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北部第二高速公路分標決策及問題探討 

 

4.1  計畫工程內容及特性概述 

北二高路網結構，包括主線汐止至新竹約 90 公里，國道三甲

台北聯絡線(以下簡稱台北聯絡線)約 6 公里，國道二號桃園內環

線(以下簡稱內環線)約 12 公里，連同隨後於七十九年併入本計畫

之新竹竹南段 9公里，路線總長計約 117 公里。 

北二高為提供沿線居民、都市及產業活動、交通服務，以及

因應高速公路系統間轉向交通需要，設置一般性交流道與系統交

流道兩類。 

1.一般性交流道：即通稱之服務性交流道，在提供沿線居民進出

高速公路之服務。北二高全線設新台五路、木

柵、萬芳、新店、安坑、中和、土城、三鶯、大

溪、龍潭、關西、竹林、香山、大湳、桃園等十

五處一般性服務交流道。 

2.系統性交流道：此類交流道以提供高速公路與高速公路兩系統間

轉向交通需要而設，其設計標準亦較一般交流道

為高。北二高共設五處系統交流道，分為中山高

速公路與本路在汐止之銜接點設汐止系統交流

道、本路與北宜高速公路在南港之銜接點設南港

系統交流道、本路主線與內環線在鶯歌銜接點設

鶯歌統交流道、內環線與中山高（現中山高機場

交流道）銜接點設機場系統交流道、本路與中山

高在新竹之銜接點設新竹系統交流道。 

為能妥善提供用路人旅途充分得到休息，於關西設有服務區

一處。另為達到用路者付費的目的，於樹林與龍潭設置主線收費

站兩處。為增進並確保行車安全，除一般性交通工程與安全防護

措施之施設外，另並籌設路網資訊自動偵測與顯示設施系統，包

括有北部區域高速公路網交通管理與控制系統工程(含無線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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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系統)之建立、及隧道區之電機系統工程之建立，以及沿線設置

