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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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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98年完成全

線拓寬工程。

(二)、 國道2號拓寬工程：

本工程範圍國道2號全線，總工程經費約新台幣128.7億

元，自98年開始陸續發包施工，計分8標工程，

1. 第H12標大園支線，目前尚未發包。

2. 第H21A標於機場端至大園交流道(STA.0k+000 ~1k+670)，

於98年7月18日開工預定於100年8月16日完工。

3. 第H21B標於大園交流道工程至大竹交流道路段

(STA.1k+670 ~3k+722)，於98年3月3日開工預定於99年7月

2日完工。

4. 第H21C標於大竹交流道至機場系統交流道路段

(STA.6k+222~8k+100) ，於98年5月29日開工預定於99年12

月28日完工。

5. 第H31標於機場系統交流道至南桃園交流道

(STA.8k+100~12k+268.3)東行線(STA.8k+100~12k+287.5)

西行線，於98年6月1日開工預定於100年11月30日完工。

6. 第H42標於大湳段高架橋(一) (STA.12k+268.3~14k+886)東

行線、(STA.12k+287.5~14k+886)西行線於98年6月1日開工

預定於100年12月31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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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H52標於大湳段高架橋(二) (STA.14k+886~17k+712.2) ，於98年6月

1日開工預定於100年12月31日完工。

8. 第H61標於大湳交流道至鶯歌系統交流道(STA.17k+712.2~20k+358.4) 

，於98年6月1日開工預定於100年12月31日完工。 

本計畫經濟效益淨現值達 90.3億元，其中，旅行時間節省效益約佔

76%，行車成本節省效益約佔24%；計畫內生報酬率為 11.6%，益本比為 

1.92。三項評估指標皆顯示本計畫在經濟效益面具有可行性。

計畫目標：(一)整合北部區域通過性與桃園地區性之運輸需求，使國

道２號成為有助於桃園地區發展之交通動脈。(二)改善國道２號各交流道

銜接連絡道之回堵延滯，提高國道２號主線及地區交通順暢性。(三)因應

桃園航空城發展計畫、客貨運園區計畫所衍生交通，辦理國道２號拓寬改

善，以維國道服務水準。(四)既有橋梁配合拓寬工程，按 921地震後耐震

規範要求辦理耐震補強，確保國道結構之長久安全性。

截至98年12月底止，計畫預定累計總進度為 50.00% ，實際累計總進

度為51.29%，超前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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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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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完工，第2

期工程預定於98年5月1日開工，工期365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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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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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06月29日完工。

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A、B匝道為配合台北港開發案與「東西向快速

道路八里新店線2-3Z標」高架銜接，經調整施工順序，已由原訂98年3月

提前於97年12月31日完工通車，除可發揮台北港聯外運輸交通之整體功

效外；另五股交流道C、F匝道預計98年9月開放通車，使五股交流道附近

交通擁塞情形並得以紓解。

截至98年12月底止，計畫預定累計總進度為 93.89% ，實際累計總進

度為94.20%，超前0.31%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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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98年12月底止，計畫預定累計總進度為 96.87% ，實際累計總進

度為96.88%，超前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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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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A標：工程範圍包含淡水河橋三重側自重陽抽水站洩洪道至急

難救助碼頭間之高灘地整理。 

本工程已於中華民國98年6月25日全部竣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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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已於中華民國98年9月17日全部竣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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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已於中華民國98年2月10日全部竣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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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已於中華民國98年12月31日全部竣工。

7. 第M1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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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已於中華民國98年8月28日全部竣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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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已於中華民國97年12月31日全部竣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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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已於中華民國98年2月15日全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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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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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進度累計至98年12月底止預定進度81.4%，實際87.89%，超前

6.49%。

(七)、 國道1號增設民雄交流道工程（第534標）

配合民雄及周遭地區整體社經發展，提供便捷聯外交通運輸服務。

強化國道1號對嘉義生活圈之交通運輸服務功能，促進整體生活圈的均衡

發展。交流道之佈設方式係以縣道164延伸線為聯絡道路之鑽石型交流

道設計。工程起迄點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之統一里程分別為：北上里程

(256K+325～257K+880)、南下里程(256K+500～258K+065)，總建設經費

約新台幣5.119億元，預定於民國100年12月18日完工。

(八)、 國道1號增設虎尾交流道工程（第524標）

配合虎尾及斗六周遭地區整體社經發展，提供便捷聯外交通運輸服

務，以因應未來衍生之旅運需求。強化國道1號對雲林生活圈之交通運輸

服務功能，促進整體生活圈的均衡發展。本交流道增設工程位於國道1號

範圍（統一里程約234k+300～237k+200）與高鐵站區聯外道路新闢斗六

連絡道交叉處。交流道型式為穿越式鑽石型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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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建管理之執行

(一)、 品質稽查之執行：

至 98年底各標工程實施品質稽查成果如﹝表03-111﹞

﹝表03-111﹞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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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A11C023–
03

