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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復工程執行組織及施作品質控管紀要 

 
本章主要記錄施工過程中有關施工品質之事項，章節分為工程執行任務組織、工程查

核督導過程、工務會議內容、工程變更設計內容、材料抽驗與試驗紀錄及工程結算與驗收

紀錄等六小節。 

 

第一節 工程執行任務組織 

一、 修復設計書圖審查過程 

（一）期中預算書圖審查會議 

1.時間：100 年 8 月 17 日 

2.地點：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小 

3.審查委員：張委員嘉祥、曾委員國恩 

4.審查意見及修正： 

委員 審查意見 初步修正意見 

本案為歷史建築修復，下列意見提供參考： 

1.現有周邊犬走貼磁磚，狀況尚佳，雖非原

貌。建議保留。 

回覆委員意見：因新增通氣孔，在切割壁體施

工中會破壞到犬走，故建議全走全面更新為抿

石子地坪。 

2.現有基牆外側洗石子，除局部微裂外，狀況

尚佳，雖非原貌，仍建議作保留(配合作輕度

修復即可) 

回覆委員意見：因新增通氣孔，在切割壁體施

工中會破壞到壁體粉刷層，且洗石子粉刷層為

後期修建所為，故建議全部更新為 3分洗石子

粉刷較為細膩。 

3.車寄現況貼瓷磚，狀況尚佳，因本處並無車

輛輾壓，可考慮保留之。 

回覆委員意見：因磁磚地坪為後期修建所為，

故建議全部更新為抿石子粉刷較為接近原有

風貌且較細膩。 

張 

委 

員 

嘉 

祥 

4.室內地坪現狀貼磁磚，研判非原有，建議再

進一步了解其下方之構造，若為磨石子，建議

曾能恢復之。 

回覆委員意見：校方已於 8月 30 日在室內地

坪鑽鑿一洞，結果並無原有磨石子地坪，且只

有 PC 層加磁磚地坪而已，故建議更新為花崗

石材地坪。 

 

 

 

 

 

 

 

磁磚地坪

PC 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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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初步修正意見 

 

 

 

 

 

5.現有天花狀況不佳，拆除後若能不做天花將

使空間之恢宏感大增，並可展示屋架及屋頂構

造具有教學上之效果。 

遵照委員意見：已將原有天花修正為露出屋架

形式。詳圖 A1-4~A1-5 

6.經由評估，結構補強在本歷史建築有其必

要，但是否每片編竹夾泥牆是否皆須補強？另

補強採5分防水夾板貼附與原有編竹夾泥牆之

構造關係，宜進一步考慮之（原有編竹夾泥牆

之底塗，中塗之透氣呼吸性將有相當影響） 

回覆委員意見：再經過詳細計算後，已變更牆

體補強位置。詳圖 A6-6 

7. 基牆內側規劃碳纖貼附補強是否有其必要

性?建議再斟酌（對本建築而言，1B 基牆剛度

及強度甚高，上部木結構與基牆介面之結構關

係，宜納入考慮） 

遵照委員意見：已將原有設計磚造基牆加碳纖

網補強取消。 

8.門窗修復相關圖面（各樘現況圖及各樘修

復） 

回覆委員意見：已補正門窗修復圖說。詳圖

A5-1~A5-4 

9. 車寄前面之排水請進一步規劃（目前係自

然漫流排水） 

回覆委員意見：已增設排水溝。詳圖 A1-3 

10.目前總經費初估 13,724,650 元，平均每坪

186,700 元。可再細估以使略降低之。 

回覆委員意見：本所會再詳細依現況破壞及修

復情形檢討預算，請委員再評估之。 

11. 新作屋面板（6分厚），建議再酌。原有狀

況若尚佳，宜儘量留用之。桷材情況亦相同。

回覆委員意見：本所於 9月 1日再至現場檢

測，發現屋面板為 3分厚，待日後修復時，要

保留完好的屋面板確實有困難度，故建議全部

更新為 6分屋面板。 

12. 屋架構件名稱（尤其合掌【人字大料】等）

建議再檢視。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構件名稱。詳圖

A1-9~A1-11 

13. 設備管線之規劃及與構造關係，期末建議

再詳細之。 

 

 

遵照委員意見：已補正水電圖說。詳圖

E-1~E-4,T-1~T-2,W-1,AC-1~A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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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初步修正意見 

1.保護棚架採鋼管鷹架組立方式，可行。但請

注意週邊是否有牴觸物？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圖說。詳圖 A0-4 

2.室內外地坪現況雖為磁磚或地磚，仍有需要

局部解體去了解磁磚底部是否尚保留原材質

（或許是磨石子或抿石子），儘可能原材質留

用。本設計方案採花崗石材，請再斟酌！ 

回覆委員意見：校方已於 8月 30 日在室內地

坪鑽鑿一洞，結果並無原有磨石子地坪，且只

有 PC 層加磁磚地坪而已，故建議更新為花崗

石材地坪。 

 

 

 

 

 

 

