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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

102/1/7 校小總字第1020020862號

102/1/9 一O二立字第1020109號

102/1/15 一O二立字第1020115號

102/1/29 一O二立字第1020129號

102/1/29 一O二立字第1020129-2號

102/1/9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102/1/17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102/2/1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102/2/1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發文字號

102/1/8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

102/1/4 一O二立字第1020104-4號

發文單位

102/1/7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收文日

如主旨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木楬牆及細石泥作分項計畫
書各乙式三份，敬請 審核。

有關「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原承報大木匠師葉俊源，因
他案尚未完成無法親自執行本案木作工程
，故今函文更換為劉源生先生，隨函檢附
其資格乙式一份，敬請 審核。

如主旨

檢送修正後「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
造辦公室修復工程」編竹泥牆、木槢牆及
如主旨
細石泥作分項計畫書各乙式三份，敬請 審
核。

如主旨

如主旨

檢送第一次修正後「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
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結構補強分項
計畫書乙式三份，敬請 審核。

貴所審查立棟營造公司提報承攬本校「臺
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第一期估驗計價資料」案，本案既經 貴
所核定在案，本校同意備查，請 查照。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木料檢測資料乙式三份，敬
請 審核。

主旨

附件

備註

102/2/23 新東小總字第1020185070號

102/2/26 一O二立字第1020226號

102/2/26 新東小總字第1020209069號

102/2/26 新東小總字第1020210360號

102/2/26 一O二立字第1020226-3號

102/3/1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102/3/1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2/3/1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2/3/1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發文字號

102/2/25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

102/2/4 一O二立字第1020204號

發文單位

102/2/5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收文日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編竹泥牆中底塗及木槢牆成
份分析乙式三份，敬請 核備。

貴所審查立棟營造公司提報承攬本校「臺
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水電管線材及水電設備材料送審案，
本案既經 貴所核定在案，本校同意備查，
請 查照。

貴所審查立棟營造公司提報承攬本校「臺
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編竹泥牆、細石泥作牆分項施工計畫
書送審案，本案既經 貴所核定在案，本校
同意備查，請 查照。

檢送修正後「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
造辦公室修復工程」雨淋板及木槢作分項
計畫書，另隨函再提送天花及屋瓦分項計
畫書各乙式三份，敬請 審核。

貴所審查立棟營造公司提報承攬本校「臺
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木作匠師更換送審案，本案既經 貴所
核定在案，本校同意備查，請 查照。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文化瓦及美檜材料送審資料
各乙式三份，敬請 審核。

主旨

如主旨

如主旨

如主旨

附件

備註

102/4/12 南市文資處字第1020326969號

102/4/23 一O二立字第1020423-2號

102/4/24 南市文資處字第1020360230號

102/5/3 新東小總字第1020480967號

102/5/29 一O二立字第1020529號

102/4/26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102/4/26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102/5/6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2/6/3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發文字號

102/4/15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開會通知單

發文日期

102/2/26 一O二立字第1020226-2號

發文單位

102/3/1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收文日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屋架鐵件及檻木附件施工大
樣圖各乙式三份，敬請 審核。

如主旨

如主旨

檢送102年4月16日由臺南市後區新東國民
小學暨本處召開之「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
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第一次變更設
計」聯席審查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
復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案」，請依審查意
見修正於文到一週內重新提送，請 查照。

如主旨

如主旨

檢送修正後「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
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水電及空調施工分項
計畫書乙式三份，敬請 審核。

召開「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聯席審查會
議 102年4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時0分

檢送修正後「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
造辦公室修復工程」美檜材料送審資料，
另再提送銅鈑及空調設備各乙式三份，敬
請 審核。

主旨

附件

備註

102/7/23 一O二立字第1020723號

102/7/26 新東總字第1020828726號

102/7/26 新東總字第1020823639號

102/7/26 新東總字第1020828788號

102/7/30 一O二立字第1020730號

102/7/30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2/7/30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2/7/30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2/7/31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發文字號

102/7/24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

102/6/20 新東小總字第1020690661號

發文單位

102/6/26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收文日

如主旨

附件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102年6月26日縣府查何缺失
改善對策及結果資料乙式五份，敬請 審
核。

貴所審查立棟營造公司提報承攬本校「臺
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天花分項施工計畫書送審案，本案既
經 貴所核定在案，本校同意備查，請 查
照。

