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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新建或拓寬工程與既有交控設備管線處理原則  

89年 5月 23 日管 89字第 10622號函發 

90年 8月 13 日管九十字第 17510 號函修訂 

98年 8月 28 日管 98字第 0986005862 號函修訂 

一、建置目的 

（一）  提供顧問公司辦理新建或拓寬道路工程規劃設計時，據以將

既有交控設備、管線所應配合需求納入發包文件，相對增加

合理之經費，俾能有效執行契約，以維護本路交控系統正常

運作。  

（二）  提供工程監造、督工單位，據以作為執行契約之基礎原則，

以提高承包商對既有交控設備、管線之重視。  

（三）  提供交控設備、管線維護管理單位，釐清與其他承包商間之

責任界面。  

 

二、適用說明 

（一）  本局自辦交控設備、管線維修工程應比照本處理原則辦理。 

（二）  國道共構管道部分，依「國道高速公路沿線共構管道（土木

部分）維護要點」（本局已於 87.12.31 工八七字第 23853

號函修訂，陳報交通部備查）辦理，該要點未規定部份，比

照本處理原則辦理。  

  

三、施工前交控設備管線查測  

(一 )  交控管線，包括沿國道兩側埋設或附掛之交控光纖、電力及通

信電纜以及埋設於連絡道及其他道路之管線，含主幹線、分支

線、備用管及人（手）孔、拉線箱等。  

(二 )  施工前承包商應會同工程司及交控設備、管線維護管理單位，

查測工區內所有交控各終端設備及管線，並作成紀錄，對工程

司研判認為重要者，並應拍照存證，俾施工期間避免損壞或挖

斷管道，或將留用之人（手）孔遭覆土掩埋及於竣工時作為交

控設備、管線驗收之依據。  

(三 ) 承包商施工區域與交控管線查測責任分界點，由工程司會同承

包商及交控管線維護管理單位確認。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1.施工區域內之主幹纜線、分歧纜線、電力纜線及交控設備

等，均由施工標承包商負責。  

2.以臨近施工區域起迄點最近之人（手）孔為責任分界點介

面，實際責任分界點由施工協調會議確認。  

(四 )  若承包商於施工前未會同工程司及交控設備、管線管理維護單

位查測點交時，一經施工即視同已完成點交手續，並承認所有



2 

設備、管線均屬正常。  

(五 )  施工前應由工程處邀集承包商及監造、督工等單位會商預先研

訂纜線及交控設備損壞處理機制。  

(六 )  承包商應於開挖施工前，先進行管線試挖，以確認管道位置，

並立樁標示，避免施工車輛輾壓，如因施工車輛經過所需，應

於管道上方加鋪二公分厚之鋼板或相等之保護設施。  

(七 ) 承包商應將既有交控設備管線遷移納入工程施工計畫之要徑，

並於遷移、改接與拆收施工前一個月，提送遷移與改接施工計

畫書供工程司審查，經審查核可後，始得進行遷移與改接等作

業。  

  四、施工期間交控管線配合部份  

（一）配合新建或拓寬工程進度，交控管線須遷移時，除依一般管

線遷移原則辦理外，應採「先建後拆」的方式維持運作。若

無法先建後拆，則採用契約規定之臨時遷移方式維持運作。

監造單位應確實督導執行，以避免通信中斷或影響通信品質。 

（二）新建或拓寬工程施工時，若遇管線與路工衝突，且未含於發

包契約文件時，則由工程司及交控設備、管線維護管理單位

會勘後決定處理方式。  

（三）交控光纖主幹線遷移改接時機，應避免於本局正常上班時

間、連續假日期間或特別規定時間。但經本局或工程司核准

及緊急搶修者除外。  

（四）交控光纖主幹線損壞時，承包商應主動通報工程司並會同交

控管線維護管理單位辦理會勘，查證中斷點及決定搶修與處

理方式後，由承包商依規定材料與工法予以緊急搶修。管線

修復費用、修護期限與損失計算依本局「通信設施修復用及

設備停用期間損失計算規定」辦理。（該規定如附：國道高速

公路「通信設施損壞處理及管線受損設備停用損失賠償計算

規定」）。  

（五）為維持通訊傳輸品質，承包商應尋具有專業管線維修施工經

驗之協力廠商負責維修與施工，施工前應由承包商將所覓得

之管線維修協力廠商名冊提送工程司核備。  

（六）交控分岐纜線之遷移、臨時管線及損壞修復等，須配合交控

終端設備維持運用。  

（七）仍留用之人（手）孔側旁應立桿標示（立桿標示方式詳如附

圖一），避免施工人員不慎損壞或掩埋，施工期間標示牌及立

桿應保持可用，若損壞應即修復或補充。工程完工後，應將

立桿標示拔除現場回復原狀。  

（八）配合維持設備運作，若施工時須破壞交控傳輸分歧纜線、電

力纜線，則應以臨時纜線維持運作。施工時需臨遷於路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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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需懸掛「纜線標示牌」，並應於損壞時及時增補。標示

