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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況

(一) 國道1號（中山高）員林高雄段拓寬工程：

本工程範圍自 211k到 367k長約 156公里，總工程

經費約 399.625億元，自 92年底開始陸續發包施工，

計分下述17標工程：員林大林段第 511標、中沙大橋擴

建工程 第 512標 、員林大林段第 521標、斗南收費站

區擴建工程 第 521T標、大林新營段第 531標、第 541

標、新營收費站區擴建工程 第 541T標、新營關廟段第

543標、新市收費站區擴建工程 第 543T標、關廟高雄

段第 561、 561T及 561C合併標、第 571標、仁德服務

區擴建工程 第 565標等，其中第541T標於94年9月24日

完工、第521T標於94年10月7日完工、第511T標於94年

12月25日完工、第512標於95年5月29日完工、第543T

標於95年3月31日完工。

其中第521標及第531標工程因承包商德寶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發生財務危機，導致工程進度落後，將影

響主線通車之工項另行以8標緊急工程發包，達成96年

春節通車目標。後續尚未完成工項以第521標後續第

A、B、C標工程及第531標後續第A、B、C標工程發

包，預訂於97年6月底完工。

另有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工程關廟至

高雄段(國道1第571A標)鼎金系統交流道增設南下右

轉高架銜接國十匝道工程(含代辦榮民總醫院相關設施

復舊工程)、國道1號路竹科園區新增交流道第564A及

564C合併標工程、國道1第5316標水上交流道聯絡道工

程於本年度陸續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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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

係配合於高速公路南區工程處轄區路段之國道1號南部路段道路拓寬之同

時建立該路段之交通控制系統，並整合既設匝道儀控設備及整合與汰換既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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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利路工完工後之交通管理與監控。本工程分為2期施工與驗收，第1期工程

範圍由員林至大林段及大林至高雄段等範圍內所有工作項目，含南區交控中

心擴充與改接等；第2期工程範圍為整合納入「高快速公路南區交控系統提昇

工程(名稱暫訂)」之國道三號古坑林邊段及東西向快速道路之台82東石嘉義

線、台84北門玉井線、台86台南關廟線、台88高雄潮州線等路段新增交控終

端設施、機房設施與南區交控中心軟體功能需求擴充。工程範圍包括：

1.  國道 1 號大林高雄段STA.251 K+ 800 ～ STA.372K+ 960。

    國道 1 號員林大林段STA.208 K+ 600 ～ STA.251K+ 800。

2. 上述路段內之交流道。

3. 各相關連絡道路與地方道路。

4. 整合既有國道南區交控中心。

5. 員林-大林段交控系統設施與既設國道中區交控系統介接整合。

6.  國道3號古坑林邊段交控系統機房內閉路電視系統設備與幹線傳輸設備等

改接與整合。

7.  配合「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功能需求擴充交控中心內功

能及新增路徑導引標誌終端設施之整合與測試。

本工程第1期工程於95年5月9日開工，預定97年7月29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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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道1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國道1第204標)工程：

工程範圍介於高速公路南下STA.32K+820~STA.34K+240之間，施工項

目主要包括主線及新五路連絡道之拓寬，及於主線與連絡道間增設進出入匝

道、機車改道等。總工程經費約9.78億元，自95年4月13日開工，預定於98年

10月21日完工。

(四)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1期)：
自921集集大地震後，高速公路雖未遭受太大損害，然為防範未然，針對