如主旨

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檢還 本校「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
辦公室修復工程工程採購契約(變更設計議
工程採購契約(變更設計
定書)」，請 查照。
議定書)

貴所審查立棟營造公司提報承攬本校「臺
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地坪石材材料送審案，本案既經 貴所
核定在案，本校同意備查，請 查照。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第三次估驗計價資料乙式三
份，敬請 審核。

本校「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已於102年6
月20日完成議價事宜，請 貴公司檢送「臺
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一式6份，請 查
照。

主旨

備註

102/8/13 新東小總字第1020911583號

102/9/4 一O二立字第1020904-2號

102/9/9 新東小總字第1021020569號

102/10/7 一O二立字第1021007號

102/10/28 一O二立字第1021028-2號

102/9/9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102/9/11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2/10/16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102/10/29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發文字號

102/8/21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

102/8/13 新東小總字第1020911583號

發文單位

102/8/21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收文日

如主旨

如主旨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屋頂板施工查驗停留點缺失
改善資料乙式三份，敬請 審核。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102年9月24日縣府查核缺失
改善對策及結果資料乙式五份，敬請 審
核。

臺南市政府函復「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
策及結果表乙案，經復核仍有需補正說明
事項，請速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有關「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102年8月29日康芮颱風侵
台乙案，僅造成周遭地方積水，其他並無
如主旨
造成任何損害，依據契約第7條第3款及第
18條第五款規定辦理工程延期3天，詳如說
明，敬請 審核。

貴所審查立棟營造公司提報承攬本校「臺
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提送102年6月26日工程查核現場取樣
木料試驗報告送審案，本案既經 貴所核定
在案，本校同意核備，請 查照。

貴所審查立棟營造公司提報承攬本校「臺
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開關配電箱材料送審案，本案既經 貴
所核定在案，本校同意核備，請 查照。

主旨

附件

備註

102/11/7 南市文資處字第1020996339號

102/11/15 新東小總字第1021268114號

102/12/11 新東小總字第1021377372號

103/1/17 一O二立字第1030117號

103/1/20 一O二立字第1030120號

102/11/20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2/12/11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3/1/24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103/1/24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發文字號

102/11/11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發文日期

102/10/28 一O二立字第1021028號

發文單位

102/11/4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收文日

如說明三

有關「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期中報告書面審
查結果為通過，詳如說明，請 查照。

有關「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102年11月份第六期估驗款無
法核撥乙案，本公司建議 貴校先行提撥市
如主旨
府前期撥付之餘款，不足部份做為保留款
，以利工程順遂，詳如說明，敬請 同意辦
理。
有關「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辦理校慶停工乙案，因18日
進場後發現展品未撤出及23日 貴校再假本
工區辦理研習另擺設桌椅於室內，以致無
如主旨
法復工施作，建議 貴校將工區展品及桌椅
撤除後或春節後，再函文本公司辦理復工
，以利全面施工，檢附拍攝照片乙式一份
，敬請 審核。

函轉市府施工查核小組同意本校申請「臺
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第二次)及複查施工查核缺失改善結果
申請展延期限乙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

有關 貴公司申請「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第二期服務費請
款資料乙案，收悉，請 查照。

如主旨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第五次估驗計價資料乙式三
份，敬請 審核。

主旨

附件

備註

103/1/25 新東小總字第1030093406號

103/1/14 新東小總字第1030054457號

103/1/14 新東小總字第1030054456號

103/1/29 一O二立字第1030129號

103/2/5 一O二立字第1030205號

103/2/5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3/2/5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3/2/6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103/2/6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發文字號

103/1/28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

103/1/25 新東小總字第1030093407號

發文單位

103/1/28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收文日

如主旨

有關「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本工程於103年2月5日已完工
如主旨
，煩請派員確認，隨函檢附竣工書圖乙式
一份，敬請 審核。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第七次估驗計價資料乙式三
份，敬請 審核。

貴所審查立棟營造公司提報承攬本校「臺
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越檜及美檜材種鑑定試驗報告送審案
，本案既經 貴所核定在案，本校同意備查
，請 查照。

貴所審查立棟營造公司提報承攬本校「臺
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原提送緊急照明燈仙暉牌Sh-40-A因停
產無法施作，本次提送紅橋牌HC-U4213送
審案，本案既經 貴所核定在案，本校同意
備查，請 查照。

