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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施工前 

 

正面施工後 

古井與榕樹間施工前 

 

古井與榕樹間施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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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修復沿革 

第二節 修復工作紀錄內容概述 

第三節 重要事件 

	

第一節 修復沿革 

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坐落於臺南市善化區嘉南里茄拔 80 號，其定著土地之地號為臺

南市善化區茄拔段二小段202地號（部份），其定著面積以古井中心共計50 m
2，其詳細資

料如表 1-1-1、圖 1-1-1 及照 1-1-1~1-1-2 所示；依據〈文化資產個案導覽〉，茄拔天后

宮古井的創建年代相傳為明永曆年間興建，因缺乏相關史料的記載，有關古井之相關歷史

尚待進一步調查研究。 

表 1-1-1、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基本資料表 

歷史建築名稱 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文化資產類型 歷史建築 / 古井類 

歷史建築公告日期 中華民國 99 年 7 月 30 日 

歷史建築公告文號 府文資字第 0990189676A 號 

歷史建築定著地號 台南市善化區茄拔段二小段 202 地號 

歷史建築定著面積 50m
2
 

歷史建築定著地址 臺南市善化區嘉南里茄拔 80 號 

歷史建築所有權屬 / 管理者 善化茄拔天后宮 

歷史建築登錄理由 1、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磚材、砌磚頗為特

殊，尤其弧型磚塊堆砌具特色，值得保存。

2、古井形制特殊，保存完整，具稀少性及不

易再現性，並與廟結合為一體。 

101 年(2012)8 月，善化茄拔天后宮人員發現古井有損毀情形，經通報臺南市文化資

產管理處後進行現場會勘，發現其損毀情形為古井及周圍約一公尺之地坪出現土壤掏空及

井壁壁體崩塌之現象，損毀原因研判為廟前榕樹竄根，在井壁周遭推擠造成古井井壁嚴重



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                                                    

1-2 

變形及崩塌（照 1-1-3~1-1-4 所示），在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的協助下，廟方委託趙崇

欽建築師進行修復設計。 

民國102年(2013) 2月 17日委託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進行緊急修復工程之規劃設計

工作；至民國 103 年(2014) 12 月 16 日由騰騏營造有限公司以 1,570,000 元整標得修復

工程後，於民國 104 年(2015) 1 月 5 日簽約完成；工程監造與施工紀錄委託單位亦為趙

崇欽建築師事務所。工程於民國104年(2015) 2月 1日開工，隔年105年 5月 17日竣工，

總工程為347.5日曆天。 

 

 
歷史建築範圍本次修復範圍(歷史建築本體)        本次修復範圍 

圖 1-1-1、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平面配置圖 

照 1-1-1：古井位置於茄拔天后宮前廟埕 照 1-1-2：古井修復前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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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1-1-3：古井井壁壁磚鬆動剝落 照 1-1-4：古井井壁崩塌 

 

第二節 修復工作紀錄內容概述 

本報告書採「時間」先後作為主軸，以工項作為主要分章，並赴現場觀察、拍照

及訪談，輔以文字、圖像等工具紀錄各工項之施作內容，針對重點工作進行詳實之紀

錄，另蒐集相關文件與資料佐論之。循著上述工作模式，將繁複的古蹟修復工程紀錄

予以系統化，清楚的表達修復工程之始末。本報告書內容包含以下六個章節： 

第一章：為前言（包含修復沿革、修復工作紀錄內容概述、重要事件）。 

第二章：為修復書圖審議及工程定作（包含修復工程相關作業概述、修復工程之審議

及修訂、變更設計圖說之審議及修訂、工程合約內容、施工流程與進度及權

責區分、工程各項施工計畫書）。 

第三章：為前置作業及拆解工程（包含施工說明會、開工動土儀式、假設工程、地坪

拆解及土方挖掘工程、根系調查及斷根處理、井底淤泥清理、隱蔽資訊）。 

第四章：為古井修復工程（包含修復前概述、井壁壁磚回砌及新砌壁磚、導根板不銹

鋼板施作、土方回填及壓密度試驗、地坪、井欄及井蓋新作）。 

第五章：為工程其他事宜（包含工程協調會與估驗、工程驗收、完工謝土典禮、參與

人員資料）。 

第六章：為結論與建議（包含工程特色、工程檢討、重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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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事件 

表 1-3-1、重要施工內容一覽表 

時  間 重要事件內容 

102.04.19 規劃設計單位檢送基本設計書圖及經費概算資料乙式。 

102.05.15 召開基本設計書圖審查會議。 

102.06.14 規劃設計單位檢送細部設計書圖、預算、施工規範乙式。 

102.08.06 召開細部設計書圖審查會議。 

102.09.09 規劃設計單位檢送修正後細部設計書圖、預算書、施工規範乙式。 

102.11.05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同意核定細部設計書圖、預算書、施工規範。 

102.11.15 設計監造單位檢送工程發包設計書圖、預算書、施工說明書乙式8份及成果檔案光碟

乙式3份。 

103.12.16 工程決標 

104.01.05 工程簽約 

104.01.21 召開施工說明會 

104.02.01 開工 

104.03.18 第一次工程協調會暨開工動土儀式 

104.04.16 第二次工程協調會 

104.05.19 第三次工程協調會 

104.06.25 第四次工程協調會 

104.07.30 第五次工程協調會 

104.08.17 「工程第一次估驗資料」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4.08.17 廠商申請8月8-10日免計工期3日，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4.08.25 廠商申請8月13-15、17-18日免計工期5日，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4.09.02 第六次工程協調會 

104.09.02 廠商申請8月24-27日免計工期3日，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4.09.10 廠商申請8月28-31日免計4日工期，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4.09.24 第七次工程協調會 

104.09.30 廠商申請9月7-9日免計2.5日工期，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4.10.12 廠商申請9月28-30日免計3日工期，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4.10.20 第八次工程協調會 

104.10.26 廠商申請10月1-14日免計13日工期，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4.11.06 因主辦機關要求將古井井內淤泥清理至原有井底，請監造單位配合辦理變更設計，恢

復原始風貎，施工廠商配合自本日起停工。 

104.11.12 監造單位檢送「第一次變更設計書圖」 

104.11.19 茄拔天后宮召開「第一次變更設計書圖」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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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重要事件內容 

104.12.04 修正後「第一次變更設計書圖」，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4.11.30 監造單位檢送修正後「第一次變更設計書圖」 

104.12.17 第一次變更設計議價完成 

104.12.18 復工 

104.12.20 井底清淤完成後，發現原有井底構造 

105.01.15 第九次工程協調會 

105.01.21 廠商申請1月3、4、6日免計3日工期，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5.02.01 監造單位檢送｢第二次變更設計書圖｣ 

105.02.16 第十次工程協調會 

105.03.05 主辦機關同意核定｢第二次變更設計書圖｣ 

105.03.11 第二次變更設計議價完成 

105.04.11 廠商申請3月22-26日免計5日工期，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5.04.21 廠商申請4月11-15日免計5日工期，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5.04.26 第十一次工地協調會 

104.04.27 廠商申請4月16-20日免計5日工期，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5.04.28 4月28、29日舉辦「媽祖誕辰」慶典，施工廠商暫緩施工(不計工期) 

105.05.10 「第二次工程估驗資料」主辦機關同意核定 

105.05.17 申報竣工 

105.05.23 工程竣工確認 

105.06.02 工程驗收 

105.06.07 謝土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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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復書圖審議及工程定作 

第一節 修復工程相關作業概述 

第二節 修復工程之審議及修訂 

第三節 變更設計圖說之審議及修訂 

第四節 工程合約內容 

第五章 施工流程、進度及權責區分 

第六節 工程各項施工計畫書 
 

第一節 修復工程相關作業概述 

本修復工程涉有諸多相關作業環節，就其基本資料說明如下： 

壹、修復工程設計監造 

設計監造單位：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案件名稱：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規劃設計期程：民國 102 年（2013）2 月 17 日～民國 102 年（2013）11 月 05

日 

監造期程：民國 104 年（2015）2 月 1 日～民國 105 年（2016）5 月 17 日 

貳、施工單位 

承造廠商：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期程：民國 104 年（2015）2 月 1 日～民國 105 年（2016）5 月 17 日 

工程契約金額：1,570,000 元整 

第一次變更設計後金額：1,619,711 元整 

第二次變更設計後金額：1,644,300 元整 

結算工程經費：1,644,300 元整 

一、修復範圍：古井及地坪整修  

二、主要工程項目： 

（一）土方工程：土方挖掘、鋼板樁擋土及水平支撐工程、榕樹根系調查及

斷根處理、土方回填、回填土密度試驗、地坪鑿除及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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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井壁修復工程：井中淤積泥砂清理、井壁壁磚拆解回砌、新作混凝土

基座、井壁壁磚仿作、壁磚新砌、導根板不銹鋼板鋪設、

井欄新作、井蓋新作 

 

參、工作報告書單位 

製作單位：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案件名稱：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委託監造及施工紀錄製

作 

期程：民國 104 年（2015）2 月 1 日～民國 105 年（2016）5 月 17 日 

 
 

第二節 修復工程之審議及修訂 

2-2-1、規劃設計圖說之審議及修訂 

設計單位（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於民國 102 年（2013）4 月 19 日依契約期

程函送設計書圖至主辦機關（茄拔天后宮）審查。於同年 5 月 15 日在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理處會議室召開基本設計書圖審查會議，與會出席委員就設計單位所提出

之規劃設計圖說及經費概算資料進行審查後，分別提出意見供設計單位作為修正

之依據（表 2-2-1）。設計單位修正完成後，於 6 月 14 日前提送修正後設計書圖。 

表 2-2-1、審查意見修正綜理表： 

會議時間 民國 102 年 5 月 15 日（星期三） 

會議地點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 

會議主持人 李雪慈（代理） 紀錄 溫國汶 

出（列）席

人員 

審查委員 何培夫、曾國恩 

茄拔天后宮 郭銀發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 溫國汶 

設計單位 趙崇欽、陳致中、江昭德 

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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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國 

恩 

委 

員 

一、造成現況破壞的主要原因係機械抽水，

使得井下方土壤掏空，壁磚下陷、變形、塌

陷。井壁外之土方持續陷落於井底，掏空處

顯現之樹根為後來持續入侵，並非主要原因。

謝謝委員的意見，與技師和植物學者進行現

場會勘後，發現現況井壁坍塌範圍僅為

GL.-200cm 左右，下方井壁壁磚雖內壁平面

形狀變形，但仍屬完好，若是因為下方土壤

掏空而造成損壞，則下方壁磚亦應出現崩塌

損壞之情況。而由附近植物根系狀況判斷，

因是由於較粗的根系通過附近，導致側土壓

變大，加上細微的樹根侵入並破壞灰縫，而

造成古井之損壞。 

二、目前勘查深度僅至 GL 以下 266cm，有必

要繼續了解地下水位。 

謝謝委員的意見，目前已於古井中央與古井

邊完成地質鑽探（深度 12公尺），由資料顯

示，鑽探時的棲止水位約在 GL.-340cm 處，

透水層則約分布於GL.-750cm~GL.-1200cm。

三、所提方案採鋼板樁擋土並有安全支撐，

反觀古井周圍環境係廟前廣場，障礙物不

多，應可考慮採＂open out＂（明挖）方式，

只需做土方安息角即可，若擔心金爐及鄭成

功像較接近，則比鄰處可採局部鋼板樁擋土。

謝謝委員的意見，因採明挖方式對於廟埕廣

場影響較大，且採局部鋼板樁擋土方式所需

之鋼板樁數量僅減少少量，目前仍設計四周

以鋼板樁擋土並設置圍令，但開挖面積縮小

為 4平方公尺，可令費用大幅縮減，詳圖

A1-01、A2-01、A2-02、A2-03。 

四、古井周圍半徑 150 公分以 RC 牆阻絕？作

用不明？若為了古井壁磚之補強，倒可以考

慮於原弧形磚壁（5.5cm）再加一層壁磚強

固。 

謝謝委員的意見，目前採取於原有弧形壁磚

外再新砌一層壁磚（t=12.5cm）加強，詳圖

A2-01、A2-02。 

五、阻根板之施作：可將影響古井構造之範

圍採斷根後以＂阻根板＂阻絕即可。 

謝謝委員的意見，目前設計於新砌壁磚外側

GL.至 GL.-150 處貼附不銹鋼板，以阻絕榕

樹樹根侵入，詳圖 A2-01、A2-02。 

六、弧形磚之重砌若由古井外施作，可以製

作木製模板（中 70cm）為內模，依此砌築

（GL266cm 以下因泥砂淤塞，大致無損壞現

象）。 

謝謝委員的意見，依照委員意見辦理，詳施

工說明書頁 17~19。 

七、古井宜恢復突出於地上之形貌（當然需

要找出原型），若找不著，亦可先處理至地面

即可。 

謝謝委員的意見，目前因無法得知古井原有

之樣貌，因此僅於地坪鋪面設計漣漪之意

象，以彰顯古井之存在，詳圖 A2-02。 

何 

培 

夫 

委 

員 

一、應探討地坪下土方流失的原因，用以改

善對策。 

謝謝委員的意見，地坪下土方流失之原因應

為井壁崩塌後，周圍土方落入井中而造成流

失。 

二、斷根方法應對榕樹，而非建立擋土牆與

鋼構兩道四週之防護，縮小樹冠可令水平跟

謝謝委員的意見，已將榕樹枝葉整修納入修

復項目，詳圖 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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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擴大。 

三、古井之水乾涸亦屬自然現象，未必掘至

出水位。 

謝謝委員的意見，目前將挖掘至開挖面下方

1公尺處（GL.-500cm），詳圖 A2-01、A2-02。

四、井欄護蓋應具觀看與美觀安全，以及日

常維護之方便性。 

謝謝委員的意見，目前設計以膠合強化玻璃

（t=1cm）沖孔（直徑 2cm，9 孔），做為井

欄護蓋，詳圖 A2-02。 

五、經費編列偏高。 謝謝委員的意見，已調整經費編列，詳預算

書。 

六、訪作井欄，設計古井意象（含鋪面）；若

否，則似地下水道入口。 

謝謝委員的意見，目前以漣漪作為地坪鋪面

之意象設計，詳圖 A2-01。 

七、本案明確為「搶修工程」。 謝謝委員的意見，本案案名以改為「歷史建

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設計單位於民國 102 年（2013 年）6 月 14 日依契約期程函送修正後設計書圖

至主辦機關審核。主辦機關於 8 月 6 日進行書面審查，委員就設計單位所提出之

規劃設計圖說、工程預算書及施工說明書內容進行書面審查後，分別提出意見供

設計單位作為修正之依據（表 2-2-2）。設計單位修正完成後，於 9 月 9 日前提送修

正後設計書圖，主管機關於 11 月 5 日發函(南市文資處字第 1020965254 號)同意核

定，設計單位於 102 年 11 月 15 日提送工程招標資料。 

表 2-2-2、審查意見（書審）修正綜理表： 

會議時間 民國 102 年 8月 6日（星期二） 

審查人員 審查委員 張嘉祥、曾國恩、何培夫 

出(列)席 

人員 

茄拔天后宮 郭銀發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 溫國汶 

設計單位 趙崇欽、陳致中、江昭德 

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曾 

國 

恩 

委 

員 

一、井壁外圍新砌 1/2B 磚之砌法要有說明，

因為其壁面係圓弧形，是否採＂放射

型＂砌作？要有圖示。新作磚牆下方之

RC 基座如何確保不會再下陷？ 

謝謝委員的意見，井壁外圍新砌壁磚採放射

型砌作，厚度調整為 1B，詳圖 A2-01。 

新作 RC 基座主要承載為新砌壁磚之重量，

經檢討後已調整寬度尺寸，加大受力面積，

分散所承受之重力，以避免發生下陷，詳圖

A2-02。 

二、土方開挖及鋼板樁擋土範圍為 4m*4m，

但地坪復原圖卻是圓形，是否有誤？原

廟埕龜裂之地坪不修復嗎？ 

謝謝委員的意見，地坪復原範圍已調整為

4m*4m，詳圖 A1-02、A2-03。 

廟埕龜裂之地坪為歷史建築範圍之外，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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裂縫應是由榕樹樹根所造成，若要進行修

復，則需進行開挖與榕樹斷根處理，影響甚

大，建議另案處理。 

三、原井壁係弧形磚，是否須試作？工期是

否會影響。另內俓採白灰粉刷，但卻令

經常浸泡水中，是否合適？原樣係白灰

粉刷嗎？還是只作了灰縫？養灰時間會

影響工期，必要時可註明承商可使用其

他工區所養之灰作（只要能證明其程序

及原料正確即可）。 

謝謝委員的意見，施作前廠商應先以新作井

壁壁磚進行試作，試作時依原有形式仿砌

30cm（高度），經監造單位檢視同意後方得

施作，詳施工說明書頁 14。 

經現場調查與材料試驗後，確定井壁內側原

樣為白灰粉刷。 

四、設計圖 A3-01 之不銹鋼板當導根版，厚

度標示為 5mm，而預算表註明 3mm，厚度

不符，請修正，並補充交接處細部圖。

謝謝委員的意見，不銹鋼板厚度已修正為

3mm，詳圖 A2-01、A2-02、A3-01。不銹鋼

板以 M12 化學錨栓固定於新砌壁磚外側，交

接處細部詳圖 A2-04。  

五、預算書中＂井壁壁磚清理、仿作、回砌、

新砌＂（含導根版）均以＂m＂為單位，

是否有誤？ 

謝謝委員的意見，預算表單位已修正為 m2，

詳預算書。 

張 

嘉 

祥 

委 

員 

一、基於古井下方土壤及構造穩定性考慮，

以及施工工區、工程安全性考慮，是否

要挖到 400cm 深，建議再斟酌。 

謝謝委員的意見，挖掘深度已調整為

300cm，詳圖 A2-02、A2-04。 

二、若調整開挖深度，則是否仍必要採 4m*4m

範圍鋼板樁擋土，請配合檢討。 

謝謝委員的意見，採取 4m*4m 範圍鋼板樁擋

土時，扣除中央古井直徑約 1m，以及鋼板

樁所需空間（單邊 30cm），所剩下可供施作

的空間只剩 1.2m，由於工程進行時的深度

較深（3m），考慮到施作的安全性及便利性，

仍採 4m*4m 範圍鋼板樁擋土。 

三、新砌之環井磚壁，基本上係原制，保護

原環狀井壁，其介面是否進一步考慮，

以免新砌環井磚壁有下陷變形時，不致

導致原 5cm 厚環形井壁受力破壞。 

謝謝委員的意見，新砌環井磚壁經檢討後已

調整基礎寬度，應無下陷之危險；而新砌環

井磚壁與舊有井壁之間設計留有 2cm 之間

距，並以土壤填實，避免新舊井壁直接接

觸，詳圖 A2-01、A2-02。 

四、新砌環井壁磚之基礎寬有評估分析，儘

量控制其下陷至最小量。 

謝謝委員的意見，經檢討後已調整新作 RC

基座寬度尺寸，加大受力面積，分散所承受

之重力，避免發生下陷，詳圖 A2-02。 

五、目前雖無井欄，但仍建議設置，以強化

古井之意象，並配合再利用。 

謝謝委員的意見，已設計新作井欄強化古井

意象，詳圖 A2-02、A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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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古井周邊之地坪鋪面，建議範圍擴大，

