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案管理組織專案管理組織專案管理組織專案管理組織之建立之建立之建立之建立



傳統的施工編組

Who與工程進度系統之整合與工程進度系統之整合與工程進度系統之整合與工程進度系統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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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WhoWhoWho)工程組織 作業(WhatWhatWhatWhat)？



施工組織成員之任務資訊

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

擔任何種作業擔任何種作業擔任何種作業擔任何種作業

擔任作業之起迄時間擔任作業之起迄時間擔任作業之起迄時間擔任作業之起迄時間

擔任作業之浮時為何擔任作業之浮時為何擔任作業之浮時為何擔任作業之浮時為何

擔任作業是否為要徑擔任作業是否為要徑擔任作業是否為要徑擔任作業是否為要徑

擔任作業之施工場所擔任作業之施工場所擔任作業之施工場所擔任作業之施工場所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

(公司員工)(公司員工)(公司員工)(公司員工)

(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

負責合約的那些項目負責合約的那些項目負責合約的那些項目負責合約的那些項目

負責合約項目之數量負責合約項目之數量負責合約項目之數量負責合約項目之數量

負責合約項目之金額負責合約項目之金額負責合約項目之金額負責合約項目之金額

前置及後續作業為何前置及後續作業為何前置及後續作業為何前置及後續作業為何

擔任作業之施工場所擔任作業之施工場所擔任作業之施工場所擔任作業之施工場所

完成該項目所需資源完成該項目所需資源完成該項目所需資源完成該項目所需資源



責任矩陣責任矩陣責任矩陣責任矩陣：：：：Who與與與與What之連結之連結之連結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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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度系統中建立責任組織在進度系統中建立責任組織在進度系統中建立責任組織在進度系統中建立責任組織____作業負責人作業負責人作業負責人作業負責人



組織成員編碼之建立組織成員編碼之建立組織成員編碼之建立組織成員編碼之建立

� 開啟作業代碼視窗開啟作業代碼視窗開啟作業代碼視窗開啟作業代碼視窗，，，，建立公司成員編碼建立公司成員編碼建立公司成員編碼建立公司成員編碼 ：：：：

� 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企業企業企業企業」」」」→→→→「「「「作業代碼作業代碼作業代碼作業代碼」」」」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1111：：：：執行執行執行執行「「「「修改修改修改修改」」」」自動彈出自動彈出自動彈出自動彈出「「「「作業代碼定義作業代碼定義作業代碼定義作業代碼定義」」」」視窗視窗視窗視窗，，，，可修改或新可修改或新可修改或新可修改或新
增作業代碼之名稱增作業代碼之名稱增作業代碼之名稱增作業代碼之名稱。。。。

①①①① 執行修改彈出作

執行修改彈出作執行修改彈出作

執行修改彈出作

業代碼定義視窗

業代碼定義視窗業代碼定義視窗

業代碼定義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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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編碼之建立組織成員編碼之建立組織成員編碼之建立組織成員編碼之建立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2222：：：：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建立一個新作業代碼名稱建立一個新作業代碼名稱建立一個新作業代碼名稱建立一個新作業代碼名稱。。。。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3333：：：：輸入作業代碼名稱輸入作業代碼名稱輸入作業代碼名稱輸入作業代碼名稱。。。。在此定義此作業代碼為公司成員在此定義此作業代碼為公司成員在此定義此作業代碼為公司成員在此定義此作業代碼為公司成員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而而而而「「「「最大長度最大長度最大長度最大長度」」」」為每一階層之為每一階層之為每一階層之為每一階層之資源代碼值資源代碼值資源代碼值資源代碼值所能允許的所能允許的所能允許的所能允許的
字元長度字元長度字元長度字元長度，，，，設定完成後即可關閉設定完成後即可關閉設定完成後即可關閉設定完成後即可關閉「「「「作業代碼定義作業代碼定義作業代碼定義作業代碼定義」」」」視窗視窗視窗視窗。。。。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4444：：：：執行執行執行執行「「「「關閉關閉關閉關閉」」」」回到回到回到回到「「「「作業代碼作業代碼作業代碼作業代碼」」」」視窗視窗視窗視窗。。。。

