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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內內 容容

壹、前 言

貳、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參、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肆、模板施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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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壹、前 言

法規依據

內政部頒佈之「建築技術規則」。

內政部頒佈之「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與解說」。

內政部頒佈之「混凝土結構施工規範與解說」。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佈之「公共工程施工綱

要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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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前 言

一般原則

施工單位：確實自主檢查，按設計圖說施工，依規範規定

檢驗材料及設備（取樣位置、取樣頻率、設計強度或標

準）。

主辦單位（委託監造單位）：確實派駐監工人員，封模前

和灌漿前查驗梁柱牆之位置、尺寸、鋼筋綁紮是否正確；

灌漿時應監督混凝土灌注、搗實是否確實（抽查、抽驗、

檢驗停留點、管制總表）。

主管單位：不定期勘驗、督導、協調。

三級品管：品質管制、品質保證、品質查核，各司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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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貳、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鋼筋之材質與強度

除螺箍筋可採光面鋼筋外，其餘皆須用竹節鋼筋，品

質須符合CNS 560[鋼筋混凝土用鋼筋]之規定。

SD280：普通鋼筋，fy=2800kgf/cm2 。

SD420：高拉鋼筋，fy=4200kgf/cm2 。

SD280W、SD420W：可銲鋼筋－較貴。

公共工程不得採用水淬鋼筋〈熱處理鋼筋〉！ ? —
［水淬鋼筋僅適用於一般構造，不能用於耐震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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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鋼筋之號數與直徑

~普通鋼筋~

#3→D10或10ϕ
#4→D13或13ϕ
#5→D16或16ϕ

~高拉力鋼筋~

#6→D19或19ϕ
#7→D22或22ϕ
#8→D25或25ϕ
#9→D29或29ϕ
#10→D32或32ϕ
#11→D36或36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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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鋼筋之運送與進場貯存

標準之捆紮方式運送，並附標籤。

出廠證明書、無輻射證明書。

每批進場鋼筋應檢視，並抽樣試驗〈抗拉試驗、金相

檢驗〉。

按尺寸號數、分區架高存放，鋼筋表面不得沾染污

泥、油漬或其他有害雜質，且應避免鏽蝕、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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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鋼筋之加工

按設計圖、施工圖裁切及彎曲。

除經監造單位核准外，應常溫加工。

伸展長度（握持長度）Ld。
標準彎鉤（彎曲內徑、延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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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鋼筋之綁紮及組立

先按圖核對鋼筋號數、形狀、數量，確認無誤再行綁紮。

每兩根鋼筋之交會點〈每一結點〉應有鐵絲綁紮穩固。

混凝土保護層〈鋼筋與模板之距離〉應以撐條、墊塊（水泥

砂漿塊）、間隔器、繫條或吊桿等加以隔開、固定。

主筋之最小間距規定〈不可太密〉。

束筋綁紮之特別規定。

柱上下兩端、梁左右兩端之緊密箍筋間距規定。

梁柱箍筋之135。耐震彎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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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規範條文－設計細則「13.5 鋼筋間距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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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規範解說－設計細則「13.3 標準彎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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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鋼筋標準彎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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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規範解說－設計細則「13.5.6 束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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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鋼筋之續接

續接方式主要有搭接、續接器連接及銲接等三種。

柱僅可於中央段搭接；梁柱接頭附近不得搭接。

大於#11〈D36〉之鋼筋不得搭接。

鋼筋之搭接長度：

甲級搭接 ─ Lp=1.0xLd
乙級搭接 ─ Lp=1.3xLd
鋼筋採續接器連接者，一般應隔根續接，錯開至少60cm。

鋼筋續接器應抽樣試驗〈SA級、FA級、A級、B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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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鋼筋搭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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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規範解說－耐震設計「15.4.3 梁之橫向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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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規範解說－耐震設計「15.5.4 柱之橫向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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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梁箍筋標準圖



