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施工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0 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
教國署國字第 1060043266 號函頒布

一、 目的
校舍耐震補強工程主要係於既有建築物增加其結構系統與構件之強度或韌性，
以提升其耐震能力，故具有工期短及界面複雜等特性。為清楚界定主辦機關、設
計單位、監造單位及施工單位之權責歸屬，並強化施工前置作業之規劃、施工品
質及竣工後復原等細節，進而確保補強工程品質，達到預期補強效果，以保障學
校師生之生命財產安全，爰訂定此規範。
二、 依據
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施工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係依校舍
耐震評估與補強特性，並按行政院發布之「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方案」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政府採購法」
、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等訂定。
又本規範若與前述規定有衝突或未盡事宜時，考量法律優位原則，仍宜優先遵循
前開法令規定。
三、 權責規定
校舍耐震補強工程之主辦機關、設計單位、監造單位與施工單位於執行此等
業務時皆有各自所屬權責，有關前述人員之權責劃分定義如表 1，權責劃分之細
項說明顯示如表 2 內容。
表 1 補強工程相關單位之工作權責劃分定義
名詞
辦理
協辦
督導
審查
核定
備查

定義
負責執行 相關工 作事 項，製作相關文件以供審核，並針對審核意見辦理 後
續工作。
協助辦理相關工作事項。
督促並指導辦理者依契約及規範執行工作。
檢查辦理 者之工 作執 行情形，檢視送審資料是否符合契約與規範提出處 置
意見，要求辦理者修正或將檢視結果提供核定者(或審定者)決策之參考。
主辦機關：對於辦理單位、審查或審定單位之陳報事項做成決定。
其他單位：審查或審定辦理者之工作成果或送審資料是否符合契約與規
範，做成決定並將決定送主辦機關備查。
收執存查或核符後收執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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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補強工程相關單位之工作權責劃分
期程

項目

主辦 設計 監造 施工
機關 單位 單位 單位

工程決標後
工程開 施( 工)前
工程施工階段

1.參加校舍耐震補強工程
通知
施工廠商作業講習會

-

2.工程監造人員帳號申請

辦理

-

1.開工前協調會

協辦

-

2.施工說明會

辦理

-

3.學校財產、設備造冊

辦理

-

4.施工前相關準備工作

核定

-

5.編擬監造計畫書

核定

-

6.編擬及提報相關計畫書

核定

-

7.工程保險

核定

-

1.主辦機關監造督導作業

辦理

-

2.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工程
辦理
督導

-

3. 填 報 公 共 工 程 監 造 ( 監
核定
督、查核)報表
4.填報公共工程施工日誌 核定
5.填報公共工程施工中營
造業主任技師或主任建 備查
築師督導紀錄表

備註

施工單位應派遣工地主管或品管人員參加
- 出席 研習並取得證書。惟已取得前述研習證書
且在有效期限內者，得免再參加。
帳號申請表下載：校舍耐震資訊網
協辦 (http://school.ncree.org.tw/)→ 文 件 及 影 片
下載→帳號申請表。
辦理 協辦
主辦機關向師生及家長說明補強工程期間
安全及配合事項；監造單位針對監造作業
協辦 協辦
部分提出說明；施工單位針對施工部分提
出說明。
協辦 協辦 需記錄、照相。
準備工作包含：開工前工程標的物詳細調
審查 辦理 查、施工進度表之擬定、打包保護搬遷作
業及申報開工。
主辦機關如有工程管理費，可善用經費聘
辦理 請學者專家協助審查。
1.相關計畫書，包含整體施工計畫書、施工
品質計畫書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書。
審查 辦理 2.計畫書範本下載：校舍耐震資訊網→文件
及影片下載→評估與補強文件→補強工
程參考圖說與查核文件範本。
施工單位應依契約規定辦理保險項目及保
審查 辦理
險履約期限。
1.須拍照並將照片上傳校舍耐震資訊網。
2.上傳路徑：校舍耐震資訊網→進度管控→
進度填報→補強工程→上傳監造督導紀
協辦 協辦 錄表
3.操作手冊下載：校舍耐震資訊網→文件及
影片下載→網站操作文件→使用者操作
手冊
如有工程管理費，可善用經費聘請學者專
協辦 協辦 家至工地進行督導作業(可參考教育部老
舊校舍補強整建審查人力庫)。

-

辦理

-

審查 辦理

-

-

督導 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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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程