有關 貴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102年11月份第6
期估驗款無法核撥乙案，本校同意準予辦
理，先行提撥市府前期撥付之餘款，詳如
說明，請 查照。

有關 貴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因本校75週年
校慶撤展且接續委辦誠品閱讀深耕研習，
依契約規定同意 貴公司暫時停工並同意延
長工期乙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

主旨

附件

備註

103/2/10 新東小總字第1030123988號

103/2/17 新東小總字第1030180130號

103/2/17 新東小總字第1030177852B號

103/3/5 新東小總字第1030250516號

103/3/24 新東小總字第1030328321號

103/2/19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3/2/19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3/3/6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3/3/25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發文字號

103/2/13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

103/2/10 新東小總字第1030123987號

發文單位

103/2/13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收文日

原函

函轉有關臺南市文化處資產管理處委託本
校辦理之「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
辦公室修復工程」，其預算經費給付條件
調整如說明，請 查照。

附件

函轉本市府教育局函復「臺南市歷史建築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是否與其
特定目的事業計畫相符一案(如附件)，請
查照。

如主旨

有關 貴公司承攬本校「臺南市歷史建築新
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業已辦理正
試驗收，所列缺失請於103年3月21日前改
正式驗收紀錄表
善完成，並於當日複驗，屆時請 貴公司及
監造單位備妥相關驗收工具並配合辦理，
請 查照。

有關 貴公司承攬本校「臺南市歷史建築新
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業已確認竣
工，訂於103年2月26日辦理驗收，請派員
到場，請 鑒核。

如主旨

函轉本市政府教育局函復「歷史建築後壁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修復工程」是否與其特
定目的事業計畫相符一案(如附件)，請 查
照。

函轉所送「歷史建築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
舍修復工程設計規劃」期末第二次修正規
劃設計及因應計畫書圖審查乙節，屬規劃
設計部份業經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先予
核定，因應計畫請 貴事務所另行修正後再
提報審查，請 查照。

主旨

備註

103/5/5 新東小總字第1030504190號

103/5/13 新東小總字第1030542979號

103/5/13 新東小總字第1030542978號

103/5/23 新東小總字第1030572269號

103/6/9 新東小總字第1030620605號

103/5/14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3/5/14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3/5/27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3/6/11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發文字號

103/5/6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

103/3/25 新東小總字第1030338563A號

發文單位

103/3/26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收文日

如說明二

函轉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函復所送「歷
史建築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修復工程建築管
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因應計畫」業經各主
管機關審查確認並同意核定乙案，請 查
照。

有關本校「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
辦公室修復工程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
全因應計畫」業經各主管機關審查確認， 如說明三
且本工程業已施工完竣，向 鈞處提報竣工
查驗，請 鑒核。

函轉臺南市政府函知有關參選103年度公共
如說明三(電子檔另寄)
工程金質獎準備作業，請 查照。

有關 貴公司申請「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第二期服務費請
款資料乙案，收悉，請 查照。

有關 貴公司申請「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第三期服務費請
款資料乙案，收悉，請 查照。

驗收紀錄表(複驗)

附件

本校為辦理「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
造辦公室修復工程委託監造、工作報告暨
因應計畫製作」期末審查乙案，請貴公司
於函文日期起60日曆天內提報工作報告書
期末報告，請 查照。

主旨

備註

103/6/18 新東小總字第1030712684號

103/6/18 新東小總字第1030712699號

103/6/24 南市文資處字第1030594411號

103/7/7 南市文資處字第1030636933號

103/7/14 新東小總字第1030816961號

103/6/19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103/6/27 台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開會通知單

103/7/10 台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103/7/16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發文字號

103/6/19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

103/6/9

發文單位

103/6/11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收文日

附件

檢陳「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因應計畫使用許可查驗改正
與消防設備相關簽證及測試報告各一式3份
，請鑒核。

檢送本處103年6月30日召開之「臺南市歷
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因應
計畫使用許查驗」紀錄乙份，請查照。

召開「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期末報告審查會
議。

函轉台南市政府「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擬辦理「第14屆
公共工程金質獎」諮詢評核，請 貴公司(事 原函
務所)出席並準備相關簡報場地及評核資
料。

為辦理本校「歷史建築後壁新東國民小學
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因應計畫使用許可
查驗，請 貴公司(事務所)協助並派員出席
，請 查照。

轉之修正「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
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九點及第六點附 如文(電子檔另寄)
件五、附件六，並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主旨