地磅、收費等系統工程之整合。 

北二高的功能，主要以中長程交通運輸服務為主，同時亦兼

負都會區短程交通服務，因此路線之規劃，路線容量設計，交流

道區位擇定與型式之設計，聯絡道之闢建與改善，均以此原則做

為遵循依據。同時北二高之建造方式，以儘量節省用地，減少拆

遷，提高土地使用效率並配合部分地區開發展望為原則。 

北二高多經山區及都會區邊緣，跨越河川、溪流，穿越現有

道路，因此橋梁甚多；北二高長 117 公里中，主線橋梁計 109 座，

橋長計 25.3 公里，橋長佔路線總長的 22%。另有匝道、跨越橋 117

座，長度計 15.0 公里；合計北二高計有 226 座橋梁，總長約 40.3

公里。在配合環保、景觀及兼顧工程安全的前提下，北二高橋梁

出現許多設計新穎、造型優美的傑作，如碧潭橋、牛欄河橋及懷

生基地機場清除區跨越橋等。同時為減少勞力需求，主辦機關國

工局復自歐洲引進機械化之橋梁新工法，如節塊推進工法、支撐

先進工法，以及利用預鑄斜撐版擴撐橋寬等；在橋梁基礎工程方

面，亦引進鑽掘樁高壓灌漿工法，以替代傳統之沈箱基礎，期能

藉此推廣並提升國內橋梁設計與施工水準。 

北二高木柵中和段及台北聯絡線由於經過台北都會區的東緣

山區，因此隧道特別多，同時尤於交通量大，所需車道數多，設

計時採雙向分離之設計，合計雙向共有隧道二十四座，總長度達

15.8 公里，其中包含三車道隧道二十座，二車道隧道四座，工程

十分浩大，且由於三車道隧道開挖斷面高達 120~150 平方公尺，

為當時國內面積最大，國外亦屬罕見之大面積公路隧道。本段隧

道除斷面特大增加施工困難外，在地質方面也由於岩層破碎，地

下水豐富，同時並有成福斷層、灣潭斷層及新店斷層通過，使得

施工更為艱難。因而為確保施工之安全，採用新奧工法(NATM)；

在隧道開挖方法的選擇方面，除採用一般傳統的鑽炸法(D&B)外，

在鄰近住宅區之隧道，如新店隧道，特別規定採用部分斷面隧道

鑽掘機(Roadheader)施工，以避免開挖振動對居住環境造成不良

影響。另外對於各隧道洞口之開挖亦儘可能以維持原地貌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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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而對於不可避免的開挖坡面均加以植生，以避免造成景觀上

的衝擊。 

 

4.2  完成期程 

北二高自民國七十六年開工，土城鶯歌段首先於八十二年元

月完工通車，隨後中和至新竹段全線於同年八月開放通車，新竹

竹南段則於八十四年二月如期完工通車，至此中和以南主線路段

全線通車。中和以北路段部分，汐止木柵段及台北聯絡線先行於

八十五年三月完工通車，木柵中和段及桃園內環線於八十六年中

先後完成，國道三號北二高於八十六年八月二十四日全線完工通

車。 

 

4.3  選擇承包商之原則與工程發包情形 

4.3.1 背景概述 

北二高工程為政府當時十四項建設之一，並為行政院列管之

工程，由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簡稱高公局）依行政權

責規劃，於民國七十六年釐訂完成「北部第二高速公路發包計畫

書」，並以公開招標為原則。  

在如期順利圓滿完成此一工程的大前提上，依政府政策以儘量

提高民間廠商參與機會及逐步培植民間廠商承辦能力為擬定北二

高發包計畫的最高原則，也是必須達成的重要目標。  

 

4.3.2 選擇承包商原則 

經評估當時國內公民營廠商營建能量現況，因自國道中山高

速公路完工後近十餘年來，國內甚少高標準的大型道路建設，難

以引導廠商作大量的的投資，並培養其經驗與能力，民營廠商一

直未能獲致擴增營建能量之機會，乃使路工工程成為民間營建業

 54



中較弱的一環。 

屬公營營建單位之榮民工程處及中華工程公司均係政府投資

設立，財力雄厚，組織健全，並具有各類重機械設備及優秀技術

人員､施工經驗及技術亦均豐富，歷年來國內各項重大公共工程

建設多由其承辦（國道中山高速公路工程路工部分即係由該兩單

位各半承建），無論路工､橋樑､隧道各項工程所累積的業績均至

為可觀，如按民營廠商同一標準評估，該兩單位合計營建能量約

為參與本路資格審查民營廠商總能量的十倍以上。 

為求工程順利完成及受限於客觀情勢，乃採一方面與榮工處

及中華工程公司兩大公營單位議價，一方面公開招標開放民營廠

商參與此項國家重大建設的雙管齊下策略。 

 

4.3.3 發包原則： 

鑒於北二高工程艱鉅，工期短促，而工程品質要求甚高，以

及國內承包商能量情形，欲順利圓滿完成本計畫，惟有結合國內

公民營承包商共同戮力以赴，方能達成任務，其發包原則如下： 

1.路工工程 

因國內承包商對大規模高標準的路工工程能力最為薄

弱，除選擇部份標額大小適中者以公開招標方式辦理外，餘需

借重公營單位的能力來協同完成。  

2.橋梁工程 

國內承包商已具有較大能力承辦，全部工程以公開招標方

式辦理，惟其中若干結構較特殊複雜者，基於技術上的考慮，

須在招標文件內另訂承包之必備條件。  

3.隧道工程 

隧道工程主線部份屬三線車道之大斷面隧道，且規定必需

以新奧工法施工，凡工程特別艱鉅，風險亦高者交公營單位承

辦外，餘均以公開招標方式交民營承包商承包（惟基於經驗上

或技術上的需要，須在招標文件內另訂承包商之必備條件），隧

道之機電通風及照明等附屬設施 ，因國內承包商已有相當能力

承辦，而全部以公開招標方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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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築工程 