並與鄭成功像做整合考慮，使強化整個

廟前歷史氛圍。 

謝謝委員的意見，已調整古井周邊之地坪鋪

面，並與鄭成功像連結，詳圖 A2-03。 

何 

委 

員 

培 

夫 

一、井欄凸出 20 公分，仍有被撞的可能。 謝謝委員的意見，已調整井欄高度為

100cm，詳圖 A2-02、A2-03。 

二、井邊地坪鋪面可做方形，與古井形成方

圓造形；周邊施作活動「車擋」以維護

地坪與古井安全。 

謝謝委員的意見，井邊地坪鋪面採方型造

型，詳圖 A2-03。與廟方討論後，認為周邊

若設置車檔，則可能影響於廟埕舉辦之傳統

民俗活動，因此暫不考慮設置。 

三、井蓋圈可作「兩儀」（雙魚圖案），方框

內有八卦八邊形，製作「古井回春」的

期願以及故事創作。 

謝謝委員的意見，目前設計井蓋圈為兩儀意

象（雙魚）之圖形，地坪鋪面採方型造型，

內為八邊形圖案，古井則位於中心位置，代

表生生不息之意象，詳圖 A2-03。 

四、地坪與欄杆可與鄭成功像聯合施作，共

同圍塑保護與尊重的歷史空間。 

謝謝委員的意見，已調整古井周邊之地坪鋪

面，並與鄭成功像連結，詳圖 A2-03。 

 

2-2-2、發包過程 

本工程進行發包前，適逢廟方原主委過世，因主委異動造成本工程發包業務

暫停，期間補助經費獲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同意展延保留，直至廟方組織改選後，

才進行本工程發包。本工程於 103 年 11 月 26 日上網公告招標，12 月 9 日第一次

開標並無廠商投標，因而流標；同年 12 月 10 日第二次上網公告招標，12 月 16 日

開標，僅一家廠商投標，工程預算為 1,645,950 元，由騰騏營造有限公司以新台

幣 1,570,000 元承包本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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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更設計圖說之審議及修訂 

本工程共辦理兩次變更設計，主要因應主辦機關需求而進行局部工項調整，

故依據現場情況辦理變更設計。 

 

2-3-1、第一次變更設計 

壹、變更設計原因 

古井周圍地坪挖掘後，在第五次工程協調會召開時，廟方提出古井是當地居民

孩童時期的重要回憶，希望在古井修復完成後能回復其原有集水功能，要求將古

井底部淤泥清除，因此辦理第一次變更設計。其內容為： 

1. 原本清理井內淤泥深度為GL下方400cm，為重現古井原有功能，變更後將

淤泥清理至井底。 

2. 原本鋪設不銹鋼導根板位置是自GL至GL下方150cm，經委員現場勘查後建

議增加鋪設範圍至GL下方200cm處，避免樹根竄入。 

 

貳、變更設計書圖審查及內容 

設計監造單位提送第一次變更設計書圖後，主辦機關於 104 年 11 月 19 日召

開第一次變更設計審查會，詳細變更設計審查內容如表(表 2-3-1~2-3-2)： 

表 2-3-1、第一次變更審查意見及回覆表： 

會議時間 民國 104 年 11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茄拔天后宮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林副主委清 紀錄 郭銀發 

出（列）席

人員 

審查委員 施忠賢 

善化茄拔天后宮 郭銀發 

文化資產管理處 溫國汶 

設計單位 郭國璽 

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一、以泵浦加壓水柱沖擊井內淤泥，再以抽水

機將混合之泥沙水抽出井外工法原則可

遵照委員意見辦理，現場施作時將使用套管

進行保護，套管與井壁保持 5cm 間距，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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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忠 

賢 

委 

員 

行，惟為防止井壁崩塌，建議可以直徑

60cm 左右之套管配合防護。 

照井壁垂直度隨時調整套管，帶淤泥清理完

成後再將套管與井壁間淤泥清理乾淨，詳圖

A2-02。 

二、目前井壁向南沉陷差異約 7CM，建議回砌

時予以調整。 

遵照委員意見辦理，回砌時採逐層調整方式

進行。 

三、新砌壁磚外側貼附不銹鋼板(T=3MM)，目

前依據之前樹根竄入深度設計 150cm

深，考量水井損壞主要原因為竄根造成，

建議深度再酌以加深至 2m 以上。 

遵照委員意見辦理，不銹鋼板鋪設加深至

GL-200cm，詳圖 A2-02。 

四、抽泥漿同時，建議同時注入清水，使內部

水壓與外部土壓平衡，避免井壁崩塌。 

遵照委員意見辦理。 

 

表 2-3-2、第一次變更設計內容表： 

合約

項次 
預定變更之項目 

單

位 
合約數量

變更後

數量 
變更原因說明 建議方式 變更原因

貳 古蹟本體修復工程 

9-1 井底淤泥清除 式 0 1 

廟方希望古井修復後能重現其

原有功能，故要求將井底內淤

泥清除，故新增本項。 

新增項目 

依使用單

位需求辦

理 

14 導根板不銹鋼板鋪設 式 0 1 

挖掘後發現樹根竄根深度約為

150CM，需增加不銹鋼板鋪設面

積，故本項不施作。 

減項  

14-2 導根板鋪設 式 0 1 

因樹根竄根深度約為 150CM，

為避免樹根再次竄入井內，故

增加不銹鋼板鋪設面積，故新

增本項。 

新增項目  

參、變更設計相關期程 

一、民國 104 年（2015）11 月 6 日－茄拔天后宮發文要求將古井井內淤泥理

至原有井底並配合辦理變更設計（南縣寺燈（5）字第 457 號）。 

二、民國 104 年（2015）11 月 12 日－監造單位提送第一次變更設計書圖（趙

建字(茄)104111201 號）。 

三、民國 104 年（2015）11 月 19 日－召開第一次變更設計書圖審查會議。 

四、民國 104 年（2015）11 月 30 日－監造單位提送修正後第一次變更設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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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民國 104 年（2015）12 月 17 日－完成第一次變更設計議定書。 

 

2-3-2、第二次變更設計 

壹、變更設計原因 

105 年 1 月 15 日召開第九次工程協調會時，承攬廠商於會中提出本工程自 104

年 7 月 14 日，挖掘處插入鋼板樁至今，因天候、停工、變更設計影響而無法進場

施工，造成鋼板樁及水平圍令租期超過原合約租期（2 個月），要求依合約精神追

加鋼板樁租金，經主辦機關同意並指示監造單位就工程標餘款及調整施作內容後

辦理第二次變更設計。其變更內容及原因為： 

1、鋼板樁及水平支撐租賃使用已超過合約給予之租期，變更後增列鋼板樁及水平

支撐租賃補充費。 

2、因應鋼板樁及水平支撐逾期所衍生之租金，變更後將紅磚地坪取消施作，改為

抿石子地坪新作。 

 

貳、變更設計內容 

表 2-3-3、第二次變更設計內容表： 

合約

項次 
預定變更之項目 單位 

合約

數量

變更後

數量 
變更原因說明 建議方式 變更原因

壹 建築工程 

18 地坪新作 M² 18.50 0.00 

配合鋼板樁租期及租金增

加，調整施作項目，本項不

施作。 

減項 

依使用單

位需求辦

理 

18-1 古井周圍抿石子地坪新作 M² 0.00 15.70

配合鋼板樁租期及租金增

加，調整施作項目，故新增

本項。 

新增項目 

依使用單

位需求辦

理 

22 鋼板樁租賃補充費 式 0.00 1.00 

因天候及第一次變更設計

配合廟方要求辦理停工，造

成鋼板樁租賃費用增加，故

新增本項。 

新增項目 

依使用單

位需求辦

理 

23 水平支撐租賃補充費 式 0.00 1.00 因天候及第一次變更設計 新增項目 依使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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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項次 
預定變更之項目 單位 

合約

數量

變更後

數量 
變更原因說明 建議方式 變更原因

配合廟方要求辦理停工，造

成水平支撐租賃費用增

加，故新增本項。 

位需求辦

理 

24 原有地坪復原仿作 式 0.00 1.00 

配合鋼板樁租期及租金增

加，調整施作項目，故新增

本項。 

新增項目 

依使用單

位需求辦

理 

 

 

參、變更設計相關期程 

一、民國 105 年 1 月 15 日第九次工程協調會，廠商提出鋼板樁及水平支撐原

合約租賃費用不足事宜，決議辦理第二次變更設計。 

二、民國 105 年（2016）2 月 1 日－監造單位提送第二次變更設計書圖（趙建

字(茄)105020101 號） 

三、民國 105 年（2016）3 月 5 日－茄拔天后宮核定第二次變更設計（南縣寺

燈（5）字第 466 號）。 

四、民國 105 年（2016）3 月 11 日－完成第二次變更設計議定書。 

 

 

2-3-3、變更設計經費及工期 

原契約總價為 1,570,000 元，第一次變更後契約總價為 1,619,711 元，其中加

帳金額為新台幣 130,176 元，減帳金額為新台幣 80,465 元，合計共增加工程費為

新台幣 49,293 元，工期則增加 7 日曆天。 

第二次變更後契約總價為 1,644,300 元，其中加帳金額為新台幣 107,599 元，

減帳金額為新台幣 83,010 元，較第一次變更設計後金額增加 24,589 元，工期則限

期完工至 105 年 4 月 30 日（如遇其他因素或氣候影響，則另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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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程合約內容 

民國 104 年（2015）1 月 5 日，茄拔天后宮（甲方）與承包廠商騰騏營造有限

公司（乙方）完成工程合約之簽訂。合約名稱為「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契約書」。契約中所簽訂之款項共二十三條，第一條契約文件及效

力、第二條履約標的及地點、第三條契約價金之給付、第四條契約價金之調整、

第五條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第六條稅捐、第七條履約期限、第八條材料機具及

設備、第九條施工管理、第十條監造作業、第十一條工程品管、第十二條災害處

理、第十三條保險、第十四條保證金、第十五條驗收、第十五條之一操作、維護

資料及訓練、第十六條保固、第十七條遲延履約、第十八條權利及責任、第十九

條連帶保證、第二十條契約變更及轉讓、第二十一條契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行、

第二十二條爭議處理、第二十三條其他、附錄一工作安全與衛生、附錄二工地管

理、附錄三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附錄四品質管理作業、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

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無委託專案管理廠商）。 

契約中議訂之工程總價為新台幣壹佰伍拾柒萬元整，應於機關通知日起 7 日

內開工，並於開工日起 300 日曆天內竣工，工程自全部完工後經驗收合格日之日

起，由乙方保固五年。 

契約書除議約條文外，並包括下列附件： 

壹、開/決/流/廢標紀錄表一份。 

貳、茄拔天后宮底價核定單（總價決標）一份。 

參、電子憑據資料一份。 

肆、工程標單一份。 

伍、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一份。 

陸、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丙種會員證書 

柒、金融機構查詢同意書一份。 

捌、投標廠商聲明書一份。 

玖、退還押標金申請單一份。 

拾、委託代理授權書一份。 

拾壹、切結書一份 

拾貳、聘任工地負責人/聘任傳統匠師簡歷表及相關資料一份 

拾參、調整後預算詳細表（契約總表、契約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一份。 

拾肆、施工說明書（總則、工程管理、材料規範、工程內容）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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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伍、圖說一份。 

附件中「標單（估價單）」、「施工說明書」、「圖樣」能夠直接顯示出工程內容。「標

單」可以顯示出工程的施工項目、內容及數量；「施工說明書」可以顯示出工程中

所施用的工具、材料、工法和工程營建管理的規範；「圖樣」則可以顯示出工程的

施工位置與內容，以及完工後之形貌。 

 

2-4-1、修復設計圖說 

工程合約中所檢附的施工圖說為規劃設計階段經審定之資料，亦是實質施作

時之核對依據，內容有配置圖、平面圖、剖面圖、細部大樣圖及榕樹植栽計畫等，

本修復工程原訂合約之施工圖說共計 9 張，變更設計後張數不變，施工圖說共計 9

張，如下表 2-4-1 所示： 

表 2-4-1、施工圖總覽表 

張號 圖名 

1 圖號索引表、茄拔天后宮廟埕現況配置圖 

2 古井周圍修復範圍示意圖 

3 古井周圍修復後地坪鋪面配置圖 

4 古井平面暨剖面現況圖 

5 古井平面修復圖 

6 古井剖面修復圖、新作基座大樣圖 

7 新作地坪鋪面圖 

8 安全支撐示意圖、導根板不銹鋼板大樣圖 

9 茄拔天后宮榕樹維護計畫 

 

2-4-2、施工說明書 

依據施工說明書內之規範，與工程契約、工程圖樣、標單有同等效力，相互為用，

如遇說明書圖樣標單互有不符、遺漏不明、未經註明或圖樣不明瞭之處，應依照

建築師或監造人員之指示施工。其內容包括總則、工程管理、材料規範和各施工

準則等。其內容綱要如下表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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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施工說明書綱要 

項目 內容 

第一章、 

總則 

1.廠商資格規範 2.書圖說明 3.實地勘查 4.工程圖說 5.臨時設施 6.臨時水

電 7.公私設施、物品之防護及處裡 8.安全措施 9.意外防護 10.加班趕工

11.材料及人工 12.埋藏物品 13.工程保險 14.工地環境維護及廢棄物處理

15.工地撤離清理 16.竣工圖 17.法規遵守 18.其他 19.施工記錄及管理 

第二章、 

工程管理 

1.施工計畫及報表 2.品質管理計畫 3.工程進度 6.施工協調 7.工程變更 8.工程

延期 9.材料試驗 10.工程查驗及檢驗 11.工程估驗及驗收 

第三章、 

材料規範 

（一）材料規範 

1.水泥  2.細骨材（砂）  3.粗骨材（石子）  4.工程用水  5.白灰   

6.傳統灰漿  7.海菜  8.麻絨  9.鋼板  10.井壁壁磚  11.材料試驗項目與

頻率-井壁壁磚 

第四章、 

工程內容 

1.修復內容  2.井壁壁磚工程  3.新砌壁磚工程  4.榕樹植栽維護計畫 

2-4-3、經費 

本修復工程得標廠商之發包工程金額為 1,570,000 元整，第一次變更設計後之

工程金額為 1,619,711 元整，第二次變更設計後之工程金額為 1,644,300 元整，結

算金額亦為 1,644,300 元整（表 2-4-3）。 

表 2-4-3、修復工程總經費表 

編號 項目名稱 
原合約 

第一次變 

更設計 

第二次變 

更設計 

工程結算 

金額 金額 金額 金額 

壹 假設工程 81,350 81,350 81,350 81,350

貳 古蹟本體修復工程 1,197,057 1,238,437 1,258,904 1,258,904

參 工地物料棄運費 28,500 28,500 28,500 28,500

 小計(壹~柒) 1,306,907 1,348,287 1,368,754 1,368,754

肆 管理費及利潤(壹~柒≒10%) 132,738 136,941 139,020 139,020

伍 勞工安全衛生費 19,000 19,602 19,900 19,900

陸 品管費(壹~柒≒2%) 26,138 26,966 27,376 27,376

柒 工程保險費(壹~柒≒0.8%) 10,455 10,786 10,950 10,950

 小計(壹~拾壹) 1,495,238 1,542,582 1,566,000 1,566,000

捌 加值營業稅(壹~拾壹*5%) 74,762 77,129 78,300 78,300

 合計(工程發包費壹~拾貳) 1,570,000 1,619,711 1,644,300 1,64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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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施工流程、進度及權責區分 

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施工工項可以分類為前置及各鄰

近建築物鑑定及監測、鋼板樁及水平支撐工程、土方工程及回填土工地密度試驗、

榕樹根系調查及斷根處理、井底淤泥清理、井壁磚拆解回砌及仿作、壁磚新砌、

導根板鋪設、井欄及井蓋新作、地坪新作及復舊工程…等，其施作流程（圖 2-5-1）

及內容說明如下： 

2-5-1、施工流程 

 

 

 

 

 

 

 

 

 

 

 

 

 

 

 

 

 

 

 

 

 

圖 2-5-1、工程施工流程圖 

工程告示牌

安全圍籬

假設工程施作 

工程開工 

鄰近建築物鑑定及監測 井壁磚訂製 

井欄磚訂製 

地坪拆解 

土方挖掘(GL-130CM) 

榕樹枝葉修剪 

樹根斷根施作 

鋼板樁及水平圍令施作 

土方挖掘(GL-300CM) 

配合原有井壁磚撿拾 

井底淤泥清除 

井壁磚回砌 

壁磚新砌 

土壤壓密度試驗 

井欄新作 

抿石子地坪新作及原有地坪復原 

完工 

混凝土基座新作 

土方回填 

不銹鋼導根板鋪設 

不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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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施工進度 

本工程預定施工期限為 300 日曆天，施工單位於民國 104 年（2015）2 月 1 日

向主辦單位函報開工，第一次變更設計後追加工期 7 日曆天，其後在 105 年 3 月

11 日第二次變更設計議價時，限期於 4 月 30 日完工（除其他因素及氣候影響，則

另議)，整個工程於同年5月17日申報完工，全部工程施工時間共計 347.5 日曆天。。 

施工期間因為辦理第一次變更設計停工 42 天、配合廟方慶典活動停工共計 2

天、因雨導致現場泥濘無法施工計 61.5 天，國定假日依合約規定不計工期為 19 天，

合計天數為 124.5 天。 

圖 2-5-2 為承包商於變更設計後提出之工程預定進度表，並將施工期間實際施

作進度註記於其上，作為施工進度掌握之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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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工程進度表（工程要徑曲線圖）＊虛線表預定進度，實線表實際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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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進度隨著工程進行中變化，施工進度依據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編製的「監

造報表」，將本工程自開工起之每月工程進度與總施工進度之預定進度，對照實際

進度及施作內容以表列彙整如下表 2-5-1： 

表 2-5-1、「監造報表」之工程進度彙整表 

施作 

時間 

月工程進度％ 總工程進度％ 
施作內容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04.02 0.88 0.51 0.88 0.51 開工、工程告示牌施作 

104.03 0.82 0.83 1.70 1.34 井壁壁磚仿作 

104.04 4.46 3.43 6.16 4.77 

井壁壁磚仿作、鄰近建築物鑑定及監測費-

高程測量及鄰房現況調查、榕樹根系調查及

維護計畫-現場會勘及調查 

104.05 5.32 5.39 11.48 10.16 

井壁壁磚仿作、鄰近建築物鑑定及監測、榕

樹根系調查及維護計畫、活動式安全圍籬

（機動設置） 

104.06 5.02 8.16 16.50 18.32 

土方挖掘、井欄新作-紅磚燒製、活動安全

圍籬、井壁壁磚仿作、榕樹根系調查及維護

計畫完成 

104.07 24.08 27.26 40.58 45.58 

榕樹枝葉整修及榕樹斷根處理、鋼板樁擋土

工程、水平支撐工程、土方挖掘、臨時抽水

設施 

104.08 4.95 1.96 45.53 47.54 土方挖掘 

104.09 7.52 2.94 53.05 50.48 臨時抽水設施、材料檢驗費、土方挖掘、 

104.10 4.76 0 57.81 50.48 無施工 

104.11 1.79 1.0 59.60 51.48 井中淤積泥砂清理 

104.12 3.02 0.63 62.62 52.11 井底淤泥清除、井壁壁磚拆解回砌 

105.01 3.78 8.2 66.40 60.31 
壁磚新砌、土方回填、井底淤泥清除、井壁

壁磚拆解回砌 

105.02 7.88 2.06 74.28 62.37 
土方回填、井壁壁磚拆解回砌、壁磚新砌、

回填土工地密度試驗 

105.03 18.2 28.97 92.48 91.34 
土方回填、回填土工地密度試驗、井壁壁磚

拆解回砌、壁磚新砌、不銹鋼導根板鋪設、

鋼板樁擋土工程拔除、井壁壁磚仿作 

105.04 3.78 4.36 96.26 95.70 
導根板舖設、土方回填、回填土工地密度試

驗、古井周圍抿石子地坪新作-植筋 

105.05.17 3.74 4.3 100.0 100.0 
古井周圍抿石子地坪新作、原有地坪復原仿

作、地坪復舊、井欄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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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各單位權責區分 

