃系統的性能，以確保可
靠的工作流程，並預測專案成果。

–著重於專案整體層面進步，而非區域性或單獨
性的進步。

• 傳統建設：

–獎勵個人表現，員工可能注重於自己的工作績
效或與他人的競爭上。

30



精實營建與傳統建設之差異

• 精實營建包含了較佳的短期規劃與控制，促進專
案即時完成，並減少了傳統建設上的多變與不確
定性。

• 精實營建強調無間斷的工作流程，Last Planner®

System (LPS) (1992) 概念是依賴於授權領導者與
員工，決定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完成的具體
任務，因為他們對每個人的工作能力都較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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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實營建與精實生產之差異 32

精實營建 精實生產

特定訂單，相同的設計很少會再次
使用。

訂單內容相似，多為大量
生產。

每個專案的地點皆不相同，不可控
制的環境風險較大。

多為室內，可控制的環境
因素。

建設過程由現場人員所主導，大幅
地增添了不確定性。

生產流程的設計上較明確。

長期、較複雜。 短期、易量化、較易改善。

設計和施工分開委託，不同的項目
中各工作人員的關係也差異極大。

高度專業化。

組織通常在專案完成後即消失。



精實準則(Lean Principles)
 確定價值(Specifying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d customer)：正確地辨別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價值。

 確認價值溪流(Determining a value stream)：利用指出
創造價值所需的所有步驟，繪製出價值溪流圖，藉
由改善來挑戰每一步驟，而確認每一產品的價值溪
流。

 暢流(Creating flow with capable, available, and 
adequate processes)：使價值暢流無阻。

 後拉式(Pulling materials, parts, products, and 
information from customers)：由顧客向生產者施拉力。

 完善(Perfection,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o reduce and 
eliminate waste)：藉由持續改善、減少與消除浪費而
追求完善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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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改善步驟

 首先選定一個產品線做為繪製價值溪流圖的標的，
並依該產品線現有的「物流」、「資訊流」與「生
產作業時間」等資訊，繪製成“現狀圖”(current state 
drawing)。

 分析現狀圖中的生產流程，是否有可以改變成流線
生產(flow production)、超市拉動(supermarket pull)、
看板拉動(Kanban pull)，或是“先進先出”(FIFO)的生
產方式，以減少成品及在製品庫存。

 繪製“未來理想狀態的價值溪流圖”(future state 
drawing)。

 實施改善以達成未來價值溪流圖中的目標。

 將改善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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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案例: 模板工程精實化

(Making formwork construction lean)
• Source: Chien-Ho Ko, et al. “Improving Formwork Engineering Using the Toyota Wa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pp.13-27, 1(1), 2011.
• Source: Chien-Ho Ko & Jiun-De Kuo, “Making formwork construction lean”,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pp.444-458, 21(4), 2015.



傳統模板工程流程 36

規劃與設計

準備工地現場製圖

準備材料

模板加工

備料開工

組立模板

檢查

混凝土灌注監測

拆模

Source: Chien-Ho Ko, et al. “Improving Formwork Engineering Using the Toyota Wa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pp.13-27, 1(1), 2011.



模板作業分析

• 模板作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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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動作 描述 時間(%)

模板組立與加工

量測 量測所需要的模板尺寸 6.8
走路 走路到模板材料堆放場區域 13.5
找尋 找尋所要的模板規格 22.1
拉出 從模板拉出釘子 3.8
加工 切割模板 2.3
傳遞 傳遞模板給工人 9.0
等待 等待模板學徒找尋材料 7.9
固定 將模板釘牢 31.3
修補 修補模板間縫隙 3.3

搬運模板
搬運 搬運拆下來的模板到下一個區域 52.9
等待 搬運等待 47.1

無附加價值活動
可視為浪費。

搬運模板中工人花費
47.1%時間等待，可
歸因於現場佈置不良、
模板擺放位置錯誤、
工人組織不良等。



當前潛在問題

• 站與站之間過多庫存。

• 總承包商與其他主管不清楚現場問題及產品缺陷。

• 模板工程承包商轉包工作給第三方(如鷹架、鋼筋、
機電設備、混凝土工作)，浪費發生於某一承包商
等候另一承包商完成特定作業。

• 模板工程而言，除了領班的領導力及能力需要注
意外，還要考慮團隊成員的技術與經驗，沒有經
驗的工人可能會做出不合格、有缺陷之模板作業，
需要修復導致交期變長、成本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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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模板工程

• 消除沒有附加價值的動作(如等待、走路、找尋)。
• 增加現場工作效率。

• 創造模板工程作業區，可分為七區：

–完成的模板區(A1)
–支撐架與配件區(A2)
–第一類模板區(A3)
–第二類模板區(A4)
–廢棄模板區(A5)
–模板製成區(B)
–外部材料作業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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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Chien-Ho Ko, et al. “Improving Formwork Engineering Using the Toyota Wa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pp.13-27, 1(1), 2011.



現場佈置

• 一個適當的模板現場佈
置可減少浪費動作，包
括尋找、等待、走路。

• 劃分區域成兩個模板堆
放區；在每個堆放區，
所需材料根據其生產順
序放置。

• 進行模板組立及加工作
業，工人可以方便地從
堆放區取得材料，減少
不必要的走路、尋找、
等待等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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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Chien-Ho Ko & Jiun-De Kuo, “Making formwork construction lean”,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pp.444-458, 21(4), 2015.



改善後模板工程 41

拆除模板 模板組立與加工

改善後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每位工人每天平均生產力(平方公尺)每位工人每天平均生產力(平方公尺)

Source: Chien-Ho Ko, et al. “Improving Formwork Engineering Using the Toyota Wa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pp.13-27, 1(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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