已完工之橋梁等結構物，以交通部84年頒「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89年

4月7日交技89字第003577號函頒修正之各章節重新檢核及評估，對於不符合

最新耐震規範之橋梁進行設計補強。並於93年1月9日由經建會邀集有關單位

研商同意先行辦理計畫之第1期工程，期於98年底完成國道一號之橋梁耐震補

強，總經費約100億元，各標工程內容分述如下：

1. 第M11標：

工程範圍基隆端~圓山橋北端1K+093~23K+541，主要橋梁為基隆河

2號橋、大直橋、圓山橋、汐五段高架橋，監造單位為台聯工程顧問。

2. 第M12標：

工程範圍圓山橋北端~林口交流道23K+541~40K+900，主要橋梁為

圓山橋、淡水河橋、洩洪橋，監造單位為林同棪工程顧問。

3. 第M13A標：

工程範圍林口交流道~頭份交流道40K+900~110K+300，主要橋梁為

平鎮系統交流道、大鳳山溪橋、頭前溪橋，監造單位為建業工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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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M13C標：

工程範圍及主要橋梁為基隆29號橋，監造單位為台聯工程顧問。

5. 第M14標：

工程範圍頭份交流道~大雅交流道110K+300~173K+500，主要橋梁

為中港溪橋、後龍溪橋、大安溪橋、大甲溪橋，監造單位為昭淩工程顧

問。

6. 第M15標：

工程範圍大雅交流道~烏溪橋173K+500~193K+000，主要橋梁為鳥

溪橋，監造單位為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7. 第M15B標：

工程範圍台南高雄段，主要橋梁為台南系統交流道、五甲系統交流

道、鼎金系統交流道，監造單位為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8. 第M15C標：

工程範圍彰化系統交流道~員林交流道193K+000~211K+040，主要

橋梁為埔鹽系統交流道，監造單位為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高速公路局拓建處96年度年報

3業務報告/工程業務/工務行政

�

(五)增建東西向快速公路萬里瑞濱線大華系統交流道工程

本交流道增設工程範圍包括於東西向快速公路萬里瑞濱線九號橋至十一

號橋之間，及中山高速公路五堵交流道至八堵交流道之間，主要包括中山高

速公路主線及五堵交流道之拓寬，及於主線與萬瑞線間增設進出入匝道等工

程。

(六)國道1號路竹科園區新增交流道第564A及564C合併標工程

本合併標工程施工地點位於中山高速公路主線統一里程南下

S TA . 3 4 0 K + 9 7 0～S TA . 3 4 3 K + 4 4 0及統一里程北上S TA . 3 4 1 K + 3 9 5～

STA.343K+430之間。交流道形式為四葉苜蓿型，連絡道約於南下線統一里程

STA.342K+424附近與中山高速公路主線橫交。主要包括中山高速公路主線之

拓寬、連絡道、匝環道及集散道路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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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建管理之執行

(一) 、品質稽查之執行： 
至 96年底各標工程實施品質稽查成果如(表03-111)

(表03-111) ��年度工程品質稽查實施成果

稽查編號 工程名稱 承包商 監造單位
工務段
（所）

稽查日期 稽查情形及結果 備註

0��E0�C001-01
(��U)

高鐵嘉義太保站聯外道路
1��線新增延伸至台1線新
闢道路工程第3標

建中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林同棪工程
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斗南工務所 ��.03.2�

1. 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 主要缺失、次要缺
失均已改善完成。

0�2A1101�-0�
(��U)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
拓寬大林新營段第��1標工
程

泛亞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林同棪工程
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新營工務所 ��.02.1�

1. 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 主要缺失、次要缺
失均已改善完成。

0��A11C003-01
(��U)

國道一號員林高雄段交通
控制系統工程

志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交控工務所 ��.0�.22

1. 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 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A11P00�-02
(��U)

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
工程(國道1第20�標)

中華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林同棪工程
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臺北工務所 ��.0�.0�

1. 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1項。

2. 主要缺失、次要缺
失均已改善完成。

0�2A1101�-0�
(��U)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
雄拓寬關廟高雄段第
��1,��1T,��1C合併標工程

長鴻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

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臺南工務所 ��.03.0�

1. 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 主要缺失、次要缺
失均已改善完成。

0��E0�C001-02
(��D)

高鐵嘉義太保站聯外道路
1��線新增延伸至台1線新
闢道路工程第3標

建中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林同棪工程
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斗南工務所 ��.�.10