3.外牆基牆原貌應為洗石子（細徑），現況為 

粗粒洗石子。但健康現狀良好，應可以保留。

木槢牆及竹編牆宜特別注意底、中、面塗材料

成份。修復時儘可能就其損壞層級分別給予對

應之修復層級，勿全面拆解後重作。 

回覆委員意見： 

1.因新增通氣孔，在切割壁體施工中會破壞到

壁體粉刷層，且洗石子粉刷層為後期修建所

為，故建議全部更新為 3分洗石子粉刷較為細

膩。 

2.牆面修復情形已遵照委員意見修正圖說。詳

圖 A4-1~A4-5 

4.雨淋板堪用者請留用；原交接處鐵板堪用者

亦請留用。 

回覆委員意見：雨淋板經匠師檢測為台檜木

板，修復時會盡量完全留用，但交接處之鐵件

因拆卸時較無法完好保留，故本所會以模型方

式（舊構材再利用）來呈現軸組構件及雨淋板

交接處。 

5.大木作之損壞層級尚需確認！牆體軸組同。

請木匠師會同檢視，於期末提出較精確之修復

層級。 

回覆委員意見：本所已於 9月 1日至現場與木

匠師會同檢視，已修正部分架構修復層級。詳

圖 A1-9~A1-11 

6. 天花若需重作，角材不必採臺檜，可以越檜

取代，亦可考量不必全面重作天花，但注重通

風（通氣）卻很重要！ 

回覆委員意見： 

1.已將原有天花修正為露出屋架形式。詳圖

A1-4~A1-5 

2.已增設通氣孔。詳圖 A1-3.A4-13 

7. 結構補強位置請再精簡，依所提方案之補強

位置來看將造成原有木摺（竹編）牆均需重作！

回覆委員意見：再經過詳細計算後，已變更牆

體補強位置。詳圖 A6-6。另牆體補強

之後表面即剩下表面粉刷為原有修

復方式。 

曾 

委 

員 

國 

恩 

8. 請確認屋面是否有天溝及落水，重簷深度與 回覆委員意見：因無舊照片參考依據，故僅依

磁磚地坪

PC 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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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初步修正意見 

犬走水溝之垂直關係？ 現場狀況無設計天溝及排水管修復

之，另重簷的深度與犬走的關係，犬

走應為後期修建所為而尺寸大於重

簷。 

9. 周圍廊道與歷史建築本體交接之處理（儘可

能勿鎖定在本體上） 

遵照委員意見：會將廊道屋簷部分變更脫離建

築物本體。 

10. 是否需有因應計畫? 回覆委員意見：合約並無明訂消防因應計畫，

但水電消防檢討部分是依消防因應

計畫檢討處理。 

 

（二）期末預算書圖審查會議 

1.時間：100 年 10 月 12 日 

2.地點：臺南市國立成功大學建築系二樓會議室 

3.審查委員：張委員嘉祥、曾委員國恩、陳委員嘉基、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吳技士坤明 

4.審查意見及修正： 

委員 審查意見 初步修正意見 

1.期中報告所提意見，受託團隊已做詳細綜理

說明。 

謝謝委員指正。 

2.室內地坪擬改貼花崗石材，鋪貼石材厚度、

鋪貼後之室內高程，以及鋪貼詳細設計，建議

再補充之。 

遵照委員意見：已補正。詳圖 A1-3 

3.有關結構補強，是否需要如圖示規劃補強數

量（位置）請再從整個系統行為及震後經驗做

深入參考。另補強作法在細節上以及應力傳遞

上亦請再評估。例如：板與原有木柱及軸阻之

間必須有效結合才能發揮抵抗水平地震力，在

本設計中是否做完整考慮？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6-6 

4.震後在柱與水平繫樑間加釘之三角形鐵件

明顯有助系統剛度之提昇及地震變形之減

少，本次整體修復，請納入補強考慮。 

遵照委員意見：已補正。修復時會將鐵件移至

靠近雨淋板處施作。 

詳圖 A6-6 

張 

委 

員 

嘉 

祥 

5.下列圖面細節請在檢視補充： 

5-1.圖號 A6-4，鎖固牆頂敷桁及簷口桁之螺

拴，需標註，並要求在屋面拆解後座詳細檢視

修復。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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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初步修正意見 

5-2.圖號 A6-4，屋頂桷材與簷口桁及陸樑端部

關係。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6-4 

5-3.圖號 A4-13，A4-14 有關雨遮與軸組及壁

體構造關係，建議在詳細之。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4-13、A4-14 

6.預算總表中〝因應計畫〞所需經費請列入。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納入預算中。 

7.各工項數量計算及施工說明書請檢附。 遵照委員意見：已補正。 

8.預算書工項名稱（及單價分析）與修復設計

圖有部分未吻合（如預算書第 3頁，第八項地

板及天花工程中-第一小項〝辦公室台檜面板

合板天花新作〞）請再檢視。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 

9.預算書第 10 頁，〝一、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之工資遠比材料設備費為高（31,000 元），請

檢視其合理性；〝二、逃生避難設備〞亦有類

似情況。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 

10.本建築為登錄歷史建築，本次修復具文化

資產保存意義，原有構件、材料、作法皆有其

背後文資或歷史價值。依現有規劃，未來雖本

建築精緻感將高於既有，但相對的，一些舊有

紋理也將失去。建議針對此點能再所斟酌。另

本建築修復後對學校及社區除提供環境及鄉

土教學功能，建議亦納入細部規劃考量。 

遵照委員意見：已補正。 

1.大木屋採「不落架」方式施作，原則可行。

請注意，儘可能勿造成類似「安溪國小」辦公

室全面拆卸只剩骨架之方式來施作。 

謝謝委員指正。 

2.室內地坪擬採花崗石材請注意材料厚度，避

免造成原室內地坪高程之變更。 

遵照委員意見：已補正。詳圖 A1-3 

3.室外雨淋板交接處之〝原構件（鐵件）〞儘

可能留用。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2-2、A2-3、A2-4

4.原構件、原工法、原風貌元素，堪用者務必

留用，以避免整體風貌顯得太新。 

謝謝委員指正。 

5.天花細部在設計圖（台檜面板）與預算（採

夾板貼木皮）有異，請修正。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1-4、A1-5、A1-6

及預算。 

曾 

委 

員 

國 

恩 

 

6.防水層係採〝七皮油毛氈〞或〝雙層油毛氈〞

請確認。 

回覆委員意見：〝七皮油毛氈〞施作在屋頂屋

面板上，雙層油毛氈〞施作在雨遮屋面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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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委員 審查意見 初步修正意見 