④④④④ 關閉視窗關閉視窗關閉視窗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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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②② 新增作業代碼新增作業代碼新增作業代碼新增作業代碼③③③③ 輸入作業代碼名稱與代碼長度輸入作業代碼名稱與代碼長度輸入作業代碼名稱與代碼長度輸入作業代碼名稱與代碼長度



組織成員編碼之建立組織成員編碼之建立組織成員編碼之建立組織成員編碼之建立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5555：：：：在在在在「「「「選擇作業代碼選擇作業代碼選擇作業代碼選擇作業代碼」」」」之下拉式選項中選擇剛才所定義之作業代碼之下拉式選項中選擇剛才所定義之作業代碼之下拉式選項中選擇剛才所定義之作業代碼之下拉式選項中選擇剛才所定義之作業代碼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6666：：：：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即在該作業代碼下建立一個新的作業代碼值即在該作業代碼下建立一個新的作業代碼值即在該作業代碼下建立一個新的作業代碼值即在該作業代碼下建立一個新的作業代碼值。。。。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7777：：：：輸入代碼值與說明輸入代碼值與說明輸入代碼值與說明輸入代碼值與說明，，，，代碼值同樣必須為不可重複之編碼以供系統代碼值同樣必須為不可重複之編碼以供系統代碼值同樣必須為不可重複之編碼以供系統代碼值同樣必須為不可重複之編碼以供系統
辨識辨識辨識辨識，，，，代碼說明在此則輸入代碼說明在此則輸入代碼說明在此則輸入代碼說明在此則輸入公司組織成員姓名公司組織成員姓名公司組織成員姓名公司組織成員姓名。。。。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8888：：：：調整代碼值之階層調整代碼值之階層調整代碼值之階層調整代碼值之階層。。。。 ⑥⑥⑥⑥ 新增作業代碼值

新增作業代碼值新增作業代碼值

新增作業代碼值⑤⑤⑤⑤ 選擇所建立的作業代碼

選擇所建立的作業代碼選擇所建立的作業代碼

選擇所建立的作業代碼

8⑦⑦⑦⑦ 輸入代碼值與說明

輸入代碼值與說明輸入代碼值與說明

輸入代碼值與說明 ⑧⑧⑧⑧ 調整代碼值階層

調整代碼值階層調整代碼值階層

調整代碼值階層



操作練習操作練習操作練習操作練習

� 利用作業代碼建立公司組織成員利用作業代碼建立公司組織成員利用作業代碼建立公司組織成員利用作業代碼建立公司組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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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之之之之作作作作業業業業指派指派指派指派
� 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專案專案專案專案」」」」→→→→「「「「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1111：：：：於頂部配置圖選項欄單擊滑鼠左鍵下拉選項於頂部配置圖選項欄單擊滑鼠左鍵下拉選項於頂部配置圖選項欄單擊滑鼠左鍵下拉選項於頂部配置圖選項欄單擊滑鼠左鍵下拉選項，，，，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即彈出欄位設定視窗即彈出欄位設定視窗即彈出欄位設定視窗即彈出欄位設定視窗。。。。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2222：：：：選取選取選取選取「「「「作業識別碼作業識別碼作業識別碼作業識別碼」、「」、「」、「」、「作業名稱作業名稱作業名稱作業名稱」」」」與作業代碼與作業代碼與作業代碼與作業代碼 ----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之欄位即可之欄位即可之欄位即可之欄位即可，，，，執行確定即回到作業頁面執行確定即回到作業頁面執行確定即回到作業頁面執行確定即回到作業頁面。。。。

