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行成果的管制與考核執行成果的管制與考核執行成果的管制與考核執行成果的管制與考核

專案的追踪與管制專案的追踪與管制專案的追踪與管制專案的追踪與管制專案的追踪與管制專案的追踪與管制專案的追踪與管制專案的追踪與管制



專案執行過程的追踪與管制專案執行過程的追踪與管制專案執行過程的追踪與管制專案執行過程的追踪與管制

�本節本節本節本節內容內容內容內容：：：：說說說說明明明明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在在在在實際進行實際進行實際進行實際進行中的專中的專中的專中的專

案如何案如何案如何案如何定期的定期的定期的定期的來執行追蹤與管制來執行追蹤與管制來執行追蹤與管制來執行追蹤與管制。。。。

�追踪與管制之要素追踪與管制之要素追踪與管制之要素追踪與管制之要素：：：：

�建立專案基線建立專案基線建立專案基線建立專案基線：：：：在專案進行更新之前應建立在專案進行更新之前應建立在專案進行更新之前應建立在專案進行更新之前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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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專案基線建立專案基線建立專案基線建立專案基線：：：：在專案進行更新之前應建立在專案進行更新之前應建立在專案進行更新之前應建立在專案進行更新之前應建立

一個目標一個目標一個目標一個目標，，，，並以此對專案的成本並以此對專案的成本並以此對專案的成本並以此對專案的成本、、、、進度和資進度和資進度和資進度和資

源執行情況進行追蹤比對源執行情況進行追蹤比對源執行情況進行追蹤比對源執行情況進行追蹤比對。。。。

�更新專案更新專案更新專案更新專案：：：：依據實際工程進度定期更新專案依據實際工程進度定期更新專案依據實際工程進度定期更新專案依據實際工程進度定期更新專案

進度進度進度進度。。。。



專案進度追蹤與管制之流程專案進度追蹤與管制之流程專案進度追蹤與管制之流程專案進度追蹤與管制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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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專案基線專案基線專案基線專案基線____進度執行的比較基準進度執行的比較基準進度執行的比較基準進度執行的比較基準

�現行專案現行專案現行專案現行專案在在在在執行進度更新前執行進度更新前執行進度更新前執行進度更新前，，，，應先行建立應先行建立應先行建立應先行建立專案基線專案基線專案基線專案基線

，，，，並並並並以此作為預定進度以此作為預定進度以此作為預定進度以此作為預定進度，，，，用來與實際用來與實際用來與實際用來與實際執行執行執行執行進度進行進度進行進度進行進度進行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以以以以作為作為作為作為評估進度差異之基準評估進度差異之基準評估進度差異之基準評估進度差異之基準。。。。

�在在在在P6P6P6P6中每個專案可允許建立數個基線專案中每個專案可允許建立數個基線專案中每個專案可允許建立數個基線專案中每個專案可允許建立數個基線專案，，，，惟一次惟一次惟一次惟一次

只能指派一個基線專案只能指派一個基線專案只能指派一個基線專案只能指派一個基線專案與現行專案比較與現行專案比較與現行專案比較與現行專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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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線專案建立基線專案建立基線專案建立基線專案

利用尚未執行的利用尚未執行的利用尚未執行的利用尚未執行的現行專案現行專案現行專案現行專案

建立副本作為的基線建立副本作為的基線建立副本作為的基線建立副本作為的基線專案專案專案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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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基線專案建立基線專案建立基線專案建立基線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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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基線維護基線維護基線維護基線」」」」

1.1.1.1.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新增新增新增新增」」」」直接以現行專案建立副本作為基線直接以現行專案建立副本作為基線直接以現行專案建立副本作為基線直接以現行專案建立副本作為基線，，，，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2.2.2.2. 自行輸入適當的基線名稱自行輸入適當的基線名稱自行輸入適當的基線名稱自行輸入適當的基線名稱。。。。

3.3.3.3. 選擇基線類型為選擇基線類型為選擇基線類型為選擇基線類型為「「「「Initial PlanInitial PlanInitial PlanInitial Plan」。」。」。」。

①①①① 新增專案新增專案新增專案新增專案

②②②② 輸入基線專案名稱輸入基線專案名稱輸入基線專案名稱輸入基線專案名稱

6

③③③③ 選擇基線類型選擇基線類型選擇基線類型選擇基線類型



� 指派專案基線指派專案基線指派專案基線指派專案基線：：：：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專案專案專案專案」」」」→→→→「「「「指派基線指派基線指派基線指派基線」。」。」。」。

