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工管制與檢驗 

吳茂村 



前言 

施工管制：施工管理與施工控制 

檢驗：審核、查驗，主要機能在於激勵廠商能生產出優良的工程品質意

願；工程施工管制層面很多，首先應建立相關計畫及各類建材的檢(試)

驗等方法做為有效的管控方法 

監造單位須先建立監造計畫，作為監造工作準則，提供承商在施工時做

為品質管控依據，廠商應依契約、相關法規及監造計畫，建立施工計畫

及品質計畫 



查核金額以上工程做為整體品質掌控應包括： 

1.建立管理責任：[品管組織(組織架構、人員配置)、工作職掌、管理審查] 

  ＝達成顧客要求的滿意度 

2.訂定施工要領：施工機具、使用材料、檢驗順序、施工注意事項 

3.訂定施工品質管理標準：作業流程、管理要項(管理項目、管理標準、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檢查頻率與不符合處理方式)、管理紀錄 

4.訂定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 

  (1)材料：送審流程、管制程序、進場後管理、 檢驗流程 

 (2)施工：訂定檢驗停留點、檢驗流程、缺失引用不合格品管制、矯正預防措施 

5.訂定自主檢查表 

6.不合格品管制 

7.矯正與預防措施 

8.內部品質稽核及建立品質紀錄管理系統(半年一次) 

9.機電設備則增加設備功能測試運轉與檢測程序與標準：機電系統架構、 

       單機設備檢測、系統運轉檢測 



 1.工程概述：工程內容、合約要求、主要施工項目及數量 

 2.工地研判：地質研判、工址現況調查、地 下埋設物調查、鄰房鑑定 

 3.施工作業管理： 組織人力分配、工務管理、物料管理 

 4.進度管理：預定進度計畫、進度控管、材料及設備送審 

 5.假設工程計畫：工區規劃、動線安排、臨時水電、臨時房舍 

 6.測量計畫：測量設備、控制測量、施工測量 

 7.分項工程施工管理計畫：分項提送時程及綱要 

 8.勞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勞工安全衛生組織、協議組織、教育訓練 

                         、自動檢查 

 9.緊急應變及防災計畫：應變組織、緊急聯絡及處理、.防災對策 

 10.環境保護執行計畫：噪音防制、.振動防制 、水污染防治、.空氣污 

              染防制、營建廢棄物處理、其他(環評、文化資產) 

 11.施工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交通安全維持對策、主要材料搬運路徑 

 12.移交管理計畫：驗收文件、設施操作訓練 

 

 

整體施工計畫書綱要 

※開工後立即提報施工分項施工計畫，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處理，各 

    地方有關營建自治法規等 



1.工程概述： 工程內容、施作數量 

 2.人員組織： 施工人員組織 

 3.施工方法與步驟： 施作順序、界面整合 

 4.施工機具：使用機具及供電設備 

 5.使用材料：材料規格、數量 

 6.預定進度：施工規劃進度、預定作業進度 

 7.分項品質計畫：施工要領、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 驗程序、 

                                 自主檢查表 

 8.設施驗收計畫：系統規劃、施工要領、品質管理標準、施工檢驗程序、 

                                 設備及系統運轉檢測、自主檢查表 

 9.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10.環境保護注意事項 

11.施工圖說：相關計算書、文件、圖說等  

分項施工計畫書內容要求  

(分項工程施工作業流程) 



預定進度表分析 

1.Bar chart 

         常稱桿狀圖，或稱條狀圖、線條圖、長條圖等，以各作業項目為縱座
標、時間為橫座標，各作業項目有一對應水平長條。 

         水平長條的起訖點表示該項作業的開始及完成時間點，長度即代表該
項作業的工期 

2.ADM 

作業項目標示於箭線上，任何二個連結點，不能以一個以上的作業項目連結  

3.PDM 

         因作業項目資料標示均集中於一節點上，故常稱為「節點式網狀圖」。 

基本連結關係有四種： 

FS(Finish to Start) 

SS(Start to Start) 

FF(Finish to Finish) 

SF(Start to Finish) 

各關係尚需注意延遲時間(Lag Time)的設定  



預定進度預算成本曲線(Budget Cost of Work Scheduled, BCWS) 