19

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柱箍筋標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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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梁穿孔補強標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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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梁、柱內水電配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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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柱配筋標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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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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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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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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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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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常見問題

鋼筋材質、號數、數量或間距等，不符圖說規定。

鋼筋表面鏽蝕嚴重，或有油漬、泥土、混凝土殘渣等。

鋼筋綁紮過於緊密，影響灌漿品質。

梁、版開孔位置或開孔方式不恰當。

開孔周圍或角隅處，未配置補強筋。

未用間隔器、墊塊等，致保護層不足或過大。

主、箍筋綁紮未固定確實，致灌漿後偏移、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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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鋼筋任意堆置，未妥善維護，
導致鋼筋生鏽情形嚴重

現地施工所需之鋼筋，直接於堆
置鋼筋處上方進行電燒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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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澆置不當，或未使用間隔器與墊塊，
導致鋼筋間距不一致及保護層不足。

柱梁鋼筋綁紮標準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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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柱箍筋與主筋間之間隙過大 鋼筋續接處之螺紋不合格，且未
套設防護套，導致生鏽情形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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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柱箍筋繫筋與主筋之間隙過大 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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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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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鋼筋施工應注意事項



34

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參、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之特性

由水、水泥、砂〈細骨材〉、石頭〈粗骨材〉及附加劑

〈摻料〉等材料所組成。

品質要求：工作性、耐久性、水密性、強度等。

工作性〈坍度〉：易於澆置、搗實。

坍度越小者，強度越高；但坍度高者好施工〈加水！〉。

耐久性：風化、磨損、酸性物侵蝕、中性化反應等。

水化作用：一小時內初凝，一天終凝，28天達設計強度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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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之產製與輸送

混凝土配比試驗紀錄。

預拌廠距離、拌合車路程必須在一小時內。

出料單：混凝土強度等級、坍度、數量、裝車時間、到達

時間。

拌合車運輸必須連續不間斷，否則混凝土澆置易形成冷

縫。

抽樣試驗：坍度試驗、氯離子含量、28天抗壓強度（取樣

試驗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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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圓柱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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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澆置前

大規模或重要結構體灌漿前，施工單位應提「混凝土澆置

計畫書」送審。

灌漿前，施工單位應先完成「鋼筋施工自主檢查表」、

「模板施工自主檢查表」、「混凝土施工自主檢查表」，

並請監造單位查驗模板及鋼筋－查驗停留點。

灌漿前，施工單位應提「混凝土澆置申請單」，經監造單

位同意後方可灌漿。

灌漿前，應將接合面用水徹底濕潤並清洗乾淨，確認無任

何油污或雜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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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之澆置與搗實

依「混凝土澆置計畫書」規劃之程序灌漿，原則上應由低

處往高處施工。

拌合車、壓送車、特密管、振動器（振動棒及外模振動

器）、鏝平搗實機具，以及足夠之施工人員〈工班〉。

應連續澆置，不可間隔過久，以免形成冷縫。

應避免於下大雨、刮大風等惡劣天候下進行灌漿，氣溫過

高或過低皆不宜。

澆置過程中應儘量避免增加非必要之施工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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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之養護與表面修飾

養護方式主要有濕治養護、蒸汽養護。

濕治養護係以布袋、毛毯或其他材料覆蓋，並經常澆

水以保持濕潤，至少七天。

拆模後所有外露之混凝土表面，固定模板之鐵絲、螺

帽、鬆動之混凝土碎塊或模板屑等，均應清除。

所有孔洞、蜂窩、破損稜角等缺陷，均應清除鬆動部

份，再以水泥砂漿或相同配比之混凝土填補；但情況

嚴重者，須擬具修復補強計畫或打除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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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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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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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43

