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01500 章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施工設施及臨時管制

說明有關執行本契約工作之施工臨時設施、管制及清潔維護等事項之規
定。
1.2

工作範圍
承包商除依本章規定施作外，並應遵守本章 1.3 項「相關章節」及 1.4
項「相關準則」之規定，以適當工法執行本工作。

1.2.1

本章所謂之施工臨時設施及管制之範圍，應至少包括下列各項：
(1) 工地之使用、整備及排水，棄土及雜物之處理以及環境清理。
(2) 衛生設施。
(3) 交通維持。
(4) 臨時房舍及監工站。
(5) 公共管線設施。
(6) 工程告示牌及標誌牌。
(7) 工地會議室。
(8) 出入工區管制。
(9) 施工圍籬。
(10)各式施工構台及施工架。

1.3

相關章節

1.3.1

第 01583 章--工程告示牌及工地標誌

1.4

相關準則

1.4.1

相關法令
(1) 勞工安全衛生法
(2)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3) 加強公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
(4)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5) 空氣污染防制法
(6) 噪音管制法
(7) 水污染防治法
(8) 廢棄物清理法
(9)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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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11) 營建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
(12)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13) 營建廢棄物共同清除機構處理廢棄物之種類及數量規定
(14) 營建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15) 營建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
(16) 各機關辦理瀝青混凝土資源再利用作業要點
1.5

資料送審

1.5.1

施工計畫

1.5.2

品質計畫書

1.5.3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5.4

工作圖

1.5.5

廠商資料

1.5.6

材料應提送樣品

2.

產品

（空白）

3.

施工

3.1

準備工作

3.1.1

工地
(1) 除契約圖說上註明之施工區域外，承包商不得使用工地內之土地。
主辦機關不提供契約圖說所標示施工區域以外之工作用地，承包商
應自行負責取得使用所需任何額外施工用地。
(2) 契約圖說內標示之工地，除另有規定外，承包商可於收到開工通知
之日起開始使用。

3.2

施工方法

3.2.1

交通及道路
(1) 承包商須自行安排運送執行本工程所需之機具、設備、材料及必要
供應品運送至工地，並對運輸作業負全部責任。
(2) 承包商應注意相關規定中有關工程車輛使用路線之限制。
(3) 工地之各出入口位置於相關規定中若有註明時，未經核准不得更
改、限制或縮減任何出入工地之通道。
(4) 公有或私有路權地，除為承包商所有或取得租借權外，承包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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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占用作為棄置或儲存機具或材料之用。本工程不屬臨時占用之
公有或私有路權，承包商應隨時維持其整潔、暢通及安全。
(5) 承包商應遵守相關主管機關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則”、環境衛生及工地清理等之有關規定。
(6) 施工車輛必須使用公有道路時，應避免損害道路及人行道，並應按
照交通管理規則規定，於履帶車輛經過路面鋪設墊木或鋼板或其他
材料，如須長期鋪設時，應按設計圖說規定辦理。
(7) 本工程施工期間，如通過工地供公眾使用之道路、通道及路權地之
交通，尚需維持使用，承包商應設置臨時便道並予維護。臨時便道
應安全地延伸通達既有道路，以保障工地與既有道路之間之交通安
全。
(8) 改道設施之設計、施工及維護標準，應符合相關規定或相關主管機
關之有關規定。各項改道細節應於實施改道前完成提報主管機關核
定。改道作業非符合相關主管機關規定者，不得實施。改道概況及
其實施階段，於契約設計圖說中均有標示，承包商應向相關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應提交工程司備查。
(9) 承包商為執行契約義務所需，得接通鄰近工地之道路，惟應遵守主
管機關及契約之相關規定，並僅限於承包商執行該契約義務之用途。
(10)工地內應提供洗輪設備，承包商應確保離開工地之車輛及機具，不
得沾有污泥、雜物或石塊等，以免掉落於道路或私有路權之上。
(11)包商不得將材料傾入下水道，或允許他人從事類似行為，以免影響
排水暢通或損壞下水道或對人員、財產造成妨害或損害。工地內或
受本工程影響之污水及下水道管線，應隨時保持潔淨暢通。
3.2.2