即銅瓦施作時只採用雙層油毛氈作為防水層

施作。 

7.水電工程中之照明平面圖，請檢討是否需要

這麼多〝軌道燈〞？空調系統請考量未來辦公

室空間（大空間）之延伸。多運用辦公室空間

新作局部環繞天花上面空間做成管線之匯

流。主幹線可思考垂直管道間的概念（不必一

定隱藏在間隔內）。 

回覆委員意見：軌道燈在本次設計時僅先安裝

軌道及少量投射燈（2盞/M），將來校方如欲增

加投射燈即可隨時增加燈具。 

8.牆面補強系統之細部圖與預算書中之單價

分析表之細目工項不符合。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 

1.預算書六、「屋架軸組工程」各項次混合，

建議明確分成「屋架工程」與「軸組工程」兩

部分。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 

2.A0-2、工址地名改為台南市後壁區…。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0-2 

3.A0-8 未標示防護棚架的高度與建物的距

離。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0-8 

4.A0-8 張力鋼索直徑標示有誤。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0-8 

5.A0-7 採光板未說明規格。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0-9 

6.A1-2、A1-3 犬走表面材為拆除改施作抿石

子，與圖之標示〝清理〞彼此不合。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1-2、A1-3 

7.A1-3 室內鋪花崗石未註明單元之長、寬尺

寸。若經費考慮，建議改為磨石子地磚。 

回覆委員意見：磁磚地坪為後期修建所為，故

建議舖設石材地坪較為細膩大方。 

8.A1-12 桁條皆為清理（總材積 727 才），但

預算書（P2）皆為抽換與修補（總材積為 1248

才），彼此之施作方式與數量不符合。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 

9.A4-13 室內踢腳板材質未註明（落字）。 回覆委員意見：室內踢腳與石材地坪相同，施

作時一併施作收邊。 

10.A1-5.A6-4.A6-5 室內天花為〝4分台檜木

板併接新作〞，但預算書與單價分析表為〝夾

板貼檜木皮〞，彼此不符合且單價 6670 元/m2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 

11.A6-2 內之 2-1 與 2-2 詳圖，泛水銅片包覆

部位不明確。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6-2 

陳 

委 

員 

嘉 

基 

12.A6-6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詳圖 A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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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初步修正意見 

a.斜撐補強與合板貼 CFRP 補強，是否恰當且

位置不明。 

b.不同工法補強，施作在那到牆，需補充註記。 回覆委員意見：本案僅有補強牆體與原有牆體

修復，故僅標示補強牆體位置。詳圖 A6-6 

c.〝稻草加固〞語意不明。 回覆委員意見：牆體修復底塗，貫木須有稻草

附在上面加固，增加底塗握裹力。 

d.兩面8分防水結構夾板以2.54*2.54cm間柱

固定，結構與構造上接不合理。 

回覆委員意見：已刪除。 

13.補充〝歷史建築告示牌〞的設計圖 回覆委員意見：詳圖 A6-8 

14.錯別字 A0-1，還氧樹脂→環氧樹脂 A3-1，

陳板→層板 

遵照委員意見：已修正。 

15.學校建築樸素，採用文化瓦是否適宜，請

再斟酌。 

回覆委員意見：本工程瓦作為既有屋瓦，修復

完工時，屋瓦為回鋪設計。 

1.缺施工說明書。 回覆委員意見：已補正。 

2.調查研究暨修復計畫概估直接工程費

4,109,200 元與本案設計之直接工程費

11,903,353 元差異很大，請於送主管機關審查

資料做比較說明。 

遵照委員意見：於簡報時，一併說明。 

3.甲仙震災完成之棚架處理應編計價回收費

用。 

回覆委員意見：甲仙震災之緊急修復已無棚架

設計。 

4.本案文建會補助2成，教育局需編列8成（控

制在 1000 萬內），由學校自辦工程。 

遵照委員意見。 

5.依原調研設計監造費為工程費之 6.5%，即

11,903,353*6.5%=77.4 萬，其中規劃設計占

55%=42.55 萬，監造費占 45%=34.82 萬，與本

案所估 90 萬出入太多，會受審計質疑；若依

現行行情編列比例為工程費 10%，以請於預算

書提出說明。 

遵照委員意見：於簡報時，一併說明。 

6.受委託契約雖僅為設計，無再利用因應計畫

之委託項目，但仍應編列於預算。 

回覆委員意見：已納入預算。 

7.綜合意見（5）（6）可考慮將監造+工作報告

書+因應計畫列為一案共同委託。 

回覆委員意見：已納入預算。 

臺 

南 

市 

文 

化 

資 

產 

管 

理 

處 

吳 

坤 

明 

技 

士 

8.為達教育功能，展示工程應列入設計。 回覆委員意見：由於經費有限，待日後有標餘

款時，再行設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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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行體系及品管運作 

歷史建築在修復工程上已落實執行公共工程查核機制與三級品管制度，由現場施工單

位執行一級品管的自主檢查，再由監造單位與主辦單位進行二級品管的分項查驗與不定期

抽查，最後再經由上級督導單位執行三級品管的施工進度督導與查核，監督與輔導業主、

監造及施工單位，藉由現場施工品質及文書的控管，確實掌控施工的進度與工程品質。並

於執行二級與三級品管機制時，針對廠商施工方式或品質不佳之處提出缺失項目並要求儘

速改善，改善後需檢附改善方式說明與前、中、後對照照片備查，以確實執行不合格品或

工程缺失的改善與追蹤。 

 
 

 

 

 

                  

 

 

 

 

圖2-1-1 執行體系及品管運作圖 

 

 

 

 