牌上需註明：  

1、  纜線屬性。  

2、  纜線管理單位。  

3、  纜線管理單位電話等資料。  

 

  五、施工期間交控設備配合部份  

（一）施工期間，既有交控設備包括匝道儀控設備、緊急電話機

(ET)、各類資訊顯示設備 (CMS、RGS、TTS)、車道管制號誌等，

原則均應維持正常運作。  

（二）  為配合工程施工需要且經工程司核可暫時遷移時，須以臨時

立桿及臨時管線或無線傳輸等方式繼續維持系統運作。超過

10 日之暫時遷移，需另具「交控設備暫時遷移計畫書」，並於

遷移 3 日前經工程司核可，所需經費已含於工程費內不另給

付。配合工程進度之遷移、改接，其設備停用時間，應儘量

縮短，系統停用期間以不超過 3 日為限。  

（三）前述 (二 )交控終端設備為配合工程施工需要，必須遷移改接

或移設至永久位置時，應由工程司、承包商及交控施工或維

護等相關單位查測後，將設備點交由施工承包商辦理遷移改

接，遷移改接期間若造成損壞由施工承包商負責修復或賠

償。遷移改接後，仍由施工承包商續辦養護。  

（四）設計顧問單位依據實際交控設施繪製纜線段長、纜線配分圖、

設計圖，承包商再依據設計圖及現地實況繪製並提送纜線段

長、纜線配分圖之施工圖等，經工程司審核後再據以施工，

不得隨意跳接或短料併接。  

（五）若配合工程施工實際需要，無法維持原系統運作，確實需要

拆收時，應經工程司核可並依 (三 )之方式辦理點交，由施工

承包商拆除妥善保存。待回復裝設條件時，應將原拆下存放

之終端設備依設計位置裝回，非經核可不得變動位置。且各

設備內部零組件不得更動。當設備裝回使用時，若發現有遺

失、缺件、故障、碰撞損壞或銹蝕等，應由承包商負責無償

賠償或修復。  

（六）車輛偵測器用環路線圈，包括主線車輛偵測器環路線圈及匝

道儀控車輛偵測器環路線圈，因路面整修、拓建增加車道等

須重新佈設或增加時，由辦理新建或拓寬工程承包商依規範

佈設，並以實作數量計價。  

（七）前述車輛偵測器終端設備，因應拓寬後車道增加須相對增加

電路板時，由承包商依規範提供及現場測試，並以實作數量

計價。承包商之責任範圍不包括機房與交控中心之軟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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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配合交控中心作連線測試。  

（八）  若主線環路線圈受施工影響確無法運作 (如道路刨除等作

業 )，應另外租用路側式車輛偵測器 (偵測器應遵循本局交控

標準通訊協定 V3.0 版 )，租用費用以月計價，並由施工廠商

支付，且以原設置地點為原則。所有之主線車輛偵測器如無

法使用既有傳輸設備，則應使用 GPRS 等無線傳輸方式傳遞車

輛偵測器（ VD）資料，相關傳輸費用由原交控維護單位支付。 

（九）  閉路電視攝影機（ CCTV）應維持正常運作，如因現場施工無

法維持運作時，則應於適當替代地點架設 CCTV。如無法使用

既有傳輸設備，則應使用 GPRS 等無線傳輸方式傳遞 CCTV 影

像資料，相關傳輸費用由原交控維護單位支付。  

 

  六、竣工時交控設備管線恢復運作與查測  

（一）工程竣工時，所有新設管道內之纜線均應為全新纜線，並不

得以多條光纖電纜或多條通信電纜替代原先電纜。主幹線電

纜之接續以依線序全額接續為原則。  

（二）工程竣工時，施工路段之人 (手 )孔標記應由承包商依規定重

新噴註，並應會同工程司及交控設備、管線維護管理單位，

查測交控各終端設備及管線、人 (手 )孔等作成紀錄並與施工

前紀錄比對，且依據標記之距離查核人 (手 )孔是否遭掩埋。  

（三）纜線因故障、接續點過多或接續不良，造成損耗過多、通訊

品質不良時，依據特訂條款規定辦理。  

 