� 選擇前一節所建立之基線專案作為基線選擇前一節所建立之基線專案作為基線選擇前一節所建立之基線專案作為基線選擇前一節所建立之基線專案作為基線。。。。

①①①① 指派基線專案指派基線專案指派基線專案指派基線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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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基線作業桿顯示基線作業桿顯示基線作業桿顯示基線作業桿：：：：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檢視檢視檢視檢視」」」」→→→→「「「「作業桿作業桿作業桿作業桿」。」。」。」。

1.1.1.1. 開啟開啟開啟開啟「「「「基線作業桿基線作業桿基線作業桿基線作業桿」」」」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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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在桿狀進度圖中可看見在桿狀進度圖中可看見在桿狀進度圖中可看見在桿狀進度圖中可看見基線作業基線作業基線作業基線作業排列於原作業桿之排列於原作業桿之排列於原作業桿之排列於原作業桿之下方下方下方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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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專案專案專案進度的更新進度的更新進度的更新進度的更新

在在在在更新週期內開始或進行更新週期內開始或進行更新週期內開始或進行更新週期內開始或進行中中中中之作業之作業之作業之作業

在在在在更新週期內完成之作業更新週期內完成之作業更新週期內完成之作業更新週期內完成之作業

10



� 在在在在[[[[作業頁面作業頁面作業頁面作業頁面]]]]更新進度更新進度更新進度更新進度：：：：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專案專案專案專案」」」」→→→→「「「「作業作業作業作業」」」」點點點點選選選選「「「「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1.1.1.1. 選擇欲更新進度之作業選擇欲更新進度之作業選擇欲更新進度之作業選擇欲更新進度之作業((((實際已開始實際已開始實際已開始實際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但未完成之作業但未完成之作業但未完成之作業))))。。。。

2.2.2.2. 若作業若作業若作業若作業在在在在週期內開始週期內開始週期內開始週期內開始，，，，則則則則勾選勾選勾選勾選為為為為「「「「已開始已開始已開始已開始」」」」並並並並輸入實際開始日期輸入實際開始日期輸入實際開始日期輸入實際開始日期。。。。

3.3.3.3. 輸入輸入輸入輸入「「「「尚需工期尚需工期尚需工期尚需工期」」」」或或或或「「「「預計完成日期預計完成日期預計完成日期預計完成日期」」」」則則則則「「「「工期工期工期工期％％％％」」」」將將將將自動更新自動更新自動更新自動更新。。。。
①①①① 選擇欲編輯之作業

選擇欲編輯之作業選擇欲編輯之作業

選擇欲編輯之作業 ②②②② 標示作業為已開始

標示作業為已開始標示作業為已開始

標示作業為已開始

在在在在

更更更更

新新新新

週週週週

期期期期

11③③③③ 輸入作業尚需工期或設定預計完成之日期

輸入作業尚需工期或設定預計完成之日期輸入作業尚需工期或設定預計完成之日期

輸入作業尚需工期或設定預計完成之日期

工期

工期工期

工期%

%%

%自動更新

自動更新自動更新

自動更新

內內內內

開開開開

始始始始

或或或或

進進進進

行行行行

中中中中

之之之之

作作作作

業業業業



提醒提醒提醒提醒：：：：

�工期之更新亦可採行以工期之更新亦可採行以工期之更新亦可採行以工期之更新亦可採行以「「「「工期工期工期工期%%%%」」」」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來來來來

輸入實際進度輸入實際進度輸入實際進度輸入實際進度，，，，惟如此將使惟如此將使惟如此將使惟如此將使作業日期作業日期作業日期作業日期出現出現出現出現小小小小

12

數數數數，，，，因此因此因此因此不建議使用不建議使用不建議使用不建議使用。。。。



� 於於於於[[[[作業頁面作業頁面作業頁面作業頁面]]]]輸入進度更新資料輸入進度更新資料輸入進度更新資料輸入進度更新資料：：：：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專案專案專案專案」」」」→→→→「「「「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並並並並在在在在作業詳情表中作業詳情表中作業詳情表中作業詳情表中點點點點選選選選「「「「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1.1.1.1. 選擇欲更新進度之作業選擇欲更新進度之作業選擇欲更新進度之作業選擇欲更新進度之作業((((實際已完成之作業實際已完成之作業實際已完成之作業實際已完成之作業))))。。。。