壹、三級品管制度 

為提高古蹟修復工程施工品質之水準及落實「行政院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

作業要點」及「工程施工查核作業辦法」，本工程依循三級品管系統制訂組織架構

（表 2-5-2），據以建立權責區分表及各單位審核機制。依三級品管制度之規定，一

級品管為承包商，二級品管為監造單位及古蹟主辦機關，三級品管為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理處，以落實公共工程三級品管制度。 

表 2-5-2、三級品管制度組織架構表 

分級 組織架構 

三級 

 

 

 

二級 

 

一級 

 

貳、執行情形 

三級品管的精神就是分層負責，每一個層級有其應做的工作，每一級品管人

員對自己應做的事負責，每一級檢查後應改善的處理方式也不同，一級品管（騰

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承包商自行建立品管組織，執行品質管制作業，提出施

工計劃、自主檢查表、檢驗程序等，經二級主管監造單位審查通過，主辦機關核

施工品質(抽)查驗、材料查驗、檢驗

停留點查驗 

茄拔天后宮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施工過程自主檢查 

工程施工查核 

文化部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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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後，依照提出的品管計畫書進行品質管制作業。 

二級品管（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茄拔天后宮、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為

品質保證。由監造單位進行督導與協助廠商執行品管作業，監造單位的工作是現

場對於檢驗停留點及施工品質進行查抽驗，以及材料或機具的檢測、查驗，或送

公正第三單位進行檢試驗，與檢查承包商文件資料等，對業主保證廠商的施工品

質；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於本修復工程施工期間以隨機性抽驗及檢驗停留點抽驗

二種抽驗頻率及方式進行廠商施工品質及勞工安全衛生各項目之抽驗，以確保施

工品質。 

另二級品管為品質督導，由主辦機關及主管機關建立品保制度、標準作業

程序、標準規範、人員訓練計畫等，檢查文件是否有管控或抽檢工地各項目，

本修復工程開工至竣工，未進行工程督導。 

三級品管（文化部、臺南市政府）為工程品質與進度查核，協同內外聘專

家學者監督一、二級品管是否確實控管工地進度與工程品質，並檢查各項品質

管控文件，本工程開工至竣工，未進行工程查核。 

參、工地組織架構 

	

	

	

	

	

	

圖2-5-3、工地組織架構表 

騰騏營造公司 

專任工程人員 

呂文豪

工地負責人 

黃文郎 

勞安人員 

黃文郎 

泥作匠師: 

劉聰連

工務助理 

黃武義 

品管人員 

闕玉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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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3、工程人員資歷表 

職稱 姓名 證照名稱 結業證書號碼 

專任工程人員呂文豪 經濟部技師登記證-土木科 台工登字第016893號 

工地負責人 黃文郎 古蹟修復工地主任培訓專業班 古蹟工地主任台內中民字第○九一○○七八

五六七號 

品管人員 闕玉麗 公共工程品質管理證書 證書編號第ER1033828號 

勞工安全 

衛生管理員 
黃文郎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人員 中訓證字第3779-26號 

	

第六節	工程各項施工計畫書 

為確保本工程施工期間監造品質、施工品質、勞工安全及工地環境衛生整

潔，監造單位首先於施工前提報監造計畫書（104.01.13）交主辦機關茄拔天后宮

審查核定（104.01.21）。承包商除了施工計畫書、品質計畫書及勞工安全衛生計

畫書是在開工前五天內函送監造單位進行審查，其餘各分項工程施工計畫書皆在

施工過程中，於各該分項工程施工前送監造單位審查，核可後據以施工，以利工

程順利進行。下表2-6-1為監造計畫書暨各項施工計畫書審定時程紀錄： 

表2-6-1、監造計畫書暨各項施工計畫書審定時程紀錄 

工程名稱 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開工日期 民國 104 年 2 月 1 日 

契約編號 1031103 工期 開工之日起 300 日曆天 

監造單位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承包商 騰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項

次 
送審項目 

第一次 

送審日期

第二次

送審日期

第三次

送審日期

第四次

送審日期

審查完成 

日期 

主辦機關

同意日期

1 監造計畫書 104.1.13 ---- ---- ---- 104.01.21 104.01.21

2 施工計畫書 104.01.27 ---- ---- ---- 104.01.30 104.01.31

3 品質計畫書 104.01.27 ---- ---- ---- 104.01.30 104.01.31

4 勞工安全衛生計畫書 104.01.27 ---- ---- ---- 104.01.30 104.01.31

5 鄰近構造物位移監測計畫書 104.05.24 ---- ---- ---- 104.05.30 104.06.19

6 井壁施工計畫書 104.03.02 104.03.09 ---- ---- 104.03.15 104.03.20

7 鋼板樁支撐施工計畫書 104.03.09 104.03.30 104.04.28 ---- 104.04.30 104.05.04

8 榕樹植栽維護施工計畫書 104.05.24 ---- ---- ---- 104.05.30 104.06.04

9 地坪新作施工計畫書 104.06.17 104.07.08 ---- ---- 104.07.14 104.07.23

 



                                                           第三章  前置作業及各項拆解工程 

3-1 

第三章 前置作業及拆解工程 

第一節  施工說明會 

第二節  開工動土儀式 

第三節  假設工程 

第四節  地坪拆解及土方挖掘工程 

第五節  根系調查及斷根處理 

第六節  井底淤泥清理 

第七節  隱蔽資訊 

 

第一節  施工說明會 

為使修復工程順利進行，減少施工期間對附近居民和管理單位所造成的困擾，於

民國 104 年（2015）1 月 21 日由廟方召開施工說明會，由承攬商先就施工範圍、期

程及相關管制設施作說明，施工說明會由胡主委萬來主持，與會人員包括有臺南市文

化資產管理處溫技士國汶、監造及施工記錄單位趙建築師崇欽、工地負責人黃文郎。

會中各單位就現場施工提出疑慮和建議，廠商亦答應配合（表 3-1-1）。 

表 3-1-1、施工說明會紀錄表 

會議時間 民國 104 年 1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15 時 00 分 

會議主持人 胡主委萬來 紀錄 郭副主委銀發 

出（列） 

席人員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 溫技士國汶 

監造及施工記錄單位 趙崇欽建築師 

承攬廠商 黃文郎(工地負責人) 

討論事項

及回應 

會議結論 意見回覆 

1.弧形磚訂料及確認進場時間後，再進行現場挖掘。 遵照指示辦理 

2.預定進度表應配合弧形磚作業時間進行製作。 遵照指示辦理 

3.挖掘工程請於施工前告知監造單位及廟方。 進行挖掘時間確定後再通知廟方及監造

4.監造計畫書於 104 年 1月 21 日審查通過。 監造計畫書已完成核定 

5.請施工廠商於 104 年 2月 1日申報開工。 遵照指示辦理 

6.施工廠商於開工前需完成施工及品質計畫書。 遵照指示辦理 

7.弧形磚燒製前請施工單位安排廠驗。 遵照指示辦理 

8.需先進行鄰房鑑定及監測。 已經委託台灣省土木技師公會協助鑑定

9.工程採購契約書內無權責區分表，施工單位需儘

速進行改善。 
遵照指示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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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開工動土儀式 

承攬商依照契約規定於民國 104 年（2015）2 月 1 日正式申報開工，並在動土前，

由主辦機關選定民國 104 年（2015）3 月 18 日為良日吉時，於當日上午 10 時舉行開

工動土儀式，參與人員有：茄拔天后宮：胡主委萬來、郭副主委銀發；嘉南里林里長

儀伍；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林處長韋旭、副研究員傅清琪、林組長佳蕙、溫技士

國汶；設計監造單位：趙崇欽建築師、傅郁方；承攬廠商：工地負責人黃文郎、專任

工程人員呂文豪。 

供桌擺設於古井東側空地，供桌上擺設三牲及鮮花素果，參與人員皆面向供桌朝

向古井焚香祭拜，由胡主委萬來擔任主祭，祭典流程： 

一、 典禮開始 

二、 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就位 

三、 上香 

伏   以 

日吉時良 天地開張 當天結座高台 立案焚香 香煙沉沉 神必降臨 

香煙昇起 神通萬里 奉請三界五方執符使者 速報天庭 

奏請吉星正宿下凡 開工動土 顯應昭彰 

班斧靈靈 動土清明 班斧奇奇 開工動土得吉時--(一拜) 

 

開一開 山河社稷絕塵埃 點一點 恰是雷霆閃一閃 

聽吾尊拜皆顯應 百年歷史千年在 擁護合台長富貴 

百子千孫天地長 動土者 萬神擁護 觀禮者 萬年富貴--(再拜) 

 

動天天清 動地地靈 動人人長生 動爾兇神惡煞出外庭 

恭請 荷葉仙師 本境福德正神 本境地基大士 本境五路財神 

及列聖高真來作主 

今 吉日良時 由臺南市文化處-林處長、善化茄拔天后宮-廟方主委及眾委員、設

計監造單位-趙建築師、施工單位-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爾等來動土 動土三師三

童子 動土三師三童郎 

神靈顯赫 古井修復順利 十方大德福常來—三拜---(收香) 

祭拜完成，各朝古井東、南、西、北方及中，各執斧頭敲擊象徵動土，最後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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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炮、化金，完成開工動土典禮（照 3-2-1～3-2-6）。動土典禮結束後，各參與人員於

動土之斧頭簽名紀念。 

照 3-2-1：祭拜地點在井邊東側 照 3-2-2：焚香祝禱工程順利 

照 3-2-3：執斧頭敲擊象徵動土 照 3-2-4：化金 

照 3-2-5：參與人員於動土之斧頭簽名紀念 照 3-2-6：完成動土儀式合影紀念 

 
 

第三節  假設工程 

假設工程包括有活動式安全圍籬（機動設置）、工程告示牌、鋼板樁及水平圍令、

臨時抽水設施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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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活動式安全圍籬 

活動式安全圍籬（180*180cm）的位置主要設置於古井四周，為顧及施工期間之

安全維護及工區區隔，避免民眾誤闖跌落古井開挖區域，故於修復範圍搭設施工圍籬

並張貼工程告示牌、夜間警示燈等標示（照 3-3-1~3-3-2）。 

金爐

鄭成功像

汲水井

古井

安全圍籬施作位置
720

54
0

720

 

圖 3-3-1：安全圍籬施作位置示意圖 

照 3-3-1：安全圍籬施作 照 3-3-2：安全圍籬設置完成 

3-3-2 工程告示牌 

工程告示牌為鋁質（120cm*75cm）懸掛於入口門廳左側之施工圍籬上，民眾可

以籍由告示牌的說明瞭解古井內正在進行之工程(照 3-3-3~3-3-4)。 

照 3-3-3：公共告示牌置於入口前方 照 3-3-4：工程告示牌內容 



                                                           第三章  前置作業及各項拆解工程 

3-5 

3-3-3 鋼板樁及水平圍令施作及拆除 

地坪開挖至 GL-130cm 處，即進行鋼板樁及水平圍令支撐施作。施作鋼板樁

及水平圍令之主要目的是作為擋土支撐，避免日後向下深挖後造成土壤坍塌，鋪

設位置為沿著地坪切割處進行(圖 3-3-1)。 

為避免鋪設鋼板樁時產生震動造成古井之破壞，施工人員以 SA-100 靜壓植樁

機進行無振動之植樁，透過壓樁機底部夾住鋼板樁，利用油壓將鋼板樁緩慢插入

土壤內，並使用紅外線水平儀確認鋼板樁植入深度是否符合規定。鋼板樁植入由

北端，依序東端→南端→西端逐一進行，植樁完成後，繼續進行水平支撐施作。 

施工人員先以水平連通管（俗稱水秤管）放樣三角托架高程後，將托架焊接

固定於鋼板樁，再將水平圍令置於拖架上並以螺栓將圍令四角隅鎖固，最後再將

角撐以螺栓鎖固於水平圍令側邊。完成圍令及角隅搭設後，在圍令端部與鋼板樁

間以鐵板焊接固定。 

回填土方作業進行至 GL-160cm 後，開始鋼板樁拔除作業，其依序角撐→圍

令→鋼板樁的順序進行拆解，先以乙炔切斷原固定螺栓後，再以吊車將角撐吊離

工地，再將圍令螺栓切斷拆解吊離，最後使用靜式壓樁機於及吊車緩慢的將鋼板

樁拔除，拔除順序北端→東端→南端→西端（照 3-3-5~3-3-22）。 

照 3-3-5：鋼板樁施作前準備 照 3-3-6： 鋼板樁進場查驗 

照 3-3-7： 以靜式壓樁機進行鋼板植樁 照 3-3-8：植樁後確認高程為 GL.+60cm 



「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                                               

3-6 

照 3-3-9：鋼板樁施作中 照 3-3-10：植摏完成 

照 3-3-11：圍令施作前高程定位 照 3-3-12：底部托架施作 

照 3-3-13：圍令固定 照 3-3-14：角撐固定 

照 3-3-15：螺栓鎖固 照 3-3-16：鋼板樁及支撐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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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3-3-17：角撐移除 照 3-3-18：圍令拆除 

照 3-3-19：水平支撐拆除完成 照 3-3-20：靜式壓樁機將鋼板樁拔除 

照 3-3-21： 鋼板樁依序拔除 照 3-3-22：鋼板樁拔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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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地坪拆解及土方挖掘工程 

本工程之主要工項施作均位於地坪下方，故施作前先將挖掘範圍之 RC 地坪

進行切割後再將土壤挖出，待完成上述工程後再將土壤回填，並重新施作地坪。 

鄭成功像

110
180

110

11
0

18
0

11
0

40
0

400

古井

234

253

挖掘範圍 (4m*4m)

金爐

地坪敲除
(1.65m*2.34m)

 

圖 3-4-1、地坪挖掘範圍處理 

■ 使用工具：（照 3-4-1～3-4-6） 

1.電動工具：切割機、電動鎚、電動砂輪機、捲揚機。 

2.手動工具：墨斗、鐵鏟、獨輪車、鋤頭、水桶、塑膠桶。 

 

照3-4-1：切割機 照3-4-2：電動鎚 照3-4-3：捲揚機 

 

照3-4-4：墨斗 照3-4-5：獨輪車 照3-4-6：鐵鏟及塑膠桶 

壹、地坪拆解 

地坪進行鑿除前，先進行挖掘位置放樣。放樣時以古井圓心並垂直於鄭成功

基座為中心線向東西兩側平行外移 2.3m，再向南北兩側各平移 2.3m 並與之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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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矩形範圍（圖 3-4-1），以墨斗畫線標示在地坪上，確認放樣位置及尺寸無誤

後，施工人員以電動切割機進行混凝土地坪切割，再使用電動鎚進行地坪打除。

古井周圍地坪拆解後發現，地坪下方土壤早已塌陷約 40cm，且井壁磚散落，塌

陷處周圍土壤有發現榕樹之根部竄入（照 3-4-7~3-4-12）。 

混凝土地坪拆解後，針對原有地坪相關尺寸紀錄，作為日後復原時之參考，

紀錄如下： 

1. 原有混凝土地坪厚度約為 9~12cm。 

2. 卵石級配厚度約為 14~17cm。 

3. #4鋼筋單層雙向，間距約為 22cm。 

照 3-4-7： 地坪放樣完成 照 3-4-8：沿墨斗線進行地坪切割 

照 3-4-9：挖掘範圍內地坪打除 照 3-4-10：古井周圍地坪敲除後發現土壤塌陷

照 3-4-11：地坪打除 照 3-4-12：混凝土地坪厚度 9~1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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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土方挖掘 

表面混凝土打除完成後開始進行土方開挖。開挖時由於土壤表面參雜許多混

凝土塊、紅磚、卵石、原有井壁磚(弧長 28cm、高度 15cm、寬度 5.5cm)等雜物，

清理時施工人員先以手工具進行清理，堪用之井壁磚運至工區內地面上疊砌整

齊，其餘廢棄物則暫時堆置於東側空地。 

完成表面清理後進開始進行土壤挖掘，土壤挖掘以人工方式進行，施工人員

一人手持鐵鏟、一人手持電動鎚，電動鎚鬆土再由鐵鏟將土壤鏟起放入桶內，再

以手提方式將塑膠桶提至地面，並將土倒入獨輪車運至東側空地堆置（照

3-4-13~3-4-18）。挖掘過程中若發現榕樹根系，則立刻改以手持小鐵鏟將根系周

圍土壤清理乾淨，避免使用工具而傷及植物根系。 

 

照 3-4-13：以人工進行土方挖掘 照 3-4-14：發現榕樹根系距離地面 65cm 

照 3-4-15：挖掘範圍內之榕樹根系分布 照 3-4-16：古井周邊土方以手工具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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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3-4-17：古井位置尺寸確認 照 3-4-18：土方挖掘後發現遺落之原有弧形磚

 

第一階段挖掘至 GL.-130cm 後，為配合根系調查、斷根處理、鋼板樁施工等

先停止土方挖掘，完成上述工程後，再繼續進行土方挖掘。第二階段挖掘是由

GL.-130cm 至 GL.-300cm，挖掘仍以人工方式進行，但因挖掘深度較深，使用電

動捲揚機協助土壤清運，並將挖掘後之土方放置於古井東側之空地以備回填使用

（照 3-4-19~3-4-24）。 

 

照 3-4-19：以人工進行土方挖掘 照 3-4-20：採吊運方式將土壤運至地面 

照 3-4-21：於原有井內淤泥撿拾堪用之井壁磚 照 3-4-22：堪用之原有井壁磚先置於鋼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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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3-4-23：挖掘土壤放置於古井東側之空地 照 3-4-24：挖掘完成 

 

第五節  榕樹根系調查及斷根處理 

樹木不只能淨化大氣、保持水土、還能維持環境穩定的功能，本工項主要為兼顧

榕樹與歷史建築並存而進行榕樹根系斷根及枝葉修剪處理，除了避免施工過程中造成

榕樹根系之傷害外，也避免修復後重蹈榕樹根部竄入井壁造成坍塌之情事。 

金爐

鄭成功像

茄拔天后宮 交誼廳

榕
樹

活動中心

廁所、儲藏室

110
180

110

11
0

18
0

11
0

40
0

400

汲水井

古井

234

253

挖掘範圍內榕樹斷
根，詳圖A3-01

榕樹樹冠修剪，
詳圖A3-01

 

圖 3-5-1、榕樹樹冠修剪及挖掘處斷根處理 

 