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常見問題

管線埋設過於密集，影響混凝土澆置品質。

壓送車加水，增進工作性，卻降低混凝土強度。

澆置、搗實不當，產生冷縫、蜂窩或孔洞。

養護不當，造成乾縮裂縫〈常見於樓版〉，導致日後

漏水問題。

完成面平整度不符圖說，須大量打除或修補。

表面殘留雜物〈如鐵絲、模板屑、報紙、瓶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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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蜂窩處理未依相關規定進行 工作用棉質手套於澆置時一併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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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完成面有嚴重粒料析離及
蜂窩情形，另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不良，造成構件完成面不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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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完成面有嚴重粒料析離及蜂窩情
形，另混凝土澆置及搗實不良，造成構件
完成面不連續。

混凝土澆置及搗實不良，
造成構件完成面不連續



47

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澆置及搗實不良，形成空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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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澆置及搗實不良，造成構
件完成面不連續

混凝土澆置造成冷縫，從傾斜位態
研判係從牆端灌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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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澆置造成冷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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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澆置造成蜂窩，柱底夾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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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混凝土澆置時爆模或

模板鼓出，鑿除齊平

時發現管線埋設於柱

筋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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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樓版裂縫，導致滲水！－初凝後整體粉光？混凝土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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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混凝土施工應注意事項

樓版裂縫，導致滲水！－初凝後整體粉光？混凝土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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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穿孔位置靠近梁柱接頭 梁穿孔數量多且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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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鋪貼地磚用砂，也應該要
檢驗氯離子含量是否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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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鋪貼地磚用砂，也應該要
檢驗氯離子含量是否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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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之種類

模板依材質可分為木模或鋼模。

模板依不同用途又分普通模板、清水模板及特種模板。

普通模板：適用於尚有粉刷、裝修之結構體表面，採單

面刨光之木板。

清水模板：適用於無裝修且外露之結構體表面，以鋼模

或夾板為面板。

鋼模或特種模板：適用於無裝修且外露之結構體表面，

或剖面形狀一致且數量龐大者。施工前承商應提「模板

施工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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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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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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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之組配件

脫模劑：可產生防水膜以避免混凝土沾粘於

模板上。

襯板：可分成格板+角材、散板或合板等三

種。

格柵、貫材、支柱。

模板繫條〈Form Tie〉、螺栓、螺帽、 鐵

釘、耙釘、墊片。

模板支撐：木材、鋼管、H型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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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之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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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之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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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模板施工應注意事項模板施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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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模板施工應注意事項模板施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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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模板施工應注意事項模板施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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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結構體施工查核實務模板施工應注意事項模板施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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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拆模時間

基礎及地梁之側模：1天。

柱、牆及梁之側模：12小時。

單向版之底模及支撐：

淨跨距小於3m者：3天；

淨跨距3m~6m者： 4天；

淨跨距大於6m者：7天。

梁之底模及支撐：

淨跨距小於3m者：4天；

淨跨距3m~6m者：7天；

淨跨距大於6m者：14天。

模板及支撐之拆

除，須俟混凝土達

規定拆模強度

〈0.7xf’c〉，並經

監造單位核可；或

依下述時間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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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模板過於老舊、不平整。

模板破損、不緊密，造成漏漿。

模板固定不足，導致灌漿時爆模。

模板未整理，未塗模板油〈脫模劑〉，致與混凝土沾粘。

模板內殘留雜物〈如木屑、瓶罐〉。

監造單位尚未完成鋼筋綁紮查驗，施工單位即行封模。

模板支撐不足，間距過大或歪斜不穩，致灌漿時倒塌。

特殊造型結構體，未提「模板支撐結構計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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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模板老舊，造成混凝土漏
漿情形嚴重

模板作業不當，造成混凝土完成
面歪斜，水平及垂直平整度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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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樣作業不當，致樓層間對應
之柱位及牆面發生錯位

模板支撐架設不當，支撐系統
與模板之橫擋未緊密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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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上下灌漿層發生嚴重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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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從圖面丈量尺寸放樣施做，要小心可能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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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從圖面丈量尺寸放樣施做，要小心可能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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