2.2.2.2. 將作業標示為將作業標示為將作業標示為將作業標示為「「「「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並輸入作業並輸入作業並輸入作業並輸入作業實際開始及實際開始及實際開始及實際開始及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進度百分比進度百分比進度百分比進度百分比」」」」將自動更新為將自動更新為將自動更新為將自動更新為100100100100％％％％，「，「，「，「尚需工期尚需工期尚需工期尚需工期」」」」為為為為0000天天天天。。。。

①①①① 選擇欲編輯之作業

選擇欲編輯之作業選擇欲編輯之作業

選擇欲編輯之作業 ②②②② 標示作業為已完成

標示作業為已完成標示作業為已完成

標示作業為已完成

在在在在
更更更更
新新新新
週週週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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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更新

自動更新自動更新

自動更新

週週週週
期期期期
內內內內
完完完完
成成成成
之之之之
作作作作
業業業業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 輸入各項作業之實際開始及完成日期輸入各項作業之實際開始及完成日期輸入各項作業之實際開始及完成日期輸入各項作業之實際開始及完成日期，，，， 直到直到直到直到「「「「1111樓牆樓牆樓牆樓牆

柱及柱及柱及柱及2222樓樑版組模樓樑版組模樓樑版組模樓樑版組模」」」」之作業為止之作業為止之作業為止之作業為止。。。。

� 從從從從「「「「打底混凝土打底混凝土打底混凝土打底混凝土」」」」作業起作業起作業起作業起，，，，後續所有作業之實際開始後續所有作業之實際開始後續所有作業之實際開始後續所有作業之實際開始

及完成日期以逐次增加一日的方式遞延及完成日期以逐次增加一日的方式遞延及完成日期以逐次增加一日的方式遞延及完成日期以逐次增加一日的方式遞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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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樓牆柱及樓牆柱及樓牆柱及樓牆柱及2222樓樑版組模樓樑版組模樓樑版組模樓樑版組模」」」」作業已開始作業已開始作業已開始作業已開始3333天天天天，，，，進度達進度達進度達進度達

30303030%%%%，，，，而且其實際開始時間較原定時間落後而且其實際開始時間較原定時間落後而且其實際開始時間較原定時間落後而且其實際開始時間較原定時間落後11111111天天天天。。。。

� 執行日程計算執行日程計算執行日程計算執行日程計算；；；；設定資料日期設定資料日期設定資料日期設定資料日期（（（（適當的調整到計算結適當的調整到計算結適當的調整到計算結適當的調整到計算結

果符合上述之條件果符合上述之條件果符合上述之條件果符合上述之條件））））



專案專案專案專案進度的追踪與管制進度的追踪與管制進度的追踪與管制進度的追踪與管制

月管制月管制月管制月管制：：：：三月進度表之製作三月進度表之製作三月進度表之製作三月進度表之製作

週週週週管制管制管制管制：：：：雙週進度表之製作雙週進度表之製作雙週進度表之製作雙週進度表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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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進度表三月進度表三月進度表三月進度表之製作之製作之製作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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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以以篩選器建立三月進度表之內容篩選器建立三月進度表之內容篩選器建立三月進度表之內容篩選器建立三月進度表之內容



三月進度表三月進度表三月進度表三月進度表
1.1.1.1. 資資資資料日期前料日期前料日期前料日期前1111個月與後個月與後個月與後個月與後2222個月之作業個月之作業個月之作業個月之作業

