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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心得及研究報告
中山高員林大林段第521標
後續第C標工程
完工心得報告

　　　緣起

自96年7月底由台南工務所初至斗南工務所，

知道將面對的是艱巨的任務，即本路中山高員林至

大林段需於96年12月底完成3車道通車及97年6月底

完工的工作，剛來的心情是十分複雜不安的，因時

間太過倉促及聽說將承辦的標段承包商並無拓寬經

驗，故更添許多不確定的感覺，但想想既來之則安

之，應好好將自已所學想一下，考慮如何面對這艱

難的一仗；回想整個過程中雖然有許多問題面臨，

但在長官及督工所、監造、承包商等各單位的協助

下，最後則是圓滿達成目標。

故僅以此篇心得報告來記錄當時面對任務處理

的過程，以作為不枉走過這一段路程的每個參與者

的心情寫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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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說明

德寶公司承辦之拓寬第521標、第531標，因進度嚴重落後及該公司財務

問題無法繼續完成後續工作，高公局於96.05.09予以終止契約，後為利儘速

將員高段拓寬計畫完成，以提供用路人更佳的服務水準，即將該2標分成6小

標，其中第521、531標各分成後續A、B、C標，其承包商如下表所示(附表

一)；其中合眾營造公司過去主要以承攬公路總局工程為主，第521後續C標

是該公司第一次承攬高速公路局工作，該公司本希望以本次拓寬工程，來爭

取日後之工程績效，惟該公司在面對各種不可預知施工問題及不熟悉拓寬工

程要求下，初期工程進度並不十分順利(附圖一)，前二個月進度曲線圖顯示

為水平狀態，進度成效十分不佳，甚至在進度及品質之雙重要求下，初期許

多人並不看好第521後續C標是否能於96年12月底完成3車道通車，甚至不看

好它的未來。

表一、第521、531標後續A、B、C標承包商基本資料表

標別 承包商 有無拓寬經驗 高公局具體實積

第521標後續A 興安營造公司 有 第521緊急I、R標等

第521標後續B 徵信營造公司 有 第324標緊急標等

第521標後續C 合眾營造公司 無 無

第531標後續A 中華工程公司 有 532A、B、571等標

第531標後續B 徵信營造公司 有 第324標緊急標等

第531標後續C 建中營造公司 有 542T緊急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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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第521後續C標工程進度曲線圖

另為補後續標段督工所人員不足問題，前斗南工務所主任，向本處其他

單位借調3員人力至斗南工務所協助辦理督工業務，本人於96年7月底自台南

工務所借調至斗南工務所，調職之後即暫拋所有私人問題，全力投入96年12

月底3車道通車之不可能任務，深知本次是發揮個人專業學能的時候(本人於

90~93年間獲同意申請進修，並畢業於成功大學土木研究所工程管理組)，並

深刻體會用一般的管理方法，並不能有效推動進度及品質上的要求，在時間

緊迫及承包商拓寬經驗不足的問題下，應用更積極的方法來管理進度及品質

的要求。

如今再回想執行的過程中，最大的心得收獲是「辛苦但快樂，及一絲心

痛感覺」，辛苦但快樂是因為幾乎每天都要夜間施工每天都要加班(有時也

忘了按時申報)，每天都要去追蹤每日的進度，尤其是最後一個月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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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督工所人員及工地夥伴們，都在沒日沒夜的全力衝刺進度，辛苦的程度

是外人無法理解的，而斗南工務所內在全體一致的目標、及都是出外人的感

同深受的心情下，大家也漸漸地產生了微妙的革命情感，尤其督工所的主管

特別照顧我們的生活，常自掏腰包帶我們去吃東西，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蒜頭鱉了；但所有的付出總算是值得的，終於能完成主線3車道通車的

任務，而對於一絲心痛的感覺，在辛苦但快樂的過程後，也只留下不言可喻

的感受……(寒天飲冰水)。

以下就第一線執行單位督導工務所的角色，來概略說明督工所執行本

任務之方法及面對問題，並討論其成效及可以再改進、注意的地方，下列章

節主要有「督工所工程管理執行」、「施工中面臨問題與處理檢討」、「後

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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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督工所工程管理執行