工地使用限制
(1) 契約規定外之工地特殊用途，應經同意後方得進行，承包商並應遵
守下列事項：
A. 在核准之用途範圍內，使用工地內區域。
B. 視維護公眾或他人安全及便利之所需，在工地周圍設置並維護經
核准之安全圍籬及照明設備。
C. 不得棄置垃圾或造成公害或允許他人造成公害。
D. 本工程完工後，應拆除所有臨時工程，並將工地內各區域恢復原
狀，或依相關規定之標準及細節辦理。
E. 不得堵塞人孔、管線設施出入口及類似處所。
F. 不得砍伐指定清除範圍以外之樹木及植物，或棄土於樹幹周圍，
並應對工地內保留之所有樹木及植物加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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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復原表土時已受到底層土、垃圾或對植物生長有害物質污染之表
土，應予以清除。
(2) 不得於工地內進行非本工作之其他作業。
(3) 承包商獲准使用人行道時，應將施工交通及機具所產生載重分散，
以免損害公共管線設施。
(4) 除另有規定者外，不得准許值勤人員以外之任何人於工地內居住。
(5) 除另有規定者外，承包商應支付任何因使用本契約提供之工地而發
生之一切費用。
(6) 採取合理之預防措施，以避免因各項作業產生公害。工地及鄰近範
圍內可能產生灰塵處應定時灑水，及防止土壤流失、地層下陷等之
預防措施。如有破壞原地表植生之情況，應完成植生復育之工作。
進出工地之裝載物應予灑水或覆蓋。
(7) 執行本契約所使用之電力設備，應設法防制產生對第三人或他者造
成干擾與不便。
(8) 施工機具及設備之操作與維修，應使其排放之煙霧及有害氣體減至
最少，並符合主管機關之環保規定。
(9) 本工程所用之機具設備應以消音器、滅音器、吸音襯裹、隔音罩或
隔音屏等有效方式降低其音量，並符合主管機關之環保規定。
(10)本契約進行期間，提供經主管機關校核之噪音計，專供工程司之代
表隨時使用，承包商應負責維護，以保持其於契約期間之正常功能，
必要時於送修期間，應予以替換。
(11)承包商之機具或作業產生之噪音程度超出環保法規之規定時，應採
行有效之降低噪音方法或改用低噪音之機器。
(12)工程告示牌應按第 01583 章規定辦理。
(13) (1)、(2)、(4)目之各項限制，不適用於為搶救生命或財產，或維
護本工程安全所需之緊急情況。
3.2.3

工地之清理及整理
(1) 承包商應維持工地之清潔、整齊與衛生。任何本工程暫時不需使用
之臨時工程、施工機具、材料或其他物品應於工地內存放整齊。
(2) 工地內之建築物、構造物及障礙物等，應依契約圖說文件之規定予
以拆除、鑿碎、清除，包括其他相關規定所標示辦理之阻礙本工程，
或受本工程影響之基礎構造。拆除作業應採適當之預防措施，包括
必要之臨時支撐，以免損及不在拆除範圍內之建築物、構造物。
(3) 進行拆除作業前，應確定所有與建築物及構造物相連之公共管線設
施，並與公共管線機構會商安排管線之封閉、停供或遷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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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地進行任何開挖或清除營建剩餘土石方前，應依內政部頒「營建
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相關規定提出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計畫內
容應包括由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核准之收容處理場所相關證明文件、
合法砂石專用車相關證明文件、防制超載之管制措施、運輸路線、
日夜運輸時間及其他相關資料。建築工程部份應依地方政府相關規
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憑證，公共工程部分，
由工程主辦機關依內政部頒相關規定，核發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憑
證。清除及運輸作業須經工程司審核所有資料並核准後，始得進行。
因承包商未提送所需資料而導致之施工延誤，應由承包商負責。出
土期間，承包商每月底前應上網，或向該管地方政府申報剩餘土石
方流向、種類、數量。
3.2.4

