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公路局拓建處98年度年報
190

3業務報告
交通管理

»»工程業務

一、 施工期間交通維持

(一)、 本年度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

本年度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如下表所示。

項次 標  別 承包商 核定日期 核  定  文  號

1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
（第1期）第M13A標」內壢交流道
56K+990匝道C橋CP8~13交維計畫

根基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98年1月19日 拓交字第
0980000287號

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
（第1期）第M13A標」內壢交流道
56K+990匝道C、D橋交通維持計畫

根基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98年1月19日 拓交字第
0980000288號

3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
（第1期）第M11標」汐五拓寬段
（STA.17K+200  PD22D號橋墩）交通
維持計畫書

榮金營造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98年2月18日 拓交字第
0980001360號

4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
（第1期）第M13A標」內壢交流道聯
絡道跨越橋（STA.56K+980）、中園
路跨越橋（STA.57K+306）及新竹榮
光路跨越橋（STA.86K+514）交通維
持計畫

根基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98年3月6日 拓交字第
0980001945號

5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21C標」交通維
持計畫

友仁營造有限公
司

98年11月16日 拓交字第
0980010549號

6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31標」交通維
持計畫

宏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98年11月17日 拓交字第
09800106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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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年度各標工程交通維持執行情形：

A、 國道1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第204標)：

本工程年度中合計辦理1次匝、環道封閉作業，順利於預定時間內

開放行車，詳細內容如下表所示：

項次 日期 作業項目 交通維持情形

1 98.02.25~
98.02.26.

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第204標跨越五
股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之吊梁作業。

98.02.25.23時起至翌日凌晨6時止，
管制封閉高速公路主線及汐五高架南
下五股、泰山、新莊之出口匝道。

B、 增建東西向快速公路萬里瑞濱線大華系統交流道工程（國道1第156

標）：

本工程年度中合計辦理6次高速公路主線封閉作業，均順利於預定

時間內開放行車，詳細內容如下表所示： 

項次 日期 作業項目 交通維持情形

1 98.03.03.~
98.03.05.

增建東西向快速道路萬里瑞濱線大華
系統交流道工程之吊梁作業。

98.03.03.~98.03.05.連續3天，利
用每日夜間10時至隔日上午6時之時
段，封閉台62線(萬瑞線)快速道路暖
暖交流道（9k）至大埔交流道（又稱
七堵一交流道，3k）間路段之雙向主
線車道。

2 98.09.07.~
98.09.08.

增建東西向快速道路萬里瑞濱線大華
系統交流道工程跨越高速公路主線之
吊梁作業。

98.09.07.~98.09.08.晚間22時至次日
凌晨6時，封閉國道1號高速公路基隆
交流道至五堵交流道（STA.1K ~STA. 
6K）南北雙向主線交通。

3 98.09.23.~
98.09.25.

增建東西向快速道路萬里瑞濱線大華
系統交流道工程之吊梁作業。

98.09.23.~98.09.24.連續2天，利
用每日夜間22時至隔日上午6時之時
段，封閉台62線(萬瑞線)快速道路暖
暖交流道（9k）至大埔交流道（又稱
七堵一交流道，3k）間路段之雙向主
線車道。

4 98.09.30.~
98.10.01.

增建東西向快速道路萬里瑞濱線大華
系統交流道工程之吊梁作業。

98.09.30.~98.10.01.夜間22時至隔日
上午6時，封閉台62線(萬瑞線)快速
道路暖暖交流道（9k）至大埔交流道
（又稱七堵一交流道，3k）間西向主
線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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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8.10.20.~
98.10.21.

增建東西向快速道路萬里瑞濱線大華
系統交流道工程跨越高速公路主線之
吊梁作業。

98.10.20.~98.10.21.晚間23時至次
日凌晨6時30分，封閉國道1號高速公
路基隆交流道至五堵交流道（STA.1K 
~STA. 6K）南北雙向主線交通。

6 98.12.28.~
98.12.31.