為達成上級交付任務，除了大局及本處例行之各項管理機制，如每週管

制報表，不定期檢討會議外，對於第一線執行單位督工所的執行方式，需更

有一套特別的機制或作法，來達成這不可能的任務，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

要先放下督工所業主角色，因有時業主的角色會成為包袱、造成距離感，應

將自己和監造、承包商、各專業小包、工人等打成一片，才能使大家有共同

的目標、共同的責任感；在實際的作法上，則粗略彙整一些較實用的方式提

供參考：

(一)、 每日八時前至工地巡查工程現況，拍照記錄施工現況

有長官曾說「工程師的戰場在工地」，對於拓建工程存亡與否的一級

戰區，每日八時前至工地巡查施工現況是必要的，但每日的巡查要有具體

成效，而不是盲目的走走而已，對細微有問題的地方，都要有追根究底的

精神，觀察與詢問也是增加工程施工經驗的方式之一，透過觀察與詢問的

過程可以了解問題所在。

另工程師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數位相機，亦可先拍下問題點，再做為

與各單位討論的資料，並可以藉由拍照的過程將施工程序完整保留，並透

過分類的方式作為日後的資料，尤其後續各標將向德寶公司求償2次發包

所增加及各項施工缺失改善費用，拍照可以作為日後對簿公堂的最有利證

據，且相信資料完整性愈高，可以求償的金額也會愈高。

(二)、 主動了解承包商進度規劃，及每日十八時之「tea time」

除了每日八時前至工地了解前晚及現在現況外，施工的過程中仍要了

解承包商的各項施工規劃，便於直接及第一時間的微調修正。大方向一般

不會去變動，但細節的地方可以視情況調整。再來就是於每日十八時至承

包商工地辦公室的「tea time」，大家坐在一起一邊泡茶一邊檢討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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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及規劃明天或修正後面的進度等，一方面可以檢討進度的問題，一方

面可以了解每個人對問題的看法，也透過面對面的溝通，讓每個人的想法

可以作最直接的傳達，進而有效解決問題。

(三)、 結合監造及承包商內業人員組織管制小組，並善用網路MSN溝

通工具

因承包商較無工務行政經驗，故對於各項不熟悉的業務(如品質文

件、施工查核文件等)，初期第一時間的溝通及教育訓練是必要的，這裡

談到的教育訓練，並非很正式的，只要好好放下每個督工所、監造、承包

商角色立場，大家全心全力、共同為完成目標而努力即可；督工所或許較

有工務行政經驗，故要引導監造及承包商按部就班提報及整理各項文件資

料，並且非正式地組成對口人員之管制小組，將資訊及資料作第一時間的

傳達及彙整，此一管制小組可發揮最小的人力及最大的功效。

放下每個角色背景來面對面的溝通，可以有效縮短團隊磨合期，但如

因無法面對面溝通時，網路的溝通也可以達到無遠弗界的成效，如MSN

的使用提供多方的資料傳送及內容溝通，避免了E-MAIL資料傳輸延遲問

題，及電話無法檢視資料的問題，在趕工期間發揮了極佳的功效，使得資

料的傳送、檢討更有效率，及不受時間、空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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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項正式文件資料附件，先前共同會商後正式發函

為利文件流程時效及避免有錯誤產生，對於較無發文及文書管理之工

務行政經驗的承包商而言，檢視並協助發文內容或附件是有必要的，如此

可先相互檢討整合問題而達到共識，避免不必要的文書作業時間，其中最

有功效的是工程估驗單的提送，承包商會先將估驗單初稿送監造單位及督

工所檢視，並立即提出問題及修正資料，待正式發文時已是完整的資料；

故僅有初期因較不熟悉行政作業，偶有小問題發生，後續幾期的估驗單

提送則十分準確迅速，而承包商大概4~5天內就可以領到充足的「銀彈」

了。

(五)、 協助提報各項計畫書，縮短審查作業時程

有經驗的工程師都知道，幾乎所有的計畫書大多數都是可以參照其他

標，但其中有一本計畫書個人認為比較特別的，工程界大概只有高速公路

局有此一本特殊的計畫書，即改道交維計畫書，對於沒有交維經驗的承包

商而言，真是一大挑戰，為了縮短規劃時程，督工所除全力協助改道交維

計畫書的製作及辦理會同審查，提供了最佳的經驗及規劃，並使後續的執

行過程中，皆能有效順利地完成封路改道作業，亦提供承包商難得的封路

夜間施工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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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定期拍照查證及發函要求改善進度及品質