②②②② 顯示出作業與公司成員之作業代碼即可

顯示出作業與公司成員之作業代碼即可顯示出作業與公司成員之作業代碼即可

顯示出作業與公司成員之作業代碼即可①①①①點擊滑鼠左鍵出現下拉選項

點擊滑鼠左鍵出現下拉選項點擊滑鼠左鍵出現下拉選項

點擊滑鼠左鍵出現下拉選項，

，，

，並執行欄位

並執行欄位並執行欄位

並執行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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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之之之之作作作作業業業業指派指派指派指派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3333：：：：依序在每作業之依序在每作業之依序在每作業之依序在每作業之「「「「公司組織成員公司組織成員公司組織成員公司組織成員」」」」欄位中指定其負責人欄位中指定其負責人欄位中指定其負責人欄位中指定其負責人

③③③③選取負責該作業之成員

選取負責該作業之成員選取負責該作業之成員

選取負責該作業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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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與與與與作作作作業業業業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4444：：：：於頂部配置圖選項欄單擊滑鼠左鍵下拉選項於頂部配置圖選項欄單擊滑鼠左鍵下拉選項於頂部配置圖選項欄單擊滑鼠左鍵下拉選項於頂部配置圖選項欄單擊滑鼠左鍵下拉選項，，，，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即彈出設定視窗即彈出設定視窗即彈出設定視窗即彈出設定視窗。。。。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5555：：：：於於於於「「「「群組依據群組依據群組依據群組依據」」」」中選擇中選擇中選擇中選擇「「「「公司組織成員公司組織成員公司組織成員公司組織成員（（（（作業代碼作業代碼作業代碼作業代碼））））
」」」」作為群組分類作為群組分類作為群組分類作為群組分類，，，，重新排序後可看到組織成員之工作內容重新排序後可看到組織成員之工作內容重新排序後可看到組織成員之工作內容重新排序後可看到組織成員之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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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與與與與作作作作業進度表業進度表業進度表業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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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練習操作練習操作練習操作練習：：：：對公司組織成員分配作業對公司組織成員分配作業對公司組織成員分配作業對公司組織成員分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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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廠商組織之建立協力廠商組織之建立協力廠商組織之建立協力廠商組織之建立

� 以以以以「「「「資源代碼資源代碼資源代碼資源代碼」」」」來建立協力廠商組織來建立協力廠商組織來建立協力廠商組織來建立協力廠商組織。。。。

� 依據各協力廠商所負責之合約項目依據各協力廠商所負責之合約項目依據各協力廠商所負責之合約項目依據各協力廠商所負責之合約項目，，，，以以以以指派指派指派指派的方式來的方式來的方式來的方式來

建構協力廠商與合約項目之關係建構協力廠商與合約項目之關係建構協力廠商與合約項目之關係建構協力廠商與合約項目之關係。。。。

� 透過資料表的透過資料表的透過資料表的透過資料表的群組排序群組排序群組排序群組排序的方式來的方式來的方式來的方式來呈現呈現呈現呈現協力廠商所負責協力廠商所負責協力廠商所負責協力廠商所負責

之合約項目與其之合約項目與其之合約項目與其之合約項目與其所所所所對應的施工作業對應的施工作業對應的施工作業對應的施工作業。。。。

15



在資源代碼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在資源代碼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在資源代碼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在資源代碼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

� 在在在在「「「「資源代碼資源代碼資源代碼資源代碼」」」」視窗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及編碼視窗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及編碼視窗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及編碼視窗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及編碼

� 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企業企業企業企業」」」」→→→→「「「「資源代碼資源代碼資源代碼資源代碼」。」。」。」。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1111：：：：執行執行執行執行「「「「修改修改修改修改」」」」自動彈出自動彈出自動彈出自動彈出「「「「資源代碼定義資源代碼定義資源代碼定義資源代碼定義」」」」視窗視窗視窗視窗，，，，以以以以新新新新
增資源代碼增資源代碼增資源代碼增資源代碼及及及及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①①①①執行修改增加執行修改增加執行修改增加執行修改增加