 

 

記錄 

審查 

督導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臺南市新東國小

主辦機關 

施工現場工作人員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承造施工單位

陳智宏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監造單位 

陳智宏建築師事務所 

工作報告書製作單位 

委託 

查核三級品管

二級品管

一級品管

二級品管

■臺南市政府工程查核小組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臺南市政府文化資產管理處 

審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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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辦單位 

（一）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小 

      校長：吳建邦 

      承辦人員：蘇俊凱、余憲文、李玉萍 

 

四、 督導及查核單位 

（一）督導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二）查核單位：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五、 設計監造單位 

陳智宏建築師事務所 

（一）主持人：陳智宏 

（二）共同主持人：陳柏年 

（三）測繪人員：陳建邦、饒秀茹 

（四）設計人員：陳智宏、陳建邦、饒秀茹 

（五）監造人員：陳智宏、陳建邦、馬智獻、孫仁馨 

 

六、 營造施工單位 

（一）營造廠 

1. 承造廠商：立棟營造有限公司 

2. 工地負責人：林義祥 

3. 專任工程人員：劉哲雄 

4. 勞工安全衛生人員：林義祥 

5. 品管工程師：楊永禮（101 年 10 月 25 日至 102 年 5 月 23 日） 

               林書亨（102 年 5 月 24 日至竣工） 

 

（二）主要施工管理人員及主要施作匠師名冊 
工別 施作項目 姓名 出生年月

日 

通訊地址及參與施作工程 備

註 

地址 雲林縣麥寮鄉新吉村 96-2 號 管 

理 

工地負責人

兼勞安人員 

林義祥 67.09.24 
參與施

作工程 

彰化縣三級古蹟鹿港古蹟保存區第一期修

復工程之延續工程 

彰化縣三級古蹟鹿港文武廟第一期修復工

程 

雲林縣歷史建築虎尾郡役所布袋戲主題館

修復工程 

雲林縣歷史建築雲林辦公廳舍修復工程 

彰化縣三級古蹟鹿港文武廟第二期修復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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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別 施作項目 姓名 出生年月

日 

通訊地址及參與施作工程 備

註 

彰化縣一級古蹟孔子廟生物防治及科學儀

器檢測工程 

台中縣二級古蹟霧峰林家花園下厝二房厝

修復工程 

彰化縣縣定古蹟鹿港公會堂修復工程 

高雄縣歷史建築旗山火車站修復工程 

台中縣歷史建築 TADA-S01 倉庫修復工程 

台南縣歷史建築安溪國小禮堂修復工程 

屏東縣歷史建築潮州郵局災害復建工程 

彰化縣歷史建築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群

修復暨再利用工程 

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重平路 15 號 技 

師 

專任工程人

員 

劉哲雄 34.2.3 

參與施

作工程 

高雄縣歷史建築旗山文化生活圈舊鼓山國

小(旗山生活文化園區)護木漆粉刷工程 

台南縣歷史建築歷史建築隆田轉運站（戊

倉）修復工程 

 

地址 臺南市官田區渡頭里 37 號之 1 楊永禮 

（101年10月

25日至102年

5 月 23 日） 

67.5.27 

參與施

作工程 

 

 

地址 雲林縣麥寮鄉施厝村 36 號 

品 

管 

品管人員 

林書亨 

（102 年 5 月

24 日至竣工） 

68.11.09

參與施

作工程 

雲林縣歷史建築虎尾郡守官邸修復工程 

高雄縣歷史建築旗山文化生活圈舊鼓山國

小(旗山生活文化園區)護木漆粉刷工程 

雲林縣歷史建築虎尾鐵橋修復工程 

 

地址 台南縣佳里鎮安西里40鄰文化路612巷14

弄 2 號 ＊劉源生 

（主要匠師） 

47.08.18

參與施

作工程 

台南市市定古蹟原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南

分局修復工程 

地址 台南縣佳里鎮安西里40鄰文化路612巷14

弄 2 號 

大 

木 

作 

 

大木作的軸
組、屋頂、屋

架 

劉員瑞 

71.06.30

參與施

作工程 

台南市市定古蹟原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南

分局修復工程 

 

地址 嘉義市西區博愛路二段 62 巷 6 號 細 

木 

作 

門窗、家具 ＊蕭誌杰 66.08.30

參與施

作工程 

台北市歷史建築齊東街日式宿舍修復再利

用工程 

彰化縣歷史建築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群

修復暨再利用工程 

 

地址 高雄縣內門鄉觀亭村 16 鄰中埔 12 號 

林俊明 

59.12.7 

參與施

作工程 

高雄縣歷史建築旗山火車站修復工程 

雲林縣北港歷史街屋修復工程  

台南縣歷史建築安溪國小禮堂修復工程 

台中縣歷史建築 TADA-S01 倉庫修復工程 

台南縣歷史建築安溪國小禮堂修復工程 

 

地址 高雄縣內門鄉東埔村 3鄰龍潭 14 號 

泥 

作 

木槢灰牆、編

竹夾泥牆、磚

牆及排水溝

之粉刷 

＊林惠榮 

40.10.20

參與施

作工程 

高雄縣歷史建築旗山火車站修復工程 

雲林縣北港歷史街屋修復工程 

台中縣歷史建築 TADA-S01 倉庫修復工程 

台南縣歷史建築安溪國小禮堂修復工程 

屏東縣歷史建築潮州郵局災害復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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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別 施作項目 姓名 出生年月

日 

通訊地址及參與施作工程 備

註 

  

地址 高雄縣旗山鎮新光里 15 鄰後厝 18 號 何靜華 56.6.8 

參與施

作工程 

高雄縣歷史建築旗山火車站修復工程 

雲林縣北港歷史街屋修復工程  

台中縣歷史建築 TADA-S01 倉庫修復工程 

台南縣歷史建築安溪國小禮堂修復工程 

屏東縣歷史建築潮州郵局災害復建工程 

 