查證作業為督工所執行契約流程之一，即三級品管一環，但本標承包

商並未真正接觸三級品管的作業，故初期對於督工所的品質查證並不是十

分配合；起初大家一起在工地看各施工作業，有時督工所對監造及承包商

所呈現的施工品質存有疑慮或問題時，通常在第一時間已告訴監造及承包

商(如圖二所示)，要查明及改善完成，惟為避免口說無憑，故督工所會拍

照，再開品質查證表予監造及承包商，以利各單位可以做一確認改善完成

的動作並回復督工所，即可結案。

圖二、督工所及政風單位品質查證現況圖

而查證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品質的維護，及避免再次發生同樣的缺失，

故承包商雖有抱怨，但大多會儘速改善及回復，以利結案，惟對於少數幾

件案件遲未回復，則採連續發函方式，要求監造單位督促承包商儘速改善

完成，否則如達一定次數未改善完成，除了要扣相關款項費用外(如安衛

環保估驗款)，另要追究監造單位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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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夜間辦理各項公文簽辦或綜合進度檢討

白天的時間大多在工地，除了夜間有封路施工外，剩餘的時間大多在

辦公室簽辦公文或整理檔案資料，本處採用公文簽辦系統，故個人習慣在

0~2天內簽辦所有公文，所以從未有因個人簽辦太慢而被稽催的事情。

晚間若尚有時間時，則會坐在辦公桌前思考後續應該推動及注意的地

方，記得有一次長官看我沒在簽辦公文好像在發呆的樣子，我就說明自己

正在思考………；或者可和監造及承包商討論各項工程問題，其方法即如

上述「 tea time 」或用「 MSN 」等方式來多方面協商，或將自己的心情

沈澱一下，放空自己。

(八)、 公文無紙化電腦資料庫管理

節能減碳是近日最熱門的話題及日後世界的趨勢，而本標執行之初即

落實此一理念，即將所有的文件資料掃瞄存檔儘量不要有多餘的紙張，按

自己的經驗，真正常用的案件資料會翻上3次的機會並不大，很多都變成

公文夾，堆在辦公室的一角落，每每要搬遷或交接時，如後續人員負責的

話，資料過了幾年都可找到，但如遇人不淑時，大概有交接和沒交接是一

樣的，資料往往不知流落何方；因此自90年起即將所有承辦過的業務都

掃瞄整理建檔，既節能又能有效管理，及最重要的是形成一有系統的資料

庫，可作為日後各項業務執行之參考資料；本標的資料庫建檔方式如下圖

(詳圖三)所示，主要依案件類型予以分類歸檔管理，以簡單、容易搜尋為

主，故各資料夾的名稱主要以日期及案件題目來分類，並細分工程管理、

進度管理、契約變更、品質材料、交通交控等等項目；管理手法實際上並

無許多艱深理論，個人認為只要多用心、細心，好像在整理家務一樣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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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第521後續C標工程管理資料庫(掃瞄檔)

在上述督工所的特別作為中，以第二項「 tea time 」最為重要及最可發

揮進度與品質的成效了，故可以好好玩味一下，惟自己在這方面常常無法做

好，通常要再請長官一起與承包商協商，因在一片煙霧迷漫及檳榔汁橫飛的

近距離接觸下，「tea time」的茶喝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感覺，每次都需告訴

自己，為了達成目標一定忍下來、撐下去，犧牲一下個人的健康沒什麼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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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施工中面臨問題與處理檢討