工地施工臨時設施
(1) 承包商應負責提供本工程施工所需之所有必要且適當之工地施工臨
時設施。其中應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A. 電力。
B. 給水。
C. 工地通訊設施。
D. 臨時排水及污水處理。
E. 防災之應變措施。
(2) 提供執行本工程所需之各項工地設施，並遵守公共管線設施主管機
關及相關政府機關之有關規定。承包商應負責各項工地設施及其相
連設施、相關裝置之設置及維護作業，並應採行合理之防範措施，
以保障人員之安全與衛生，及基地之安全。工程司認為有危及安全、
衛生及保全之情形時，得立即要求切斷或變更上述裝置或其部分裝
置。當上述任何或所有裝置不再為執行本工程所需時，應立即完全
拆除。
(3) 各項裝置應完全符合所有適用法規之規定。各類橫越道路、人行道
之水管、電管、空調管、或電纜線均應架高或埋入地下。特殊設施
應符合下列規定：
A. 電源一般規定：除自備臨時發電外，電源應經台灣電力公司核准。
B. 給水：工地內應供應充分之飲用水、施工與臨時消防用水，並保
持給水設施的清潔及衛生。本工程完成之後，應將上述設施清除。
C. 臨時排水及污水處理：工地排放或處置之各種廢水、剩餘液體、
污水及廢棄物等，應妥為處理，其處理方法應符合環保相關法規
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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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本工程截斷之河流或排水設施，應先徵得河川主管機關之核
准，設置並維護疏導、改道、或裝設導水管等臨時工程及水道。
本工程完成之後，應將上述設施恢復至原有之水道。
E. 工程廢水排入河流及下水道，應符合環保主管機關之規定。
F. 採取必要之防範措施，以防止水流侵入本工程或相鄰之其他工程
或財產。
G. 工地內應保持良好排水且無積水之狀態，承包商應於必要處設置
臨時水道、抽水設備或使用其他方法以維護本工程不致積水。
3.2.5

地下水之管制
(1) 開挖施工之袪水及抽水作業，應避免導致鄰近地區地下水位降低至
可能造成鄰近構造物或道路嚴重沉陷之程度。
(2) 承包商應依核定施工計畫之間隔及期限，檢查地下水位及可能沉陷
量，並立即以書面報告提交工程司。
(3) 若有失控之湧水進入開挖位置，工程司得下令停工，並要求承包商
採行立即措施，以控制湧水及進行任何必要之補救措施。上述防災
應變措施應於施工計畫中提出並經核准。

3.2.6

臨時建築及監工站、棚架、儲存場地及衛生設施
(1) 承包商於工程施工期間，應提供、維護必要之臨時建築及監工站、
浴室、廁所、棚架、倉庫與儲存場，並依工程司指示於必要時配合
遷移或拆除。臨時建築不得阻礙本工程設施、管線出入口等。應繪
製一份平面圖，標示所有辦公室、浴室、廁所、棚架、倉庫、儲存
場之範圍及位置，存於工務所內備查，並提送工程司一份。臨時建
築、浴室、廁所、棚架、倉庫、與儲存場應定期清理維護。材料、
機具或廢雜物不可任意置放於路旁或工地外。
(2) 基地內得設置臨時宿舍，專供警衛及數目有限之緊急作業人員使
用，並且僅限核准之人數可居住其內。宿舍應隨時保持整潔衛生。
(3) 設置功能良好且衛生之廁所，供本工程人員使用，並保持工地及廁
所之清潔及衛生。
(4) 承包商應依契約規定設置工地會議室，工程司有優先使用權。
(5) 承包商應負責防止蚊蟲滋生。契約期間應於工地內設置一收集場，
處置空罐、汽油桶、包裝箱、會積水的容器及工程進行中所產生之
生活廢棄物，並安排適時且定期將該等廢棄物收集清運出工地。
(6) 工地內所有物品，包括可積水之施工機具，均應妥善儲存、覆蓋或
處置，以防止積水。
(7) 於工地內所有設備、構造物及臨時輕便房舍處張貼明顯之宣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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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提醒人員注意勞工安全衛生及有關設備之正確安全操作方式。
海報應於本工程完工時清除。
3.2.7