地址 台南縣官田鄉渡頭村27鄰三塊厝66號之5＊郭炎松 54.9.15 

參與施

作工程 

高雄縣歷史建築旗山火車站修復工程 

雲林縣北港歷史街屋修復工程  

台中縣歷史建築 TADA-S01 倉庫修復工程 

台南縣歷史建築安溪國小禮堂修復工程 

屏東縣歷史建築潮州郵局災害復建工程 

 

地址 台南縣官田鄉渡頭村 22鄰 170 號 

編竹夾泥牆

之編竹 

許文吉 60.11.3 

參與施

作工程 

高雄縣歷史建築旗山火車站修復工程 

雲林縣北港歷史街屋修復工程 

台中縣歷史建築 TADA-S01 倉庫修復工程 

台南縣歷史建築安溪國小禮堂修復工程 

屏東縣歷史建築潮州郵局災害復建工程 

 

地址 台中市南屯區田心北三巷 1弄 20 號 瓦 

作 

文化瓦 ＊紀毓禮 58.01.26

參與施

作工程 

撫臺街洋樓修復再利用計畫  

花蓮文化園區宿舍區歷史建築再利用修復

工程. 

台中公園湖心亭及中山橋修復.  

 

地址 雲林縣北港鎮元長鄉山內村古松 15 號 ＊吳炎昭 57.3.25 

參與施

作工程 

歷史建築虎尾郡守官邸修復工程 

歷史建築虎尾合同廳舍修復工程 

歷史建築斗六國有財產局雲林辦公廳舍修

復工程 

台南文化園區內原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南

出張所市定古蹟局部解體調查工程 

紅毛港聚落建築構件拆卸保存工 

台中縣歷史建築 TADA-S01 倉庫修復工程 

台南縣歷史建築安溪國小禮堂修復工程 

屏東縣歷史建築潮州郵局災害復建工程

  

 

地址 雲林縣北港鎮元長鄉山內村古松 15 號 

電 

氣 

消 

防 

所有室內外

管線及消防

設備 

溫美華 55.3.1 

參與施

作工程 

歷史建築虎尾郡守官邸修復工程 

歷史建築虎尾合同廳舍修復工程 

歷史建築斗六國有財產局雲林辦公廳舍修

復工程 

台南文化園區內原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南

出張所市定古蹟局部解體調查工程 

紅毛港聚落建築構件拆卸保存工程 

台中縣歷史建築 TADA-S01 倉庫修復工程 

台南縣歷史建築安溪國小禮堂修復工程 

屏東縣歷史建築潮州郵局災害復建工程

  

 

地址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里一路 2號 防 

腐 

A.C.Q 防腐 ＊德豐木

業 

60.2.16 

參與施 彰化縣三級古蹟鹿港文武廟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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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別 施作項目 姓名 出生年月

日 

通訊地址及參與施作工程 備

註 

 

 

 

作工程 嘉義縣三級古蹟新港奉天官 

彰化縣歷史建築永靖公學校宿舍 

地址 台南縣永康市南工街 226 巷 6 弄 15 號 

防 

蟲 

蟻 

白蟻餌站 ＊謝金聲 53.5.12 

參與施

作工程 

國定古蹟台南三山國王廟 

國定古蹟嘉義舊監 

國定古蹟台南大士殿 

台中縣歷史建築 TADA-S01 倉庫修復工程 

台南縣歷史建築安溪國小禮堂修復工程 

屏東縣歷史建築潮州郵局災害復建工程 

 

  註：＊表示為主要施作人員 

 

（三）原工程投標施工管理人員及匠師名冊 

1.工地負責人兼勞安人員：林義祥 

2.專任工程人員：劉哲雄 

3.品管工程師：楊永禮 

4.大木作匠師：葉俊源 

5.細木作匠師：蕭誌杰 

6.泥作匠師：林惠榮 

7.瓦作匠師：紀毓禮 

 

註：本案品管工程師楊永禮執行時間為 101 年 10 月 25 日至 102 年 5 月 23 日，大木 

    作匠師原呈報葉俊源，後因另有工程執行在先更換為劉源生，其餘人員不變。 

 

七、 工作報告書製作單位 

 陳智宏建築師事務所 

 

（一）主持人：陳智宏 

（二）共同主持人：陳柏年 

（三）研究員：黃棟群、馬智獻、孫仁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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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程查核督導過程 

一、工程查核 

（一）會議時間：102 年 6 月 26 日 

（二）會議地點：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三）出席人員： 

    1.臺南市政府：詹國明、陳建國、郭吉良 

2.查核委員：王委員貞富、花委員文沂、張委員庭瑋 

 3.陳智宏建築師事務所： 陳建邦、馬智獻 

（四）查核分數(等級)：84 分(甲等) 

（五）意見回覆： 

項次 委員意見 回覆意見 

1 【主辦機關 QA1】 

督導機制之成員應納入校方其他人員（如教務、

訓導等……）【L】 (4.01.04) 

主辦機關： 

本校除有校長及總務主任為主要修復參與人

員，但修復過程與未來使用及管理上，歷次會議

討論期間校內老師、教務等皆會同參與。委員指

示可納入其他人員，本校再尋求有相關經驗家長

或專業人士參與。 

2 【監造單位 QA2】 

部份材料（白灰、土、木）訂定之施工品質管理

標準未符合需求【L】(4.02.01.05) 

