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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重點】 

本簡報之討論內容係針對建築工程於執行過程

中常見之各項缺失，依混凝土施工、鋼筋施工

及模板施工等三大項目分類詳述，並逐一說明

各種常見缺失之發生原因及預防改善對策，同

時提供相關施工照片說明各常見缺失之錯誤現

象，以及正確施工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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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混凝土施工常見缺失】 

1.混凝土有蜂窩、孔洞及冷縫 

2.養護不佳產生乾縮裂縫情形 

3.完成面線形及水平不佳 

4.混凝土完成面殘留鐵絲夾板 

5.伸縮縫未設置或設置不當 

6.混凝土施工流程範例(側溝整體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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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施工常見缺失】(1/6) 

1.混凝土有蜂窩、孔洞及冷縫—(5.01.01) 

缺失項目：有蜂窩或孔洞、冷縫產生 

缺失原因： 

(a)震動機數量、型式及功能未符實際需求 

(b)未落實使用震動機、震動時間、位置未能掌控 

(c)混凝土配比或坍度未符工程需求 

(d)鋼筋綁紮數量或埋設管線過於密集或無保護層 

(e)模板老舊間隙過大，嚴重漏漿 

(f)混凝土澆置順序銜接不緊及預拌車出進場接續不當等 



10 缺失：1、取樣單位無監造及廠商 
2、送會驗僅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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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16) ： 

缺失：窗檯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實，有孔
洞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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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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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16) ： 

缺失：電表箱下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實，有
孔洞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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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窗台下混凝土澆置、搗實 

不實，產生V字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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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 

1、未預留透氣口 

2、作業人員震動未確實 

3、外模震動器未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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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剪力牆樑下植 
筋，混凝土澆灌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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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2/16) ： 

缺失：剪力牆樑下植筋，混
凝土澆灌不實，以紅磚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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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混凝土澆灌不實 
，蜂窩呈現鋼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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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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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地下室外牆混凝土澆置未管 
制，又接續不順造成不規則冷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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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外牆防水不確實，
造成螺桿位置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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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外牆防水不確實，
造成螺桿位置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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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樓梯間牆位置偏移且 
模板升層不佳造成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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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地下室外牆混凝土澆置不當 
，外牆防水未確實造成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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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重大工程地下室車道牆升層澆灌 
不當且外牆防水施作不佳造成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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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地下室外牆二次施工 
，且防水施作不佳造成滲水 



27 

 

缺失：地下室外牆二次施工 
，且防水施作不佳造成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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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8/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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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連續壁施工及混 
凝土澆置不當，造成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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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樓版澆置混凝土 
，露台鷹架未配合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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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混凝土交置作業未一次 
完成，次日進行二次澆置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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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9/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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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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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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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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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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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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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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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預防及改善對策： 

(a)檢討混凝土配比 

(b)使用合適及足夠之震動機 

(c)混凝土澆置順序應規劃-澆置計畫 

(d)混凝土預拌車進場時間管控 

(e)震動機使用時機、位置、方式等之教育訓練 

(f)鋼筋綁紮留設之間距應確實要求 

(g)模板老舊汰換，組立應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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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養護不佳產生乾縮裂縫情形—(5.01.02) 

缺失項目：混凝土完成面產生龜裂 

缺失原因： 

(a)混凝土澆置完成後，未整體粉光 

(b)摻雜不當之早強劑、緩凝劑或過量之飛灰 

(c)未落實濕治、養護 

(d)樓版或牆頂鋼筋或隔間器設置未符標準 

【混凝土施工常見缺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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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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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地下式公共停車場樓板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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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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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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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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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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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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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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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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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0/10) ： 

樓版整體粉光完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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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 
樓梯交至混凝土由上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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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樓梯澆置混 
凝土由上往下任由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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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樓版澆置混凝土，澆灌於
樓版，流入樑內，未能先澆置深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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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樓版澆置混凝土，澆灌於
樓版，流入樑內，未能先澆置深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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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樓版澆置混凝土，澆灌於
樓版，流入樑內，未能先澆置深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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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改善對策： 

(a)混凝土澆置完成後應立即進行整體粉光(機具粉

光時間之掌控並進行二次磨飾) 

(b)落實濕治養護或覆蓋 

(c)噴灑養護劑進行養護 

(d)支撐模板勿過早拆除、支撐勁度應足夠 

(e)樑、柱、版銜接，應確實先灌注樑柱，並俟一

段時間後始得進行版澆灌，避免樑柱版拉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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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面線形及水平不佳—(5.01.03) 