工程完工驗收階段

6.停工、復工報核

主辦 設計 監造 施工
機關 單位 單位 單位
核定 - 審查 辦理

2.編提竣工報告書

核定

項目

備註

須製作會議紀錄，有必要時主辦機關得邀
7.定期召開工務會議
核定 協辦 辦理 協辦
請專家學者列席。
8.工程界面協調
備查 協辦 辦理 協辦
9.工程材料資料/設備送審
審查/
備查 辦理
進度管制
核定
審查/
10.繪製施工製造詳圖
備查 辦理
核定
11.工程材料資料/設備及
包含工程材料資料送審(含同等品)、工程
核定 - 審查 辦理
樣品送審
材料樣品。
12.工程材料與設備試驗
督導/
結果之查察(施工單位
- 審查 辦理
備查
自主品管部分)
13.施工材料與設備檢
督導/
- 辦理 協辦
(抽)驗
備查
14.施工品質管理與工地 督導/
- 監督 辦理
安衛與環境保護
備查
由監造單位定期召開工務會議，於會議中
檢討施作之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檢核核
督導/
15.施工進度管制
- 審查 辦理 定之要徑圖是否有落後之情事，並討論施
備查
工中是否有疑難、材料送審查驗是否有問
題等。
16.施工中工期計算、展延
核定 - 審查 辦理
及估驗計價
可參考「結構安全變更設計通案作業流
17.工程變更設計作業(確
核定 辦理 協辦 協辦 程」
，下載路徑：校舍耐震資訊網→文件及
定變更後之作業)
影片下載→評估與補強文件→補強文件。
18.解釋契約、圖說與規範 核定 協辦 辦理 19.工程爭議處理
核定 協辦 辦理 協辦
核計總工期、繪製竣工圖說、製作工程結
1.向業主申報完工及相關
算明細表、辦理工程結算及繳交施工前、
核定 - 審查 辦理
作業
中、後照片 (簽核驗收監辦及後續撥付尾款
須檢附)
-

3.竣工資料上傳校舍耐震 督導/
資訊網
備查

-

4.監造督導紀錄表上傳之 辦理

-

審查 辦理

-

須至校舍耐震資訊網下載竣工報告 PDF
檔並加蓋監造單位及監造人戳章並須提供
資料光碟包含原始設計圖說及竣工圖說之
辦理 協辦
PDF 檔，以及施工查驗之照片原始檔，送
交主辦機關及其指定之單位(如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
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成果彙整表操作手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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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項目

主辦 設計 監造 施工
機關 單位 單位 單位

確認
5.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成果
辦理
彙整表上傳完整之確認

-

6.設備功能測試

核定

-

監督 辦理

7.辦理工程驗收

辦理

-

協辦 協辦

8.辦理點交作業
9.繕製工程決算書

核定
辦理

-

協辦 辦理
協辦 協辦

-

-

備註
載：校舍耐震資訊網→文件及影片下載→
網站操作文件→使用者操作手冊
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成果彙整表操作手冊下
載：校舍耐震資訊網→文件及影片下載→
網站操作文件→使用者操作手冊
功能復原測試，如給、排水、網路等相關
設備功能及機電運轉情形。
包含填具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或其他相關
文件
-