在本標的施工過程中面對許多是和工程無關的問題，許多問題自己也沒

想到，如有些是流言蜚語、空穴來風(如檢舉、黑函)，或是非與工程專業有

關(如信仰、宗教、法律問題)，或是要面對普羅大眾的人們(如立委及各級民

代、在地農民、公伯婆嬸等諸公)，有的只是徒增工地困擾而已，有的是增

加自己工程專業以外的知識，有的是認識了更多的形形色色人們；但在各位

長官及工地夥伴們的共同努力下各項問題都一一獲得解決，以下整理一些較

具有指標意義及關鍵問題，來作心得討論與檢討分享。

(一)、 為達目標，全力以赴--協調承包商解決契約指定土方含水量太高

問題

於96年7~8月初期正值颱風季，天氣極不穩定，而工地也正值全面展

開土方回填施工作業中，大量的土方需於多處工作面及短期內消化完成，

而不穩定的氣候造成土方施工的困難度增加，一般只要下一天雨土方工作

大概要停3天，而若有大量土方遇到下雨時，那狀況又不太一樣了，因大

量堆置鬆散的土方會吸收大量的雨水，使土壤含水量增加，與最大乾密度

所需的含水量會有極大的差異，造成土壤不易挖出及翻曬等搬運動作，而

若等其自然曬乾則曠日廢時，無法達到快速施工的要求，而本標則因為契

約指定土方故有上述的困擾存在，致承包商遲遲未能全面推展工進。

時值9月離主線三車道通車的期限只剩不到約3個月餘，看到第521

後續C標工程遲未解決土方問題時，讓更多人更擔心後續C標無法達成目

標；最後該標的承包商董事長，他只因一句對局長、處長等長官的承諾，

便決定不計成本要以土方拌水泥的方式來解決含水量太高的問題，以利達

成主線三車道通車的目標；只見每天約有2~300包的一噸水泥重之太空包

運至工地，初期採用土方鋪至工作面經灑石灰效果不彰後，再以拌水泥的

方式改善，惟仍容易有無法全面改善土壤含水量問題，且有顧此失彼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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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發生，後採用於土堆區摻合水泥的方式辦理(如圖四)。前置作業如進料

拌合再堆置等作業，需事先完成以免工作面待料太久，故變成了日夜都在

作土方拌水泥的動作，後置放一天再運至工作面作滾壓的動作，效果十分

良好，很快的就可以將土方回填完成，而且完成後的路基因已有土壤改良

及水泥化合的效果，路基十分堅固重車走過都沒有彈性發生，也改善了施

工便道的問題，最後路基施工一方面在土壤拌水泥的改善下，且在後續天

候十分晴朗的配合下，終於在約9月底前完成數個可供AC鋪築的工作面，

落後的工進則漸漸地追上來，也看到了一絲絲主線3車道通車的曙光。

圖四、指定土方含水量太高改善辦理情形

自己很感謝第521後續C標的承包商董事長，他只因一句承諾便不計

成本的配合趲趕工進，其精神實在令人佩服，今回想若沒有當時陳董的決

心，相信本工程將無法提早幾天完成長官交辦於年底三車道通車的目標及

如期97年6月底完工，其精神實在值得我們這後生晚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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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走動式管理的落實--級配粒料及中油公司AC供油缺乏危機處理

砂石料源的穩定性一直是目前每個工程最頭痛的問題，要得到穩定的

砂石料源更是不容易的事情，另外每當歲末年終時，中油公司都有年度整

修計畫，故供油短缺的問題亦不可不提早防範；督工所不僅對工地的施工

進度及品質十分注重外，對於工區外的專業供料廠，如瀝青拌和廠或水泥

混凝土拌和廠等，亦十分重視，初期常常不定期機動性至各專業供料廠辦

理供料訪廠查證，而在機動性的查證下，不僅主動發現品質的問題，亦發

現了潛在的料源問題，如大陸砂石禁運、國內砂石供應短缺及AC用油提

早短缺等非工程專業問題。

面對此砂石料源及供料等問題，大局及本處長官給予工地相當大的幫

助，積極協調外單位，如第四河川局之濁水溪疏浚砂石專案申請，第一批

共計協調購得約70,000立方公尺(約152,100T)，除提供主線通車工程所需

之砂石料外，對後續的施工品質亦有相當好的助益。

而後在砂石供料的過程中，又遇到南投集集與水里地區每10年一次的

大型建醮活動，從96年12月15日至97年元月3日共計20天禁止任何運載砂

石車輛通行的規定，又造成供料短缺的問題；後經工程處及督工所積極協

調南投縣政府，終能將砂石禁運時段往後延至12月25日起，將禁運期間

對工程影響縮短至最短，使後續各標能如期達成目標。

另外每年歲末，中油公司會辦理整修計畫，此時AC用油就有供油短

缺的問題；本次提前至96年11月初即面臨中油桃園廠故障整修，此時所有

的AC供油均得仰賴高雄廠；對於AC專業配合廠商均採配給制，對於工程

進度推動影響甚鉅，經處長及時率隊至中油協商，經中油協助以公共工程

為優先供油單位，方使年底施工期間的AC供油無匱乏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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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長期及偶發的工程問題，長官及督工所是必須及早發現防範