工程按照預定進度執行，在各時間點應支付預算累積成本 

實際進度預定成本曲線(Budget Cost of Work Performed, BCWP) 

工程按實際執行進度，在各時間點應支付預算累積成本 

實際進度實際成本曲線(Actual Cost of Work Performed, ACWP) 

工程按實際執行進度，在各時間點應支付實際累積成本 

工程進度分析 



最晚預定進度曲線 

最早預定進度曲線 



甘特圖預定進度曲線繪製參考例 

進度權重：應配合
作業量採常態分配 



箭線圖工程預定進度曲線參考例 



節點圖預定進度曲線參考例 

ADM:作業項目標示於箭線上，任何二個連結點，不能以一個以上的作業項目連結 



錯誤預定進度曲線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 

材料設備抽(試)驗管制總表 

材料/設備管制 工程管理應用表單 

分項施工計畫書預定送審進度表 

工程界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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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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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例三) (           工程)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 

                                                                                      表單號碼： 



工程名稱：                                                       工程地點：  

項次  

材料(設備)

名稱 
規範/規格 

抽樣
頻率 

規
劃 
抽
樣 
數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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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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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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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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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 

(歸檔 編號) 

   

   

   

(參考例四) (         工程)材料設備抽(試)驗管制總表 

                                              表單號碼： 



編

號 
施工計畫書項目 

預定送審

日期 

Ａ版送

審日期 

審查

結果 

Ｂ版送

審日期 

審查

結果 

Ｃ版送

審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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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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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分項施工計畫書預定送審進度表 

棟別：   第  版 第  頁共  頁 

監造單位主任：    監工：   工地負責人：   品管人員：       



工程界面管理 

界面整合必須經過確實檢討相關設計圖面(包括建築平面圖、立面圖、
剖面圖、結構圖、給排水圖、電力圖、弱電圖及空調圖等) ，在各分項
施工計畫時須繪製相關施工圖及大樣圖，檢討計圖矛盾處按所檢討施工
製造圖施工 

項

次 
界面項目 建築 結構 電氣 環控 空調 電梯 衛生 裝潢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設計界面一覽表 
 



圖說整合系統  

1.機電整合界面圖-CSD（Combined Service Drawing） ：  

            將機電設備部分，如水電、空調、消防、舞台燈光音 響等各主要

設備位置與管路作協調配置。應以功能為 第一考量。  

2.結構、機電整合界面圖-SEM （Structural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土建工程為配合機電系統安裝，於結構安全考量下，將 其所需開

口、基座、套管、預埋件及管道間等，套合成圖彙整納入建築/結構圖中

並提供各分標廠商製作 施工大樣圖（施工製造圖） 

工程界面管理 



各系統間相互衝突幹管施工界面檢
討 

機電設備系統圖套繪 各系統管路(由上而下)順序為污排水管，電
力幹管，弱電幹管，線槽，消防管。 



依系統管路特性調整管底高程 



重要大宗材料品質管制 



工程材料一級品管檢驗作業流程 



鋼筋材料檢驗流程 

(麻田散鐵組織) 



放大1200倍針狀組織 



種類 允許飛灰取代水泥上限%，(以重量計) 

(1)混凝土（不屬）(2)至(7)項者 20% 

(2)預力混凝土 10% 

(3)版混凝土 15% 

(4)海邊及地下工程混凝土 25% 

(5)巨積混凝土 25% 

(6)水密性混凝 20% 

(7)舖面混凝土 20% 

註：當飛灰混凝土同時用於不同工程部位時，以飛灰取代水泥量小者為準 



混凝土配比表 

超過允許值 



馬歇爾配比設計準則（重級交通） 

試體每面各夯打次數 75 

穩定值，kgf，最小 817 

流度，m（0.01in） 8～14 

空隙率，% 3～5 

粒料間空隙率（V.M.A）%，最小 見表8 

瀝青填充率（V.F.A）% 65～75 

VMA最低要求 

標稱最大粒徑 設計空隙率(%) 