四、 施工單位應負責辦理以下作業項目：
(一) 參加「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施工廠商作業講習會」。
(二) 施工前相關準備工作，包含工程標的物詳細調查、施工進度表之擬定、
打包保護搬遷作業及申報開工。
(三) 編擬及提報相關計畫書(辦理工程保險相關文件)。
(四) 填報公共工程施工日誌。
(五) 填報公共工程施工中營造業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督導紀錄表。
(六) 停工、復工報核。
(七) 工程材料/設備送審進度管制作業。
(八) 繪製施工製造詳圖。
(九) 工程材料資料/設備及樣品送審。
(十) 提報工程材料與設備試驗結果(施工單位自主品管部分)。
(十一) 施工品質管理及工地安衛與環境保護。
(十二) 施工進度管制。
(十三) 施工中工期計算、展延及估驗計價。
(十四) 向業主申報完工及相關作業。
(十五) 編提竣工報告書。
(十六) 設備功能測試。
(十七) 辦理點交作業。
(十八) 其他依合約規定應辦之事項(例如剩餘土石方計畫書、營建廢棄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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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等)。
五、 施工作業實施規定
(一) 主辦機關部分
1. 主辦機關應於補強設計階段(補強工程發包前)擬定師生安置計畫，確
實考量天候或其他無法預測之因素造成工期延宕之風險，避免因工程
延誤而影響教學品質。
2. 主辦機關可善用工程管理費聘請學者、專家協助審查監造計畫書及工
程督導。
3. 於補強工程開工前，主辦機關應全力協助監造單位辦理開工前協調會，
並確認施工中校園安全相關事項，包含施工區域之劃分(含施工機具之
動線規劃)、施工圍籬之設置位置、保全、監視系統之設置等。
4. 主辦機關應擬定財產管理計畫，將主辦機關之教學相關設備，確實拍
照、造冊並由主辦機關及施工單位雙方簽名存檔。
5. 主辦機關應辦理施工說明會，使學校師生、家長及社區居民瞭解補強
工程施作與施工期間校園安全之配合事項。各單位應參考會議中各界
之意見，作為各項計畫改善與審核之依據。
6. 主辦機關得督促監造單位定期召開工務會議，由監造單位及施工單位
說明執行進度及施工現況，並製作會議紀錄。有必要時，主辦機關得
邀請專家學者列席。
7. 主辦機關於施工查驗停留點，得聘請專家學者協助，協同監造單位執
行督導作業並拍照存檔。主辦單位應將照片上傳至校舍耐震資訊網之
監造督導紀錄表。
(二) 施工單位部分
1. 施工單位於補強工程決標後，應派遣工地主管或品管人員參加教育主
管機關或其委託單位舉辦之「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施工廠商講習會」並
取得研習證書。已取得前述研習證書且於有效期限內者，得免參加研
習。
2. 施工單位應擬定整體施工計畫書、施工品質計畫書及職業安全衛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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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計畫書，並經監造單位審查通過後，交由主辦機關核定，始可進行
施工作業。
3. 施工單位應依契約規定辦理保險項目及保險履約期限。
4. 施工單位應配合主辦機關擬定之財產管理計畫，擬定財產搬遷、定位
及其防護計畫，以避免主辦機關因施工造成之財務損失。
5. 施工單位應參加主辦機關辦理之施工說明會，配合主辦機關進行施工
計畫、施工進度及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說明。
6. 施工單位應參加工務會議，並說明施工進度及安全衛生管理等相關事
宜。
7. 施工單位應每日提送施工日報表、勞工安全衛生自主檢查表。
8. 如執行補強工程之校舍比鄰其他校舍時，施工單位應做好鄰棟校舍之
施工界面保護，避免開挖、打除等作業時損壞鄰棟校舍之結構或相關
設備。
9. 施工單位發現實際情形與圖面不符時，應通知監造單位共同報請主辦
機關通知設計單位，辦理變更設計相關事宜。如變更設計涉及結構安
全部份，則應先進行現場初步勘查，由設計單位提出結構變更設計方
案及補強工程經費調整表後，再由主辦機關召集現場會勘暨結構安全
變更設計審查會以決定變更設計相關事宜。
10. 施工單位應針對施工過程拍照存檔並配合監造單位執行查驗工作，作
為日後查驗施工品質之參考依據。
11. 校舍結構耐震補強工程施工期間，應維護師生安全並減少對學校日常
教學功能運作之影響。
12. 補強工程竣工後，施工單位應依合約規定期限內完成工程竣工報告書，
並交由監造單位進行審查後，由監造單位依合約規定期限內完成審核
工程竣工報告書，並將竣工報告相關結果上傳至校舍耐震資訊網。
13. 整體施工計畫書應符合本規範之規定，其內容至少應包含：
(1) 工程概述
a. 工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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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施工項目及數量
(2) 施工作業管理
a. 工地組織
b. 主要施工機具及設備
(3) 施工程序
a. 先期規劃
b. 假設工程
c. 前置作業
d. 基礎開挖
e. 結構補強工程
f. 建築裝修工程
(4) 整合性進度管理
a. 工程預定進度
b. 進度管控計畫
(5) 緊急應變及防災計畫
a. 緊急應變組織
b. 緊急應變聯絡系統
14. 施工品質計畫書應符合本規範之規定，其內容至少應包含：
(1) 施工品質管理標準
a. 品質管理標準訂定
b. 施工品質管理標準
(a)結構補強工程
(b)建築裝修工程
(2) 材料設備檢查標準及程序
a. 材料檢查標準
b. 材料檢查方式
c. 材料檢查程序
d. 材料檢驗流程圖
e. 材料品質查驗紀錄表
f. 混凝土檢驗及澆置紀錄表
(3) 施工檢查標準及程序
7

a. 施工檢查標準
b. 施工檢查程序
c. 自主檢查表單
(4) 不合格品管制與追蹤改善
a. 不合格材料管制
b. 不合格施工管制
c. 缺失改正
(5) 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a. 文件紀錄
b. 施工照片
1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書應符合本規範之規定，其內容至少應包含：
(1) 計畫範圍
a. 依據
b. 工程概述
c. 適用對象
(2) 勞工安全組織
a. 勞工安全組織
b. 安衛組工作執掌
(3)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a. 安全衛生守則訂定
b. 自動檢查之實施
c.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實施
(4) 緊急應變系統
a. 緊急應變系統
b. 緊急聯絡方式
(5) 環境保護及交通維持管制
a. 環境保護組織表
b. 施工期間環境保護措施
c. 施工期間環境保護措施巡查計畫
d. 施工後環境復原計畫
e. 交通維持管制計畫
8

(6) 防颱、防汛計畫
a. 防洪小組編組
b. 施工人員
c. 施工機具及器材
d. 工區週邊居民房屋及財產
e. 緊急應變措施
f. 防汛通報
六、 驗收作業
工程竣工後，除依合約規定之驗收項目外，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 施工單位完成補強工程後，應依合約規定期限內編提竣工報告書(含相關
檢試驗報告)，送監造單位審查，並由主辦機關核定後，上傳至校舍耐震
資訊網。
(二) 施工單位應將施工前、中、後及查驗之照片，燒錄成光碟提送主辦機關
及監造單位，以作為日後查驗施工品質之參考依據。
(三) 施工單位應於竣工前檢測補強後相關設施與設備是否正常運作(例如：給、
排水、網路等相關設備功能及機電運轉情形)。
(四) 施工單位應於竣工前，協助主辦機關復原教學設備等相關物品，並以雙
方簽核之財產清單進行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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