(9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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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昌建築
無限公司

林同棪工
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

司

臺北工務
所

98.3.25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96A11C002-
02

（98U）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
強工程(第一期)第M11標

榮金營造
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台聯工程
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臺北工務
所

98.6.17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96A11P022-
01

（98U）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
強工程(第一期)第M12標

拓興營造
有限公司

林同棪工
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

司

臺北工務
所

98.6.17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96A11P018-
03

（98U）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
強工程(第一期)第M13A標

根基營造
股份有限

公司

建業工程
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臺北工務
所

98.3.12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96A11P024-
01

（98U）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
強工程(第一期)第M14標

宏義工程
股份有限

公司

昭淩工程
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臺中工務
所

98.3.27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95A11P013-
01（98U）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
強工程(第一期)第M15A標

中華工程
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臺中工務
所

98.3.27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97A11C004-
01（98U）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
強工程(第一期)第M33B標

鼎宸營造
股份有限

公司

林同棪工
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

司

臺北工務
所

98.3.25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97A11C003-
01（98U）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
強工程(第一期)第M12A標

新興營造
股份有限

公司

林同棪工
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

司

臺北工務
所

98.3.2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96A11C023–
04

(9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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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昌建築
無限公司

林同棪工
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

司

臺北工務
所

9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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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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A11C004-
02（98D）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
強工程(第一期)第M33B標

鼎宸營造
股份有限

公司

林同棪工
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

司

臺北工務
所

98.9.10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97A11C007-
01（98D）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21B
標大園交流道至大竹交流

道路段

威勝營造
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大竹工務
所

98.11.3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98A11C004-
01（98D）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21C
標

友仁工程
股份有限

公司

昭淩工程
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大竹工務
所

98.11.26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98A11C0045-
01（98D）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31標

宏義工程
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大竹工務
所

98.12.24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094A11P004-
05

（98 D）

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
工程(國道1第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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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22

1.品質稽查主要缺失
0項。

2.次要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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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 12月底止各標進度如﹝表 03-112﹞。

﹝表03-112﹞ 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段拓寬工程進度概況表 (至98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96A11P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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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旺營造 96.09.28 98.02.27 10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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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道2號拓寬工程，工程進度管考情形：

本路段委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負責監造，拓寬工程截至 98年 12月底

止各標進度如﹝表 03-113﹞。

﹝表03-113﹞國道2號拓寬工程進度概況表 (至98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97A11P014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21A標 宏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98.7.18 100.8.16 7.05 13.39 6.34

097A11P007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21B標大園交流
道至大竹交流道路段

威勝營造有限
公司

98.7.18 100.8.6 43.58 68.35 24.77

097A11P015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21C標 友仁營造有限
公司

98.5.29 99.12.28 20.24 20.89 0.65

097A11P016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31標 宏義工程有限
公司

98.6.1 100.11.30 5.53 12.77 7.24

097A11P008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42標 中華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98.6.1 100.12.31 3.76 12.25 8.49

097A11P009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52標 泛亞工程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

98.6.1 100.11.30 6.91 15.40 8.49

097A11P012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61標 興安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98.6.1 100.11.30 4.73 10.21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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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 12月底止進度如﹝表 03-114﹞

﹝表03-114﹞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進度概況表 (至98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95A11C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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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5.09 99.4.30 97.17 97.37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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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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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 12月底止進度如﹝表 03-115﹞

﹝表03-115﹞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進度概況表 (至98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94A11P004 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國道1
第204標)

中華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95.4.13 99.6.29 93.89 94.20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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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 12月底止各標進度如﹝表 03-116﹞

﹝表03-116﹞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進度概況表 (至98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96A11C00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
一期)第M11標 榮金營造 96.03.06 98.10.10 96.87 96.88 0.01

096A11P02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
一期)第M12標 拓興營造 96.09.28 98.11.27 100 31.34 -68.66

096A11P018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
一期)第M13A標 根基營造 96.10.15 98.10.24 100 100 0

096A11C02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
一期)第M13C標 鼎宸營造 96.11.30 98.02.11 100 100 0

096A11P024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
一期)第M14標 宏義工程 96.09.28 98.12.29 100 100 0

095A11P013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
一期)第M15A標 中華工程 96.09.28 98.10.22 100 100 0

095A11P013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
一期)第M15B標 立旺營造 96.08.20 98.01.15 100 100 0

096A11P005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
一期)第M15C標 大成工程 96.09.20 98.02.27 100 100 0

097A11C003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
一期)第M12A標 新興營造 97.11.01 98.06.28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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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 12月底止工程進度如﹝表 03-117﹞

﹝表03-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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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96A11C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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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昌建築無限
公司