■ 使用工具及材料：（照 3-5-1～3-5-3） 

1.工具：塑膠桶、油漆刷、捲尺、游標卡尺。 

2.材料：免賴得(農用藥劑)、水性水泥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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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3-5-1：免賴得(農用藥劑) 照3-5-2：水性水泥漆 照3-5-3：磅秤 

土方挖掘至 GL.-130cm 後進行榕樹根系斷根處枝葉修剪理，斷根及枝葉處理是

由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森林系助理教授陳建璋博士到場指揮施工人員進行，施作前要求

提送一份根系調查及維護計畫，經核備後方得進行本工項。陳教授到場後先行了解古

井周圍出土之根部分布狀況，並派員記錄根部分佈及枝幹尺寸(圖 3-5-2)，再與施工

人員搭乘吊籃上升至榕樹樹冠處，指揮施工人員以電鋸修剪榕樹枝葉，修剪完後每枝

主幹都只留 3-5 枝側枝。完成枝葉修剪後，即進行古井周圍根部斷根處理，施工人員

手持電鋸依序將所有根部切斷，再將事先準備好之殺菌劑(免賴得 1000 倍稀釋)塗刷

於切口上，等待乾燥後再塗刷白色油漆避免切口細菌感染及腐爛（照 3-5-4~3-5-19）。 

 
圖 3-5-2、古井周圍根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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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3-5-4：樹根竄根現況 照 3-5-5：樹根竄根現況 

照 3-5-6：古井四周樹根竄生現況 照 3-5-7：古井四周樹根竄生現況 

照 3-5-8：基地範圍榕樹斷根中 照 3-5-9：基地範圍榕樹斷根完成 

照 3-5-10：榕樹樹冠修剪 照 3-5-11：施工人員修剪榕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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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3-5-12：陳建璋博士現場檢視斷根情形 照 3-5-13：陳建璋博士現場檢視榕樹修剪情形

照 3-5-14：現場指示殺菌劑塗佈範圍 照 3-5-15：乾燥後使用水性水泥漆保護 

照 3-5-16：基地內榕樹斷根完成 照 3-5-17：樹冠修剪完成 

照 3-5-18： 樹冠修剪處塗殺菌劑 照 3-5-19：乾燥完成後塗水泥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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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井底淤泥清理 

土壤挖掘完成後，並完成井內淤泥局部清理後，廟方要求將古井底部之淤泥全部

清理完畢回復原有功能，因此辦理變更設計。井底淤泥清除具有危險性，需委託專業

團隊進行施工，廠商詢問廟方委員得知，多年前廟方曾經委託出身楠西區之專業團隊

進行古井清淤，經廟方委員協助順利聯絡至該施工團隊。 

進行清淤時，施工人員進入井內先以手工方式將井內淤泥向下清理 1m，再於井

邊周圍設置一組三角立架，立架中心點對準井內並綁紮一台捲揚機，繩索端部施作套

環固定於捲揚機掛勾，另一端綁紮於套筒周圍後放入井內，再以水柱沖刷桶內之底部

淤泥並以鋼筋將其攪拌，再利用沉水泵將混合土壤之泥水抽出，如此施作向下進行約

1m 後，發現井內不只存在淤泥，還包含原有井壁磚及破碎紅磚，無法以此工法進行

清淤，經現場討論後，施工人員建議以人工方式進行，將人員以垂吊方式進入井內，

施工人員手持鐵鏟慢慢將淤泥鏟入桶內，裝滿桶後以由井邊人員操控捲揚機吊運，清

淤後的土壤運至古井東側空地堆置，堪用之原有井壁磚則堆置於工區內（照

3-6-1~3-6-6）。 

照 3-6-1：以手工方式清理井內淤泥 照 3-6-2：三角立架固定捲揚機 

照 3-6-3：綁套筒周圍放入井內 照 3-6-4：以水柱沖刷底部淤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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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3-6-5：以沉水泵將泥水抽出 照 3-6-6：堪用之井壁磚先放置於工區內 

 

 

第七節  隱蔽資訊 

3-7-1、井底構造 

井底淤泥清理完成後再以沉水泵將井底水抽乾，其井底原有構造及形式立即顯

露。抽乾井水後因仍有棲止水慢慢由磚縫處滲漏進井內，使得紀錄時間有限且受限於

空間狹窄，無法進行完整量測，以下針對井底所見構造加以敘述： 

井底清理約至 GL-700cm 後發現古井底部土壤由含沙土壤變成不透水黏土，周圍

紅磚砌築方式也不同，原先井壁磚為弧形磚，而在此深度其井壁磚由紅磚所圍砌，平

面呈現近似圓形，紅磚疊砌四皮高，紅磚上方為一層灰色圓弧井壁磚，再上一層才是

紅色圓弧井壁磚（圖 3-7-1），掏井的專業團隊表示此一深度為井底，原先廟方所埋

設的抽水 PVC 管亦是到此深度，因此研判此深度應為水源為棲止水之井底。 

井底的紅磚構造磚與磚之灰縫水平寬度約為 5cm、垂直寬度約為 1cm，磚縫勾縫

材料經長時間浸泡及沖刷已有流失，紅磚上方的灰色圓弧井壁磚有一塊灰色井壁磚已

脫落，由此處觀察到發現脫落之灰色圓弧井壁磚後面為鵝卵石疊砌，卵石間有泥作填

縫，井水由磚縫及卵石縫隙流入井內（圖 3-7-2、照 3-7-1~3-7-3）。 

井水的來源部分，估據鑽探報告為棲止水，為大雨降至地面後雨水滲入土壤內，

而古井周圍地底有一片不透水黏土層，雨水滲入至這片土壤後就無法往下，故在不透

水黏土層上方累積一層稱為棲止水，而古井底部則位於這一片水層內，故井水則源源

不絕地湧入井內，直到井內、外之水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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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井底型式示意圖 照 3-7-1：抽乾井水後方能進行紀錄 

照 3-7-2：井底為紅磚及弧形井壁磚疊砌 照 3-7-3：井壁磚後方為鵝卵石疊砌 

 

圖 3-7-2、井水來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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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古井形式及材質 

古井是由井壁磚疊砌而成，自井底到地面約為 7m，壁磚疊砌皆採勾丁方式疊砌，

其壁體垂直斷面非筆直，而是呈現彎曲狀態，其形狀不同深度亦呈不規則的圓形，而

非正圓。井底井壁由 10 塊井壁磚組成縮至井頂剩完整 9 塊磚，呈現下寬上窄之形式

（圖 3-7-3）。井壁磚之間以白灰作為勾縫材質，其白灰填縫位置僅塗抹於紅磚周圍，

中央處未施作。本次修復依照原有形式砌築，由 10 塊磚慢慢縮減為完整 9 塊磚，並

將原有半塊壁磚回砌，在勾縫方面，依照原有施作方式，於井壁磚邊緣塗刷白灰粉刷

後回砌。 

在表面材質方面，發現井底內緣有一層白色粉刷，原疑為白灰粉刷，經詢問當地

年長者，均表示該井從小所見其井壁就是紅色，未進行白灰粉刷。將掉落之井壁磚內

緣之白色粉刷拆解後發現，粉刷內未發現麻絨且其壓碎後可感覺到顆粒狀，推測應為

水井內石灰質之結晶附著於井壁磚內緣，長時間下來形成一層白色粉刷（照 3-7-4）。 

圖 3-7-3、古井形式示意圖 照 3-7-4：井底內緣白色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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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古井修復工程 

第一節  修復前概述 

第二節  井壁壁磚回砌及新砌壁磚 

第三節  導根板不鏽鋼板施作 

第四節  土方回填及夯實度試驗 

第五節  地坪、井欄及井蓋新作 
 

 

第一節 修復前概述 

 

4-1-1 施工內容及流程 

完成古井土壤挖掘及井內清淤後，開始進行古井本身修復工程。原有井壁磚

在土壤進行挖掘時，發現原有井壁磚已有鬆動的情形，故配合土方挖掘時逐一將

鬆動部位井壁磚解體，解體至井壁未變形、鬆脫處為止。拆解下來之井壁磚先放

置於工區內，由承包商派員將壁磚表面清洗、風乾後整齊排列，堆置於工區內，

待井壁磚回砌時使用。 

古井修復工程施作內容則包含井壁回砌、壁磚新砌、回填土夯實、不鏽鋼板

包覆、地坪新作、井欄新作等，所使用的磚材：弧形磚、梯形清水磚為台南市東

山區東昌陶藝工藝社所燒製。 

 

照 4-1-1：土壤挖掘時發現原有井壁磚已鬆動 照 4-1-2：埋於淤泥內之原有井壁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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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井壁修復工程施工流程圖 

 

4-1-2 施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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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井壁修復工程施作範圍 

 
 

回填土夯實(30cm 一層)

回填土夯實度試驗 

新作混凝土基座 

不鏽鋼導根板包覆

外圍新砌壁磚 

合格

井欄施作 

地坪施作 

內圍井壁壁磚回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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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井壁壁磚回砌及新砌壁磚 

古井因本體遭廟前榕樹竄根損壞井壁造成井壁坍塌，經修復調查階段試挖掘

後發現，原有井壁壁磚出現掉落及崩塌，為回復古井原有之風貎，以仿作之方式

進行修復，並於外部增設新砌 1B 壁磚保護歷史建築本體，避免再遭樹根侵入推倒

（圖 4-2-1)。 

Y

Y

X X

N

弧形壁磚，完
整之井壁一皮
共有9塊壁磚

24

2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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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VC抽水管 PVC抽水管

10 5 70 5 10 15 70 15

 

井底泥砂淤積

井壁崩塌處之土
坡局部細微樹根
(?<0.5cm)

井壁崩塌處之殘留
壁磚局部細微樹根
(?<0.5cm)竄入，皆
由水平灰縫位置進
入

井壁壁磚
嚴重錯位

樹根?=6cm
樹根?=10cm 土壤掏空處局

部樹根

抽水管

10 5 10

6
4

4
0

31

70 5

2
66

18
6

距地面約186cm處出
現完整之壁磚，其下
至試掘深度為止(距
GL266cm處)，內壁平
面形狀變形呈橢圓
形，無樹根竄入現象

GL

 

GL.

1
0

0

5
0

3
00

井壁拆解回砌
1、殘留井壁拆解至未變形處
2、井壁壁磚清理，堪用者保留再使用；佚失或破損

者依原有壁磚形狀尺寸訂料施作
3、井壁依原有形式仿砌，砌築時應分段由外側砌築，

並於原有壁磚外側再新砌壁磚(1B磚)加固，每段高
度不得超過60cm，每段砌築完成，待壁磚黏著材
堅硬，進行外側土壤回填夯實後，再進行上一段
壁磚砌築

4、壁磚回砌時，需先逐層調整井壁高程至平整

 
圖 4-2-1、井壁修復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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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工具：（照 4-2-1～4-2-9） 

1.材料：鋼筋、混凝土、紅磚、梯形清水磚、弧形壁磚、水泥、砂、白灰。 

 

照4-2-1：紅磚 照4-2-2：水泥 照4-2-3：鋼筋 

 

照4-2-4：鋼筋 照4-2-5：弧形壁磚 照4-2-6：白灰 

2.工具：灰匙、尖匙、鏝刀、水線、鋁尺、攪拌機、桶子、移動模板、水平尺。 

 

照4-2-7： 灰匙 照4-2-8：水平尺 照4-2-9：移動模板 

井壁壁磚仿作及井欄磚訂作 

施作前廠商選擇一塊完整且無缺角破損之原有井壁磚，丈量相關尺寸後作

為井壁弧形磚仿作之樣品，送交東昌陶藝工藝社所仿作。壁磚施作方式，施作

前先進行試燒，燒製所採行方法為二次燒，將燒製成品的紅磚研磨成粉末後，

混入黏土內塑形後再入窯試燒，並依試燒結果計算其磚體收縮率，作為井壁磚

仿作時之參考。 

進行井壁磚仿作時，先將紅磚成品敲碎並將其輾成粉末，再將紅磚粉末混

合於黏土中再依井壁磚形式及試燒的結果重新製成土坯，加入紅磚粉末主要是

穩定磚體形式，減少燒製時產生的收縮變形。土坯完成後先運至戶外陰乾，再

送入窯爐內燒製，燒製 4 天後井壁磚出爐，經與原有井壁磚比較，尺寸及形式

相似無明顯差異。梯形清水磚部分，施作前承包商依照井欄圓周長，放樣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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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磚之尺寸，同樣交由東昌陶藝工藝社進行燒製，燒製步驟與井壁磚相同，

最後兩種磚形一起進入窯爐燒製（照 4-2-10~4-2-17）。 

照 4-2-10：會同文化資產管理處進行廠驗 照 4-2-11：將紅磚成品敲碎並將其輾成粉末狀

照 4-2-12：現場討論中 照 4-2-13：土胚施作 

照 4-2-14： 土胚施作完成 照 4-2-15：土胚完成後先於戶外進行陰乾 

照 4-2-16：預備進行試燒 照 4-2-17：井壁壁磚燒製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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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作混凝土基座施作 

    為保護原有之井壁避免因氣根竄根造成崩塌，在原有井壁外側砌築一座壁

磚圍塑保護，為避免壁磚(1B)不均勻沉陷，於壁磚下方施作一座鋼筋混凝土基

座來承載壁磚。施作前先於地坪鋪設碎石級配，再將工廠加工成圓弧形之#4 鋼

筋運至現場進行綁紮。 

    完成鋼筋綁紮後以鐵板作為模板將混凝土澆置區圍起，最後進行混凝土澆

置，再以金屬鏝刀將表面鏝平，並進行養護（照 4-2-18~4-2-21）。 

 

照 4-2-18：古井底部重砌 照 4-2-19：#4 鋼筋為圓弧形 

照 4-2-20：基座為上下兩層水平筋 照 4-2-21：以鐵板作為模板將澆置區固定 

 

■ 井壁壁磚回砌 

井壁修復是採依原樣回砌為原則，修復前承包商先於未倒塌處之井壁內徑

(GL-300cm)測量打板，製造移動模板便於組砌。因古井直徑是呈現下寬上窄的

形式，經調查發現底層之井壁是由 10 塊井壁磚組成，而本次井壁僅拆解至

GL-300cm 處，該層之井壁是由 9 塊完整再加上半塊之井壁磚組成，故進行疊

砌井壁磚前先將移動模板吊至井中，移動模板中心對準古井中心，再將井壁磚

採丁砌之作法依序疊砌，磚面內側緊靠移動模板側面來調整弧度，最後半塊井

壁磚再依照實際所需大小進行裁切後砌入，完成一圈井壁後再向上砌一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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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為砌築時配合移動模板施作，因為上下層井壁直徑不一致而無法使用，故

改為 2塊移動模板配合施作。磚縫材料為白灰，依原有填縫方式於井壁磚周圍

之邊緣處塗刷白灰，中央留空不填滿白灰，每砌築一層立即將勾縫整理至平整

後再砌築下一層，原本規定每次施作高度約 60cm 後進行外層壁磚砌築，但考

量工區位處郊外，泥作匠師每日施作約半日即完成施作，在安全無虞之前提改

為每次施作高度 90 cm，並分 3 次進行砌築。以此砌築至約(GL-120cm)時，古

井直徑已調整至 9 塊完整井壁磚組成，施工人員再以此打板施作一移動模板，

並將移動模板調至井中，逐層砌築井壁磚至 GL±0cm 處。井壁磚砌築時，先將

原有井壁磚回砌，回砌石已整層圍單位，不足壹層之壁磚於工程竣工後交還廟

方收藏，則以仿作之井壁磚回砌，本次共回砌原有井壁磚 9層、仿作壁磚 8層，

共 17 層。 

井壁磚外層以紅磚作為新砌壁磚（1B 磚）材料，砌築前施作人員先施作吊

線，供新砌壁磚砌築時其垂直度之參考，砌築時新砌壁磚與井壁磚間預留約 2cm

之縫隙，磚縫交丁，逐層以水平及放射狀交替疊砌施作，施作時隨時注意避免

破縫產生，灰縫材料為水泥砂漿以 1:3 比例拌和。每砌築 2層磚後立即使用乾

淨且過篩後之土壤回填於井壁磚及新砌壁磚之間，回填時以木棒搗實再配合澆

水夯實，若土壤有凹陷再以土壤回填再澆水夯實，每次施作高度配合井壁磚砌

築高度施作，施作至地面後再以矽利康密封（照 4-2-22~4-2-39）。 

照 4-2-22：原有井壁磚清理 照 4-2-23：灰泥砂漿攪拌均勻 

照 4-2-24：原有井壁壁磚充分潤溼後使用 照 4-2-25：檢測單層井壁磚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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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4-2-26：第一段內圍井壁磚回砌 照 4-2-27：第一段外圍 1B 磚砌築 

照 4-2-28：新砌壁磚與井磚間保留空隙 照 4-2-29：井磚與壁磚間確實完成回填土 

照 4-2-30：第二段內圍井壁磚回砌 照 4-2-31：第二段外圍 1B 磚砌築 

照 4-2-32：配合移動模板砌築井壁磚 照 4-2-33：砌築時使用移動模板調整古井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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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4-2-34：吊線確認其平整度 照 4-2-35：每段完成後表面水泥砂漿粉刷 

照 4-2-36：第三段內圍井壁磚回砌 照 4-2-37：第三段外圍 1B 磚砌築 

照 4-2-38：白灰灰縫整理 照 4-2-39：使用海棉將多餘的白灰清除 

第三節 導根板不鏽鋼板施作 

    不鏽鋼板包覆於新砌壁磚外側，主要目的是避免氣根竄根入內破壞古井本

體，新砌壁磚砌築至 GL-100cm 處後，先進行第一塊鋼板包覆，待砌築至地平面後

在進行第二塊鋼板包覆，兩塊鋼板皆採焊接方式接合及包覆（圖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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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GL.