mm in. 3.0 4.0 5.0 

9.5 3/8 14.0 15.0 16.0 

12.5 1/2 13.0 14.0 15.0 

19.0 3/4 12.0 13.0 14.0 

25.0 1.0 11.0 12.0 13.0 

見下表 



3 ～ 5 

馬歇爾試驗區線 

65 ～ 75 

＞ 817 

8 ～ 14 

穩定值適宜，空隙率低  在3%時 



最可接受瀝青含量範圍 

含油量每天2次 

輾壓各層每1000m2作工地密度試驗一處 



配合設計中如有某項數值偏低或偏高，應設法修正配合比，使其能滿 

足瀝青混凝土各項特性之要求，台灣地區大部份河川砂石質地堅硬， 

粒料品質應無問題，只要級配，瀝青含量適當，穩定值一般都超過標 

準，最大粒徑為3/4吋密級配瀝青混凝土，其穩定值大致在2,500~3,000 

磅之間，流度值只要瀝青含量適宜，大體均能滿足8~16之要求，依經 

驗來說，約有下列數點要謹慎考慮: 

配合設計之修正 



1.穩定值過高，流度偏低:表示瀝青混凝土剛脆，缺乏柔性，承受重級量之 

   路面，可能開裂，要適當地增加瀝青含量或填充料用量來改進其性質。 

2.穩定值適宜，流度偏高:表示瀝青混凝土柔軟，在繁重交通負荷下，日將 

  使路面產生車轍，起伏不平及壽命縮短，可適當地減少填充料用量，如 

  係瀝青含量過多，可稍予降低，熱帶地區流度不宜偏高，溫寒帶地區可 

  稍偏高。 

 3.穩定值適宜，空隙率低:臺灣地區位於亞熱帶及熱帶,瀝青路面材料間應適 

   當的空隙，至少維持在3 %，尤其是交通繁重，快速行駛的高速公路，更 

  應特別注意空隙率，車輛輾壓，石料重組及夏日瀝青受熱膨脹，空隙率便 

  更低，容易造成車轍及冒油，在溫寒帶空隙率允許低至2%，增加空隙的方 

  法有:a.校正粒料級配，使其偏離高密度曲線，b.減少填充料用量，c.瀝青含 

  量如較正常為高，可酌予減少，如瀝青含量適宜，則不可減少以達到增高 

  空隙之目的，瀝青含量降低，使油膜厚度變薄，於是路面脆弱，耐久性降 

  低，不得不慎重考慮。 

4.穩定值適宜，空隙率高:此種情況路面之防水性差，滲透力增高，使空氣及 

   水浸入而加速瀝青之硬化，耐久性也降低，尤其山區多雨地區，應設法修 

  正級配曲線，增加填充料或酌予增加瀝青含量。 





施工作業品質管制流程 

分項工程施工作業流程 

廠商自主檢查表 



施工作業品質管制程序 1 



施工作業品質管制程序 2 



開挖工程施工管制及檢驗流程 

※ 

測量成果記錄 

高程檢測記錄 工地密度記錄 

※ ※ 

※ ：自主檢查 
     監造單位抽查 







模板工程施工管制及檢驗流程 

自主檢查表 

自主檢查表 







相片來源 Mr.湯輝雄ppt 



鋼筋工程施工管制及檢驗流程 自主檢查表 

自主檢查表 

自主檢查表 







主筋彎鉤 



箍筋或肋筋彎鉤 



6db

C D

6db

延伸6db ≧ 7.5cm

(相鄰各繫筋之90°與

繫筋

延伸6db

135°彎鉤應交替排置)