新的資源代碼新的資源代碼新的資源代碼新的資源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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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源代碼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在資源代碼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在資源代碼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在資源代碼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2222：：：：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建立一個新資源代碼名稱建立一個新資源代碼名稱建立一個新資源代碼名稱建立一個新資源代碼名稱。。。。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3333：：：：輸入資源代碼名稱輸入資源代碼名稱輸入資源代碼名稱輸入資源代碼名稱。。。。並並並並定義資源代碼為定義資源代碼為定義資源代碼為定義資源代碼為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4444：：：：執行執行執行執行「「「「關閉關閉關閉關閉」」」」即關閉該視窗回到即關閉該視窗回到即關閉該視窗回到即關閉該視窗回到資源代碼視窗資源代碼視窗資源代碼視窗資源代碼視窗。。。。

④④④④ 關閉視窗關閉視窗關閉視窗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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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②② 新增資源代碼新增資源代碼新增資源代碼新增資源代碼③③③③ 輸入資源代碼名稱與代碼長度輸入資源代碼名稱與代碼長度輸入資源代碼名稱與代碼長度輸入資源代碼名稱與代碼長度



在資源代碼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在資源代碼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在資源代碼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在資源代碼內建立協力廠商組織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5555：：：：在在在在「「「「選擇資源代碼選擇資源代碼選擇資源代碼選擇資源代碼」」」」選項中選項中選項中選項中，，，，在此選擇協力廠商在此選擇協力廠商在此選擇協力廠商在此選擇協力廠商。。。。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6666：：：：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在該資源代碼下建立新的資源代碼值在該資源代碼下建立新的資源代碼值在該資源代碼下建立新的資源代碼值在該資源代碼下建立新的資源代碼值。。。。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7777：：：：輸入輸入輸入輸入代碼值代碼值代碼值代碼值，，，，代碼值不可重複代碼值不可重複代碼值不可重複代碼值不可重複；；；；在在在在代碼說明代碼說明代碼說明代碼說明欄內欄內欄內欄內輸入協輸入協輸入協輸入協
力廠商名稱力廠商名稱力廠商名稱力廠商名稱。。。。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8888：：：：調整代碼值之階層調整代碼值之階層調整代碼值之階層調整代碼值之階層。。。。 ⑥⑥⑥⑥ 新增資源代碼值新增資源代碼值新增資源代碼值新增資源代碼值⑤⑤⑤⑤選擇所建立的資源代碼選擇所建立的資源代碼選擇所建立的資源代碼選擇所建立的資源代碼

18⑦⑦⑦⑦輸入代碼值與說明輸入代碼值與說明輸入代碼值與說明輸入代碼值與說明 ⑧⑧⑧⑧ 調整代碼值階層調整代碼值階層調整代碼值階層調整代碼值階層



操作練習操作練習操作練習操作練習

�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資源資源資源資源代碼代碼代碼代碼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19



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的的的的工作指派工作指派工作指派工作指派

�在在在在[[[[資源頁面資源頁面資源頁面資源頁面]]]]中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中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中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中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合合合

約項目約項目約項目約項目。。。。

�以以以以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的的的的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檢視協力廠商檢視協力廠商檢視協力廠商檢視協力廠商�以以以以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的的的的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檢視協力廠商檢視協力廠商檢視協力廠商檢視協力廠商

的工作內容的工作內容的工作內容的工作內容。。。。

20



在在在在資源頁面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資源頁面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資源頁面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資源頁面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

� 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專案專案專案專案」」」」→→→→「「「「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1111：：：：於頂部配置圖於頂部配置圖於頂部配置圖於頂部配置圖之之之之欄位設定視窗欄位設定視窗欄位設定視窗欄位設定視窗內內內內執行執行執行執行「「「「自定欄位自定欄位自定欄位自定欄位」。」。」。」。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2222：：：：選取選取選取選取「「「「資源識別碼資源識別碼資源識別碼資源識別碼」、「」、「」、「」、「資源名稱資源名稱資源名稱資源名稱」、「」、「」、「」、「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
與與與與「「「「資源代碼資源代碼資源代碼資源代碼」」」」等等等等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②②②② 顯示出資源識別碼