15
0

 
圖 4-3-1、不鏽鋼導根板施作範圍 

 

■ 使用工具：（照 4-3-1～4-3-6） 

1.度量工具：捲尺、游標卡尺。 

2.鐵工工具：直流電焊機、植筋膠手動注射器、焊接防護面罩、電鑽、風槍、

切割機。 

 

照4-3-1：直流電焊機 照4-3-2：植筋膠手動注射器 照4-3-3：焊接防護面罩 

 

照4-3-4：電鑽 照4-3-5：風槍 照4-3-6：切割機 

■ 使用材料：不鏽鋼板、不鏽鋼螺桿、不鏽鋼焊條、植筋膠、無收縮水泥砂漿、

矽利康(照 4-3-7～4-3-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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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板位置 

新

砌

壁

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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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4-3-7：S304不鏽鋼板 照4-3-8：螺桿 照4-3-9：不鏽鋼焊條 

 

照4-3-10： 植筋膠 照4-3-11：無收縮水泥砂漿 照4-3-12：矽利康 

 

 

進場前施工人員先至工地量測新砌壁磚外徑，並計算 2mm 厚不鏽鋼板長度

後，於工廠內進行銑孔，孔間距為 30cm 並上下交錯，第一次鋼板進場時為整片鋼

捲，施工人員先將鋼板捲起載運至地坪 GL-200cm 處，一人轉動鋼捲一人鋪設，再

以鐵鍊及迫緊器迫緊鋼板後，先以點焊方式固定完成局部調整後再將接合處滿

焊，焊接完成後再於焊接部位表面塗刷環氧樹脂防銹。完成鋼板焊接及固定後，

立即進行植筋作業，施工人員手持電鑽，於原鋼板銑孔處以垂直壁體 90°鑽入新砌

壁磚，鑽入深度約 15cm，完成鑽孔後再以風槍清理內部粉塵，靜置隔日待孔內乾

燥後，先將植筋膠注入八分滿，再將 M12 螺桿插入轉動，隔日再以螺帽將其鎖固，

完成鋼板固定後再於鋼板於新砌壁磚間灌注無收縮水泥。 

第二次鋼板進場於地坪回填至 GL-125cm 時，其施工步驟同第一次鋼板進場，

為避免焊接處位於同一垂直線上，於第二層鋪設時將鋼板接合處與第一層錯開。

完成第二層之無收水泥灌注並待其乾後，再於頂面塗抹矽利康避免雨水由此滲入

（照 4-3-13~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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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 化學錨栓@30cm
1、鑽孔及清理孔內
2、注入植筋膠
3、M12 化學錨栓套妥不銹鋼

墊片後植入 (深度12㎝ )
4、EPOXY封塞劑彌封並預留

注入孔及透氣口
5、灌注無收縮水泥砂漿，灌

注時應以由出氣孔流出為
原則

新
砌
壁
磚

不銹鋼板與磚牆間灌
注無收縮水泥砂漿

SUS#304不銹鋼板 (t=2mm)

不銹鋼板鋪設完成後
外側土壤回填夯實

 
圖 4-3-2、導根板植筋設計書圖 圖 4-3-3、導根板植筋細部測繪圖 

照 4-3-13：使用迫緊器使兩片鋼板固定 照 4-3-14：以點焊固定 

照 4-3-15：以電鑽進行螺栓位置鑽孔 照 4-3-16：使用風槍將孔內之粉塵確實清除 

照 4-3-17：以手動型注射器灌注植筋膠 照 4-3-18：螺栓埋入後植筋膠滿溢完整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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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4-3-19：鋼板接縫處進行滿焊施作 照 4-3-20：植筋膠乾固後再以螺栓鎖固 

照 4-3-21：無收縮水泥灌注 照 4-3-22：無收縮水泥需滿溢 

照 4-3-23：第二層鋼板搭處後先進行點焊固定 照 4-3-24：搭接處進行滿焊 

照 4-3-25：第二層不鏽鋼板鋪設完成 照 4-3-26：第二層無收縮水泥灌注完成 



「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工作報告書                                               

4-14 

照 4-3-27：使用風槍先將雜物清除 照 4-3-28：以手動工具將矽利康灌注 

 

第四節 土方回填及夯實度試驗 

    本工程主要是將古井挖掘範圍（其位置詳如圖 4-4-1 中說明）進行土方回填及

夯實。土方回填共分成 10 次進行，每次回填高度為 30cm，完成一次回填立即進

行夯實度試驗，完成最後一次回填及試驗通過後，進行後續地坪鋪設工程之進行。 

鄭成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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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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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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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古井

234

253

挖掘範圍內榕樹斷
根，詳圖A3-01

鋼板椿檔土支
撐，詳圖A2-04

金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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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井壁修復工程施作範圍 

 

■ 使用工具：（照 4-4-1～4-4-5） 

1.工    具：夯實機、鋤頭、圓鍬。 

 

照4-4-1：夯實機 照4-4-2：手持挖土工具 

   2.試驗工具：捲尺、平板、砂錐儀、標準砂。 

  

照4-4-3：試驗工具-平板 照4-4-4：試驗工具-砂錐儀 照4-4-5：試驗工具-標準砂 

 

在回填土夯實前，承包商先將原有土壤送 SGS 實驗室進行最大乾密度及最佳

含水量試驗，並以此作為爾後夯實密度計算之之基準。  

第一次土壤回填作業前，施工人員先於鋼板樁四周註記高程位置，再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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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樹葉、垃圾、石塊等雜物清除乾淨，最後於底土表面澆水並以夯實機夯實後

才開始進行土方回填。回填時以手持圓鍬將原有土壤倒入，再將土壤平均分鋪後，

以夯實機進行震動壓實，施作時以同心圓方式緩慢繞行古井並向外擴散，每處重

覆夯實 5~6 次，夯實過程中會適量灑水，增加土壤之夯實密度。完成土壤回填及

夯實後即進行夯實度試驗，由承包商委託 SGS 到場進行取樣，由監造單位隨機指

定取樣位置，每層回填土抽驗兩處，試驗結果通過後才可進行上層土壤回填（照

4-4-6~4-4-19）。本次回填工項共分成 10 次進行，每次試驗結果及取樣位置詳圖

4-4-2、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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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夯實度試驗取樣位置圖 

表 4-4-1 各次夯實度試驗數據 

次數 編號 回填土高度及位置 日期 圖說規範 試驗結果 

 基準 原有地坪取土 104.12.24 最大乾密度 1785kg/m3 

最佳含水量 13% 

第 1 次 #01 古井西北方 GL-270 105.02.24 90%以上 94.9% 

#02 古井東南方 GL-270 105.02.24 90%以上 90.6% 

第 2 次 #03 古井東北方 GL-240 105.03.01 90%以上 90.6% 

#04 古井西南方 GL-240 105.03.01 90%以上 92.9% 

第 3 次 #05 古井西南方偏西 GL-210 105.03.03 90%以上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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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數 編號 回填土高度及位置 日期 圖說規範 試驗結果 

#06 古井東北方偏東 GL-210 105.03.03 90%以上 95.7% 

第 4 次 #07 古井東北方偏北 GL-180 105.03.17 90%以上 96.8% 

#08 古井東南方偏南 GL-180 105.03.17 90%以上 95.0% 

第 5 次 #09 古井西北方偏北 GL-150 105.03.31 90%以上 93.6% 

#10 古井西南方 GL-150 105.03.31 90%以上 96.1% 

第 6 次 #11 古井東南方偏東 GL-125 105.04.08 90%以上 91.7% 

#12 古井西北方偏西 GL-125 105.04.08 90%以上 91.0% 

第 7 次 #13 古井東北方偏東 GL-100 105.04.25 90%以上 91.4% 

#14 古井西南方偏南 GL-100 105.04.25 90%以上 90.3% 

第 8 次 #15 古井西北方偏西 GL-75 105.04.25 90%以上 93.7% 

#16 古井東南方偏東 GL-75 105.04.25 90%以上 99.5% 

第 9 次 #17 古井東南方偏東 GL-50 105.04.26 90%以上 94.5% 

#18 古井西北方偏西 GL-50 105.04.26 90%以上 92.4% 

第10次 #19 古井西南方偏南 GL-25 105.04.26 90%以上 92.5% 

#20 古井東北方偏北 GL-25 105.04.26 90%以上 90.5% 

 

照 4-4-6：原有土壤夯實度試驗取樣 照 4-4-7：取樣土壤送驗 

照 4-4-8：原有土壤堆置鋼板樁旁便於進行回填 照 4-4-9：底土加水夯實增加其密實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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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4-4-10：工人以圓鍬取土回填 照 4-4-11：以鋤頭將回填土整平 

照 4-4-12： 逐層進行回填土夯實 照 4-4-13：逐層進行回填土夯實 

照 4-4-14：逐層進行回填土夯實 照 4-4-15：夯實度試驗隨機抽驗 

照 4-4-16：第一次夯實度試驗檢測 照 4-4-17：第六次夯實度試驗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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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4-4-18：第七次夯實度試驗檢測 照 4-4-19：第十次夯實度試驗檢測 

 

 

第五節 地坪、井欄及井蓋新作 

4.5.1 新作地坪工程 

    古井周圍地坪修復工程主要為：原挖掘部份之地坪新作、挖掘處與原有地坪

之介面修復，詳細施作範圍如下圖（圖 4-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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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鋼筋單層雙向鋪設
@15cm
3000psi混凝土(t=15cm)

回填級配(t=10cm)

新砌壁磚

原有水泥砂漿粉光地坪介面復舊
1.原有地坪分割處周圍植入#4鋼筋@15cm
2.挖掘範圍內#4鋼筋單層雙向鋪設@15cm，  並與

植筋鋼筋綁紮，鋼筋交疊範圍需大 於40cm
3.3000psi混凝土灌漿後鏝平
4.表面抿石子地坪新作

鄭成功像

表面抿石子

3000psi混凝土(t=15cm)
挖掘範圍

鍍鋅格柵板(t=3.8cm)，表面氟
碳烤漆，

新作井欄，以梯形
清水紅磚交丁砌築

級配(t=10cm)

底土夯實

表面抿石子

表面抿石子

#4鋼筋單層雙向鋪設
@15cm

井欄與地坪間防水
填縫劑填塞

80

 
圖 4-5-1、新作地坪鋪面圖 

 

■ 使用工具：（照 4-5-1～4-5-15） 

1.材料：植筋膠、鋼筋、級配、混凝土、水泥、石粒、黏著劑、砂、木壓條、

石粉 

 

照4-5-1：植筋膠 照4-5-2：鋼筋 照4-5-3：級配 

 

照4-5-4：水泥 照4-5-5：石粉 照4-5-6：石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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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4-5-7：鋼筋鈎及鐵線 照4-5-8：砂 照4-5-9：木壓條 

2.工具：電鑽、墨斗、鐵槌、鏝刀、角尺 

  

照4-5-10：電鑽 照4-5-11：墨斗 照4-5-12：鐵槌 

 

照4-5-13：塑膠水桶及勺子 照4-5-14：鏝刀 照4-5-15：角尺 

■ 原有地坪植筋施作 

土壤回填完成後，先於土壤上方鋪設一層碎石級配，再進行原有地坪復原，

為避免新舊地坪間產生開裂，於 RC 地坪切割處進行鋼筋植筋，與新作地坪之鋼筋

搭接。施作前施工人員先進行植筋處放樣，由於原有地坪厚度不一，最薄處為 8cm、

最厚處約為 12cm，故植筋時皆植入地坪版之中央，避免鑽孔時造成原有地坪開裂

及破損（圖 4-5-2）。植筋時先以電鑽於放樣處進行鑽孔，鑽孔深度確認無誤後，

以氣槍進行孔內清灰，再將植筋膠打入孔內至八分滿後插入鋼筋，依此方式逐一

完成地坪植筋，靜置至隔日後再進行鋼筋綁紮（照 4-5-16~4-5-22）。 

 
圖 4-5-2、植筋與鋼筋搭接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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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鋼筋單層雙向鋪設@15cm

原有地坪

底土夯實

4
15

#4鋼筋植筋，@15cm

3000psi混凝土(t=15cm)

40

原有底土

挖掘範圍

1
0級配回填

>16cm

圖 4-5-3、新舊地坪介面修復剖面圖 照 4-5-16：鑽孔位置放樣@15cm 

照 4-5-17：以電鑽進行鑽孔 照 4-5-18：級配回填整平 

照 4-5-19：回填級配夯實 照 4-5-20：鑽孔清灰清理 

照 4-5-21：植筋膠灌注 照 4-5-22：鋼筋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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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坪鋼筋綁紮及灌漿 

施工人員於新作地坪範圍內進行鋼筋綁紮，鋪設之新作鋼筋為單層雙向、

間距 15cm，新作鋼筋兩端與植筋搭接綁紮。鋼筋完成綁紮後，各角隅處及古井

周圍施作斜向鋼筋補強。 

鋼筋綁紮完成後，進行混凝土灌漿，灌漿前先以清水將灌漿處噴至濕潤，

預拌混凝土車直接將混凝土倒入澆置區，再由施工人員先以木製耙子將混凝土

漿推至各處，再以鋁尺將混凝土掃平，掃平時配合粗略之洩水坡度施作，洩水

方向由井欄邊緣為最高向四周傾洩，最後再以金屬鏝刀鏝平。古井與新作地坪

間以厚度 2CM 的保麗龍板隔離，作為地震時地坪與井欄碰撞之緩衝，混凝土乾

硬後再將保麗龍拆除（照 4-5-23~4-5-32）。 

照 4-5-23：鋼筋綁紮 照 4-5-24：角隅鋼筋補強綁紮 

照 4-5-25：古井四周鋼筋補強鋼筋 照 4-5-26：古井四周以保麗龍封邊 

照 4-5-27：灌漿前以水注進行清理 照 4-5-28：混凝土車進場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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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4-5-29：混凝土澆置 照 4-5-30：表面整平 

照 4-5-31：鏝刀整平中 照 4-5-32：混凝土整平完成 

 

■ 新作地坪抿石子施作 

施作前以墨斗線將地坪鋪面形狀放樣至地坪上，將八角形外與原有地坪間

之地坪，以水泥砂漿重新修補至與原有地坪齊高後，再以木壓條釘製八角形邊

框，待邊框乾硬後即進行框內之抿石子施作。抿石子之色澤及形式，承攬廠商

於灌漿前先提送樣板供管理委員會選擇，廟方於第十一次工程協調會議中決定

抿石子色澤及形式。 

在進行地坪混凝土澆置時，施工人員早已初步施作洩水坡度，其洩水方向

是由古井周圍最高(GL+2cm)向四周(GL±0cm)洩水。在進行地坪施作時，僅需依

照原洩水坡度進行砂漿打底及微調。 

其打底施作方式，先以金屬鏝刀在井欄周邊以水泥砂漿形塑一圓形邊框，

再由圓形邊框施作坡度朝向四周八角邊框。施作時施工人員以金屬鏝刀將水泥

砂漿鏝塗於坡度處，再將鋁尺兩端各跨於圓形邊框及八角邊框上，先以鋁尺將

水泥砂漿撥平，再以金屬鏝刀鏝至平順，待砂漿乾硬後即進行表面抿石子施

作。抿石子施作前先進行分割線放樣，放樣時以墨斗彈墨線於地坪上，再沿放

樣線釘上木製壓條固定，將石粒及石粉以 2:1 之比例加水混合均勻，再將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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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抿石子砂漿倒入框內，等表面輕度乾燥時，以海綿沾水擦拭表層水泥，讓

石粒露出，待完全乾燥後再將木壓條拆除並施作抹縫。 

完成井欄與抿石子地坪後，施工人員將填縫材灌注於古井與抿石子地坪間

之預留縫隙，使用之填縫材為具彈性之填縫材質(伸縮縫專用填縫劑)，使用彈

性填縫材主要是作為兩者間之伸縮縫，避免因地震互相碰撞而造成破損，填滿

後即完成本次所有工程（照 4-5-33~4-5-46）。 

 

  

照 4-5-33：地坪放樣 照 4-5-34：抿石子樣板色澤及形式確認 

  

照 4-5-35：水泥砂漿拌合 照 4-5-36：水泥漿打底 

  

照 4-5-37：原有地坪復原仿作 照 4-5-38：洩水坡度高程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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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4-5-39：古井周圍洩水高程施作 照 4-5-40：木壓條釘設 

照 4-5-41：抿石子拌合 照 4-5-42：以鏝刀整平 

照 4-5-43：海棉沾水擦拭 照 4-5-44：抿石子地坪完成 

照 4-5-45：使用填縫材進行防水 照 4-5-46：填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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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新作井欄、井蓋 

■ 使用工具：（照 4-5-47～4-5-49） 

1. 材料：井欄磚、白灰、水泥砂漿、矽利康 

2. 工具：攪拌機、桶子、鏝刀、移動模板、水平尺。 

 

照4-5-47：白灰 照4-5-48：井欄磚 照4-5-49：井蓋 

■ 井欄施作 

井欄磚施作前，廟方委員、承包商、監造單位與泥作匠師先於工地現場針

對井欄之組砌方式進行討論並試作，廟方建議為避免井蓋失竊，希於井欄磚砌

築時配合預埋鐵件，便於日後能將井蓋上鎖，討論後即進行局部試砌及鐵件埋

設位置試作。 

井欄每皮砌築 35 塊梯型清水磚，砌築時隨時以垂直吊線及水平鋁尺進行

垂直度及水平度參考，逐層砌至第九皮磚後施作出挑磚砌築，出挑紅磚施作於

第十皮，為了平均分布共設置 7塊清水磚出挑支撐井蓋，每塊出挑 5.5cm，施

作單層主要是井欄磚採丁砌疊砌，若採雙層出挑(需出挑 14 塊)恐產生井徑縮

小之錯覺，影響日後觀測井內之視覺穿透，且井蓋重量為 18 公斤施作單層足

可支撐，而出挑清水磚尾端與井欄邊緣處則以機具裁切新磚補足（圖 4-5-4）。

井欄共砌築 13 皮，砌築完成後表面以清水清理。完成井欄砌築後，承包商再

將先於工廠加工之井蓋置於出挑磚上方，於井蓋及出挑磚間施作橡膠墊保護出

挑磚，即完成本項工程（照 4-5-50~4-5-66）。 

井蓋原設計為使用鍍鋁鋅隔柵板，施工時廠商考量美觀及耐久性建議改用

不鏽鋼板、不鏽鋼方管所製成之井蓋，經廟方同意後使用，鋼板表面採氟碳烤

漆處理。不鏽鋼板厚度 3mm，以雷射切割兩隻雙魚圖案，鋼板外圍收邊為整圈

不鏽鋼方管(50mm*50mm)，收邊框與內圈中雙魚連接，雙魚底部有施作不鏽鋼

格柵並焊接於收邊框，其餘地方為簍空，整座井蓋總重量約 18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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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井欄施作詳圖 照 4-5-50：砌磚前討論 

照 4-5-51：井欄磚出挑 5.5cm 照 4-5-52：水泥砂漿攪拌 

照 4-5-53：第一層井欄磚砌築 照 4-5-54：以切削好的木條調整磚縫使其等距

照 4-5-55：井欄與井壁磚間施作防水填縫 照 4-5-56： 井欄磚疊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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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4-5-57：以移動模板檢查井欄內徑是否平整 照 4-5-58：以水平尺逐層調整平整度 

照 4-5-59：吊線確認垂直度 照 4-5-60：出挑磚位置放樣 

照 4-5-61：井欄磚出挑磚施作 照 4-5-62：固定鐵件配合出挑磚施作 

照 4-5-63：井欄磚砌築完成 照 4-5-64：井欄磚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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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4-5-65：井蓋放置 照 4-5-66：井蓋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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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工程其他事宜 

第一節  工程協調會、工務會議與估驗 

第二節  工程驗收 

第三節  完工謝土典禮	
第四節  參與人員資料 

第一節  工程協調會、工務會議與估驗 

 工程協調會 

施工期間，監造單位、承包單位與主辦機關定期召開施工協調會，針對工程

進行中各項重要事項之討論及問題解決。本工程施工協調會議自民國 104 年（2015）

2 月至 105 年（2015）5 月 17 日止，分別於 104/03/18、104/04/16、104/05/19、

104/06/25、104/07/30、104/09/02、104/09/24、104/10/20、105/01/15、105/02/16、

105/04/26，共召開 11 次協調會議（照 5-1-1～5-1-4）。 

  

照 5-1-1：第二次施工協調會 照 5-1-2：第五次施工協調會 

照 5-1-3：第十次施工協調會 照 5-1-4：第十一次施工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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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會議 