監造單位： 

依據委員指示，重新制定白灰、土、木施工品質

管理標準。 

1. 白灰施工品質管理標準（監造單位應是訂定

材料抽試驗標準）白灰材料應無結塊受潮。

(附件 A-1) 。 

2. 1.田土施工品質管理標準（監造單位應是訂

定材料抽試驗標準）田土材料應無混雜物或

材質參雜石粒。(附件 A-1)。 

 

3. 木材施工品質管理標準（監造單位應是訂定

材料抽試驗標準）應符合 CNS 規定詳(附件

A-2) 。 

3 部份材料（白灰、土、木）訂定之檢驗停留點未

符合需求【L】 (4.02.01.06) 

 

監造單位： 

依據委員指示，重新制定白灰、土、木檢驗停留

點。 

1.依據指示重新制定監造計畫內檢驗停留點項

目，白灰、田土調養、及木作部分。詳(附件 B-1)。

4 監造報表之記載，依本案特性之拆缷、檢測，內

容應落實註記【L】 (4.02.03.08)  

監造單位： 

監造日誌依據委員指示如實落實記載，並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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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意見 回覆意見 

查核日指示，監造日誌（四、其他約定監造事項

（增加督導工地勞工安全衛生事項。自 102 年

06 月 01 起全數修正（檢附查核日前 5日為附件

(附件 C-1) 

 

5 (1)相關品管文件之用印，橡皮章應注意其定效

力【L】(2)監造合約未納入權責分工表【L】

(4.02.99) 

監造單位： 

1. 工地相關例：計畫書審查、材料審查、試驗

報告及公文收發程序皆以公司負責印章核

印，工地例行性等文件以供地授權章核印，

荊委員指示於下次工地會議再將該程序納

入正式會議並函文通知。 

2. 監造合約之權責分工表，本案工程監造計畫

審定已將該部分納入。詳(附件 D-1) 

6 【承攬廠商 QB】 

施工日誌之記載，應針對本案特性落實註記【L】 

(4.03.03) 【相片 5】 

已依本案特性註記。維版本未更新，本次修正

之，詳附件一。 

7 自主檢查表之停留點檢驗，檢查位置應明確，檢

查標準應量化【L】 (4.03.04) 【相片 6】 

自主檢查表之檢查位置已有明確註記於表上，且

檢查標準已量化。 

詳附件二 

8 部份材料（白灰、土）檢驗報告，未符合本工程

需求【L】 (4.03.05)   

 

本工程檢驗原土壁僅供參考及記錄，結果不影響

原分項施工計畫之施作比例執行。 

 

9 (1)假設性工程有部分未依合約第 9條規定附施

工詳圖及專任工程人員簽證【L】 

(2)廠商合約未納入權責分工表【L】 (4.03.99)

(1)假設工程防護棚架已由專任工程人員計算及

簽證，鷹架亦計算在內，詳附件三。 

(2)因契約己招標時定約完成，無法納入權責分

工表，日後將納入校方發包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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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查核複查 

（一）會議時間：102 年 9 月 24 日 

（二）會議地點：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三）出席人員： 

    1.臺南市政府：王建泰、陳建國、郭吉良 

2.查核委員：陳嘉基、顏士哲、吳峻傑 

 3.陳智宏建築師事務所： 陳建邦、馬智獻 

（四）查核分數(等級)：85 分(甲等) 

（五）意見內容： 

1.在安全前題下，將學校歷史建築修復工程納入教學，及編竹夾泥牆施作部分工項由學

  生參與，建立維護古蹟觀念，並從小開始，值得肯定與嘉許。 

2.學校用心，不論督導小組成員組成及督導查核追蹤改善，均有紀錄且融入教學。 

3.監造單位之建築師事務所，曾經設計與監造日式木造建築的修復工程十餘棟，經驗豐

  富，足以勝任本工程應負之責任。 

4.監造單位依三級品管精神確實執行監造。 

5.營造公司現場工地負責人及團隊成員，自我期許與提高施工品質企圖心強，值得肯定。

6.依三級品管精神，認真執行施工事宜。 

7.工地保護棚架，採用組合式鋼管桁架，達到回收再利用與節能減碳功效。 

8.校方督導次數頻繁。 

9.木材更新有製作檢查資料。 

10.材料分門別類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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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開工典禮與工務協調會議 

 

一、開工典禮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復工程於 101 年 10 月 12 日上午舉行開工典禮祭拜儀式，與會

單位為陳智宏建築師事務所、立棟營造有限公司、新東國小吳建邦校長、老師及校友。典

禮於木造辦公室前主入口舉行。全體一同祭拜「地基主」，祈求本次修復工程期間一切順

利、平安，工程如期其質完工。 

照片2-3-1 開工典禮於木造辦公室前舉行。 照片2-3-2 左起為吳建邦校長，中為陳智宏建築師，

右為校友代表。 

照片2-3-3 吳建邦校長與校友代表進行執鐵鎚開工

祭拜儀式。 

照片2-3-4 陳智宏建築師與吳建邦校長、校友討論工

程進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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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3-5 新東國小學生一同參與修復工程開工典

禮簡報。 

照片2-3-6 開工典禮簡報由吳建邦校長親自解說修

復內容。 

 

二、工地工程會議 

（一） 與會單位 

1. 業主單位：臺南市新東國小 

2. 監造單位：陳智宏建築師事務所 

3. 施工單位：立棟營造有限公司 

4. 使用單位：臺南市新東國小 

 