缺失項目： 

(a)外觀不佳 

(b)平整度、平直度不佳 

(c)曲線不佳 

缺失原因： 

(a)混凝土澆置完成未進行高度管控 

(b)混凝土澆置完成未進行模板檢視、調整 

(c)模板塑模及勁度不足造成爆模 

【混凝土施工常見缺失】(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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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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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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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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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混凝土完成面線形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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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混凝土完成面線形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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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混凝土完成面線形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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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緣石混凝土完成面線形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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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緣石混凝土完成面線形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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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側溝排水押槽 
混凝土完成面線形不佳 



69 

相片說明(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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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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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改善對策： 

(a)模板組立直線部分應配合儀器及水線調整線形；

曲線段應依據設計曲率力求塑模，不得採直角直

線組立 

(b)混凝土確實依設置水線澆置控制高度及水平 

(c)澆置完成後，應由模板師傅進行檢視及線形調整 

(d)模板組立應要求四層模及塑模，支撐勁度應確實 

     ，勁度足則平整度不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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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混凝土完成面殘留鐵絲夾板(5.01.04) 

缺失項目：混凝土完成面殘留夾板、鐵絲、螺桿或雜物 

缺失原因： 

(a)工地管理及要求未確實 

(b)工班師傅教育訓練不足 

(c)模板拆除未立即進行拆剪 

(d)混凝土澆置前未進行全面查驗及撿拾 

【混凝土施工常見缺失】(4/6) 



73 

相片說明(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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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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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3/8) ： 

錯誤範例： 
混凝土完成面殘留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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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4/8) ： 

錯誤範例： 
混凝土完成面殘留塑膠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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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5/8) ： 

錯誤範例：混凝土完成面殘留螺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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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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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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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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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改善對策： 

(a)工班工人勤前教育訓練 

(b)封模前之落實檢查、施工場所設置臨時垃圾收

集桶 

(c)模板拆除時應將鐵絲、夾板同時清理剪除 

(d)混凝土澆置前一天應全面檢查清理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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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伸縮縫未設置或設置不當—(5.01.05) 

缺失項目：伸縮縫、施工縫位置錯誤或設置不當 

缺失原因： 

(a)伸縮縫未設置於同一斷面 

(b)施工縫設置不當 

(c)混凝土澆置未分段施工 

【混凝土施工常見缺失】(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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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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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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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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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 
伸縮縫及止水帶設置位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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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 
伸縮縫設置位置錯誤 



88 

相片說明(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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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5/5) ： 

錯誤範例：止水帶以混凝土墊塊固定， 
                      未獨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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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止水帶以 
鋼筋固定及殘留混凝土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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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施工中止水帶嚴重破壞 



92 

錯誤：止水帶設置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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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止水帶以鋼筋鐵絲 
固定於牆筋，未獨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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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範例：止水帶設置深度、獨立固
定、完成面線形佳且配合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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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大型窗框基座以磚砌，未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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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改善對策： 

(a)施工縫及伸縮縫依據設計尺寸留設 

(b)模板組立工班師傅落實勤前教育 

(c)承攬廠商工程師應熟悉設計圖說，監造單位應

落實要求，並於混凝土澆置作業時依順序嚴謹

管制及檢核，避免施工不當情形發生 

(d)材料使用應符設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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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溝整體施工流程範例6/6】(1/1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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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確施工順序：模板組立 

【側溝整體施工流程範例】(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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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確施工順序：模板組立完成 

【側溝整體施工流程範例】(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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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正確施工順序：混凝土澆置作業 

【側溝整體施工流程範例】(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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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確施工順序：混凝土澆置作業 

【側溝整體施工流程範例】(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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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確施工順序：側溝混凝土完成面 

【側溝整體施工流程範例】(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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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正確施工順序：側溝混凝土完成面 

【側溝整體施工流程範例】(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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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正確施工順序： 
 側溝蓋板混凝土完成面 

【側溝整體施工流程範例】(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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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正確施工順序： 
側溝蓋完成面 

【側溝整體施工流程範例】(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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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正確施工序： 
側溝蓋完成面 

【側溝整體施工流程範例】(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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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鋼筋施工常見缺失】 
1.主筋、箍筋綁紮未符規範 