施工期間，監造單位、承包單位視工程狀況召開工務會議，皆於工程協調會

議後召開，針對工程問題事項進行解決。本工程工務會議自民國 104 年（2015）2

月至 105 年（2015）5 月 17 日止，分別於 104/05/19、104/06/25、104/07/30、104/10/20、

105/01/15、105/02/16、105/04/26，共召開 7 次工務會議（照 5-1-5～5-1-6）。 

照 5-1-5：第三次工務會議 照 5-1-6：第五次工務會議 

 

 工程估驗 

工程施工期間，廠商共提出二次工程估驗，分別為民國 103 年 8 月 3 日工程

進度 45.58％、103 年 4 月 15 日工程進度 91.34%，由監造單位審查後轉呈主辦單

位辦理估驗請款程序，並由茄拔天后宮委員及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溫技士國汶

協同到場估驗（照 5-1-5~照 5-1-6）。 

照 5-1-7：第一次工程估驗 照 5-1-8：第二次工程估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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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程驗收 

主辦單位（茄拔天后宮）依據承攬廠商（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民國 105年（2016）

5 月 17 日之申報竣工公文，於 105 年 5 月 23 日會同監造單位至工地進行竣工確

認後，於 6 月 2 日下午三點進行完工驗收（照 5-2-1）。 

正式驗收結果有 2 項缺失需改善（詳細內容請詳閱附錄八)，承攬廠商於七日

內完成改善，將缺失之彈性填縫劑未施作確實及污損之部份改善完成。 

照 5-2-1：工程正式驗收 

 

第三節  完工謝土典禮 

本工程依契約規定於完成驗收程序後，茄拔天后宮請示媽祖後定於民國 

105 年 6 月 7 日 13 時 00 分舉行完工謝土典禮，當日備有鮮花素果、祭品、金紙，

由胡主委萬來擔任主祭，與會嘉賓為茄拔區區長李皇興先生、市議員林志展先

生、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研究員傅清琪與溫國汶技士、趙崇欽建築師、騰騏營

造有限公司黃文郎、茄拔天后宮副主任委員郭銀發、常務監察吳伯良、委員為周

安心、李福文、林進金、林金朝、林清、龍恊發、林耀伸、胡景川、吳志常、林

原有、林朝亮、林明發、胡國興、何怡靜、王炳森、王鍾枌、總幹事胡清雅、出

納林莉樺、茄拔天后宮全體信徒、嘉南里長林儀伍與嘉北里長梁楊玉華等人擔任

陪祭，眾人先於廟內上香恭請天后宮天上聖母移駕至會場主桌。 

供桌擺設於古井北側空地，擺設三牲及鮮花素果，參與人員皆面向供桌朝古

井焚香祭拜，祭典流程為： 

 



「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                                            

5-4 

一、 典禮開始 

二、 主祭與陪祭者就位 

三、 上香 

天地開章、日月照臨 

今為茄拔天后宮「古井」修整完工在宮前設壇「慶成謝土」啟用典禮， 

恭請茄拔天后宮「天上聖母、觀音佛祖、列位眾神」聖駕做主，古井水 

源綿綿不絕，使庄內人丁興旺、四時無災、八節有慶、五穀豐收、六畜 

興旺、財源廣進、男添百福、女納子祥、五方際真炁、萬福自來迎聖慈 

俯垂 天運歲次  丙申年五月初三日 中華民國 105 年 6 月 7 日茄拔天后

宮全體眾爐下上香、收香、向茄拔天后宮聖母行三鞠躬禮 

四、 來賓致詞 

禮成嗚炮，請來賓移駕古井現場完成謝土典禮（照 5-3-1~5-3-8） 

照 5-3-1：祭典會場 照 5-3-2：古井裝飾上八仙彩 

照 5-3-3：眾人於廟內焚香祭拜 照 5-3-4：恭請天上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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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5-3-5：恭請天上聖母至主桌 照 5-3-6：眾人朝向古井祭拜 

照 5-3-7：禮成鳴炮 照 5-3-8：來賓移駕至古井現場 

 

第四節  參與人員資料 

一、主辦機關：茄拔天后宮 

胡主委萬來、郭副主委銀發、林清、林萬金、林莉樺 

二、主管機關：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 

林處長喬彬、前林處長韋旭（現文化局主任秘書）、傅清琪研究員、林佳蕙組

長、溫國汶技士 

三、專家學者與審查委員：張委員嘉祥、曾委員國恩、何委員培夫、施委員忠賢 

四、設計監造單位：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人：趙崇欽 

設計人員：江昭德、陳致中 

監造工程師：鄧慧娟 

監造工程師職務代理人：郭國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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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工單位：騰騏營造有限公司（由於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的規定，因此

僅提供部份資料，參與人員詳見下表 5-4-1~表 5-4-2） 

營造業登記證字號：綜丙 T 字第 T00126-000 號 

六、工作報告書紀錄單位：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工作人員：趙崇欽、鄧慧娟、郭國璽 

 
施工廠商參與人員及匠師名冊1 

表 5-4-1、（一）行政人員名冊 

職稱 姓名 出生 

年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專任工程人員 呂文豪 57.*.* E121****** 高雄市楠梓區*路*段*號 

工地負責人 黃文郎 59.*.* R121****** 台南市七股區*路*段*號 

品管人員 闕玉麗 65.*.* G221****** 台南市中西區*路*段*號 

勞工安全衛生 黃文郎 59.*.* R121****** 台南市七股區*路*段*號 

表 5-4-2、（二）施工人員名冊 

職稱 姓名 參與內容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泥作 

★劉聰連 1.砌磚 52.*.* S122****** 臺南市仁德區後壁厝*路*號 

王松枝 
1.砌磚 

2.地坪施作 
52.*.* R121******

臺南市玉井區玉田里大智街*

號 

鐵工  陳儒民 

1. 不鏽鋼導

根板 

2.井蓋 

55.*.*  R121******

台南市善化區牛庄里*號 

 

                                                 
1依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六條：個人資料之蒐集或利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益，依誠實及信

用方法為之，不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第二十七條：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當事人權

益受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三十五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犯第三

十三條、三十四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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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修復成果與建議 

第一節 修復特色與價值 

第二節 工程檢討 

第三節 重要發現及重要課題 

第一節 修復特色與價值 

壹、文化資產價值之延續 

茄拔天后宮古井登錄為歷史建築的原因包括磚材、砌磚頗為特殊，尤其弧型

磚塊堆砌具特色，值得保存。本次修復時，將原有堪用之磚材全部回砌，數

量不足者則依原樣仿作之井壁磚補充砌築。在砌磚方面，井壁磚回砌時依照

原來之砌磚方式及勾縫材料仿作，除了保留原有之古井形貌也保留古井砌築

方式。 

貳、社區居民意識之凝聚 

古井修復完成謝土後，適逢端午節，廟方因應佳節於古井舉辦取午時水活動，

於端午節中午時分，打開古井蓋子，舀起井水分送給社區在場民眾。現場也

安排茄拔國小的扯鈴及社區土風舞表演，並準備粽子、西瓜、涼水等免費品

嘗，吸引鄉親參加，成功凝聚社區居民之意識。 

 

 

第二節 工程檢討 

壹、工期檢討 

本次修復工程，總工期為 347.5 日曆天，不計工期為 124.5 天（因雨不計工期

為 61.5 天、變更設計停工 42 天、媽祖誕辰停工 2 天、國定假日 19 天），其中因雨

不計工期檢討原因為： 

土方挖掘時因適逢 7~10 月之雨季及颱風（因雨不計工期約有 33.5 天），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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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日大雨造成工區積水，有時天已放晴數日，但土壤含水率過高造成土壤互相黏

結無法挖掘，而積水後之土壤因較為軟爛施工人員無法於上方踩踏，故造成挖掘

工程常受阻無法順利施作。 

回填土夯實階段為 1~4 月，因本年天候異常，冬季時下雨日數甚多（因雨不

計工期約有 28 天），不僅回填之土壤常因大雨導致潮溼需攤開曝晒，且古井周圍

已成水窪，雖廠商以進行抽水作業，但仍無法立即回填，且無法以夯實機進行地

坪夯實作業。 

照 6-2-1：颱風後挖掘範圍內積水  照 6-2-2：積水退去土壤泥濘不堪 

 

貳、本工程設計與施工階段之施作內容變化 

本案在設計階段所作的調查，為局部拆解後並與專家討論依經驗研判所得，

開工後經拆解及清理後，發現實際狀況與設計內容有所不同，因茄拔古井未進行

調查研究，故針對本工程中設計階段之修復內容與開工後因實際狀況不符，而改

變修復方式之項目，兩者比較及異動原因表列說明比較： 

表 6-2-1、設計方式與修復方式異動比較表 

項次 工項 原設計方式 異動原因 修復方式 
備註 

1 
井壁內徑

尺寸 

調查階段因井內

淤泥堆積，且井

壁磚大部分已塌

陷，而最頂部井

壁磚還保留完整

為 9 塊完整磚砌

成，故推測井壁

亦是 9 塊磚組

成。 

淤泥清除後發現

井底為 10 塊完

整磚所砌成，

GL-500CM 處為 9

塊完整磚加上

3/4 塊磚組成，

而清理淤泥中有

發現小塊之井壁

磚，研判井壁是

呈現下寬上窄之

壁磚回砌時依原

有形式回砌 

依 

原 

樣 

仿 

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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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2 
井內淤泥

清除 

原井底淤泥清理

深 度 GL-400CM

處 

廟方要求，建議

將井底淤泥完全

清理乾淨 

井底淤泥清理深

度 至 GL-700CM

處 

變更

設計 

3 不銹鋼板 

原鋪設深度為自

地面往下 150CM 

變更設計會議，

委員要求增加鋪

設深度 

原鋪設深度為自

地面往下 200CM 
變更

設計 

4 鋼板樁 

原設計鋼板樁及

水平圍令設置60

天即可拔除 

自鋼板樁植入

後，因連續數月

都遇大雨，造成

土壤連日泥濘不

看及因變更設停

工等因素，使得

無法進行施作，

造成鋼板樁及水

平圍令租期延長

變更地坪鋪設方

式，將節餘之經

費補充給廠商租

賃鋼板樁及水平

圍令租增加之租

金 

變 

更 

設 

計 
5 水平圍令 

6 
地坪鋪設

範圍 

矩形 配合節餘經費變

更地坪之鋪設範

圍及材質 

八角形 
變 

更 

設 

計 
7 

地坪鋪設

材質 

紅磚地坪加洗石

子收邊 

鋪設材質改為表

面抿石子，並以

不同色澤區別 

8 井蓋位置 

置於井壁磚上緣

(GL±0cm) 

廟方為便清理古

井，建議抬高井

蓋高度 

井蓋抬高至井欄

第十皮處並施作

出挑磚支撐井蓋

(GL+50CM) 

廟 

方 

要 

求 

9 

井壁與新

砌井壁間

距 

原設計兩者間距

為 2CM 

清理淤泥中有發

現井壁式呈現下

寬上窄之形式 

原井壁磚回砌後

井壁呈現上窄下

寬，故與新砌井

壁之間距呈現下

窄上寬，而非固

定的 2CM 

依 

原 

樣 

仿 

砌 

 

參、井壁磚仿作 

施作前廟方、監造單位及廠商依據現存之井壁磚，選擇一塊完整且無缺

角、破損之原有井壁磚，並於工地現場丈量相關尺寸後，於磚上簽名以此磚作

為井壁弧形磚仿作之樣品，並送交位於東山區東昌陶藝工藝社所仿作。因本案

工期較短，施工廠商選擇電窯燒製之廠商，非選擇傳統窯燒，主要是傳統窯燒

需要排期燒製，若燒製失敗又得再重新排期頗為耗時，且本案工程所需之井壁

磚及梯形清水磚之數量不多，適合電窯一次燒製，且磚塊燒製時期受熱平均其



「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                                             

6-4 
 

品質及量也較好控制。為避免燒製失敗影響工進，陶藝社建議採“二次燒＂進

行仿作燒製。一般紅磚燒製採用黏土作為土坯，陰乾後再進窯燒製，二次燒則

是在黏土內添加已燒製完成之紅磚磨成粉末後，陰乾後再進窯燒製。二次燒成

功率高且磚體變形率小，只是耗工成本較高，其施作方式如下所述：施作壁磚

前先進行磚體試燒，試燒的主要目的為了解磚體的變形量，作為仿作時裁切土

坯尺寸之參考。先將已燒製成品的紅磚研磨成粉末，再混入黏土內並依照原井

壁磚尺寸裁切土坯，加入紅磚粉末主要是穩定磚體形式，減少燒製時產生的收

縮變形，裁切後之土坯經陰乾後送入電窯內燒製，出爐冷卻後計算其磚體收縮

率為 12%後，即作為第二次井壁磚燒製時變形量之依據。 

進行井壁磚仿作時，先將紅磚粉末混合於黏土中，再依據收縮率 12%調整

裁切土坯尺寸，製成井壁磚土坯。土坯完成後先運至戶外陰乾，再送入電窯內

燒製，經 4天燒製後井壁磚出爐，經與原有井壁磚比較，尺寸及形式相似無明

顯差異。 

 梯形清水磚部分，施作前承包商依照井欄之圓周，排定圍繞井欄所需之

清水磚塊數後，放樣出一塊清水磚之尺寸，同樣由東昌陶藝工藝社進行燒製，

燒製步驟與井壁磚相同，一樣進行二次燒，最後兩種磚形一起進入窯爐燒製。 

照 6-2-3：井壁磚仿作之依據  照 6-2-4：輾成粉末狀之紅磚粉末 

照 6-2-5：依據變形量裁切完成之井壁磚土坯 照 6-2-6：土坯整批推入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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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6-2-7：電窯內部狀況 照 6-2-8：燒製完成之井壁磚及清水紅磚 

 

肆、古井原來砌築工法與研判 

茄拔古井之建造年代及工法現已不可考，經翻查文獻資料1其砌築工法研判

有兩種可能性，以下針對兩種工法進行說明： 

沉箱式：施作時先於點井處往下垂直挖深，砌磚人員再進入洞穴內由下往上砌

築井壁磚至地面，待壁磚灰縫乾硬後再派體型嬌小人員進入穴內，清

理井磚底部土壤，每次完成清理相同深度之土壤後，井壁磚順勢下滑

至土壤面，砌磚人員則於地面層再砌築新的井壁磚補足，使井壁磚與

地面保持齊平，如此分段施作井壁磚直到地下水漫流處無法清理土壤

為止，最後於底部砌築一層石頭，再由施工人員於井頂處將井壁磚收

邊完成。 

明挖式：施作時以點井位置為中心，向四周進行土壤開挖，開挖範圍須遠大於

開井的範圍並視土質而定，施工人員在由點井處持續挖深，挖得越深

其開挖範圍也會增大，整體形狀略呈漏斗狀，開挖時隨時注意坡堤狀

況避免崩塌，挖掘深至湧泉後再於湧泉處四周砌築卵石，再於卵石內

部砌築井壁磚，每砌築數層後立即回填土層，如此反覆施作直到地面

層，再由施工人員於井頂處將井壁磚收邊完成。 

由茄拔古井現況來推斷，古井之施作工法應是採明挖式可能性較大，作如

此推測主要有 2 點因素：1、採用沉箱式每層需均勻下降，但古井壁厚度約 6cm，

磚壁較薄且自重輕，若有些微不均勻沉陷恐有壁磚鬆脫及崩塌之嫌。2、古井

底部經調查發現井壁磚外側有一層卵石，應與古井施作時同期施作，若採沉箱

                                                 
1 鍾憲揚，《蟄伏地表下的文化：美濃水井之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2010)，  

  頁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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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工法則無法施作外層之卵石層。3、井壁剖面呈現下寬上載，無法以沉箱工

法施作。綜合以上三點推測茄拔古井應採明挖式工法之可能性較高。 

 

 

第三節 重要發現及後續課題 

壹、古井構造 

關於原有構造已於第三章第七節敘述在此則不在贅述，本次發現主要因主辦

單位與信徒要求將古井回復為原有功能，故要求將淤泥清除至井底，現場採用人

工挖掘方式，將井底之淤泥清除乾淨後，發現古井底部為黏土層，底部周圍井壁

由紅磚所圍砌，平面呈現近似圓形，紅磚疊砌四皮高，紅磚上方為一層灰色圓弧

井壁磚，再上一層才是紅色圓弧井壁磚，井壁磚及紅磚後面為鵝卵石疊砌，卵石

間有泥作填縫，井水都由磚縫及卵石縫隙流入井內，詳細情形詳如第三章第七節

所述。 

照 6-3-1：古井清淤後發現 照 6-3-2：井壁後為鵝卵石疊砌 

貳、後續課題 

依據〈茄拔天后宮沿革〉碑的說法，天后宮的媽祖神像是明永曆 15 年（1661

年）從湄洲迎請並輾轉來到茄拔，明永曆 24 年（1670 年）經居民提議改建成磚造

建築至今有三百多年歷史。而有關古井的興建沿革則未記載於碑記上，無法得知

古井之建造年代，但古井的興建代表當地已有群居生活，也代表茄拔地區開發的

起源，有賴地方人士探源溯流尋找茄拔之發展史，來填補古井之歷史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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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1 

附錄一、相關往返公文紀錄 

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102.04.19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2041901 號 

檢送「茄拔天后宮古井修復工程」基本設計書圖及經

費概算資料乙式，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管理委員

會 

臺南市立文化資

產管理處 

102.05.10 臺南文化資

產管理處 

南市文資處字

第 1020420627

號 

「市定古蹟善化慶安宮修復工程」施工紀錄期中報告

暨「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修復工程」基本設計書圖審

查會議。 

張委員嘉祥、曾委員國

恩、何委員培夫、趙崇

欽建築師事務所 

臺南市立文化資

產管理處 

102.05.22 臺南文化資

產管理處 

南市文資處字

第 1020452179

號 

「市定古蹟善化慶安宮修復工程」施工紀錄期中報告

暨「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修復工程」基本設計書圖審

查會議紀錄乙份，請 查照。 

張委員嘉祥、曾委員國

恩、何委員培夫、趙崇

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管理委員會、善化

慶安宮管理委員

會、臺南市立文化

資產管理處 

102.05.30 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理處 

南市文資處字

第 1020475638

號 

有關 貴單位申請102年度第1次「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理處辦理私有古蹟及歷史建築經費補助」辦理「歷史

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設計」乙案，

所送修正計畫書及綜理表經委員書面複審通過，本處

同意備查並酌予補助新台幣9萬5仟元整，如說明。請 

查照。 

茄拔天后宮 財政部臺灣省南

區國稅局臺南市

分局、臺南市立文

化資產管理處 

102.06.14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2061401 號 

檢送「茄拔天后宮古井修復工程」細部設計書圖、預

算書、施工規範乙式，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管理委員

會 

臺南市立文化資

產總管理處 

102.08.01 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理處 

南市文資處字

第 1020686963

號 

召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細

部設計書圖審查會議 

出席者：張委員嘉祥、

曾委員國恩、何委員培

夫、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列席者：善化茄拔

天后宮管理委員會 

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102.08.12 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理處 

南市文資處字

第 1020722064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細部設計書圖審查會議紀錄乙份，請 查照。 

張委員嘉祥、曾委員國

恩、何委員培夫、趙崇

欽建築師事務所、善化

茄拔天后宮管理委員會 

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102.09.09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2090901 號 