備註

發文單位

103/7/22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收文日

發文字號

103/7/21 新東小總字第1030693426號

發文日期

檢送103年7月10日召開之「臺南市歷史建
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工作報告
書」期末審查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主旨

附件

備註

玻璃材料送審書乙式3份

結構補強計畫書乙式3份

有關立棟營造提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玻璃材料送審書(第二次提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送)，本所已審查通過，轉呈 貴校鑑核，請 查照。

有關立棟營造提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結構補強計畫書(第二次提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送)，本所已審查通過，轉呈 貴校鑑核，請 查照。

農曆年節將至有關慶洋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
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請承商於農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曆春節期間(102.02.09~102.02.17)加強工地安全維護與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防火防竊措施，請 查照。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原提報木作匠師葉俊源無法親自執行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本工程大木作業務，將更換為劉源生先生，經本所審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查同意。

102/1/9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10902號

102/1/11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11101號

102/1/16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11601號

102/2/1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20101號

大木作匠師資歷證明(正本)

結構補強分項施工計畫書乙式3
份

102/1/4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10402號

附件

有關立棟營造提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結構補強分項施工計畫書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第一次提送)，本所已審核，其內容尚需修正，詳附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件，請 查照。

正副本

大木作分項施工計畫書乙式3份

主旨

102/1/4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10401號

發文字號

有關立棟營造提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大木作分項施工計畫書(第二次提送)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本所已審核，其內容部分尚需修正，詳附件，請 查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照。

發文日期

備註

文化瓦及美檜材料送審書各乙式
3份(正本)

在職證明(勞工保險投保資料)乙
式1份

水電管線材及水電設備材料送審
書乙式3份(正本)

銅板、美檜材料送審書乙式3份
(正本)、空調設備材料送審書乙
式3份(副本)

編竹泥牆灰泥成份分析試驗報告
乙式3份(正本)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增派現場人員在職證明(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請
查照。

有關立棟營造提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水電管線材及水電設備材料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送審書，本所已審查通過，轉呈 貴校鑑核，請 查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照。

有關立棟營造提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銅板、美檜及空調設備材料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送審書，其中空調設備請依據審查意見修正後提報，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其餘本所已審查通過，以上轉呈 貴校鑑核。

有關立棟營造提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編竹泥牆灰泥成份分析試驗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報告，本所已審查，請施工單位依據試驗結果盡速辦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理試作程序，以上呈送轉呈 貴校鑑核，請 查照。

102/2/6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20601號

102/2/22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22201號

102/2/22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22202號

102/3/4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30401號

102/3/4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30402號

附件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美檜及文化瓦材料送審(第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一次提送)，經本所審查請依據審查意見修正後重新提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報，請 查照。

正副本

計畫書審查意見表(正本)

主旨

102/2/1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20103號

發文字號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雨淋板分項施工計畫書，本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所已審查，其內容尚需修正請依據審查意見修正後重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新提報，請 查照。

發文日期

備註

舊木料材種試驗報告各乙式3份
（正本）

新木料材種及防腐藥劑吸收量試
驗報告各乙式3份（正本）

空調設備及消防設備材料送審書
各乙式3份（正本）

木作門窗、白蟻生物防治分項施
工計畫書各乙式3份（正本）

第二次估驗計價書乙式3份（正
本）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舊木料材種試驗報告各乙式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3份，本所已審查通過，以上呈送惠請 貴校鑑核。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新木料材種及防腐藥劑吸收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量試驗報告各乙式3份，本所已審查通過，以上呈送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惠請 貴校鑑核。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空調設備及消防設備材料送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審書，本所已審查通過，以上呈送惠請 貴校鑑核。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木作門窗、白蟻生物防治分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項施工計畫書各乙式3份，本所已審查通過，以上呈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送惠請 貴校鑑核。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第二次估驗計價書各乙式3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份，本所已審查詳如說明 請查照

102/4/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40303號

102/4/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40304號

102/4/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40305號

102/4/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40306號

附件

102/4/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40302號

正副本

102/4/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40301號

主旨

文化瓦、木料蟲蟻防治藥劑材料
送審書各乙式3份（正本）、石
材、燈具材料送審書各乙式3份
（副本）

發文字號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文化瓦、木料蟲蟻防治藥
劑、石材、燈具材料送審書各乙式3份，本所已審查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其中石材及燈具材料送審書，請依據審查意見修正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後重新提報，文化瓦、木料蟲蟻防治藥劑送審書本所
已審查通過，以上轉呈惠請 貴校鑑核。