（二）會議紀錄內容 

工程名稱 臺南市歷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復工程 

會議主題 工地工程會議 

開會時間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27 日 開會地點 工務所 

本 次 會 議 

提出單位 內容 追蹤、答覆、執行情形 處理單位

學校- 

吳校長 

承商於工程進行如有噪音者，應通

知校方，以事先安排鄰近之班級遷

移，避免噪音影響學生上課。 

遵照辨理，如有噪音者，應提

早三天通知校方，以事先安排

鄰近之班級遷移，避免噪音影

響學生之受教權。 

承商 

學校- 

吳校長 

承商於材料及計畫書之送審之校方

備查之欄位，由左至右逐層簽核。 

遵照辨理修正。 

承商 

學校- 

吳校長 

為配合校方辦理校慶及使用，使工
程儘可能於明年 12 月前完成。 

如工程順利，將儘量於 102
年 11 月完成。 

監造 

承商 

學校- 

吳校長 

校方將彙整師生之意見後，提供修

復中部份項目之調整，以利修復後

之使用之便利性及觀瞻，  

 監造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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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 

為配合校方提前使用，請承商就材

料及計畫書送審時間再行調整，儘

可能提前送審核定，以利工程順遂。

遵照辨理調整，重新修正計畫

書管制總表、材料送審管制總

表，並辦理備查程序。 
承商 

監造 

因目前拆除工項進行中，相關新發

現務必通知監造記錄，是否變更待

屋頂拆除後，再進行評估之。 

遵照辨理。 

承商 

監造 

為提前了解屋頂損壞狀況及材質，

請承商於12月底完成防護棚架及屋

頂拆卸，並完成木料之檢測。另檢

測項目需含木料之垂直度。 

應均為室外之工程，如天侯正

常，將如期提送。 
承商 

監造 
請承商於工務所內張貼A1之預定進

度表以方便討論工程之封行。 

遵照辨理，張貼計畫書管制總

表、材料送審管制總表。 
承商 

承商 
有關防護棚架之搭設，將大量修剪

四周之樹木，請示校方是否同意。 

同意配合工程進行修剪樹木。 
校方 

承商 

清圖作業屆已完成，先以草稿方式

提送監造單位，先行校核，其他併

屋頂之木料檢測完成後提送。 

將先行釋疑，以利工程進行，

其他併木料檢測後再討論是

否辦理變更。 

監造 

監造 

天花板已拆解完成，木作匠師已配

合進行木構架損壞調查，基於古蹟

修復之精神，對於現況木構材種宜

再確認。 

屋面板拆除後，取樣三組辦理

材種鑑定。 
監造 

承商 

監造 工務所地坪局部因走動沉陷。 請承商改善。 承商 

承商 
對於本案去漆作業，承商已先試作。 試作之成果需再調整。其調整

後成果再函報監造單位審查。 

監造 

承商 

 
工程名稱 臺南市歷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復工程 

會議主題 工地工程會議 

開會時間 中華民國 102 年 02 月 19 日 開會地點 工務所 

本 次 會 議 

提出單位 內容 追蹤、答覆、執行情形 處理單位

學校-吳

校長 

提出辦公室使用空間配置方式及設

備需求。 

由校方再評估使用設備及各

空間配置使用人數，將匯整結

果提交設計單位辦理變更。 
學校 

施工單位 

木作工程隱蔽處木料調查現場針對

匠師調查疑議部份確認。 

由施工單位彙整木料隱蔽處

損壞情形及建議修復方式函

報設計監造單位複查，再依據

規定辦理變更設計。 

施工單位

設計單位 

現況台度磚牆基礎與地坪施作方式

討論。 

現況磁磚地坪略有沉陷，施工

單位應考量現況磁磚剃除

後，花崗石鋪設時灰漿厚度及

四周木櫃基腳收頭。請施工單

施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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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測繪現況地坪高層。異動部

份再併入變更設計辦理。 

 
工程名稱 臺南市歷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復工程 

會議主題 工地工程會議 

開會時間 中華民國 102 年 03 月 27 日 開會地點 工務所 

本 次 會 議 

提出單位 內容 追蹤、答覆、執行情形 處理單位

立棟營造 

木料損壞調查表（屋桁、屋架、軸

組）內容會勘。 

會同業主、監造、施工單位及

木作匠師針對損壞木料會

勘，其結果併入變更設計辦

理。 

監造單位

立棟營造 

木構架、軸組，水平及垂直度現勘。 現場木構架、軸組部分已有沈

陷或突起，請施工單位依據檢

測結果進行調整。增加新工項

併入變更設計辦理。 

監造單位

立棟營造 

現況磁磚地坪敲除後發現原PC地坪

沈陷並多處淘空（疑似鼠洞）。 

1. 經會同業主現勘確實本基
地鼠群為患，本次修復建
議 PC 層鑿除，舊卵石重新
排列#3@25cm 鋼筋綁紮，
3000Psi 混凝土澆置。增
加新工項併入變更設計辦
理。 

2.橫向牆體（圖 A0-4、H 軸及

5軸）磚基礎下方配合地坪施

作地樑。增加新工項併入變更

設計辦理。 

監造單位

立棟營造 

車寄處既有木槢天花現況會勘。 1.車寄處現況為木槢，因考量

整體車寄空間補強，建議以矽

酸蓋板施作，四周以木質線腳

收頭。增加新工項併入變更設

計辦理。 

監造單位

立棟營造 

為配合未來使用單位木櫃使用，其

施作方式討論。 

1. 辦公室事物櫃門片仿既有

台度（軸 5）以 5 分夾板

新作面貼台檜薄板貼皮。 

2. 櫃體面板以 6 尺 4 扇方式

施作，背板與台度磚體應

有適當空間隔離水氣。增

加新工項併入變更設計辦

理。 

3. 櫃體下方基牆（原砌磚方

式異常處，應配合櫃體基

座採以無收縮水泥灌注。

增加新工項併入變更設計

監造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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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 