2.鋼筋號數、數量及間距不符設計 

3.柱主筋搭接長度不足或集中同一斷面 

4彎鉤角度或延伸長度不足 

5鋼筋未使用墊塊、隔間器保護層未符規定 

6.預留鋼筋未符規定 

7.配置鋼筋過密 

8.開口、預埋管線或角隅補強未符規定 

9.樑柱錨定彎鉤未超過柱中心線 

10.鋼筋綁紮與管線配合施工範例 



108 

出廠證明為熱處理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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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廠證明為熱處理 
及熱軋鋼筋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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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送會驗僅材料供應
商，監造及廠商位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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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綁紮工法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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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展示工法，監造 
單位應糾正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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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施工常見缺失】(1/10) 

主筋或箍筋綁紮未符規範(5.02.01) 

缺失項目： 

(a)箍筋設置未符規定 

(b)箍筋間距不均 

(c)箍筋彎鉤未符規定 

缺失原因： 

(a)鋼筋加工未確實檢查，尺寸、彎鉤長度 

(b)樑柱第一支箍筋未置未符規定 

(c)樑柱箍筋間距未依設計設置或未未交錯設置 

(d)監造暨廠商未落實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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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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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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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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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圓柱箍筋距版間距過大 



118 

 

錯誤:圓柱箍筋繫筋未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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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柱箍筋彎鈎未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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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圓柱箍筋彎鈎綁紮位置及
間距未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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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圓柱箍筋搭接長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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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大樑箍筋之數未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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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箍筋大小不同 
防範措施：加工剪裁時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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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地樑澆置混凝土，未
留設與地板鋼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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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地樑澆置混凝土，未
留設與地板鋼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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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地樑澆置混凝土，未
留設與地板鋼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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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失:地樑與地坪銜接未 
 留箍筋交丁(如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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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地樑箍筋未確實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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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確:樑板鋼筋銜接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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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地樑與地坪版筋
未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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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地樑與地坪版筋
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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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9/12) ： 



133 

相片說明(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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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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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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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施工常見缺失】(2/10) 

鋼筋號數及數量不符間距不符(5.02.02) 

缺失項目： 

(a)鋼筋號數及數量不符 

(b)間距不符設計 

缺失原因： 

(a)鋼筋檢查未確實 

(b)工班師傅未檢視設計圖 

(c)工人綁紮未有基本教育及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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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施工常見缺失】(3/10) 

柱主筋搭接集中同一斷面(5.02.03) 

缺失項目： 

(a)柱搭接同ㄧ斷面、(b)牆筋搭接同ㄧ斷面(c)搭接 

 方式錯誤 

缺失原因： 

(a)開工前工班未進行勤前教育 

(b)清圖時應確認樓層高度及長度整理訂料 

(c)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未落實查驗及自主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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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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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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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端部錨錠筋數量未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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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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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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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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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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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改善對策： 

(a)柱搭接應採跳層樓搭接為原則 

(b)柱搭接採續接器時應至少錯開60cm以上 

(c)柱鋼筋搭接，應間隔錯接綁紮 

(d)柱搭接應於中間段應力較小處，非圍束

區內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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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5.02.04) 

彎鉤角度不符、延伸長度不足 

缺失原因： 

1、工班欠缺群前教育，基本觀內不足 

2、監造抽查未落實 

3、承攬廠商自主及品管稽核未落實 

4、主辦單位心態或未於重視工程品質 

 

 

【鋼筋施工常見缺失】(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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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4/12) ： 



152 

相片說明(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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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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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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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5.02.05) 

未使用墊塊、間隔器、保護層不足 

缺失原因： 

1、工班欠缺群前教育，基本觀內不足 

2 、監造抽查未落實 

3 、承攬廠商自主及品管稽核未落實 

4、主辦單位心態或未於重視工程品質 

 

 

【鋼筋施工常見缺失】(5/10) 



156 

相片說明(1/12) ：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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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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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使用墊塊及隔間器 

，造成鋼筋全部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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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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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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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筋預留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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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2/6) ： 



167 

 



168 



169 

相片說明(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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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柱筋筋未設保護層墊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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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墊塊設置不足或不當設置 
改善方式：柱筋每邊設置二塊對襯墊塊 



172 

相片說明(7/12) ： 



173 

相片說明(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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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柱箍筋墊塊設置方式 



175 

預防及改善對策： 

(a)放樣應進行全面檢視及複檢 

(b)依據設計施工並落實自主檢查 

(c)監造單位落實抽查及查驗 

(d)落實隔間器 

(e)鋼筋師傅職前教育 

(f)同時配合保護層墊塊使用 

(g)植筋補強者應進行拉拔測試 



176 

• 缺失項目(5.0.06) 

• 預留筋設置未符規定 

• 缺失原因: 

