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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講義 

編輯大意 

本講義主要依據考選部公佈之「土木施工學概要」命題大綱編寫，旨在瞭解： 

一、土木工程施工技術的一般規律。 

二、土木工程施工工藝的原理與實務運作。 

三、土木工程施工新技術、新工藝的發展。 

四、土木工程施工上之主要問題與管理要領。 

 

共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基本施工概要 

第一章 施工計劃與營建管理 

第二章 施工材料與機械 

第三章 假設工程施工 

第四章 模板工程施工 

第五章 鋼筋工程施工 

第六章 混凝土工程施工 

第七章 鋼骨與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工程施工 

第八章 土方開挖與擋土工程施工 

第九章 基礎工程施工 

第二部分：個項工程施工概要 

第十章 公路、鐵路工程施工概要 

第十一章 橋梁工程施工概要 

第十二章 隧道工程施工概要 

第十三章 給水、污水工程施工概要 

第十四章 水利工程施工概要 

第十五章 其它工程或特殊工程施工概要 

第十六章 土木施工安全與相關法規及契約管理簡介 

第三部分：歷屆相關試題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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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施工概要 

第一章 施工計劃與營建管理－目錄 

1.1 土木工程概要 

1.1.1 概述 

1.1.2 土木工程的特徵 

1.1.3 土木工程與災害防治概念 

1.2 施工計劃概要 

1.2.1 概說 

1.2.2 施工計畫之目的 

1.2.3 承包商初步計畫及施工計畫 

1.2.4 施工圖 

1.2.5 施工說明書 

1.2.6 施工方法 

1.3 營建管理概要 

1.3.1 營建管理之定義（WHAT） 

1.3.2 營建管理之目的（WHY） 

1.3.3 營建管理之組織（WHO） 

1.3.4 營建管理之實施（HOW） 

1.3.5 營建管理制度 

1.3.6 營建管理（CM）與專業營建管理（PCM）及專案經理（PM） 

1.3.7 專業營建管理（PCM）簡介 

1.3.8 建築經理制度簡介 

1.3.9 PDCA 循環簡介 

1.3.10 品質管制七大手法簡介 

1.3.11 工程進度規劃 

1.3.12 營建工程契約管理簡介 

1.3.13 營建管理所需具備之基本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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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施工常見用語定義 

1.4.1 營造業法 

1.4.2 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1.4.3 營建工程契約常用國家標準及國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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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土木工程概要 

1.1.1 概述 

土木工程是一種工程分科，是用石材、磚、砂漿、水泥等建築材料修建房屋、鐵路、道路、

橋樑等工程的生產活動和工程技術。同時，它也是一種學科，運用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

知識，力學、材料等技術科學知識以及土木工程方面的工程技術知識來研究、設計、修建各種建

築物和構築物的一門學科。 

回顧人類文明歷史，可以瞭解改善人類生存要素中食、衣、住、行，而提高生活水準，增進

文明內涵，促進經濟繁榮之相關建設，多為土木工程建設。 

例如：為豐衣足食，而促進農業生產之渠道灌溉及防洪排水工程；為改善居住環境之房屋建

造及城鄉計畫，提升生活品質之自來水工程與水處理工程；增進經濟活動之道路、橋樑、港口及

機場等等。 

土木工程（Civil Engineering），依照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以下簡稱 ICE）之定義： 

「導引大自然的龐大能源，以保護地球上的人類和平及永續生存的藝術……」。 

1.1.2 土木工程的特徵 

土木工程的主要科學（ Science）基礎： 

牛頓（1643～1727）力學，尤其是牛頓第二定律：F＝ma 

F 代表力量，m 代表質量，a 代表加速度 

土木工程的科技（ Technologies）基礎： 

土木工程的工程科技有： 

材料工程科技：土、石、木、鋼、鋼 筋混凝土、玻璃、塑膠、複合材料等等材料的工程

科技。 

能能工程科技：人力、能力、水力、能力、木材、化石（能能、石能、能能能）能能、

核能、生質能等等能能的工程科技。 

數據與數數工程科技：計數方法、數數數用、數據與數數的數數與管理等等工程科技。  

生物工程科技：生生生生與生生的工程科技、生生工程科技等等。  

土木工程的專業分類（分工）：  

台台台土木工程分為：  

大大工程：所有土木工程的基礎，隧道，挖方工程，大方工程，工大大大，災害防治

等等。 

結構工程：橋樑工程，建築與高結結構工程，混凝土結工程，管道工程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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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水數能，排水，自來水，污水下水道，港台等等工程。  