發文日期

備註

燈具材料送審書乙式3份（正
本）

電器及空調分項施工計畫乙式3
份

缺失改善通知單乙式1份

第一次變更設計預算書圖乙式4
份

品質缺失改善資料乙式3份（正
本）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燈具材料送審書乙式3份(第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二次提送），本所已審查通過，惠請 貴校鑑核。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電器及空調分項施工計畫乙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式3份，本所已審查，請依據審查意見修正後重新提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報，請查照。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公室修復工程】經現場勘查發現部分缺失（詳缺失改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善通知單）請改善，以上呈送，請查照。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檢送第一次變更設計預算書圖（審查修正後）乙式4
份，以上呈送，請查核。

有關 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品質缺失改善資料乙式3份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本所已審查通過，惠請 貴校鑑核。

102/4/26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42601號

102/5/6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50601號

102/5/11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51101號

102/5/28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52801號

附件

102/4/11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41102號

正副本

第二次估驗計價書乙式3份（正
本）

主旨

102/4/11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41101號

發文字號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第二次估驗計價書各乙式3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份(第二次提送），本所已審查通過，惠請 貴校鑑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核。

發文日期

備註

屋架鐵件及檻木泛水銅片施工圖
乙式3份（正本）

1.電器及空調分項施工計畫乙式
3份（正本）
2.木作天花分項施工計畫乙式3
份（副本）

1.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文件（預
算）乙式1份（正本）
1.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文件（標
單）乙式1份（正本）

建築師收據、存摺影本

1.地坪石材材料送審書乙式3份
（正本）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屋架鐵件及檻木泛水銅片施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工圖乙式3份，本所已審查通過，惠請 貴校鑑核。

有關 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木作天花、電器及空調分項
施工計畫各乙式3份，本所已審查，其中木作天花分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項施工計畫，請 立棟營造依據審查意見修正後重新提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報，電器及空調分項施工計畫審查同意，轉呈 貴校鑒
核以上呈送，請鑒核。

檢送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文件（預算、標單）各乙式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1份，惠請 貴校依據程序辦理議價，以上呈送 請鑒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核。

有關「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
委託監造、工作報告書暨因應計畫製作案」該案工程
正本：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進度已超過35%，且進度未落後依約請領第一期服務
費計新台幣36萬元整，請 查核後惠予撥款。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地坪石材材料送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審書乙式3份，本所已審查同意，請鑒核。

102/6/1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61301號

102/6/17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61701號

102/6/19 新東辦公室字第1020618號

102/7/8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70801號

附件

102/6/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60301號

正副本

品質人員結業證書乙式3份（正
本）

主旨

102/5/28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52801號

發文字號

有關 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公室修復工程】更換品管人員乙案，其中資歷本所已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審查通過，同意更換，惠請 貴校鑑核。

發文日期

備註

第三次估驗計價書乙式3份（正
本）

1.木料試驗報告乙式3份（正
本）

1.縣府查核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
表乙式5份（正本）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申請102年07月13日因蘇力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颱風侵台免計工期乙日，經本所審查屬實，請業主依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約辦理，請鑒核。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公室修復工程】，申請第三次估驗計價書各乙式3份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本所已審查同意，請鑑核。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木料試驗報告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5/17取樣）乙式3份，本所審查合格，請鑒核。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102年06月26日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縣府查核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乙式5份，本所審查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同意，請鑒核。

102/7/22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72201號

102/7/29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72901號

102/7/29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72902號

102/8/2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80201號

1.木作天花分項施工計畫乙式3
份（正本）

附件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關於近日強烈颱風『蘇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力』來襲請工地做好防颱措施，請查照。

正副本

102/7/11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71101號

主旨

102/7/8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70802號

發文字號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木作天花項施工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計畫各乙式3份，本所已審查同意，請鑒核。

發文日期

備註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關於近日颱風『潭美』來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襲請工地做好防颱措施，請查照。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關於近日颱風『康芮』來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襲請工地做好防颱措施，請查照。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申請自102年08月29日起至
102年08月31日止，因康芮颱風侵台免計工期乙案，經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本所查證，其中102年08月29日台南市雖公布下午停止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上班上課，但102年08月29上午起至102年08月31日卻
因工址附近嚴重淹水已達極惡劣天候，經查證屬實，
請業主依工程契約第17條款辦理，請鑒核。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經102年09月03日現場辦理編竹泥牆編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竹完成停檢點查驗，請依據查驗結果(詳品質矯正通知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單)逐項改善，並將改善成果函報本所申請複驗，請查
照。