• 1、設計圖說未充分了解 

• 2 、監造未落實 

• 3、廠商自主檢查未落實 

• 4、工班全前教育不足 

【鋼筋施工常見缺失】(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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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2/12) ：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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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留筋留設高度位置錯誤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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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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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樓梯預留筋未依設計雙層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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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樓梯預留筋未依設計雙層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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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樓梯預留筋未依設計 
雙層留設，且支數不足 



184 

錯誤:樓梯預留筋未依設計 
雙層留設，且支數不足 



185 

錯誤:樓版預留筋未依設計雙層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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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樓版預留筋未依設計雙層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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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樓梯預留筋—留設方式未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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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樣錯誤，鋼筋需延伸，綁紮補強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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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樓梯鋼筋未預留，全面採植筋且未補強 



190 

錯誤:戶外樓梯預鋼筋錯誤 



191 

錯誤:窗台鋼筋留設方式未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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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樓梯起折鋼筋預留位置錯誤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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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樓梯起折鋼筋預留位置錯誤 



194 

相片說明(11/12) ： 



195 

相片說明(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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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斜樑鋼筋預留 
未配合箍筋先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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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鋼筋預留位置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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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鋼筋預留位置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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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鋼筋未預留，以直接 
置放而未以植筋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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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窗台板鋼筋未預留， 
以直接置放而未以植筋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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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失項目(5.02.07) 

• 鋼筋或管線過密，影響混凝土澆置 

• 缺失原因: 

• 1、未確實清圖 

• 2、各分包工程未確實配合及整合 

• 3 、監造單位抽查未落實 

• 4 、施工廠商自主檢查未確實 

【鋼筋施工常見缺失】(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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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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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管線排列過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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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管線排列過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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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208 

預防及改善對策： 

(a)工班師傅勤前教育及告知品質需求 

(b)熟知設計圖說 

(c)箍筋、繫筋加工第一時間檢查確認 

(d)依據設計圖說規定綁紮 

(e)落實自主檢查 

(f)落實監造單位查驗 



209 

【鋼筋施工常見缺失】(8/10) 

6.開口或預埋管線鋼筋補強未落 

缺失項目： 

(a)角隅補強未符規定 

(b)管路穿孔未設補強鋼筋 

(c)門窗開口未設補強鋼筋 

(d)牆轉角未設補強鋼筋 



210 

相片說明(1/6) ： 



211 

相片說明(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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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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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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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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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開口補強筋，未依規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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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開口補強筋，未依規定設置 



217 

預防及改善對策： 

(a)開口、角隅、穿管等皆依設計圖說補強

規定綁紮 

(b)補強一律以大於原設計一號鋼筋綁紮 

(c)鋼筋工班加強鋼筋補強概念 

(d)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應落實查驗及自主

檢查 



218 

【鋼筋施工常見缺失】(9/10) 

5.樑柱錨定彎鉤未超過柱中心線 

缺失項目： 

(a)樑柱銜接，樑筋未超過中心線 

(b)樑筋未全面設於柱主筋內 

(c)頂層柱筋端部未設錨定 

(d)大小樑銜接，箍筋未設於大樑或未綁紮 

(e)樑柱銜接，箍筋設置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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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樑筋錨定超過中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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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大樑箍筋數量不足 
，樑銜接錨定位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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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管線設置位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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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樑主筋設置於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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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樑主筋設置於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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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大樑主筋與 
小樑銜接未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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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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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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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6/10) ： 



229 

相片說明(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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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版柱筋未施作錨碇鋼筋 



231 

相片說明(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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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改善對策： 

(a)樑柱銜接樑筋錨定應超越柱中心線 

(b)樑柱銜接，樑筋應綁紮於柱筋內 

(c)柱頭收尾應依設計施工 

(d)大小樑銜接箍筋應綁紮於大樑上 

(e)監造單位應落實監造查驗 

(f)承攬廠商應落實自主檢查 

(g)加強鋼筋工班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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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熱水管未置於版雙層筋內 

【鋼筋與管線配合施工範例】(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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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熱水管彎頭未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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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鋼筋綁紮與管線配合施工範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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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排水管緊靠良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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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管線不應穿越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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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管線不應穿越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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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管線未穿樑，跨於地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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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管線排列過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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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244 

7.鋼筋綁紮與管線配合施工範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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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鋼筋綁紮與管線配合施工範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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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鋼筋綁紮與管線配合施工範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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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鋼筋綁紮與管線配合施工範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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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模板施工常見缺失】 