2.2.2.2. 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

3.3.3.3. 已於資料日期前已於資料日期前已於資料日期前已於資料日期前1111個月完成之作業個月完成之作業個月完成之作業個月完成之作業。。。。

94年7月22日

年

月

三 月 進 度 表

工程名稱： 宜蘭大學體育館新建工程
2005

檢              討超 落
項

次
工程項目

進度%

七 八 九

前前前前１１１１個月之預個月之預個月之預個月之預

定與實際執行定與實際執行定與實際執行定與實際執行

進度差異進度差異進度差異進度差異

後後後後２２２２個月所規個月所規個月所規個月所規

劃之預定進度劃之預定進度劃之預定進度劃之預定進度

查核點查核點查核點查核點

17

月

週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專案負責人總經理 工務部經理

13 預定

實際

12 8F樓版結構體 預定

實際

11 7F樓版結構體 預定

實際

10 6F樓版結構體 預定

實際

9 5F樓版結構體 預定

實際

8 4F樓版結構體 預定

實際

7 3F樓版結構體 預定

實際

6 2F樓版結構體 預定

實際

5 1F樓版結構體 預定

實際

4 B1F樓版結構體 預定

實際

3 基礎結構體 預定

實際

2 挖土工程 預定

實際

1 假設工程 預定

實際

檢              討超

前

落

後
次

工程項目 七 八 九



� 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檢視檢視檢視檢視」」」」→→→→「「「「篩選器篩選器篩選器篩選器」。」。」。」。

1.1.1.1.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新建新建新建新建」」」」自動彈出篩選器編輯視窗自動彈出篩選器編輯視窗自動彈出篩選器編輯視窗自動彈出篩選器編輯視窗。。。。

2.2.2.2. 輸入篩選器名稱輸入篩選器名稱輸入篩選器名稱輸入篩選器名稱((((三月進度表三月進度表三月進度表三月進度表))))。。。。

3.3.3.3.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加入空白的篩選條件加入空白的篩選條件加入空白的篩選條件加入空白的篩選條件。。。。

①①①①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新建新建新建新建」」」」 ②②②② 輸入篩選器名稱輸入篩選器名稱輸入篩選器名稱輸入篩選器名稱 ③③③③ 執行新增加入篩選條件執行新增加入篩選條件執行新增加入篩選條件執行新增加入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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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④④④ 設定篩選條件設定篩選條件設定篩選條件設定篩選條件⑤⑤⑤⑤ 勾選所需之篩選器勾選所需之篩選器勾選所需之篩選器勾選所需之篩選器



4.4.4.4. 設定以下設定以下設定以下設定以下之之之之篩選條件後篩選條件後篩選條件後篩選條件後，，，，執行執行執行執行「「「「確定確定確定確定」」」」即回到篩選器視窗即回到篩選器視窗即回到篩選器視窗即回到篩選器視窗。。。。

1)1)1)1) 在此在此在此在此「開始日期開始日期開始日期開始日期」在「DDDDDDDD----1M1M1M1M」到「DD+2MDD+2MDD+2MDD+2M」範圍內（資料日期前1
個月到資料日期後2個月之範圍）。

2)2)2)2) 或或或或「作業狀態作業狀態作業狀態作業狀態」等於「進行中進行中進行中進行中」（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

3)3)3)3) 或或或或「實際完成實際完成實際完成實際完成」在「DDDDDDDD----1M1M1M1M」到「DDDDDDDD」範圍內（資料日期前1個月
內完成之作業）。

②②②② 輸入篩選器名稱輸入篩選器名稱輸入篩選器名稱輸入篩選器名稱 ③③③③ 執行新增加入篩選條件執行新增加入篩選條件執行新增加入篩選條件執行新增加入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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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④④④ 設定篩選條件設定篩選條件設定篩選條件設定篩選條件⑤⑤⑤⑤ 勾選所需之篩選器勾選所需之篩選器勾選所需之篩選器勾選所需之篩選器



三月進度表三月進度表三月進度表三月進度表____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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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1111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資料日期後資料日期後資料日期後資料日期後2222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僅顯示篩選出之作業項目僅顯示篩選出之作業項目僅顯示篩選出之作業項目僅顯示篩選出之作業項目



雙週雙週雙週雙週進度表進度表進度表進度表之製作之製作之製作之製作

21

以以以以篩選器建立篩選器建立篩選器建立篩選器建立雙週雙週雙週雙週進度表之內容進度表之內容進度表之內容進度表之內容



雙週進度表雙週進度表雙週進度表雙週進度表

� 細部之進度管制表細部之進度管制表細部之進度管制表細部之進度管制表，，，，每週提出查核檢討每週提出查核檢討每週提出查核檢討每週提出查核檢討。。。。

� 查核點前查核點前查核點前查核點前1111週週週週的實際進度與預定進度的差異的實際進度與預定進度的差異的實際進度與預定進度的差異的實際進度與預定進度的差異。。。。

�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1111週之預定進度週之預定進度週之預定進度週之預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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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檢視檢視檢視檢視」」」」→→→→「「「「篩選器篩選器篩選器篩選器」。」。」。」。