102/8/20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82001號

102/8/27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82701號

102/9/9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90901號

102/9/9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90902號

1.品質矯正通知單乙式1份

1.開關配電箱材料送審書乙式3
份（正本）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開關配電箱材料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送審書乙式3份，本所已審查同意，請鑒核。

附件

102/8/5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80502號

正副本

1.木料試驗報告乙式3份（正
本）

主旨

102/8/5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80501號

發文字號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102年06月26日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工程查核現場取樣木料試驗報告乙式3份，本所審查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合格，請鑒核。

發文日期

備註

1.地坪混凝土試驗報告乙式3份
（正本）

1.品質矯正通知單乙式1份

1.1020903-1品質缺失矯正通知單
乙式3份（正本）

1.1020917-01不合格品改善追蹤
表乙式1份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地坪混凝土試驗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報告(8/8取樣）乙式3份，本所審查合格，請鑒核。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經102年09月02日現場辦理屋面椽條釘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置完成停檢點查驗，請依據查驗結果(詳品質矯正通知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單)逐項改善，並將改善成果函報本所申請複驗，請查
照。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年度中秋假期自102年09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月19起至102年09月22日止，請加強工地消防安全並將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滅火器擺放明顯處，未使用之機具將電源拔除，請查
照。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1020903-1品質缺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失矯正通知單乙式3份，經本所102年09月16日複查合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格，請鑒核。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經102年09月17日現場辦理台檜封簷板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及越檜查驗，請依據查驗結果(不合格品改善追蹤表)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改善，並將改善成果函報本所申請複驗，請查照。

102/9/1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91302號

102/9/16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91601號

102/9/18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91801號

102/9/18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91802號

附件

102/9/1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91301號

正副本

1.縣府查核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
表乙式5份（正本）

主旨

102/9/11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91101號

發文字號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程】，102年06月26日縣府查核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乙式5份(第二次回覆），請鑒核。

發文日期

備註

工作報告書期中報告乙式八份

1.1020917-01不合格品改善追蹤
表乙式3份（正本）

1.第四次估驗計價書乙式3份（
正本）

1.品質矯正通知單乙式1份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工作報告書期中報告乙式八份，如附件，請查
照。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1020917-01不合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格品改善追蹤表乙式3份，經本所102年10月01日複查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合格，請鑒核。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公室修復工程】，申請第四次估驗計價書各乙式3份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本所已審查同意，請鑑核。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經102年09月26日現場辦理屋面板釘置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完成停檢點查驗，請依據查驗結果(詳品質矯正通知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單)逐項改善，並將改善成果函報本所申請複驗，請查
照。

102/9/25 (102)新東辦公廳工字第1020925號

102/10/2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00201號

102/10/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00301號

102/10/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00302號

1.1020902-01品質缺失矯正通知
單乙式3份（正本）

附件

102/9/25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92502號

正副本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申請102年09月21日，因天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兔颱風侵台免計工期乙案，經查證屬實，請業主依工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程契約第17條款辦理，請鑒核。

主旨

102/9/25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092501號

發文字號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1020902-01品質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缺失矯正通知單乙式3份，經本所102年09月23日複查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合格，請鑒核。

發文日期

備註

1.縣府查核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
表乙式5份（正本）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102年09月24日縣府查核(複查）缺失改善對策
及結果表乙式5份，請鑒核。

有關「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
委託監造、工作報告書暨因應計畫製作案」該案工程
正本：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進度已超過70%，依約請領第二期服務費計新台幣72
萬元整，請 查核後惠予撥款。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申請第五次估驗計價書乙式3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份，本所已審查同意，請鑑核。

102/10/28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02801號

102/10/29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02901號

102/11/5 新東辦公室字第1021105號

102/11/6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10601號

建築師收據、存摺影本

1.衛生設備材料送審書乙式3份
（正本）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衛生設備材料送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審書乙式3份（正本），本所已審查同意建議業主採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用，請鑒核。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1.品質矯正通知單乙式1份

102/10/24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02401號

附件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經102年10月24日現場掛瓦條及卸水條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施工中查驗，請依據查驗結果(詳品質矯正通知單)逐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項改善，並將改善成果函報本所申請複驗，請查照。