及協助的，本案所出現的問題，所幸長官及督工所除了平時保持高警覺性

外，積極處理問題的態度才是關鍵，故此問題很快都能得到圓滿解決。

(三)、 積極處理事故理賠，避免國賠法律案件--大林交流道162線機車

車輛陳情案件

本案約發生於97年3月間，係因承包商未確實作好地方道路的交通維

持措施，造成一名疑似酒駕騎士於凌晨撞上路旁佈設交維措施，致騎士受

傷及機車損壞，當時正有值勤警員巡邏，立即拍照存證當時現場狀況；當

時派出所立即通報督工所有車禍事件，督工所亦要求監造及承包商立即妥

處，並儘速完成各項保險理賠事宜。

未料承包商態度不積極，一再拖延案件致未能結案，受傷民眾無法忍

受要求加重賠償，派出所員警亦經常打電話關切；督工所從中得知與受傷

民眾調解十分不順利，且事態有擴大的趨勢，及追究其原因係承包商未積

極與民眾協調，未實際派員參加調解會，僅授權保險公司辦理各項理賠洽

談事宜，保險公司只願就其理賠額度內支付賠償金，超出則一概不接受，

督工所為免本案損及本局聲譽，且承包商過錯在先及所賠金額10萬左右

屬承包商可接受範圍，督工所立即協調承包商需儘速完成調解程序並撤銷

民事告訴，在一番軟硬兼施(軟即分析輕重緩急，硬即扣工程估驗款及安

衛扣款等等)的過程下，終於化解一場可能更為擴大的潛在問題。

故對於各項民事或刑事的糾紛，對工程而言都是可以避免的，尤其在

施工過程中，承包商的一個嚴重心態就是「不然你去告呀」反正施工中能

拖就拖，告也是告負責人的不良心態，而一般我們都太相信承包商解決的

能力了，最後往往案子一拖再拖，有時會導致無法收拾的後果；想想其實

督工所都有一把尚方寶劍那就是「估驗款」，不論有理、沒理，誰對、誰

錯，業主已對工程付了那麼多的保險費，承包商本來就應可以給付，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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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拖再拖，不如要求承包商一定要和對方和解，不然將保留工程款及扣

安衛環保相關費用，相信就工程款利息及扣款金額，或許可以拿來支付受

傷者且綽綽有餘，否則時間一久或許將影響更深更遠，甚至不可收拾。

(四)、 排除設計及管障問題--石龜溪支流橋A1橋台補強與台電公司管

障問題

521後續C標所有的變更案，以石龜溪支流橋A1橋台耐震補強最為艱

難，主要肇因設計案變更完後，又因受限路肩無法封閉施工及施工空間不

足等因素而不得再做變更，而該案又離97年6月底竣工時程只剩下約一個

月，且適逢雨季已至，承包商於河道施工擔心會有問題，故遲遲未能進場

施工，而待承包商經三催四請同意施工後，又遇到台電公司161KV高壓電

管障問題，真令人聞之氣結；所幸在大處長官及督工所積極協調下，本案

終能解決承包商施作及台電公司配合問題，並順利於97年5月中完成復舊

工作。

回想本案台電公司高壓電問題，主要因對現地調查不清所致，造成延

遲了約一週時間，督工所在得知此事情後，立即以電話通知的方式邀請各

單位隔日會勘，以期能儘速解決問題，會勘後才發現台電公司的作業流程

十分複雜，有工作站及營業處之設計、規劃、總務、施工、現場等單位，

分工之細及協調單位之多令人瞠目結舌，算一算總共接觸台電公司的承辦

人約計10人，程序相當的費時繁瑣，後本案在工程處用地課及督工所努

力協調緊迫盯人的催辦下，台電公司的遷管工程終能配合工程進度執行。

對於本事件，覺得凡事都要從最基礎著手，如設計規劃時可行性及落

實試挖的基本工作一定要確實做好，發包施工時才不會有層出不窮的問題

產生，設計規劃及調查不詳細，反而增加了工程施作及空轉時間，故寧可

事前規劃調查及考慮詳細些，即可避免施工過程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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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敦親睦鄰、行政手續--農路損壞後續處理，及外單位管養權責點