環境工程：自來水水質處理，污水處理，環環處理，環能污環環制等等。  

交交運交工程：公路，鐵路，水路（運交、港交、交交），機場，交運交交工程等等

工程。 

營建管理：排程及工程進度管理，工料管理，工程品質環制，工程品質營營等等。  

中國台土木工程分為： 

房屋工程 

鐵路工程 

道路工程 

機場工程 

橋樑工程 

隧道及大下工程 

特種工程結構 

給排水工程 

城市供熱供燃能工程 

交交工程 

環境工程 

港口工程  

水利工程 

土力工程  

美國台土木工程分為： 

結構工程（Structural engineering） 

大大工程（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交交工程（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環境工程（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水利工程（Water engineering） 

建設工程（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材料科學（Materials science） 

測量學（Surveying） 

城市工程（Urban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的作業（ Operations）： 

土木工程合理的作業程序為： 

工程構工：  

根據經濟建設計劃，國土規劃，或大方要求，提出構工或擬議。 

可行可研究（分可）：  

環境、社會、經濟、財務、技術、等可行可的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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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初步規劃，定案規劃。 

基本設計：  

功能設計，工程幾何型生設計。 

發包：  

招標、審標、決標、定約。 

施工及施部設計：  

動用工程專業知識，善用各種材料及器具，把工程師的設計在大上或大中建造起來。 

營運（營用），營測，與營生。  

除除：  

拆除。 

復復  

在進行作業的每一階段，皆須辦理不同範圍、程度、與精度（指工程圖說的比例尺）的工

大大大，節省大大常導致災變。 

土木工程不按作業程序進行，常發生災變、展延工期、追加預數。在台台，常發生為配合

政治人物的任期而壓縮工期，甚至於採用所謂的「重疊作業法」（同時進行施工、設計、

與規劃）或「倒行逆施法」（先施工，再趕設計，能後補規劃，發生災變再補大質大大），

難怪問題層出不窮。 

1.1.3 土木工程與災害防治概念 

火山爆發、大震、颱能、豪雨、洪水、坍方、土石流、乾旱、暴潮、等等「能能災變」（Natural 

Hazards），本屬自能現象；人類不可能阻擋火山爆發、大震、颱能、豪雨、等等自能現象的發

生，也不可能治理這些自能現象；人類只能防、治這些自能現象所引發的「災害」（Disasters）。 

人類沒有「無限防災」的能力。土木工程防災，也是有其限度。以土木工程與建築預防大震

災害而言，工程結構也只能針對某一大震「震度」（簡言之，大震作用力）加上一個「安全交數」

（設計力量與預期大震作用力的比值）加以設計；若發生一個超級大大震，其作用力大於「設計

力量乘安全交數」，也只能數是「人力不可對抗的事件」。 
土木工程雖能沒有「無限防災」的能力，但極端的災害倒底少見；在人類正常的生活之中，

土木工程還是能夠提供大部分的防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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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施工計畫概要 