增建東西向快速道路萬里瑞濱線大華
系統交流道工程跨越高速公路主線之
臨時支撐架拆除作業。

98.12.28~98.12.31.晚間22時至次日
凌晨6時，封閉國道1號高速公路基隆
交流道至五堵交流道（STA.1K ~STA. 
6K）南向主線交通。

C、 國道2號拓寬工程：

本工程年度中合計辦理1次高速公路主線封閉作業，順利於預定時

間內開放行車，詳細內容如下表所示：

項次 日期 作業項目 交通維持情形

1 98.12.22. 第H21B標跨越高速公路主線之CMS
吊裝作業。

98.12.22.凌晨00時至6時，封閉國道
2號大園交流道（STA.0K+700）至大
竹交流道（STA.5K）東行主線交通。

D、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

本工程年度中合計辦理1次匝、環道路肩封閉作業、2次地方道路

封閉作業，除第3項為跨年度之管制外，餘均順利於預定時間內開放行

車，詳細內容如下表所示：

項次 日期 作業項目 交通維持情形

1 98.02.12.~
98.06.30. 橋梁耐震補強第M13A標工程施工。

98.02.12.上午9時起~98.06.30.止，
管制封閉內壢交流道匝道橋正下方，
中園路左轉往中（內）壢工業區方向
之車道。

2 98.03.20.~
98.10.10. 橋梁耐震補強第M11標工程施工。

98.03.20.上午9時起~98.10.10.止，
全日管制封閉台北市濱江街180巷
口～大直橋間（即大直橋以西之濱江
街路段）之國道1號汐五高架橋下雙
向車道。

3 98.12.28.~
99.04.30. 橋梁耐震補強第M11標工程施工。

98.12.28.起~99.04.30.止共計122天
封閉建國北路南下入口匝道外側路
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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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

員林高雄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係建置國道1號南部路段各項交通控制系

統設施，並整合與汰換既設國道1號緊急電話系統工程之有線電話系統、傳

輸系統與設備監視子系統等及整合既設匝道儀控設備等，以利南部路段高快

速路網之交通管理與監控作業。本工程分為2期施工與驗收，第1期於95年5

月9日開工，完工日期為98年5月7日，初驗合格日期為98年12月22日，目前

正辦理驗收作業，第2期於98年5月1日開工，預定完工日期為99年4月30日，

本年度主要工作項目為中央系統軟體測試、匝道儀控設備吊裝、各項設備系

統工地測試及整合測試、環路線圈切割、纜線佈放、整合第R31標等項目。

三、 工程宣導

高速公路主線道路封閉訊息透過臨時安排之專訪節目，由拓建工程處長

官、各工務所及監工單位等主管上現場說明施工相關細節及需要民眾配合之

處。

辦理本年度宣導作業問卷調查：

為實際了解用路人及民眾對目前施工路段行車需求，及檢核本處之宣導

計畫成效，於98年12月3日（星期四）於中壢服務區，以問卷方式調查用路

人，並將成果彙整並評估，以為日後辦理施工路段交通安全策略之改進及相

關宣導作業內容之參考。相關統計分析資料將於本處資訊公開網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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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訓練

以國道2號拓寬工程之交通維持作業為教育訓練重點，辦理「高速公路

施工之交通維持暨宣導作業」講習會，除本處工程司、監造單位經理、副理

及交維負責工程師，承包商工地主任、交維負責工程師為必要參加人員，並

邀請高速公路局暨其所屬之北區、中區、南區工程處工程司參加，共辦理2

次講習會，每梯次課程講授5小時，共84人參訓。其成果如下：

日期 地點 時間 課程內容 參訓人員

6月19日
高速公路局
北區工程處1樓
會議室

08:30~09:10 開訓報到

高速公路局、本處、北區
工程處、中區工程處、南
區工程處，及相關工程各
標監造單位及承包商共45
人參加

09:10~10:00 國二拓寬交通維持設計構想

10:10~12:00 高速公路施工之交通維持及
注意事項

13:10~15:00 高速公路施工之交維宣導

15:00~16:00 綜合討論

6月22日
高速公路局
北區工程處1樓
會議室

08:30~09:10 開訓報到

高速公路局、本處、北區
工程處、中區工程處、南
區工程處，及相關工程各
標監造單位及承包商共39
人參加

09:10~10:00 國二拓寬交通維持設計構想

10:10~12:00 高速公路施工之交通維持及
注意事項

13:10~15:00 高速公路施工之交維宣導

15:00~16:0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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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院頒道路秩序及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為確保道路交通秩序與安全，以保障人民之生命財產，依照行政院93年度施政方

針重點「實施各項交通系統風險管制計畫」之指示及秉持行政院核頒「道路交通秩序

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原有精神，訂定「院頒道路秩序及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工作計

畫，本處98年列管案件計有國道1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第204標)、大華系統交流道

增建工程（156標）之交通維持及交通管理作業等，計2個標案，其預算及進度執行均

符合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