交

德寶公司終止契約後，除高速公路工程完工問題外，仍有許多與外單

位及人民所遺留下來的後遺症，如河川公地使用、公路總局管養道路、各

工務段護欄設備點交、地方單位農路及水利溉排等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

是農路損壞部份，附近的農民幾乎都知道德寶公司已倒閉，所以農路有一

陣子沒有人去要求，後因接續的各後續標工程全面趲趕主線3車道通車的

目標，當地的農民也都很能體諒我們的辛苦，所以趕工期間也沒有什麼陳

情案。

直到年底將近3車道通車時，各鄉鎮及各村里長的電話就絡繹不絕的

來了，每個人的第一句話都是「(台語)工程師，你當時要來幫我們修理

路」，自己想了一想，農路的問題是不能拖的，尤其當時正值立委選舉，

在諸多因素考量協調及彙整後，決定在97年1月初再辦理因德寶公司施工

造成農路損壞之現場會勘；第521後續C標比較特別，位處於雲林縣大埤

鄉(嘉興、松竹村二村)及嘉義縣大林鎮(明華、明和、湖北、排路等四里

間)，因此為了農路一共辦理約6次的現場會勘(如圖五)，並邀集了工程處

及德寶公司及鄉鎮各村里長及水利單位現場勘察會勘。

圖五、德寶施工損壞之農路損壞會勘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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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了範圍及施作方式後，因經費預算尚未核定及時值竣工將至時

間、雨季將至，另承包商怕會有保固問題，故遲遲不進場施作，後在督工

所多方分析開導下，承包商才硬著頭皮去改善農路品質，並於97年5月中

完成所有會勘責任範圍內需改善的農路，督工所也履行承諾於一週內辦理

完成，各農路改善完成交還地方養護單位的工作，解決了承包商最怕的管

養問題(詳附表二)。

表二、各項設備或復舊點交歸還管養統計表

項次 點交項目 點交歸還單位 完成點交歸還時間 備註

1 大林鎮明華里農路排水 大林鎮公所 97.05.19

2 大埤鄉嘉興、松竹村村農路排水 大埤鄉公所 97.05.21

3 大林鎮明華、明和、湖北、排路
里農路排水

大林鎮公所 97.05.22

4 石龜溪河川公地使用復舊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
局

97.05.13

5 石龜溪支流橋河川公地使用復舊 嘉義縣政水利處 97.05.28

6 162線道地方道路復舊
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
程處水上工務段

97.05.15

7 2m RC護欄移交
高公局中區工程處斗南
工務段

97.03.13 吊運941塊

8 2m RC護欄移交
高公局中區工程處大甲
工務段

97.03.25 吊運851塊

9 2m RC護欄移交
高公局中區工程處南投
工務段

97.03.25 吊運213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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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農路損壞的問題，有著刻不容緩的急迫性，因為個人有發覺

在雲嘉南一帶，立委、議員等各級民意代表，好像村里長一樣，老家或親朋

好友可能就在這些農民之中，一個不順意，他們就會打電話給立委民代，沒

幾分鐘督工所主任的電話就響了，然後就是被立委民代一陣臭罵，這是算還

好的，試想若立委打給部長或局長，那後果會如何？若打給媒體記者又會如

何？因此督工所當機立斷，立即召開會勘協商釐清責任歸屬，並追辦預算經

費，協調承包商儘速施工完成，及最後辦理點交作歸還管養責任作業，一系

列下來各單位皆大歡喜，避免了潛在的危機發生，自己也覺得作了一件應該

作的事。

四、 後記

如今再回想起趕工時的種種，似乎歷歷在目，但這一些都是難得的經

驗，不可能常常遇到；趕工的過程雖是十分辛苦，但也是十分快樂，尤其能

和一些離鄉背井、志氣相投的同事及朋友在一起打拼，這些都是令人懷念

的，而其中的過程也只有留作經驗及回憶了。

僅以本篇來感謝曾經參與第521後續C標的各位工作夥伴，像承包商陳

董、鄧Sir、阿男、小高、大公主、洪大哥、志宏、大吳、小明、美惠姐、

小嫺、炮哥、忠和等等、及監造鄭副理、王主任、小林、小吳、阿達、小唐

及本所同仁長官們的支持，及給我親愛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