顯示出資源識別碼顯示出資源識別碼

顯示出資源識別碼、

、、

、資源名稱與協力

資源名稱與協力資源名稱與協力

資源名稱與協力

廠商之資源代碼即可

廠商之資源代碼即可廠商之資源代碼即可

廠商之資源代碼即可

①①①①點擊滑鼠左鍵出現下拉選項

點擊滑鼠左鍵出現下拉選項點擊滑鼠左鍵出現下拉選項

點擊滑鼠左鍵出現下拉選項，

，，

，並執行自定欄位

並執行自定欄位並執行自定欄位

並執行自定欄位

21



在在在在資源頁面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資源頁面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資源頁面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資源頁面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3333：：：：依序在每一資源項目內的協力廠商欄位內以下拉的方依序在每一資源項目內的協力廠商欄位內以下拉的方依序在每一資源項目內的協力廠商欄位內以下拉的方依序在每一資源項目內的協力廠商欄位內以下拉的方
式選擇負責該項目之廠商式選擇負責該項目之廠商式選擇負責該項目之廠商式選擇負責該項目之廠商。。。。

⑤⑤⑤⑤以協力廠商

以協力廠商以協力廠商

以協力廠商

作為群組依據

作為群組依據作為群組依據

作為群組依據

④④④④執行自定分組與排序

執行自定分組與排序執行自定分組與排序

執行自定分組與排序

22



在在在在資源頁面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資源頁面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資源頁面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資源頁面指派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4444：：：：於頂部配置圖選項欄單擊滑鼠左鍵下拉選項於頂部配置圖選項欄單擊滑鼠左鍵下拉選項於頂部配置圖選項欄單擊滑鼠左鍵下拉選項於頂部配置圖選項欄單擊滑鼠左鍵下拉選項，，，，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自定自定自定自定」」」」後即彈出設定視窗後即彈出設定視窗後即彈出設定視窗後即彈出設定視窗。。。。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5555：：：：於於於於「「「「分組條件分組條件分組條件分組條件」」」」之欄位中選擇之欄位中選擇之欄位中選擇之欄位中選擇「「「「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資源代碼資源代碼資源代碼資源代碼
）」）」）」）」作為群組分類方式作為群組分類方式作為群組分類方式作為群組分類方式。。。。

⑤⑤⑤⑤以協力廠商

以協力廠商以協力廠商

以協力廠商

作為群組依據

作為群組依據作為群組依據

作為群組依據

④④④④執行自定分組與排序

執行自定分組與排序執行自定分組與排序

執行自定分組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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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

24



檢視協力廠商之工作內容檢視協力廠商之工作內容檢視協力廠商之工作內容檢視協力廠商之工作內容
� 在在在在[[[[資源指派頁面資源指派頁面資源指派頁面資源指派頁面]]]]調整配置圖分組與排序調整配置圖分組與排序調整配置圖分組與排序調整配置圖分組與排序，，，，以檢視協以檢視協以檢視協以檢視協
力廠商所負責之力廠商所負責之力廠商所負責之力廠商所負責之施工作業與其所對應之合約項目施工作業與其所對應之合約項目施工作業與其所對應之合約項目施工作業與其所對應之合約項目。。。。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1111：：：：於頂部配置圖於頂部配置圖於頂部配置圖於頂部配置圖，，，，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分組與排序」、「」、「」、「」、「自定自定自定自定」。」。」。」。

�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2222：：：：於於於於「「「「分組條件分組條件分組條件分組條件」」」」欄位內第一層選擇欄位內第一層選擇欄位內第一層選擇欄位內第一層選擇「「「「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第二層選擇第二層選擇第二層選擇第二層選擇「「「「資源名稱資源名稱資源名稱資源名稱」。」。」。」。

①①①①執行分組與排序

執行分組與排序執行分組與排序

執行分組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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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②②設定群組依據

設定群組依據設定群組依據

設定群組依據

第一層為協力廠商

第一層為協力廠商第一層為協力廠商

第一層為協力廠商

第二層為資源名稱

第二層為資源名稱第二層為資源名稱

第二層為資源名稱



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負責之合約項目與施工作業負責之合約項目與施工作業負責之合約項目與施工作業負責之合約項目與施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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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練習操作練習操作練習操作練習
� 依依依依下表之內容指派協力廠商所負責之合約項目下表之內容指派協力廠商所負責之合約項目下表之內容指派協力廠商所負責之合約項目下表之內容指派協力廠商所負責之合約項目，，，，並檢視執並檢視執並檢視執並檢視執

行成果行成果行成果行成果。。。。
編碼 廠商名稱

ST_001 穩固模板

ST_002 好彎鋼筋

ST_003 高強預拌廠

FN_001 平整泥作

FN_002 好開門窗

FN_003 穩重輕鋼架

EQ_001 安全水電

宜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協力廠商一覽表

ST-結構工程協力廠商

FN-整修工程協力廠商

EQ-水電工程協力廠商

將合約項目

將合約項目將合約項目

將合約項目

指派給協力廠商

指派給協力廠商指派給協力廠商

指派給協力廠商

27

OH_001 強悍鐵工

OH_002 永續環保

OH-雜項工程協力廠商

資源代碼建立

資源代碼建立資源代碼建立

資源代碼建立



操作練習操作練習操作練習操作練習

�依照前述依照前述依照前述依照前述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在在在在作業代碼中作業代碼中作業代碼中作業代碼中另外另外另外另外重新重新重新重新建立一建立一建立一建立一

組相同的組相同的組相同的組相同的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協力廠商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依據協力廠商執行排組並將依據協力廠商執行排組並將依據協力廠商執行排組並將依據協力廠商執行排組並將施工作業施工作業施工作業施工作業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指指指指

派給負責施作的廠商派給負責施作的廠商派給負責施作的廠商派給負責施作的廠商，，，，並檢視執行成果並檢視執行成果並檢視執行成果並檢視執行成果。。。。派給負責施作的廠商派給負責施作的廠商派給負責施作的廠商派給負責施作的廠商，，，，並檢視執行成果並檢視執行成果並檢視執行成果並檢視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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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練習綜合練習綜合練習綜合練習

� 協力廠商施工進度表協力廠商施工進度表協力廠商施工進度表協力廠商施工進度表((((頂部頂部頂部頂部：：：：甘特圖甘特圖甘特圖甘特圖))))與工作流量表與工作流量表與工作流量表與工作流量表((((

完成以下之進度表並執行流量分析完成以下之進度表並執行流量分析完成以下之進度表並執行流量分析完成以下之進度表並執行流量分析

在作業頁面中儲存配置圖在作業頁面中儲存配置圖在作業頁面中儲存配置圖在作業頁面中儲存配置圖

資源用量試算表資源用量試算表資源用量試算表資源用量試算表作業表與甘特圖作業表與甘特圖作業表與甘特圖作業表與甘特圖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資源用量試算表資源用量試算表資源用量試算表資源用量試算表))))

� 組織成員施工進度表組織成員施工進度表組織成員施工進度表組織成員施工進度表((((頂部頂部頂部頂部：：：：甘特圖甘特圖甘特圖甘特圖))))與工作流量表與工作流量表與工作流量表與工作流量表((((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資源用量試算表資源用量試算表資源用量試算表資源用量試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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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週期剖析週期剖析週期剖析週期：：：：日日日日、、、、週週週週、、、、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