96.11.16 99.11.19 58.59 68.66 10.07

(八)、 國道1號增設民雄交流道工程，工程進度管考情形：

截至 98年 12月底止工程進度如﹝表 03-118﹞

﹝表03-118﹞國道1號增設民雄交流道工程進度概況表 (至98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98A11P006 國道1號增設民雄交流道工程
森榮營造有限

公司
98.12.19 101.12.18 0 0 0

(九)、 國道1號增設虎尾交流道工程，工程進度管考情形：

截至 98年 12月底止工程進度如﹝表 03-119﹞

﹝表03-119﹞國道1號增設虎尾交流道工程進度概況表 (至98年12月底止 )

案 號 標 案 名 稱 承 包 商 契約工期 工程進度 (％ ) 

098A11P005 國道1號增設虎尾交流道工程
聯成豐營造工
程有限公司

98.12.28 101.4.1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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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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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號拓寬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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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1號增設民雄交流道工程、

國道1號增設虎尾交流道工程各標估驗情形，如﹝表 03-120、表 03-121、表 

03-122、表 03-123、表 03-124、表 03-125、表 03-126、表 03-127﹞所示。

﹝表03-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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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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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A11C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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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000,000 $776,338,197

$988,095,553 78.56%

﹝表03-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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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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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A11C024 國道1第5316標水上交流道聯絡道工程 華洲營造
$210,450,000 $196,671,876

$197,671,290 99.49%

096A11P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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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旺營造
$140,600,000 $159,069,691

$159,069,691 100%

097A11C002 國道1第5315標嘉義交流道連絡道工程 威勝營造
$53,289,682 $59,027,112

$59,003,490 100%

095A11P004 國道1號路竹科園區新增交流道第564A及564C合併標
工程

工信工程
$1,283,000,000 $1,489,795,477

$1,489,795,4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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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3-122﹞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 (至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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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A11P014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21A標 宏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742,600,000 $69,998,911

沒變更 9.42%

097A11P007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21B標大園交流道至大竹交流道
路段

威勝營造有限
公司

$419,200,000 $194,023,038

$448,832,914 43.22%

097A11P015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21C標 友仁營造有限
公司

$426,600,000 $70,620,121

沒變更 16.55%

097A11P016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31標 宏義工程有限
公司

$1,512,280,000 $99,319,376

沒變更 6.56%

097A11P008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42標 中華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1,142,000,000 $73,587,498

沒變更 6.44%

097A11P009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52標 泛亞工程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

$1,186,000,000 $103,450,157

沒變更 8.72%

097A11P012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61標 興安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1,172,000,000 $63,798,375

沒變更 5.44%

﹝表03-123﹞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估驗情形一覽表 (至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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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A11P004 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國道1第204標) 中華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978,000,000 $947,172,030

$1,078,572,860 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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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3-124﹞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 (至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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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A11C00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M11標 榮金營造
$1,108,800,000 $1,042,443,213

$1,128,918,046 92.34%

096A11P02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M12標 拓興營造
$1,377,800,000 $481,269,886

$1,618,437,027 29.73%

096A11P018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M13A標 根基營造
$897,999,900 $974,187,565

$984,109,883 98.99%

096A11C022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M13C標 鼎宸營造
$97,500,000 $93,316,593

$93,316,593 100%

096A11P024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M14標 宏義工程
$1,530,000,000 $1,621,019,620

$1,727,626,969 93.82%

095A11P013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M15A標 中華工程
$862,000,000 $934,968,276

$927,400,577 100%

095A11P013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M15B標 立旺營造
$92,100,000 $95,621,649

$97,483,257 98.09%

096A11P005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M15C標 大成工程
$646,400,000 $648,804,445

$662,432,843 97.94%

097A11C003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期)第M12A標 新興營造

$63,990,000 $42,046,725

$42,046,7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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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3-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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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驗情形一覽表 (至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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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A11C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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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昌建築無限
公司

$1,838,600,000 $1,229,006,017

$1,922,479,814 63.92%

﹝表03-126﹞國道1號增設民雄交流道工程估驗情形一覽表 (至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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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A11P006 國道1號增設民雄交流道工程
森榮營造有限

公司

$292,150,000 0

沒變更 0%

﹝表03-127﹞國道1號增設虎尾交流道工程估驗情形一覽表 (至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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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A11P005 國道1號增設虎尾交流道工程
聯成豐營造工
程有限公司

$823,400,000 0

沒變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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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算執行率：

截至 98年 12月底止，各標工程執行率情形，如﹝表 03-130﹞所示。

﹝表03-130﹞ 中山高速公路拓寬工程預算執行率一覽表 (至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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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林 —高雄段 796,799,902 760,982,789 95.50% 

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 405,617,574 390,876,230 96.37%

國道高速公路橋樑耐震補強工程 3,355,163,892 2,879,500,231 85.82%

路竹交流道改善工程 206,402,000 197,414,815 95.65%

大華系統交流道改善工程 615,465,283 615,465,283 100%

國道2號拓寬工程 1,425,471,816 1,425,471,816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