1. 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 主要缺失、次要缺
失均已改善完成。

0��A11C003-02
(�� D)

國道一號員林高雄段交通
控制系統工程

志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臺南工務所 ��.12.3

1. 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 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A11P00�-03
(�� D)

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
工程(國道1第20�標)

中華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林同棪工程
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臺北工務所 ��.�.2�

1. 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項。

2. 主要缺失、次要缺
失均已改善完成。

0��A11C002-01
(��U)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
強工程（第一期）M11標

榮金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

台聯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
公司

臺北工務所 ��.12.2�

1. 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 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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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員林高雄優先路段拓寬工程，工程進度管考情形：

本路段拓寬工程係委由昭淩工程顧問公司負責監造，截至 96年 12月底

止各標進度如(表 03-114)。

(表03-1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工程優先路段進度概況表 (至��年12月底止)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W0P��1 
ZB�D022 

中山高速公路台南都會區路段拓
寬工程 (第 ��1、 ��2標 )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 ��.1.1� 100% 100% 0% 

第526標已於91.4.3完工、第516標已於91.7.20完工、第556標及T04B標已

於91.7.20完工、第551、552標已於96..1.18完工。

(三)、員林高雄路段拓寬工程，工程進度管考情形：

本路段委由昭淩工程顧問、林同棪工程顧問及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負責監

造，拓寬工程截至 96年 12月底止各標進度如(表 0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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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3-1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工程進度概況表 (至��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2A1101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員林大林
段第�21標工程

德寶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2.11.0� ��.�.30 ��年�月�日終止契約

0��E03P013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員林大林
段緊急工程第P�21F標

富弼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11.2� ��.02.10 100% 100% 0%

0��E03P013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員林大林
段緊急工程第P�21G標

華洲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11.2� ��.03.31 100% 100% 0%

0��E03P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員林大林
段緊急工程第P�21H標

徵信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11.2� ��.03.31 100% 100% 0%

0��E03P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員林大林
段緊急工程第P�21I標

光盛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11.2� ��.03.31 100% 100% 0%

0��E03P013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員林大林
段緊急工程第P�21J標

名基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11.2� ��.02.10 100% 100% 0%

0�2A11002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大林新營
段第�31標

德寶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2.10.1� ��.10.13 ��年�月�日終止契約

0��E0�P00�
中山高速公路大林至新營段拓寬工程緊
急發包第P�311標工程

中華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11.2� ��.03.31 100% 100% 0%

0��E0�P00�
中山高速公路大林至新營段拓寬工程緊
急發包第P�312標工程

泛亞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11.2� ��.03.31 100% 100% 0%

0��E0�P00�
中山高速公路大林至新營段拓寬工程緊
急發包第P�313標工程

建中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11.2� ��.03.31 100% 100% 0%

0�1A110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八掌溪橋
改建工程(第�32標)

德寶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1.11.2� ��.0�.0� 100% 100% 0%

0�2A11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大林新營
段第��1標

泛亞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2.0�.2� ��.0�.20 100% 100% 0%

0�1A11002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急水溪橋
改建工程(第��2A標)

中華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1.11.2� ��.0�.1� 100% 100% 0%

0�1A11003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曾文溪橋
改建工程(第��2B標)

中華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2.11.2� ��.03.20 100% 100% 0%

0�2A1100�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新營關廟
段第��3標

宏義工程有限公
司

�2.0�.2� ��.02.0� 100% 100% 0%

0��A11P00�
中山高速公路台南都會區路段拓寬防音
牆牆身工程（第��3C標）

大台北噪音防治
股份有限公司

��.12.12 ��.03.11 100% 100% 0%

0�2A11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關廟高雄
段第��1、��1T及��1C合併標工程