   七、竣工文件  

（一）  竣工時承包商應繪製交控管道、人 (手 )孔及拉線箱、線路、

纜線配分圖、遷移及增設設備等竣工資料（均含文字、圖說

電腦檔），經工程司審核及送請交控設備、管線維護管理單

位確認。  

（二）  竣工資料文件中另含各標工區內所有通信、交控終端設備及

人手孔等設備屬性資料表及電腦檔（至少應含路段、設備名

稱、設備編號、設置里程、設置型式、新增或既設等資料，

另如資料收集或監控信號所收容機房、接點編號、介面編

號、甚至軟體辨識編號等相關屬性資料，承包商應依實際狀

況提供）。  

 

   八、保固  

(一 ) 交控管線之保固期限，應與路工工程保固期限一致。交控設

備應於竣工後驗收前，完成點交回原維護單位作業。  

(二 )保固期間發生可歸責於承包商用料不當或施工不當，造成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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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原設計功能時，承包商應無償負責維修與改善。  

 

 

   九、其他配合事項  

(一 )  施工期間交控設施損壞時，承包商須於 3 日內修復；逾期未修

復，由維護管理單位招商辦理修復，所需費用由承包商負擔或

於工程款內扣除。有關設備、線路停用期間，損失賠償費用亦

由承包商負擔或於工程款內扣除。  

(二 )  對拆收各式既有管道材料可分為：  

    1.管道材料：  

     (1)PVC 管：由承包商處理。  

     (2)FRE 管：堪用品應於工程內續用，不堪使用者由承包商

處理。  

     (3)橋樑附掛鍍鋅鋼料、拉線箱等金屬用料，應填製清單移

交工務段處理。  

    2.金屬人、手孔蓋應填製清單移交工務段處理。  

   (三 )對拆收各式既有纜線部份：  

1.拓寬工程遷移之永久管道內之纜線應佈放新品，拆收之舊

纜線由承包商負責回收，拆收纜線之殘值由拆收費內減價

計算。  

2.臨時線路之纜線規格同永久纜線，為承包商所有，計價時

以新品之八折價計付，所立臨時桿亦同，拆收時由承包商

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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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高速公路「通信設施損壞處理及管線受損設備停用損失賠償計算規定」： 

一、本規定所稱通信設施，係指國道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本局）管

轄範圍內之交控、機電、通信設備及管線等。  

二、工程施工前，施工單位應先與管線主管單位會勘管線位置，如有

必要時得試挖以確定管線位置。若仍不慎損壞時，則施工單位除

負修復賠償責任外，尚需賠償設備停用期間之損失。  

三、設施修復費用計算以下列原則處理：  

(一 )通信設施損壞至無法修復時，以核準之賠償費用標準價值計

算。  

(二 )可修復者以實作修復費用計算。  

(三 )修復所需之材料得由本局供料，其價值以本局採購單價為

準。如本局無法供料時可由損壞者提供或採購，但需經本局

確認核可。  

(四 )管道及纜線修復長度以主管單位核可修復方式為之。  

(五 )光纖幹纜及岐線電纜均以 3 日完成修復為限。  

四、設備停用期間之計算，以設備因纜線損壞開始停用至修復後啟用

為止。其損失以新台幣計算為準，辦法如下：  

(一 )長途幹線（單模或多模）光纜受損：  

長途幹線光纜受損，則每處每條光纜每小時計算方式為：  

18 元×使用 T1 或 E1 路數  

(二 )岐線電纜受損（含岐線單模或多模光纜、銅纜、電力纜、同

軸電纜及控制線等）：  

因岐線電纜受損造成設備停用，則每處每條電纜每小時計算

方式為：  

0.23 元×設備停用數  

(三 )設備停用損失以各纜線分別計算彙總計價。  

五、承包商修復損壞之管線，其材料、施工與檢驗應比照合約施工特

訂條款內「通訊管線及緊急電話機遷移工程」或「交控設施及管

線遷移工程」乙節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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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新建或拓寬工程與既有交控設備管線處理原則 

98年 8月 28 日管 98字第 0986005862 號函第 2 次修訂版 

四、（八）配合維持設備運作，若施工時須破壞交控傳輸分歧纜線、電力纜

線，則應以臨時纜線維持運作。施工時需臨遷於路側之管線，需

懸掛「纜線標示牌」，並應於損壞時及時增補。標示牌上需註明： 

4、  纜線屬性。  

5、  纜線管理單位。  

6、 纜線管理單位電話等資料。  

 

有關「纜線標示牌」建議以橫式 A3 圖紙護貝製作（圖紙及字體

大小可視現場辨識度適當調整），示意圖如下：  

                           

綁束距電桿約 50 公分之纜線  

 

            

 

 

纜線屬性   

纜線管理單位   

管理單位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