立棟營造 

現況檻木部分已受潮嚴重，待整體

檻木調整後建議增加工項隔離水

氣。 

1.檻木修復調整後，以銅片阻

潮並以無收縮水泥灌注。增加

新工項併入變更設計辦理。 

監造單位

立棟營造 

屋架（陸樑）變形部分請指示修復

方式。 

1.本案已有編列屋架鋼構補

強，陸樑經調查卻已呈現變

形，增加 1組屋架鋼構補強鐵

見，並以繫件調整。增加新工

項併入變更設計辦理。 

監造單位

立棟營造 
原設計工項及數量增減差異部分是

否列為本次變更設計一併辦理。 

1.原契約內數量差異部分列

入本次變更設計一併辦理。 
監造單位

 
工程名稱 臺南市歷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修復工程 

會議主題 工地工程會議 

開會時間 中華民國 102 年 10 月 9 日 開會地點 工務所 

本 次 會 議 

提出單位 內容 追蹤、答覆、執行情形 處理單位

學校-吳

校長 

有關本工程修繕之行動不便廁所，

外立面及地坪與本學近日發包工程

風格不同，為求整體性及使用性，

且不涉及歷史建築本體，故建議調

整施作，避免日後校方再浪費公帑

整修。 

因涉及新增項目，將請承商計

算數量，參考學校工程設計圖

面調整本案，再將變更設計資

料彙整函送校方辦理。 
監造單位

施工單位 
新作之廁所設備，本次會議準備型

錄，請監造擇定。 

已擇定，請依型號，再送審

之。 
監造單位

施工單位 
新舊雨淋板，已碳化完成，請監造

檢視。 

碳化程度尚符，其他請全部比

照辦理。 
監造單位

施工單位 

車寄與主體銜接處，請指示辦理。 屋瓦部份以銅製施作上下泛

水處理。天花部份施作封口處

理。 
監造單位

監造單位 

工期僅剩 2 個多月，且目前稍有落

後，請承商備雙週進度表，以便督

促進行。 

遵照辨理。 

施工單位

監造單位 

木料之護木油請承商試作深中淺三

色送審。 

遵照辨理。 

施工單位

監造單位 

有關 T5 吊具及通氣孔之樣品檢視，

經承商重新調整，尚符合設計，請

依樣品全面施作。 

遵照辨理。 

施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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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更設計內容 

本案變更設計前之討論會議為 102 年 3 月 27 日，地點於工地工務所內。由施工單位 

提出木料損壞調查表、木構架與軸組水平垂直度現勘、地坪鑿除後發現之問題、車寄原天

花為木摺天花、現況檻木部分已嚴重受潮、屋架陸樑變形部位修復方式、配合未來使用單

位使用之木櫃施作方式及原設計項目與數量增減差異是否一併納入變更設計等問題。最後

經由 102 年 4 月 16 日變更設計審查會，審查通過下列各項變更項目。 

 

一、主要變更項目： 

（一）圬工工程 

    1.辦公室編竹泥牆底塗及中塗修補。 

    2.辦公室編竹泥牆新做面層。 

    3.車寄基牆洗石子線板修補。 

    4.簡報室電視假牆新作。 

    5.室內紅磚基牆拆卸回砌。 

 

（二）結構補強工程 

    1.辦公室內基牆缺口無收縮水泥灌注。 

    2.土台無收縮水泥灌注+銅片阻潮。 

    3.屋架鋼棒繫件補強。 

    4.車寄屋頂木料對角補強。 

 

（三）屋架軸組工程 

 1.辦公室桁條抽換。 

 2.辦公室桁條杉木修補。 

    3.辦公室桁架台檜抽換。 

    4.辦公室桁架台檜修補。 

    5.辦公室軸組台檜抽換。 

    6.辦公室軸組台檜修補。 

    7.辦公室原有雨淋板去漆表面炭化處理回舖。 

    8.辦公室新做台檜雨淋板表面炭化處理。 

    9.新作雨淋板銅製背襯板。 

    10.新作雨淋板銅製收邊及背襯板。 

    11.屋架下陷位移校正。 

    12.軸組下陷傾斜校正(含鐵件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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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屋頂工程 

 1.辦公室文化瓦舊瓦重舖。 

    2.辦公室文化瓦新做。 

    3.封簷天花去漆修補回鋪。 

    4.新作封簷天花。 

 

（五）地板及天花工程 

    1.辦公室台檜面板合板天花新作。 

    2.辦公室車寄木槢天花恢復。 

    3.辦公室地坪 10cmRC 新作(含卵石整理調整)。 

    4.台檜面板合板天花新作(原天花收邊及桷才去漆後留用)。 

 

（六）門窗及家具工程 

   1.辦公室事務櫃原貌修複。 

   2.辦公室事物櫃體新作（原台檜桌板復原）。 

   3.辦公室原事務櫃前置門片新作(6 尺 4 扇)。 

   4.既有風殼車 1座及木製長椅 4條辦公桌 2座去漆修補護木油。 

 

（七）其他工程 

   1.屋簷通風系統通風口新作。 

   2.現有廁所部分改建行動不便廁所。 

   3.簡報室展示壁櫃復原。 

   4.設備室置物矮櫃（課後教材儲放）。 

   5.設備室高櫃（隱蔽機電開關箱）。 

   6.辦公區入口處壁櫃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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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更項目與經費： 

 本次變更設計項目主要為: 圬工工程、結構補強工程、屋架軸組工程、屋頂工程、地

板及天花工程、門窗及家具工程、其他工程等。 

 

第一次變更設計議定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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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更設計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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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材料檢測與試驗紀錄 

本案之各項計畫書一共為 16 項施工計畫書，從整體施工計畫書（含勞安計畫）至電 

氣及空調施工計畫書等，詳細送審內容如下述。 

 

一、各分項計畫書送審期程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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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料送審期程紀錄 

 本案材料送審一共為 23 項，從木料至水電設備等，詳細送審內容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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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工程結算及驗收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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