檢送「茄拔天后宮古井修復工程」修正後細部設計書

圖、預算書、施工規範乙式，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管理委員

會 

臺南市立文化資

產總管理處 

102.11.05 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理處 

南市文資處字

第 1020965254

號 

所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細部設計圖說、預算書、施工規範，本處同意核定，

請 查照。 

茄拔天后宮管理委員會 趙崇欽建築師事

務所、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理處 

102.11.1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2111501 號 

檢送「茄拔天后宮古井修復工程」細部設計書圖、預

算書、施工說明書乙式8份及成果檔案光碟3份，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管理委員

會 

臺南市立文化資

產總管理處 

103.02.21 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理處 

南市文資處字

第 1030159820

號 

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3年度B類有形組(古蹟歷史

建築)「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核定 貴會補助案如

說明二，請貴會儘速於103年3月底前發包簽約完成，

俾利案件進行順利，請查照。 

善化茄拔天后宮管理委

員會 

臺南市立文化資

產管理處 

103.03.12 茄拔天后宮

管理委員會 

茄拔天后宮字

第 103031201

號 

為利辦理「茄拔天后宮古井修復工程」自辦工程發包

作業相關事宜，擬申請組織或團體憑證(憑證種類、

數量和案件流水號如下)，隨文檢送申請書共1份，請

查照。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103.03.17 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理處 

南市文資處字

第 1030241772

號 

有關 貴會所提「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搶修工程」案，迄今仍未完成修復設計書圖並據以上

網發包(103年3月底前)，若確有特殊情況，請於103

年3月24日以前來函述明理由，俾利憑處，如說明，

請 查照。 

茄拔天后宮管理委員會 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103.03.13 臺南市政府

民政局 

南市民宗字第

1030238095 號 

有關貴宮申請組織或團體憑證1案，復如說明，請 查

照。 

茄拔天后宮 本局宗教禮俗科 

103.04.22 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理處 

南市文資處字

第 1030375140

號 

貴會函請展延「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搶

修工程」計畫期程案，經文化部文資局同意，請確實

依修正後進度執行，請查照。 

茄拔天后宮管理委員會 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趙崇欽建築師

事務所、臺南市文

化資產管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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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103.09.30 茄拔天后宮 茄拔天后宮字

第 103093001

號 

有關本會所提「茄拔天后宮古井修復工程」乙案，本

會原有負責人異動現已辦理完成，目前辦理進度為採

購憑證及採購案號等申辦中，懇請 貴單位鑒於本歷

史建築古井坍塌嚴重而確有修復之必要，亦為當地居

民之殷切盼望，惠請 同意准予展期。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 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 

103.10.03 茄拔天后宮 茄拔天后宮字

第 103100301

號 

為利辦理「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搶修工

程」自辦工程發包作業相關事宜，擬申請組織或團體

憑證（憑證種類、數量和案件流水號如下），隨文檢

送申請書共1份，請查照。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103.10.27 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理處 

南市文資處字

第 1031021230

號 

貴會函請展延「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搶

修工程」計畫期程案，經文化部文資局同意，請確實

依修正後進度執行，請 查照。 

茄拔天后宮管理委員

會 

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趙崇欽建築師

事務所、臺南市文

化資產管理處 

104.01.13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113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監造計畫書乙式(詳附件1)，並申請指派鄧慧娟君擔

任監造人員，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 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104.01.20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17 號 

有關 貴所提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監造人員資料，經本機關核定，並同意鄧

慧娟小姐為本工程之監造人員，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104.01.21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18 號 

有關 貴所函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監造計畫書，經本機關審核同意核定通

過，敬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臺南市文化資

產管理處 

104.01.23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19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1月21日施工前協調會會議紀錄，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臺南市文化資

產管理處 

104.01.27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127-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整體施工及勞安計畫書」，一式

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1.27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127-02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品質計畫書」，一式三份，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1.3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130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函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整體施工計晝書、勞工安全衛

生計畫書，經本所審查原則同意通過，建請 貴機關

准予核定，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 

104.01.3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130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函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品質計畫書(第一版)，經本所

審查同意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核定，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 

104.01.31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131-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謹訂於104年02月01日辦理開工，隨函

檢附「開工報告書」，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1.31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20 號 

有關本機關辦理「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所提供之整體施工計

畫書、品質計畫書、勞工安全衛生計畫書，業經貴所審

查通過，本機關同意核備，復請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臺南市文化資

產管理處 

104.02.0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201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函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開工報告書，經本所審查原則

同意通過，建請貴機關准予核定，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2.01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21 號 

有關本機關辦理「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所提送之開工報告表，

業經貴所審查通過，本機關同意核備於104年2月1日開

工，復請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臺南市文化資

產管理處 

104.02.1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21601 號 

有關貴公司承包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請加強注意春節期間之工地安全，請查

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臺南

市文化資產管理

處 

104.02.24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224-01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古井壁磚及梯形清水磚仿作」材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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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3 

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號 料送審之相關文件，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104.03.02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302-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壁磚施工計畫書」，一式三份，

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3.03.0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30201 號 

有關貴公司承包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目前壁磚材料送審進度落後，請儘速

提送，以利工進。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臺南

市文化資產管理

處 

104.03.0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305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2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3.03.07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22 號 

有關貴所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104年2月份監造報表，本機關同意核定，

請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104.03.08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308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函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壁磚施工計畫書(第一版)，經

本所審查未通過，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臺南

市文化資產管理

處(無附件) 

104.03.09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309-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鋼板樁及支撐施工計畫書」，一

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3.09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309-02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第一次修正後之「壁磚施工計畫

書」，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3.10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310-02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104年「二月份施工日誌」，一式

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3.1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312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二月份施工日誌，經確

認與工程實際施作工項相符，建請准予核定，呈請鑒

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3.13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313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函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鋼板樁及支撐施工計畫書(第

一版)，經本所審查未通過，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無附

件) 

104.03.13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23 號 

有關貴所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104年2月份施工日誌，本機關同意核定，

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

務所 

104.03.1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315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古井壁磚施工計畫書(第二

版)，經本所審查同意通過，建請貴機關准予備查，

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3.1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316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原有壁磚樣式大樣圖，經本所

審查後核定，建請  貴機關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3.1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316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古井壁磚仿作材料送審資料，

經本所審定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核備。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3.16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23-1 號 

「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第一

次工程協調會議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03.18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24 號 

有關貴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古井壁磚仿作材料送審，經本機關同

意核定，請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 

104.03.19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319-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本案專任工程人員「資格文件」，

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3.2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40320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3月18日第一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錄，建請 貴

館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 

104.03.20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有關貴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台南市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                                                

附錄-4 

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第 425 號 急修復工程」，壁磚施工計畫書送審，本機關同意備

查，請查照。 

司 

104.03.21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27 號 

有關貴所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104年3月18日第一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

錄，本機關同意備查，請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03.2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325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專任工程人員資格文件，經本

所審查通過，建請准予備查，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3.30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330-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第一次修正後之「鋼板樁及支撐施

工計畫書」，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4.01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26 號 

有關貴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專任工程人員及勞安人員資格文件，

業經監造單位審查通過，本機關同意備查，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

務所 

104.04.02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402-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工程保險單」，一式三份，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4.0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402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3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4.04.0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40601 號 

檢還貴公司函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鋼板樁及支撐施工計畫書(第二版)，經本

所審查未通過，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無附

件) 

104.04.08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28 號 

有關貴所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104年3月份監造報表，本機關同意核定，

請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104.04.08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40801 號 

檢還貴公司函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工程保險單，依合約內容修正後儘速提

送，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無附

件) 

104.04.13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41301 號 

有關貴公司承包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目前預定本月工程進度為【鄰近建築

物鑑定及監測】目前進度落後，請儘速施作，以利工

進。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4.04.14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28-1 號 

「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第二

次工程協調會議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04.2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420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

程」，104年4月16日第二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錄，建

請貴機關准予核定，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騰騏營造

有限公司 

 

104.04.2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42101 號 

有關貴公司承包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目前鋼板樁及支撐施工計畫書(第二

版)退回修正後尚未重新送審，請儘速提送；工程保

險單請儘速依合約內容進行保險，以利工進。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4.04.21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28-2 號 

有關貴所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104年4月16日第二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

錄，本機關同意核定，請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 

104.04.28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428-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104年「三月份施工日誌」，一式

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4.28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428-02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第二次修正後之「鋼板樁及支撐施

工計畫書」，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4.29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429-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已修正之「工程保險單」，一式三

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4.3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430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三月份施工日誌，經查

屬實，建請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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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5 

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104.04.3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430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鋼板樁及支撐施工計畫書(第

三版)，經本所審定通過，建請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5.04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504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所函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

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營造綜合保險批單正本及

營造業綜合保險費收據，業經本所審查通過，建請准

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5.04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30 號 

有關貴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鋼板樁及支撐施工計畫書(第三版)，

本會同意備查，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4.05.05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29 號 

有關貴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104年3月份施工日誌，本機關同意核

備，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4.05.08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508-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104年「四月份施工日誌」，一式

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5.09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509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4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5.05.09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509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四月份施工日誌，經查

屬實，建請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05.13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31 號 

有關貴所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104年4月份監造報表，本機關同意核定，

請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104.05.13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32 號 

有關貴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104年4月份施工日誌，本機關同意核

備，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

務所 

104.05.1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515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梯形清水磚仿作材料送審相關

文件，經本所審定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5.15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35 號 

「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第三

次工程協調會議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05.2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522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

程」，104年5月19日第三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錄，建

請貴機關准予核定，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騰騏營造

有限公司 

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無附件) 

104.05.24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524-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鄰近建築物鑑定及監測報告書」，

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5.24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524-02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榕樹根系調查及維護計畫」，一

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5.25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36 號 

有關貴所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104年5月19日第三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

錄，本機關同意核定，請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臺南市文化資

產管理處 

104.05.3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40530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

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鄰近建築物鑑定及監測報告

書，經本所審定通過，建請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5.3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530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榕樹根系調查及維護計畫，經

本所審定通過，建請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6.04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604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5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4.06.08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608-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104年「五月份施工日誌」，一式

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6.09 趙崇欽建築 趙建字(茄)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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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師事務所 104060901 號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五月份施工日誌，經查

屬實，建請准予備查。 

司 

104.06.10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39 號 

有關貴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104年5月份施工日誌，本機關同意核

備，復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

務所 

104.06.18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41 號 

「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第四

次工程協調會議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06.20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620-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地坪新作施工計畫書」，一式三

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6.24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62401 號 

檢還貴公司函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地坪新作施工計畫書，經本所審查未通

過，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無附

件) 

104.07.0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701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6月25日第四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錄，建請 貴

機關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7.01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701-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無收縮水泥」材料送審之相關文

件，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7.01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701-02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一級紅磚」材料送審之相關文件，

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7.02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702-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鋼板樁工程材料送審文件」，一

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7.04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704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6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4.07.0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70601 號 

請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作好防颱準備，如說明。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4.07.0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40706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無收縮水泥材料送審資料，經

本所審定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 

104.07.0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40706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一級紅磚材料送審資料，經本

所審定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 

104.07.0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40706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鋼板樁及支撐工程材料送審，

經本所審定同意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核備。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7.08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708-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第一次修正後之「地坪新作施工計

畫書」，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7.08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708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鋼板樁工程材料送審，經本所

審定同意通過，建請貴機關准予核備。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7.14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40714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地坪新作施工計畫書，經本所

審定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7.3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40731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210kgf/cm²混凝土材料送審資

料，經本所審定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 

104.08.03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40803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鋼板樁材質證明文件，經本所

審定同意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8.04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40804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7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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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104.08.04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47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210㎏/㎝
2
混凝土材料送審資料，本

會同意備查，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4.08.0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40805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7月30日第五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錄，建請 貴

機關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無附件) 

104.08.0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80601 號 

請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

修復工程」，作好防颱準備，如說明。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4.08.07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807-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104年「七月份施工日誌」，一式

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8.09 茄拔天后宮 趙建字

(茄)1040809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7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4.08.09 茄拔天后宮 趙建字

(茄)1040809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七月份施工日誌，經查

屬實審核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08.1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810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函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

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工程第一次估驗資料，經本

所審查通過，建請  貴機關同意辦理，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08.11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811-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因「蘇迪勒颱風」來襲，故自104年8

月8日至104年8月9日止，工地全面無法施工，依據契

約第7條第3款(1)~(3)目所述，以上兩日可免計入工

期，隨函檢附「氣象局 逐時氣象資料」，一式三份，

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8.12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812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依據契約第7條第3款(1)~(3)目所述，

針對104年8月8日至104年8月10日期間，因「蘇迪勒

颱風」來襲，工地全面無法施工，，以上兩日可免計

入工期，隨函檢附「氣象局 逐時氣象資料」，一式

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8.14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806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8月8日至8月10日因雨影

響預定施工進度，依契約規定申請免計工期3日，經

本所審查屬實，建請 貴機關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8.17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48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工程估驗資料，本會同意核定，請 查

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趙

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104.08.17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49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申請免計工期3日，本會同意核定，

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104.08.19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819-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依據契約第7條第3款(1)~(3)目所述，

針對104年8月13-15日至104年8月17-18日期間，因下

雨致工區嚴重積水，而使工程全面無法施工，故得申

請免計工期，共5天。隨函檢附「氣象局 逐時氣象資

料」及工區淹水現況相片，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8.2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8156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8月13-15日至8月17-18

日因雨影響預定施工進度，依契約規定申請免計工期

5日，經本所審查屬實，建請 貴機關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8.25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0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申請免計工期5日，本會同意核定，

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104.08.28 騰騏營造有 騰騏(善化)字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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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第 1040819-01

號 

工程】乙案，依據契約第7條第3款(1)~(3)目所述，

針對104年8月24-27日期間，因下雨致工區嚴重積

水，而使工程全面無法施工，故得申請免計工期，共

4天。隨函檢附「氣象局 逐時氣象資料」及工區淹水

現況相片，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104.08.3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831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8月24日至8月27日因雨

影響預定施工進度，依契約規定申請免計工期4日，

經本所審查僅給予免計工期3.5日，建請 貴機關准予

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9.02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1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申請免計工期4日，經監造單位審查

後改免計工期3日，本會同意核定，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104.09.02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902-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依據契約第7條第3款(1)~(3)目所述，

針對104年8月28-31日期間，因下雨致工區嚴重積

水，而使工程全面無法施工，故得申請免計工期，共

4天。隨函檢附「氣象局 逐時氣象資料」及「工區淹

水現況相片」，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9.02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902-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壁磚強度及吸水率」試驗報告，

一式三份，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9.07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907-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104年「八月份施工日誌」一式三

份，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9.07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907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8月28日至8月31日因雨

影響預定施工進度，依契約規定申請免計工期4日，

經本所審查屬實，建請 貴機關准予核定，呈請 鑒

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9.08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908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壁磚強度及吸水率試驗報告，

經本所審定同意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9.08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90802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9月2日第六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錄，建請 貴機

關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騰騏營造

有限公司 

 

104.09.1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910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8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4.09.1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91002 號 

有關 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目前工程進度落後超過10%，請於

九月十七日前提出趕工計畫，並加派人手進行趕工，

以免延誤工進，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4.09.1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910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八月份施工日誌，經查

屬實審核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09.10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2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申請免計工期4日，本會同意核定，

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104.09.14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2-1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壁磚強度及吸水率試驗報告，本會同

意備查，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4.09.14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2-2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104年9月2日第六次工地協調會會議

紀錄，本宮同意核定，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09.1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91601 號 

有關  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目前工程進度已呈現落後，請儘速

安排施工人員進場施作，以利工進。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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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104.09.16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44 號 

有關 貴所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104年8月份監造報表，本機關同意核

定，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104.09.18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0918-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依據契約第7條第3款(1)~(3)目所述，

針對104年9月7-9日期間，因下雨致工區嚴重積水，

而使工程全面無法施工，故得申請免計工期，共3天。

隨函檢附「氣象局 逐時氣象資料」及「工區淹水現

況相片」，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09.23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923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9月7日至9月9日免計工

期一案，經本所審查結果建議免計工期2.5日，建請 

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09.23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92302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委託監造及施工紀錄製作－專業責任險及雇主意外

險之保險單正本及繳費收據副本，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4.09.24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2-1 號 

有關 貴所受託辦理本機關「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委託監造及施工紀錄製作乙

案，辦妥專業責任險、雇主意外險並檢具投保證明文

件，本機關准予備查，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104.09.3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930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9月24日第七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錄，建請 貴

機關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騰騏營造

有限公司 

 

104.09.30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4-1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申請免計工期2.5日，本會同意核定，

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4.09.3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0930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9月24日第七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錄，建請 貴

機關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騰騏營造

有限公司 

 

104.10.01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1001-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依據契約第7條第3款(1)~(3)目所述，

針對104年9月21-22及28-30日期間，因下雨致工區嚴

重積水，而使工程全面無法施工，故得申請免計工

期，共5天。隨函檢附「氣象局 逐時氣象資料」及「工

區淹水現況相片」，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10.0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005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9月21日至9月22日、9

月28日至9月30日免計工期一案，經本所審查結果建

議免計工期3日，建請 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無附件) 

104.10.09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009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

程」，104年9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4.10.09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009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

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八月份施工日誌，經查屬實

審核通過，建請  貴機關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10.12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4-2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申請免計工期3日，本會同意核定，

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4.10.12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4-3 號 

有關 貴所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104年9月24日第七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

錄，本 宮同意核定，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10.16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4-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承攬本會辦理之「歷史建築善

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於104年8月份因雨

提出免計工期共15日乙案，本會同意核定，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理處 

104.10.14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1014-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自104年9月28-29日「杜鵑颱風」以後，

工區內即持續不斷滲水，雖每日進行抽水處理，但區

內仍是呈現泥漿地形，致施工人員無法進行施作。依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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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10 

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據契約第7條第3款(1)~(3)目所述，「要徑工項因天

候影響無法施工，……」，得申請免計工期。隨函檢

附104年10月1-14日之及「工區積水現況相片」，一

式三份，敬請核示。 

104.10.15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4-4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104年9月份監造報表，本機關同意核

定，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4.10.19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019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10月1日至10月14日免計

工期一案，經本所審查結果建議免計工期13日，建請 

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臺南文化資產

管理處(無附件) 

104.10.21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3 號 

本機關申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第一期補助款新台幣：583,978元整，詳如說

明，請查照。 

臺南文化資產管理處  

104.10.23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023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目前工程進度落後超過10%，

請於10月30日前提出趕工計畫，並加派人手進行趕

工，以免耽誤工進，請查照。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臺南文化資產

管理處(無附件) 

104.10.2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026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

程」，104年10月20日第八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錄，

建請 貴機關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騰騏營造

有限公司 

 

104.10.26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6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申請免計工期13日，本會同意核定，

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4.10.28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02801 號 

有關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目前工程進度落後達9.5%，請於11

月3日前提出趕工計畫，並加派人手進行趕工，以免

耽誤工進，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4.11.02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6-1 號 

有關 貴所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104年10月20日第八次工地協調會會議

紀錄，本 宮同意核定，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11.0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105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目前工程進度落後超過

11.34%，且尚未收到趕工計畫，請儘速提送並增派員

進場施作，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4.11.06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7 號 