施工圍籬
應符合契約及相關法令之有關規定外，並符合下列規定辦理。
(1) 應於工程開始作業之前，依照設計圖裝設圍籬。應不妨害車流與行
人之安全與方便。施工圍籬之維護方式應能防止非授權人員進入施
工場所及材料儲存場。任何損壞之圍籬應即刻修復。設於街道交叉
口及行人穿越處之圍籬，不得阻礙駕駛人與行人之視線。
(2) 依契約詳圖及規定位置設置不同型式之圍籬。
(3) 門之數量、型式、寬度和位置應依圖。
(4) 施作移動式圍籬附支撐系統，以防止因風吹或行人移動造成移位。
(5) 臨時圍籬之拆除及清除
A. 工程完工後，施工場地之全部圍籬系統應予拆除。
B. 不得遺留任何雜物於工作場地或鄰近之產業範圍內，所有大門及
圍籬之混凝土基礎均應完全拆除。地面上所有之洞隙均應以土壤
確實整平夯實。所有圍籬區域應加以耙平，包括鄰近之臨時附屬
設施，使其不含凹窪及臨時障礙物。
C. 所有人行道應予以復舊。

3.2.8

臨時施工構台及施工架
臨時施工構台及施工架之材料及架設規定，除須依照設計圖說外，並應
符合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之規定。

3.2.9

臨時照明及電力
(1) 附屬裝置、變壓器、電線、導管及電流超載之保護設施應依法規安
裝。導線之安裝不得有打結及不良之情況。
(2) 須裝置漏電斷路器及接地，以及電焊機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3) 工地內之電力相關設施，應有明顯之警示標誌(如「高壓危險勿靠
近」)。

3.2.10 公共管線設施
(1) 本章所謂之公共管線設施包括下列各項：
A. 瓦斯。
B. 給水及消防。
C. 電力。
D. 公共電訊及電話。
E. 軍方及警方線路。
水土保持局施工規範 99/6/30

7

01500%20 施工設施及臨時管制[1].doc

F. 交通號誌及路燈線路。
G. 燃油輸送主幹線及支線。
H. 排水與污水管線。
I. 有線電視。
J. 其他供公共使用之管線設施。
(2) 凡本章述及之公共管線設施，其主管機關、單位所屬或負責裝設、
維修之公司，皆視為公共管線設施機關。
(3) 工地內現有各項公共管線設施等資料，不論於契約圖說中是否有所
標示，承包商應做必要之進一步對公共管線機關查詢及調查，或以
人工試挖之方式，以查核及確定其資料是否正確。
(4) 本工程施工期間，承包商應就所有現有管道資料詳加紀錄繪製圖
說，詳細標示工地內或鄰近工地之所有公共管線設施之位置。
(5) 承包商應與各公共管線設施機關就改線作業計畫進行協商，並對各
項公共管線設施安排作業時程，提送工程司審定。
(6) 承包商應盡其可能，避免損害或干擾各項公共管線設施，並應對任
何因本身或其代理及分包商之行為或疏失所造成之直接或間接損害
或干擾負責。
(7) 於靠近公共管線設施處使用機具進行開挖之前，應先行試挖，事先
進行全面且充分之初步調查工作，以確認公共管線設施之位置。如
此類公共管線設施具危險性，應以人工挖出，並在進行機械開挖之
前，予以充分保護。
(8) 無論前述已有任何規定，承包商於任何連續壁施工、打樁及類似施
工可能擾動地層表面處，應以人工開挖。因上述開挖作業而外露之
公共管線設施應加以保護。
(9) 公共管線設施之遷移工作除另有規定外，由公共管線設施機關負責
施工。
3.2.11 動員及復員
(1) 動員
承包商於收到開工通知書後，應立即動員裝備及人員。動員作業應
包括籌備工作、進行工作必要之監工站建立、機具、設備、材料及
補給品之運送及組裝、承包商施工區域之清理及準備、指派辦公室
職員及現場人員以及各種工人，以及動員所有開始執行實際施工作
業所需之資源。
(2) 復員
俟本工程完工並驗收後，材料、機具、設備、雜物應自工地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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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清除，並應依規定之方式，將工區復原。

4.

計量與計價

4.1

計量
除另有規定外，施工設施及臨時管制所需費用已包括於契約總價內，不
予單獨計量。

4.2

計價
除另有規定外，施工設施及臨時管制所需費用已包括於契約總價內，不
另計價。
＜本章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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