長鴻營造股份有
限司

�2.11.0� ��.0�.13 100% 100% 0%

0�2A11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關廟高雄
段第��1標工程

中華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2.10.21 ��.0�.0� 100% 100% 0%

0��A11C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員林大
林段第�21標後續工程第A標工程

興安營造公司 ��.0�.2� ��.0�.0� ��.��% ��.�2% 0.��%

0��A11C00�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員林大
林段第�21標後續工程第B標工程

徵信營造公司 ��.0�.0� ��.0�.1� ��.32% �0.3�% 1.03%

0��A11C00�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員林大
林段第�21標後續工程第C標工程

合眾營造公司 ��.0�.0� ��.0�.1� ��.��% ��.��% �.21%

0��A11C00�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員林大
林段第�31標後續工程第A標工程

中華工程公司 ��.0�.01 ��.0�.2� ��.��% ��.�3% �.��%

0��A11C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員林大
林段第�31標後續工程第B標工程

徵信營造公司 ��.0�.02 ��.0�.31 ��.23% ��.�1% 1�.3�%

0��A11C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員林大
林段第�31標後續工程第C標工程

建中工程公司 ��.0�.02 ��.0�.30 ��.��% �0.0�% 2.�2%

0��A11C02� 國道1第�31�標水上交流道聯絡道工程 華洲營造 ��.10.1� ��.12.0� 3.��% 3.��% 0.01%

0��A11P02�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工程關
廟至高雄段(國道1第��1A標)鼎金系統
交流道增設南下右轉高架銜接國十匝道
工程(含代辦榮民總醫院相關設施復舊工
程)

立旺營造 ��.0�.2� ��.02.2� �.�2%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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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進度管考情形：

截至 96年 12月底止進度如(表 03-116)

(表03-11�)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進度概況表 (至��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A11C003
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交通控制系
統工程

志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 ��.0�.0� ��.�1% ��.��% -0.��% 

(五) 、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國道1第204標)工程進度管考情形：

截至 96年 12月底止進度如(表 03-117)

(表03-11�)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進度概況表 (至��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A11P00�
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

(國道1第20�標)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3 ��.10.21 33.��% 3�.��% 0.�%

(六)、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工程進度管考情形：

截至 96年 12月底止各標進度如(表 03-118)

(表03-11�)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進度概況表 (至��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A11C00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
第M11標

榮金營造 ��.03.0� ��.10.10 13.��% 21.��% �.��

0��A11P02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
第M12標

拓興營造 ��.0�.2� ��.11.2� 0.1�1% 0.1�3% 0.002%

0��A11P01�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
第M13A標

根基營造 ��.10.1� ��.10.2� 0.2��% 0.2��% 0%

0��A11C02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
第M13C標

鼎宸營造 ��.11.30 ��.02.11 0.1% 0.1% 0%

0��A11P0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
第M1�標

宏義工程 ��.0�.2� ��.11.2� 0.��% 0.�0% 0.03%

0��A11P013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
第M1�A標

中華工程 ��.0�.2� ��.10.22 �.3�% �.�3% 2.��%

0��A11P013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
第M1�B標

立旺營造 ��.0�.20 ��.01.1� �.1�% 10.0�% 0.��%

0��A11P00�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
第M1�C標

大成工程 ��.0�.20 ��.2.2� �.13%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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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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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進度管考情形：

截至 96年 12月底止工程進度如(表 03-119)

(表03-11�)增建東西向快速公路萬里瑞濱線大華系統交流道工程進度概況表 (至��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A11C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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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標)

同昌建築無限公司 ��.11.1� ��.11.1� 0.001% 0.001% 0% 

(八) 、國道1號路竹科園區新增交流道第564A及564C合併標工程，工程進

度管考情形：

截至 96年 12月底止工程進度如(表 03-120)

(表03-120)國道1號路竹科園區新增交流道第���A及���C合併標工程進度概況表 (至��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A11P00�
國道1號路竹科園區新增交流道第
���A及���C合併標工程