有關「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乙案，因多方信徒反應，應將古井井內淤泥清理至原

有井底，請監造單位配合辦理變更設計，恢復原始風

貎；並請施工廠商配合變更設計淤泥清理工程，現場

暫緩施工，敬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11.09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1109-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擬申請自104年11月1日起辦理停工，詳

如說明，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11.09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10901 號 

有關騰 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

井緊急修復工程」，至今本所尚未收到送審資料「不

鏽鋼板(T=3mm)」、「雙魚圖稿，請儘速提送至本所

審查，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4.11.1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110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

程」，104年10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4.11.1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112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

程」，第一次變更設計書圖乙式，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4.11.1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116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函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

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自104年11月1日起申請停

工乙案，經本所審查同意自104年11月6日起辦理停

工，建請 貴宮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理處、騰騏營造有限

公司(無附件) 

104.11.16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7-1 號 

有關 貴所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104年10月份監造報表，本機關同意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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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11 

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核定，請 查照。 

104.11.20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8 號 

有關承攬廠商函報「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停工案，本宮同意所請，自104年11月6

日起停工，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本宮委員會、臺南市

文化資產管理處 

104.11.23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9 號 

檢送104年11月19日「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第一次變更設計書圖審查會議紀錄乙

式，請受託單位依審查委員意見進行修正。 

施忠賢委員、臺南市文

化資產管理處、趙崇欽

建築師事務所 

本宮委員會 

104.11.3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13001 號 

檢送修正後「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第一次變更設計書圖乙式，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理處(無附件) 

104.11.30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60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承攬本會辦理之「歷史建築善

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因104年10月份連

日下雨造成工地積水無法施工，故申請免計工期共13

日乙事，本會同意核定，請 查照。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 

104.12.04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61 號 

有關「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修正後第一次變更設計書圖，經本宮審查後同意核

定，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理處、騰騏營造有限

公司 

104.12.09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1209-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104年「9-11月份施工日誌」，一

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12.1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210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

程」，104年11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4.12.1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215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

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9月份~11月份施工日誌，經

查屬實，建請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4.12.16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62-1 號 

有關 貴所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104年11月份監造報表，本機關同意

核定，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104.12.17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62 號 

關於本宮辦理「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

復工程第一次變更設計」已完成讙價程序，請承包廠

商於104年12月18日申請復工，請 查照。 

施忠賢委員、臺南市文

化資產管理處、趙崇欽

建築師事務所 

本宮委員會 

104.12.18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41218-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依據「南縣寺燈(5)字第462號函」指示，

申請自104年12月18日起復工，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4.12.2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222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申請於104年12月18日復工乙

案，經本所審查通過，建請 貴宮同意准予復工，呈

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理處、騰騏營造有限

公司 

105.01.04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104-03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變更後調整之施工預定進度表」，

一式三份，詳如附件，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5.01.04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104-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井蓋圖稿及施工圖」，一式三份，

詳如附件，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5.01.04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104-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不銹鋼板(t=2mm)」材料送審資

料，一式三份，詳如附件，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5.01.07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107-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104年12月份施工日誌」，一式

三份，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善化茄拔天后宮 

105.01.08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4122201 號 

有關 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目前工程進度落後已達4.45%，請

儘增派員進場施作，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5.01.08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0802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4年12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5.01.08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0803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4年12月份施工日誌，經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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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屬實，建請准予備查。 

105.01.10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11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

程」，104年12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5.01.1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1101 號 

有關 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井蓋圖稿及施工圖送審資料乙式，

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5.01.1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1101 號 

有關 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變更後之施工預定進度表，經本所

審查通過，建請 貴宮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5.01.1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11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

古井緊急修復工程」不銹鋼板(t=2mm) 材料送審資料，

經本所審定同意通過，建請  貴宮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無附件) 

105.01.1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1103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

古井緊急修復工程」變更後之施工預定進度表，經本所

審查通過，建請  貴宮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無附件) 

105.01.11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111-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依據契約第7條第3款(1)~(3)目所述，

「要徑工項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得申請免

計工期。得申請免計工期。今於105年01月3-4日及6-7

日，因下雨致工區回填土潮濕，無法施作井內地坪回

填土夯實及土壤密度試驗，且後續工程亦無法延續進

行，故得申請免計工期共4日，隨函檢附「逐時氣象

資料」，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1.14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62-1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104年12月份監造報表，本機關同

意核定，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105.01.1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15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

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5年1月3~4日、1月6-7

日因雨無法施工，申請免計工期4日乙案，經本所審

查僅給予免計工期3日，建請 貴宮准予辦理，呈請 鑒

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5.01.19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119-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依據契約第7條第3款(3)目所述，「要

徑工項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得申請免計工

期。今於105年01月11-12日及15-18日，因下雨致工

區回填土潮濕，無法施作井內地坪回填土夯實及土壤

密度試驗，且後續工程亦無法延續進行，故得申請免

計工期共4日，隨函檢附「逐時氣象資料」，一式三

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1.2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2201 號 

有關  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目前工程進度落後已達8.33％，請

儘速增派人員進場施作，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5.01.21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63-1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申請免計工期3日，本會同意核定，

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理處、趙崇欽建築師

事務所 

105.01.2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2201 號 

有關 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目前工程進度落後已達8.33%，請

儘速增派人員進場施作，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5.01.2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25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5年1月15日第九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錄，建請 貴

機關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騰騏營造

有限公司 

 

105.01.27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56-1 號 

有關 貴所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105年1月15日第九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

錄，本 宮同意核定，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5.01.29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2901 號 

有關 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目前工程進度落後已達10.44%，請儘增

派員進場施作，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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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105.01.29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29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

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5年1月11-12日、1月

15-18日免計工期4日乙案，請補充相關資料再行提

送，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5.02.0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50201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第

二次變更設計書圖乙式，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無附件) 

105.02.0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20201 號 

有關 貴公司承包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請於2月5日中午前完成周圍環境整

理，並加強注意春節期間之工地安全，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5.02.02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202-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因105年1月28-31日下雨無法進場施作。

依據契約第7條第(一)項第3款第(3) 目所述，得申請

免計工期。故隨函檢附氣象局之「逐時氣象資料」，

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2.03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203-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因105年1月11、15、17日下雨，導致井

外地面潮溼，連帶1月12、16、18日亦均無法施作「地

坪夯實作業」。依據契約第7條第(一)項第3款第(3) 

目所述，得申請免計工期。故隨函檢附「變更後調整

之施工預定進度表」及期間之「工地地坪潮濕相片」，

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2.1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215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5年1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5.02.1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215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

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5年1月份施工日誌，經查

屬實，建請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5.02.16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216-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

程】因105年1月份氣候影響工進，有13天之免計工期，

故重新檢送「第2次變更設計調整後之施工預定進度

表」，一式三份，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2.17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217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

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5年1月28-31日因下雨

及衍生土壤潮溼而無法施工，依契約規定申請免計工

期4日，經本所審查屬實，建請 貴機關准予辦理，呈

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5.02.17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217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

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5年1月11-12日、1月

15-18日因下雨及衍生土壤潮溼而無法施工，依契約

規定申請免計工期6日，經本所審查屬實，建請 貴機

關准予辦理，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5.02.2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22201 號 

有關 貴公司承攬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目前工程進度已落後，且尚未收到趕

工計畫，請儘速提送並增派人員進場施作，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5.02.22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64-1 號 

有關 貴所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105年1月監造報表，本宮同意核定，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5.02.22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64-2 號 

有關 貴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105年1月施工日誌，本宮同意核備，

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5.02.26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125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5年2月26日第十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錄，建請 貴

機關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騰騏營造

有限公司 

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105.03.01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301-02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檢送「土壤樣品夯實試驗結果」，一式三份，

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3.02 騰騏營造有 騰騏(善化)字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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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第 1050302-01

號 

工程】乙案，檢送古井井蓋之「雙魚圖案圖稿及施工

圖」，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105.03.07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307-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105年2月份之「施工日誌」，一式

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3.09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309-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檢送「混凝土品質保證書及氯離子含量

檢測報告」資料，一式三份，詳如附件，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3.13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313-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檢送「第2次變更設計調整後之施工預定進度

表」，一式三份，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3.17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67 號 

有關 貴所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105年2月份監造報表，本機關同意核

定，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105.03.17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68 號 

有關 貴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105年2月施工日誌，本宮同意核備，

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

務所 

105.03.30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330-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因105年3月21-25日連日下雨，致105

年3/22-3/26日期間工區地坪潮濕，無法如期施作「壁

磚新砌」、「導根板鋪設」、「土方回填」。依據契

約第7條第(一)項第3款第(3) 目所述，得申請免計工

期5日。故隨函檢附105年氣象局「逐時氣象資料」及

「工區積水相片」，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4.0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405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

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5年3月22~26日因工區連

續下雨及衍生土壤潮濕而無法施工，申請免計工期5

日一案，經本所審查屬實，建議  貴宮准予辦理，呈

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5.04.08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408-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檢送105年3月份之「施工日誌」，一式三份，

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4.08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408-02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檢送「第1-5次之回填土工地密度試驗」報告，

一式三份，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4.1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411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5年3月份監造日報表，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105.04.11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41102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105年3月份施工日誌，經查屬

實，建請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5.04.1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412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第一至五次工地回填土密度試

驗報告，除第四次試驗報告取樣部位文字誤植，其餘

經本所審查通過，建請 貴宮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5.04.1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茄) 

105041202 號 

檢還 貴公司所函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第四次工地回填土密度試驗報告乙

式，詳如說明，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茄拔天后宮 

105.04.15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415-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檢送「第二次請款資料」，一式四份，敬請 核

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4.16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416-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因105年4月11-15日連續下雨，致工區

地坪積水潮濕，無法如期施作「回填土工地密度試

驗」、「土方回填」及後續工程。依據契約第7條第(一)

項第3款第(3) 目所述，得申請免計工期。故隨函檢

附105年4月之氣象局「逐時氣象資料」及「工區積水

相片」，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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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15 

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105.04.18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70 號 

有關 貴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105年3月施工日誌，本宮同意核備，

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5.04.19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71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第1、2、3、5次工地回填土密度試驗

報告，本宮同意備查，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5.04.21 茄拔天后宮 趙建字

(茄)1050421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函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

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工程第二次估驗資料，經本

所審查通過，建請  貴機關同意辦理，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無附件) 

105.04.21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72 號 

有關 貴公司函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申請免計工期5日，本會同意核定，

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理處、趙崇欽建築師

事務所 

105.04.21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421-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乙案，因連日下雨，致105年4月16-20日工區

地坪仍潮濕不已，無法如期施作「回填土工地密度試

驗」、「土方回填」及後續工程。依據契約第7條第(一)

項第3款第(3) 目所述，得申請免計工期5日。故隨函

檢附「工區積水相片」，一式三份，敬請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4.25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72 號 

有關「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乙案，廟方將於105年4月28-29日舉辦「媽祖誕辰」

慶典，故請施工廠商配合現場暫緩施工(不計工期)，

請 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理處、騰騏營造有限

公司 

105.04.27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73 號 

有關 貴公司函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申請免計工期5日，本會同意核定，

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理處、趙崇欽建築師

事務所 

105.04.28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77 號 

檢送 本宮「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第二次變更設計議定書正、副本各2份，請依

契約規定確實履行並趲趕工進，請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105.05.0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5050201

號 

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

105年4月26日第十一次工地協調會會議紀錄，建請 

貴機關准予核定，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105.05.05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62-2 號 

有關 貴公司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104年9-11月施工日誌，本宮同意核

備，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 

105.05.06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字

第 477-1 號 

有關 貴所檢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

急修復工程」，105年4月26日第十一次工地協調會會

議紀錄，本宮同意核定，請查照。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

所、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105.05.06 騰騏營造有

限公司 

騰騏(善化)字

第 1050506-01

號 

本公司承攬【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

工程】檢送「回填土工地密度試驗第4次及6-10次」

及「#4鋼筋」之試驗報告，各乙式三份，詳如附件，

敬請 核示。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茄拔天后宮 

105.05.10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

字第 478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工程估驗資料，本會同意核定，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

務所、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理處 

105.05.12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50512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檢送「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

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第4、6-10次工地回填土密度

試驗報告及#4鋼筋試驗報告，經本所審查通過，建請  

貴宮准予備查。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 

105.05.16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

字第 479 號 

有關 貴公司提送之「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

緊急修復工程」第4、6-10次工地回填土密度試驗報

告及#4鋼筋試驗報告，本 宮同意備查，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 趙崇欽建築師事

務所 

105.05.18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5051801

號 

有關「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

程」，工程承攬廠商已於5月17日申報竣工，惠請 貴

宮依據契約於7日內辦理竣工確認，呈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 

105.05.20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

字第 480 號 

本宮辦理「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

程」竣工確認乙案，謹訂於105年5月23日(星期一)

下午3時，至施工現場辦理，屆時請監造單位及承包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趙

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台南市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                                                

附錄-16 

發文日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主旨 受文者（正本） 受文者（副本）
商備妥相關工具及資料並協助配合，請 查照。 

105.05.25 趙崇欽建築

師事務所 

趙建字

(茄)105052501

號 

有關騰騏營造有限公司於105年5月17日申報「歷史建

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竣工一案，經

本所於105年5月23日會同 貴宮及承攬廠商於現場會

勘，確認本工程業已竣工，惠請 貴寺派員驗收，呈

請  鑒核。 

茄拔天后宮 騰騏營造有限公

司 

105.05.27 茄拔天后宮 南縣寺燈（5）

字第 481 號 

本宮辦理「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

程」驗收乙案，謹訂於105年6月2日(星期四)下午3

時，至施工現場辦理驗收，屆時請監造單位及承包商

備妥相關工具及資料並協助配合，請 查照。 

騰騏營造有限公司、趙

崇欽建築師事務所 

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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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17 

附錄二、開工報告書 

 



台南市歷史建築善化茄拔天后宮古井緊急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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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公共工程監造報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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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19 

附錄四、施工日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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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各項試驗報告 

壁磚吸水率及抗壓試驗報告 #4鋼筋非水淬試驗報告 

#4鋼筋抗拉及抗壓試驗報告 土方密度試驗報告 



                                                                                                附錄 

附錄-21 

回填土試驗報告-第1~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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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填土試驗報告-第5~8次 



                                                                                                附錄 

附錄-23 

回填土試驗報告-第9~10次 

210kgf/cm2混凝土抗壓強度試驗報告 混凝土氯離子含量檢測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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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工程各項計畫書 

品質計畫書 整體施工及勞安計畫書 

鄰近建築物鑑定及監測報告書 榕樹根系調查及維護計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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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25 

 

 

壁磚施工計畫書 鄰近建築物鑑定及監測報告書 

鋼板樁及支撐施工計畫書 地坪施工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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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竣工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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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27 

附錄八、驗收紀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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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結算驗收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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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29 

附錄十、營造綜合保險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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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31 

附錄十一、工作報告書期末審查意見綜理表 

 審查意見 回覆意見 

曾

國

恩 

委

員 

一、本案施工紀錄工作報告書相當詳

實。其中隱蔽資訊之井底構造及

古井形式(桶狀剖面)至為珍貴。

其中桶形構造在本工程修復時

係依原貌施作，因此仍需於第四

章之井壁外磚砌體之配合及不

銹鋼板弧度升降滑動模版之配

合等補充說明及記錄。 

謝謝委員意見，相關施作過程已補充於

P.4-6~4-7。 

二、承上，施工過程中異動大(因隱

蔽新發現、天候因素、變更設計

因素等)，請於第四章小結或總

篇末就本案原調查研究計畫、設

計階段、實際施工階段之重大差

異比對(彙整列表表達之)。 

謝謝委員意見，有關本工程於設計階段與

實際施工階段，因天候因素、廟方要求、

變更設計、隱蔽發現等因素而有所差異，

已補充說明兩者之差異及異動因素，詳

P.6-2。 

三、井蓋材質採鍍鋅板或不銹鋼板?

厚度真的達到 3.8 公分嗎?既屬

可掀式，請補充上五金鐵件（或

鎖件）下方磚材（突出磚）僅採

一皮是否可承載上方井蓋重量?

為何不多作一皮?可於章節末工

程檢討中論述。另井欄與新作鋪

面地坪間間隙“矽利康”?正確嗎?

一併檢討之！ 

有關井蓋之材質及施作方式已補充，詳 

P.4-27。 

另整座井蓋重量約18公斤，原設計是放置

於井壁磚上緣，後因廟方建議抬高井蓋高

度，故於井欄高約50cm處，施作出挑磚來

支撐井蓋，井蓋屬活動式但廟方為避免遭

竊，於井欄施作時配合埋設鐵件來上鎖井

蓋，相關示意圖已補充，詳P.4-27。 

因井蓋重量不重，且出挑磚共7塊平均分布

於井欄內徑，足以承載井蓋的重量，另外

井欄採丁砌，若施作兩皮磚無法上下重疊

支撐，經考量後僅施作一皮出挑磚。 

井欄與新作鋪面地坪間間隙，鋪設彈性填

縫材，非使用矽利康，使用彈性填縫材主

要是避免地震時的碰撞破壞井欄，詳

P.4-25。 

四、第五章之會議名稱宜清楚定義，

全部 11 次均是“工程協調會議”

嗎？還是有部份是“工務會議”? 

謝謝委員意見，已將工地協調會及工務會

議召開時間加以分類並說明，詳報告書

P.5-1~5-2。 

 

 

一、本修復工程很小，但從設計、施

工、到工作報告均甚為嚴謹，建

築師團隊相當值得肯定。 

謝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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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工作報告架構清晰，內容亦相

當詳細，井底淤泥清理所得到之

井底溝造資訊發現，對古井而言

具珍貴性。 

謝謝委員。 

三、下列內容細節，請參酌修正 

1. p2-18，表 2-5-2，三級品管中，

人員編制可略。 

2. p3-1，表 3-1-1，施工說明會紀

錄表中，廠商代表“黃主任文

郎”，建議改為“黃文郎（工地

負責人）”。 

3. p3-10，照片 3-4-18，發現之弧

形磚，建議註其尺寸。 

4. p4-9，圖 4-3-1，導根板範圍

150cm，請修正。 

5. p4-15“土壤壓密度試驗”，宜修

正為“夯實度試驗”（與 p4-16 相

同）。 

6. p4-24~p4-26古井周圍之抿石子

洩水坡度作法，請加以說明。 

謝謝委員意見。 

1.已修正，詳 P.2-18。 

 

2.已修正，詳 P.3-1。 

 

 

3.已註明尺寸，詳 P.3-10。 

 

4.已修正導根板範圍為 200cm，詳 P.4-10。

 

5.已修正，詳 P.4-14~4-19。 

 

6.已補充說明，詳 P4-24~4-26。 

四、第六章第二節工程檢討，建議納

入下列： 

1.井壁磚之仿製過程。 

 

2.古井原來砌築工法與研判。 

 

3.古井之歷史應為後續地方文資

努力之課題。 

謝謝委員意見。 

 

1.有關井壁磚之仿製過程，已補充說明，

詳 P.6-3~6-4。 

2.有關古井之砌築工法之研判，已補充說

明，詳 P.6-5~6-6。 

3.有關古井之建造年代雖已不可考，但其

歷史意義卻十分重要，有井水的需求代

表當地已有群居，也代表茄拔地區開發

的起源，實需地方人士共同尋找茄拔之

發展史，來填補曾經空白之歷史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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