正副本

1.1021002-01品質缺失矯正通知
單乙式3份（正本）

主旨

102/10/16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01601號

發文字號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1021002-01品質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缺失矯正通知單乙式3份，經本所102年10月07日複查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合格，請鑒核。

發文日期

備註

1.品質矯正通知單乙式1份（正
本）。

1.品質矯正通知單乙式1份（正
本）。

1.第六次估驗計價書乙式3份（
正本）

1.102年06月26日市府查核缺失改
善對策及結果表（第三次回覆）
乙式5份（正本）。

1.102年09月24市府複查缺失改善
對策及結果表（第二次回覆）乙
式5份（正本）。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經102年12月03日現場外牆雨淋板完成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查驗，請依據查驗結果(詳品質矯正通知單)逐項改善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並將改善成果函報本所申請複驗，請查照。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公室修復工程】，本次申請第六次估驗計價書乙式3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份，本所已審查同意，請鑒核。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程】，102年06月26日市府查核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第三次回覆）乙式5份，請鑒核。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程】，102年09月24市府複查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第二次回覆）乙式5份，請鑒核。

102/12/4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20401號

102/12/5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20501號

102/12/11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21101號

102/12/12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21201號

102/12/12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21202號

附件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經102年11月30日現場屋面瓦完成查驗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請依據查驗結果(詳品質矯正通知單)逐項改善，並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將改善成果函報本所申請複驗，請查照。

正副本

1.1021023-1品質缺失矯正通知單
乙式3份（正本）

主旨

102/11/13 (102)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2111301號

發文字號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1021023-1品質缺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失矯正通知單乙式3份，經本所102年11月08日複查合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格，請鑒核。

發文日期

備註

1.緊急照明燈材料送審書乙式3
份（正本）

1.品質矯正通知單乙式1份（正
本）。

1.竣工結算書圖各乙式4份（正
本）

有關貴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
室修復工程】，春節將至請承商於農曆春節期間(103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年01月30日至103年02月04日)加強工地安全維護及防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火防竊用電措施，請查照。

有關立棟營造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修復工程】經103年01月22日現場辦理外牆雨淋板
護木油、木門窗修補、木門窗護木油及編竹泥牆面層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白灰粉刷完成查驗，請依據查驗結果(詳品質矯正通知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單)逐項全面檢視改善，並將改善成果函報本所申請複
驗，請查照。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申請本案工程竣工核實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經103年02月11日現場核實，施工單位已如期完成契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約項目，本所同意竣工，惠請 貴校依契約第15條規定
派員辦理驗收。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請貴公司依據103年02月26日 正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正式驗收紀錄所列缺失逐一改善，並於103年03月14日 副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前將改善文件函報本所辦理複查，請查照。

103/1/9 (103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3010902號

103/1/24 (103)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3012401號

103/1/24 (103)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3012402號

103/2/12 (103)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3021201號

103/3/7 (103)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3030701號

附件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原提送緊急照明燈仙暉牌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Sh-40-A因停產無法施作，本次提送紅橋牌HC-U4213，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本所已審查同意，惠請 業主同意更換，請鑒核。

正副本

1.越檜及美檜材種鑑定試驗報告
各乙式3份（正本）

主旨

103/1/9 (103新東辦公廳監字第103010901號

發文字號

有關立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
正本：台南市新東國民小學
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本次提送:越檜及美檜材種
副本：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鑑定試驗報告各乙式3份，本所審查合格，請鑒核。

發文日期

備註

工作報告書期末報告乙式10份

檢送【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
程】工作報告書期末報告乙式10份，如附件，請查
照。

103/5/23 (103)新東辦公廳工字第1030523-1號

正本：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李玉萍

建築師收據、存摺影本

103/5/6 新東辦公室第1030506號

附件

有關「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復工程
委託監造、工作報告書暨因應計畫製作」該案工程已
正本：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竣工，驗收完成%，依約請領第三期服務費計新台幣
36萬元整，請 查核後惠於撥款。

正副本

建築師收據、存摺影本

主旨

103/5/6 新東校長宿舍設第1030506號

發文字號

有關「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修護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案」期末規劃設計報告經審查通過，並已取得因應計
正本：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畫圖審許可，依約請領第二期服務費計新台幣35萬
7,000元整，請 查核後惠於撥款。

發文日期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