1.1.1.1.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新建新建新建新建」」」」自動彈出篩選器編輯視窗自動彈出篩選器編輯視窗自動彈出篩選器編輯視窗自動彈出篩選器編輯視窗。。。。

2.2.2.2. 輸入篩選器名稱輸入篩選器名稱輸入篩選器名稱輸入篩選器名稱((((雙週進度表雙週進度表雙週進度表雙週進度表))))。。。。

3.3.3.3.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加入空白的篩選條件加入空白的篩選條件加入空白的篩選條件加入空白的篩選條件。。。。

1)1)1)1) 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1111週與後週與後週與後週與後1111週之作業週之作業週之作業週之作業

2)2)2)2) 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

3)3)3)3) 已於資料日期前已於資料日期前已於資料日期前已於資料日期前1111週完成之作業週完成之作業週完成之作業週完成之作業。。。。

23



� 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執行功能表「「「「檢視檢視檢視檢視」」」」→→→→「「「「篩選器篩選器篩選器篩選器」。」。」。」。

1.1.1.1. 在此在此在此在此「「「「開始日期開始日期開始日期開始日期」」」」在在在在「「「「DDDDDDDD----1W1W1W1W」」」」到到到到「「「「DD+1WDD+1WDD+1WDD+1W」」」」範圍內範圍內範圍內範圍內（（（（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1111
週到資料日期後週到資料日期後週到資料日期後週到資料日期後1111週之範圍週之範圍週之範圍週之範圍）。）。）。）。

2.2.2.2. 或或或或「「「「作業狀態作業狀態作業狀態作業狀態」」」」等於等於等於等於「「「「進行中進行中進行中進行中」（」（」（」（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已開始但未完成之作業）。）。）。）。

3.3.3.3. 或或或或「「「「實際完成實際完成實際完成實際完成」」」」在在在在「「「「DDDDDDDD----1W1W1W1W」」」」到到到到「「「「DDDDDDDD」」」」範圍內範圍內範圍內範圍內（（（（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1111個月已個月已個月已個月已
完成之作業完成之作業完成之作業完成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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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週進度表雙週進度表雙週進度表雙週進度表____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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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資料日期前1111週週週週 資料日期後資料日期後資料日期後資料日期後1111週週週週

僅顯示篩選出之作業項目僅顯示篩選出之作業項目僅顯示篩選出之作業項目僅顯示篩選出之作業項目



進度績效管考圖進度績效管考圖進度績效管考圖進度績效管考圖表表表表之製作之製作之製作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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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之時程差異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之時程差異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之時程差異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之時程差異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於於於於[[[[作業頁面作業頁面作業頁面作業頁面]]]]之資料表中調整資料欄位之資料表中調整資料欄位之資料表中調整資料欄位之資料表中調整資料欄位，，，，用以用以用以用以比較預定比較預定比較預定比較預定

進度與實際進度在工作時進度與實際進度在工作時進度與實際進度在工作時進度與實際進度在工作時程程程程上的差異上的差異上的差異上的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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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檢視檢視檢視檢視」」」」→→→→「「「「欄位欄位欄位欄位」」」」選擇以下選擇以下選擇以下選擇以下之之之之資料欄位資料欄位資料欄位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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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之時程差異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之時程差異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之時程差異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之時程差異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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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績效管考圖進度績效管考圖進度績效管考圖進度績效管考圖表表表表之製作之製作之製作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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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執行進度預算執行進度預算執行進度預算執行進度差異差異差異差異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於於於於[[[[作業頁面作業頁面作業頁面作業頁面]]]]之資料表中調整資料欄位之資料表中調整資料欄位之資料表中調整資料欄位之資料表中調整資料欄位，，，，用以用以用以用以比較預定比較預定比較預定比較預定

進度與實際進度在工作時進度與實際進度在工作時進度與實際進度在工作時進度與實際進度在工作時程程程程上的差異上的差異上的差異上的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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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檢視檢視檢視檢視」」」」→→→→「「「「欄位欄位欄位欄位」」」」選擇以下選擇以下選擇以下選擇以下之之之之資料欄位資料欄位資料欄位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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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執行進度預算執行進度預算執行進度預算執行進度差異差異差異差異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
預算執行進度預算執行進度預算執行進度預算執行進度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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