工信工程 ��.12.2� ��.12.2� 3�.��%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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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程估驗：
各標工程估驗均依據國道高速公路局施工標準規範之一般規範（或一般條

款）規定，每月以辦理乙次為原則，並按「交通部及所屬機關營建工程隨物價

指數調整計價金額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估驗隨物價指數機動調整，截至 

96年 12月底止員林 -高雄段優先路段拓寬工程及員林 -高雄段拓寬工程、國道

1號員林高雄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國道高速

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及增建東西向快速公路萬里瑞濱線大華系統交

流道工程各標估驗情形，如(表 03-118、表 03-119、表 03-120、表 03-121、表 

03-122、表 03-123)所示。

(表03-11�)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估驗情形一覽表 (至��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原契約金額 己估驗金額

變更後金額 (佔契約％)

0��A11C003 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 志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 $1��,���,�1�

$���,2�1,��1 20.�%

(表03-1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工程優先路段工程主體標估驗情形一覽表 (至��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原契約金額 己估驗金額

變更後金額 (佔契約％)

0��W0P��1 
ZB�D022 

中山高速公路台南都會區路段拓寬工程（第 
��1、 ��2標）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3,22�,0��,���

$3,322,���,��� ��.13%$



高速公路局拓建處96年度年報

3業務報告/工程業務/工務行政

1�

(表03-120)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工程工程主體標估驗情形一覽表 (至��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原契約金額 己估驗金額

變更後金額 (佔契約％)

0��E03P012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員林大林段緊急
工程第P�21F標

富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1�,33�,��0
$1�,33�,��0 100%

0��E03P013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員林大林段緊急
工程第P�21G標

華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11�,�2�,��2
$11�,�2�,��2 100%

0��E03P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員林大林段緊急
工程第P�21H標

徵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3�,���,��1
$13�,���,��1 100%

0��E03P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員林大林段緊急
工程第P�21I標

光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32,�0� $���,�02,2��
$���,�02,2�� 100%

0��E03P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員林大林段緊急
工程第P�21J標

名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 $��,3��,���
$��,3��,��� 100%

0��E0�P00�
中山高速公路大林至新營段拓寬工程緊急發包
第P�311標工程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11�,13�,�0�
$11�,��0,��� 100%

0��E0�P00�
中山高速公路大林至新營段拓寬工程緊急發包
第P�312標工程

泛亞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1��,3��
$100,0��,0�� 100%

0��E0�P00�
中山高速公路大林至新營段拓寬工程緊急發包
第P�313標工程

建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1,131,31�
$�1,��1,��� 100%

0�1A110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八掌溪橋改建工
程(第�32標)

德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 $�0�,��3,��2
$�1�,���,�0� 100%

0�2A11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大林新營段第
��1標

泛亞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11�,��0,000 $2,�3�,21�,���
$2,0��,�3�,�3� 100%

0�1A11002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急水溪橋改建工
程(第��2A標)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00 $1,��1,1��,1�2
$1,���,�23,�3� 100%

0�1A11003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曾文溪橋改建工
程(第��2B標)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1,2��,���,���
$1,2��,���,��� 100%

0�2A1100�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新營關廟段第
��3標

宏義工程有限公司
$2,220,��0,000 $2,3��,0��,��3
$2,�12,3�0,3�1 100%

0��A11P00�
中山高速公路台南都會區路段拓寬防音牆牆身
工程（第��3C標）

大台北噪音防治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000 $��,��0,��3
$��,���,�1� ��.��%

0�2A11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關廟高雄段第
��1、��1T及��1C合併標工程

長鴻營造股份有限司
$2,1��,000,000 $1,�20,���,��0
$2,22�,��2,11� �2.��%

0�2A11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關廟高雄段第
��1標工程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3��,000,000 $3,��0,�01,32�
$3,�3�,22�,200 ��.�3%