A B

箍筋閉合型式 



相片來源 Mr.湯輝雄ppt 

地梁穿孔補強 10 cm ＜D＜20 cm 



混凝土建築結構施工管制及檢驗流程 

自主檢查表 

施工抽查表 

自主檢查表 

施工抽查表 

施工抽查表 

自主檢查表 

自主檢查表 

施工抽查表 

自主檢查表 

自主檢查表 



相片來源 Mr.湯輝雄ppt 



相片來源 Mr.湯輝雄ppt 





自主檢查表 

土木結構施工管制及檢驗流程 

※ ：監造單位抽查停留點 



預力混凝土梁施工管制及檢驗流程 

自主檢查表 
自主檢查表 

自主檢查表 
自主檢查表 







混凝土澆置工程施工管制及檢驗流程-1 



混凝土澆置工程施工管制及檢驗流程-2 





















瀝青混凝土施工管制及檢驗流程 

自主檢查表 

自主檢查表 







鋪築面橫坡度及厚度檢查  相片來源 Ms.湯輝雄 



1.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綱要規範 

   (1).規範規定：用馬歇爾夯壓方法每天在室內做[6個][  ]試體之夯壓試驗求其平 

        均密度，然後做[5處][ ]工地密度試驗求其平均值，該平均值應達到室內平均 

        密度之[96%][ ]以上，且任一工地密度不得低於室內平均密度之[94%][ ]。 

   (2).錯誤解讀：平均值≧96%。 

   (3).正確解讀：平均值≧96%且任一試驗值≧94%。 

   (4).應有作為：除5處樣品試驗之平均值必須≧96%之外，任何單一試驗值尚須≧94% 

  2.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施工技術規範 

   (1).規範規定：密級配瀝青混凝土之壓實度應達試驗室之馬歇爾試驗夯實試體所得密 

         度之97±2%。每鋪築600t之瀝青拌和料，應鑽取一組樣品，每一組最少鑽取樣兩個 

         平均之。 

   (2).錯誤解讀：平均值≧95%。 

   (3).正確解讀：95%≦平均值≦99%。   

壓實度 



厚度 

1.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綱要規範 

  (1).規範規定：路面厚度之許可差，應按其厚度檢測結果，且任何一點之厚度不 

        得少於設計厚度[10％][  ]或[1cm][  ]之較小者。 

  (2).錯誤解讀：任何一點厚度應達(設計厚度±10%)或(設計厚度±1cm) 之較小者。 

  (3).正確解讀：任何一點厚度之許可差不得少於設計厚度10%或1cm 之較小者。 

  (4).應有作為：應確認『厚度值』與『厚度值許可差』之定義，並正確納入自主 

        品管檢驗表格據以實施。 

2.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施工技術規範 

   (1).規範規定：橋面密級配瀝青混凝土厚度不得較設計厚度少於1.5cm以上。 

   (2).錯誤解讀：高速公路全線適用密級配瀝青混凝土厚度不得較設計厚度少於 

        1.5cm以上之規定。 

   (3).正確解讀：除橋面之外，並未規定高速公路全線密級配瀝青混凝土厚度之檢 

         驗標準。 

   (4).應有作為：應儘速修訂施工技術規範或各專案另以特訂條款補其不足之處。 



瀝青含量 

1.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綱要規範 

  (1).規範規定：施工中，每天應依AASHTO T172方法取樣抽驗未經滾壓之瀝青混凝 

        土混合料至少[2次][  ]，除另有規定者外，其試驗結果與工地拌和公式之許可 

        差，瀝青含量（以瀝青混合料之總重量計算）應在±0.5%以內。 

  (2).錯誤解讀：施工後鑽心取樣進行瀝青含量試驗。 

  (3).正確解讀：應在施工中，針對未經滾壓之瀝青混凝土混合料進行取樣及試驗。 

  (4).應有作為：部份業主要求：施工後再鑽心取樣進行瀝青含量試驗，這與一般規範 

        之規定未克相符，故其試驗之不合格率大幅度攀升，除程序錯誤之外，亦損及承 

        包商權益。建議應依循規範規定作業，不宜做不當之程序作業變更。以免衍生不 

        必要之麻煩。 

2.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施工技術規範 

  (1).規範規定：瀝青拌和料抽油試驗所得瀝青含量與工地拌和公式比較之差異應在 

        ±0.3%以內。 

  (2).錯誤解讀：施工後鑽心取樣進行瀝青含量試驗。  

  (3).正確解讀：應在施工中，針 對未經滾壓之瀝青混凝土混合料進行取樣及試驗。 

  (4).應有作為：因規範中並未指明：施工中，取樣未經滾壓之瀝青混凝土混合料抽驗 

        瀝青含量。但是，從業人員應該更謹慎作業，仍然不可以在施工後鑽心取樣進行 

       瀝青含量試驗 



報告完畢  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