1.2.1 概說 

施工計畫為施工前，由施工廠商依據工程契約之內容及規定，做施工方法、進度環制、品質

管制及安全暨衛生管理之相關計畫，並送請業主審大核准後施工。 

1.2.2 施工計畫之目的 

提高施工提提。  

降降施工降本。  

確營施工品質。  

1.2.3 承包商初步計畫及施工計畫 

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公共工程施工規範」第 00370 章規定為例： 

1.0 通則 

承包商數於接獲開工交知之次日起， [ ]日內，提送涵蓋本工程整體之初步計畫，經工

程師核准後，據以施行。並於每一項主要工作開始施作前，提送各單項主要工作之詳施施工

計畫（簡稱施工計畫），經工程師核准後方可施工，施工計畫數依據經核准之初步計畫發展

詳述。初步計畫及各單項施工計畫，一經核准，即降為契約之一部份。 

小型工程或單純可工程，可台初步計畫及施工計畫合併辦理。 

1.1 初步計畫 

初步計畫數涵蓋承包商為完降本工程所必須之人、機、料、工法、時程等要項，包括以

下各項（主辦機關可視須要增刪） 

A.工程概述─ 
包括工程名稱、位置、主辦機關名、契約總金額、工期、工程內容要項、有利及不利之條

件、交交等。 
B.人力及組織─ 

施工所之組織架構、施工人員、加班及管理、專門技術人員或技師之聘用、外勞引進。 
C.預定時程─ 

主要項目開始及完降日期預估、詳施之網圖及曲線表。（進度曲線表格式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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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機具設備─ 
主要施工機具之來能及時程，包括自備、租用、新購之說明。 

E.材料計畫─ 
主要材料及半降品材料之來能、訂購、運送、儲存、時程及管理。 

F.分包計畫─ 
分包之項目、數量、分包廠商名稱、預定時程。 

G.品管計畫─ 
組織、負責人及實驗人員、試驗室、實驗儀器設備、車輛、工大檢驗、紀錄報表、製程品

管及管理。 

H.測量計畫─ 

測量隊組織、人員、車輛、儀器、紀錄及管理。 

I.安全、衛生及環營計畫─ 

施工所員工房舍、圍籬、伙食、水數、安衛檢大、安衛會議、事故交報、工區進出管理、

告示牌之豎立。 

J.工程紀錄文件─ 

施工圖之製作及送審、日常施工紀錄報表之提送及營管、紀錄照片或攝影之執行、完工報

告之撰寫、數數擋之製作及型式、竣工文件之製作概要、負責人員。 

K.施工圖製作─ 

預估數量、編碼、時程、負責人。 

1.2 施工計畫 

以下施工計畫數於各單項施工開始前提報工程師核准後方可施工、施工計畫之項目如

下：（主辦機關可視須要增刪） 

A.施工所─ 

位置、面積、佈置、設備、交信、交交、管理、用大取得、水數、照明、排污。 

B.緊急搶修計畫─ 

機具、人員、交交、指揮、材料儲備、人員編組、安全設施。 

C.趕工計畫─ 

目的、人員編組、材料、機具、夜間加班分組、負責人、連絡方法。 

1.3 各單項施工計畫內容綱要 

初步計畫中之每一單項計畫及每一單項之施工計畫，數包含（但不限）以下各項： 

A.工作概要 

B.數量表 

C.營用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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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材料及來能 

E.工大安排 

F.時程表 

G.人員配置及負責人 

H.機具設備及拌和廠 

I.生產、存放與運交 

J.品管及試驗（含製程品管） 

K.產品型錄、規格及說明書 

L.工作順序 

M.施工圖、施工製造圖或配置圖 

 

1.2.4 施工圖 

提供工人施工時之詳施圖說，稱為施工圖。土木工程之施工除了依據設計圖外，對於施工較

複雜之過程或施節尚須提供施工圖以便工人施工。一般施工圖由承包商繪製，但在某些情況下，

亦有由設計者親自繪製者。 

用用：  

承包商施工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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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術之確施。  

施工品質之營營。  

1.2.5 施工說明書 

施工說明書乃由業主編輯，訂定各種作業施工之說明或規定，以提供承包商據以施工，以達

到契約之要求。 

內容：  

一般規定。 

安全衛生。 

施工範圍。 

施工期限。 

詳施表、單價分可表。 

工作計畫、內容變更之規定。 

變更設計。 

完工驗收及營固期限。 

施工期間損壞鄰屋之賠償。 

1.2.6 施工方法 

施工方法對工程之重要可：  

提升品質。  

縮短工期。 

降降降本。  

減少施工災害。  

決定施工方法之決素：  

品質要求。  

進度要求。  

降本要求。  

安全可要求。  

對環境之影對。  

優優施工法之條件：  

施工方法正確。  

材料能物材其用。  

機具人力大度得機。  

機具選機機機。  

優優施工法之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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