0��A11C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員林大林段第
�21標後續工程第A標工程

興安營造公司
$���,000,000 $32�,���,�2�

無變更 ��.�%

0��A11C00�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員林大林段第
�21標後續工程第B標工程

徵信營造公司
$�21,200,000 $232,�0�,�0�

無變更 ��.��%

0��A11C00�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員林大林段第
�21標後續工程第C標工程

合眾營造公司
$2�2,�20,000 $1��,��0,�3�

無變更 �0%
0��A11C00�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員林大林段第

�31標後續工程第A標工程
中華工程公司

$���,000,000 $21�,�10,���
無變更 ��.�1%

0��A11C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員林大林段第
�31標後續工程第B標工程

徵信營造公司
$212,000,000 $13�,���,�1�

無變更 �3.��%

0��A11C01�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員林大林段第
�31標後續工程第C標工程

建中工程公司
$3��,��0,000 $20�,10�,�0�

無變更 ��.0�%

0��A11C02� 國道1第�31�標水上交流道聯絡道工程 華洲營造
$210,��0,000 $21,0��,000

無變更 10%

0��A11P02�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工程關廟至高
雄段(國道1第��1A標)鼎金系統交流道增設南
下右轉高架銜接國十匝道工程(含代辦榮民總
醫院相關設施復舊工程)

立旺營造

$1�0,�00,000 $10,00�,�22

無變更 �%

0��A11P00�
國道1號路竹科園區新增交流道第���A及���C
合併標工程

工信工程
$1,2�3,000,000 $�1�,3�3,���

無變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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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3-121)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估驗情形一覽表 (至��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原契約金額 己估驗金額

變更後金額 (佔契約％)

0��A11P00� 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國道1第20�標)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 $2��,2��,�22

$��0,10�,�0� 31.0�%

(表03-122)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 (至��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原契約金額 己估驗金額

變更後金額 (佔契約％)

0��A11C00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
M11標

榮金營造
$1,10�,�00,000 $1��,3��,�0�

無變更 1�.��%

0��A11P02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
M12標

拓興營造
$1,3��,�00,000 0

無變更 0

0��A11P01�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
M13A標

根基營造
$���,���,�00 0

無變更 0

0��A11C02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
M13C標

鼎宸營造
$��,�00,000 0

無變更 0

0��A11P0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
M1�標

宏義工程
$1,�30,000,000 0

無變更 0

0��A11P013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
M1�A標

中華工程
$��2,000,000 $��,200,000

無變更 10%

0��A11P013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
M1�B標

立旺營造
$�2,100,000 0

無變更 0

0��A11P00�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
M1�C標

大成工程
$���,�00,000 0

無變更 0

(表03-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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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標)估驗情形一覽表 
(至��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原契約金額 己估驗金額

變更後金額 (佔契約％)

0��A11C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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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標)

同昌建築無限公司
$1,�3�,�00,000 0

無變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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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算執行率：
截至 96年 12月底止，各標工程執行率情形，如(表 03-124)所示。

(表03-12�) 中山高速公路拓寬工程預算執行率一覽表 (至��年12月底止 ) 單位：元

計畫名稱 本年度可用預算數 本年度累計支用數 執行率

楊梅 —新竹段 11�,���,�2� ��,��2,�1� ��.��%

新竹 —員林段 
( 中區交通控制工程 ) 

�2,�31,��1 ��,210,��� ��.�0% 

員林 —高雄段 �,��2,12�,�00 �,�32,���,��3 ��.��% 

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 2�2,���,000 2��,�20,0�� �3.�3%

配合中山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改善工程增設園區交流道工程
（國道1第32�B標）

2�,���,0�� 23,0��,3�� �2.��%

國道高速公路橋樑耐震補強工程 2,2��,03�,000 ��2,�21,�32 �2.��%

路竹交流道改善工程 �00,000,000 3�1,�3�,��0 ��.3�%

大華系統交流道改善工程 �0�,���,000 �,���,�2�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