1. 模板老舊、破損及未塗模板油 

2. 模板接合不緊密致漏漿 

3. 模板組立未設清潔口 

4. 模板支撐歪斜、間距過大及未設水平繫材 

5. 模板未採四層模、垂直度不佳 

6. 模板整理及模板油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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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施工常見缺失】(1/6) 

1.模板老舊、破損及未塗模板油 

缺失項目：模板破損、老舊及未塗模板油 

缺失原因(5.03.01) 

(a)未適時更新汰換舊模板 

(b)拆模時未適時整理 

(c)模板整理後未立即塗刷模板油 



250 

相片說明(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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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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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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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改善對策： 

(a)開工進場模板應進新料 

(b)過度使用及老舊之模板應適時汰換 

(c)模板每次使用應整理及塗模板油 

(d)模板使用及堆置應妥適管理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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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施工常見缺失】(2/6) 

2.模板接合不緊密致漏漿 

缺失項目5.03.02)(5.03.03) 

(a)模板銜接不緊密或縫隙過大，造成漏漿 

(b)模板接合縫隙以夾板補縫未確實，拆模時常造

成夾板留置於混凝土內 

(c)模板老舊未整理或未塗模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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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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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模板使用過 
度，老舊不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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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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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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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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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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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模板使用撐材未採V型朝上 



262 

預防及改善對策： 

(a)模板汰換更新 

(b)拆模後即時整理維護 

(c)模板組立時確實要求 

(d)落實灌漿前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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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施工常見缺失】(3/6) 

4.模板支撐歪斜、間距過大及未設水平繫材 

缺失項目(5.03.04) 

(a)模板支撐歪斜 

(b)支撐搭接材料不符規定 

(c)支撐材料太小、間距過大 

(d)支撐底座未穩定 

(e)支撐未設置雙向水平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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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模板支撐未置於堅實地面 



265 

錯誤：模板支撐未置於堅實地面 



266 

相片說明(2/5) ： 



267 

相片說明(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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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模板支撐架歪斜 



269 

正確：模板支撐依規定設水平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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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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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樓板模支撐距樑間距過大 

≦20-25公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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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樓板模支撐距樑間距過大 

≦20-25公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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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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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改善對策： 

(a)模板支撐規格應足夠 

(b)支撐應垂直、間距應符計算書 

(c)支撐應置於堅實地面 

(d)支撐應設置雙向水平繫材 

(e)版模底下支撐灌漿前應全面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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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施工常見缺失】(4/6) 

3.模板組立未設清潔口 

缺失項目(5.03.06) 

(a)牆模板組立，未設清潔口 

(b)柱模模板組立，未設清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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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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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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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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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施工常見缺失】(5/6) 

5.模板未採四層模、垂直度不佳 

缺失項目： 

(a)模板未依規定四層模組立 

(b)模板組立垂直度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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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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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2/7) ： 

優點：標準四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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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3/7) ： 

優點：標準四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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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4/7) ： 

優點：模板斜撐確實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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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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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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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模板固定綁於施工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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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圓柱始用保利龍造 
型材，造程中半段外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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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柱頭組模不當，造成混凝土 
表面不佳而敲打，致鋼筋外露 



289 

錯誤：鋼筋集中放置於模板上 



290 

預防及改善對策： 

(a)開工前應告知模板協力廠商，模板組立

要求一律四層模 

(b)模板組立配合斜撐管控垂直度 

(c)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應落實檢查及查驗 

(d)模板勁度應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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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施工常見缺失】(6/6) 

模板組立完成之清潔 



292 



293 



294 



295 

  模板整理及模板油塗刷 



296 

模板整理及模板油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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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整理及模板油塗刷 



298 

預防及改善對策： 
(a)新模板進場應全面塗刷模板油 

(b)施工中之模板拆卸後，應立即整理並進行每次塗刷

模板油 

(c)模板組立完成應全面整理乾淨，進行頂版塗模板油 

(d)模板油應使用乾淨專用模板油，且不宜塗刷太濃 



299 

【總結】 

土木工程相關之常見缺失，施作過程監造單位未落實

督導及要求，或現場承攬廠商施作人員未依契約落實

執行自主檢查，監造單位未落實查驗，主辦機關之重

適心態接直接影響工程品質。 

確實瞭解契約及熟知設計圖說、落實承攬廠商自主檢

查及監造單位抽查驗，並確實工班勤前教育及告知施

工及品質需求，如此則可確保執行過程中之施工品質，

並提昇整體工程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