國內一般承包商均能承辦，而全部採公開招標方式辦理。  

5.植栽景觀工程 

除中央分隔帶因採單一樹種，數量龐大，必需先期進行育

苗者外，少部分標別仍議價外，餘均以公開招標方式辦理。  

6.交通控制系統工程 

計分五項，除交控乙項需視國內技術轉移單位的實際情況

另行決定發包方式外，其餘土木管道､無線通訊､鋼結構及建

築各項均以公開招標方式辦理。 

根據以上發包計畫概估全線工程民營承包商實際辦理部分

約可達總工程費的一半左右，但北二高計畫開始國內民間營造

業對與公營的榮工處及中華工程公司採議價方式不滿，反對聲

浪高漲，致有議價標內的公路照明工程､標線標誌及標記工程､

柵欄護欄工程再行分離，並分別辦理發包的情形，而產生在工

程末期協調界面整合的額外工作，增加在趲趕下要如期通車的

壓力。 

 

4.3.4 分標發包情形 

北部第二高速公路計有道路､橋梁､隧道等主要工程四十標，

及各路段附屬工程，分標情形如附錄一。其中道路工程十七標､

橋梁工程十六標､隧道工程七標，按發包計畫所擬其公開招標部

分計有橋樑工程十五標､隧道工程四標､道路工程八標共計二十

七標，佔全部四十標之 67.5%。  

如以經費計，含原屬榮工處與中華工程公司議價承包路工工

程中的路面標線、標鈕､圍籬､護柵讕､公路照明､交通標誌等

附屬工程，再行與主標分離改採公開招標部分共約佔 50.08%。  

北二高竣工時主要工程計有四十一標，增加的一標為新竹竹

南段路工工程，該工程原屬二高後續計畫，因預為紓解原北二高

計畫完工通車後，在新竹系統交流道可能發生的堵塞，將車流分

散至台 1及台 13 線，乃提前於八十一年十二月十五日公開發包，

八十二年二月二十日開工，並於八十四年十月十四日竣工，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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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引述之數據仍為原四十標之規模。 

為了解國內廠商施工能量，製訂「國內標營造廠商資格及投

標能量評審要點」，對承包商資格及投標能量評審（含評審主要

事項內容之規定､對承包商所填送資料之徵信､按承包商資本淨

值及工程業績分別計算承包商各工程類別之投標能量等）､投標

方式與能量計算之規定，及承包商聯合經營和短期結合之組成與

規定均有明確的定義，以辦理資格預審。 

北二高主要工程中公開招標部分之二十七標均先辦理廠商

資格預審，凡杸標能量達到者均函邀其參加投標，凡預審合格而

投標能量不足者亦可以短期結合或聯合經營之方式參加投標。  

附屬工程中除技術層次較高者如隧道機電系統、交控系

統、採三段式開標(資格、規格、價格)，及其它系統工程如收費

系統、地磅系統、通訊系統則採二段式開標(規格、價格)以外，

其餘均採一段式開標(價格)辦理；另附屬工程中不論係一段或二

段式開標均採不記名方式領取投標文件。 

北二高計畫各標工程均依預定進度辦理招標，惟自民七十

七年下半年開始，由於受營建工、料大幅上揚、用地取得受阻，

無法按預定施工計畫施工之影響，致使承包廠商營建成本大幅

增高，（尤以工資上漲約二倍為甚），且工人難覓，承包商負擔

風險高､工程進展益形困難，故導致投標意願不高，而有招標

數次無承商投標､或投標廠商不足法定三家造成流標之情況，

除對用地取得另行提報補救措施外，可再研擬相關分標因應措

施如下：  

1.檢視標案內容，是否有併標或分標之必要，以求突破投標意

願低落､招標困難､工程進落後之困境。  

2.放寬廠商資審之資格限制，以擴大競標範圍：  

(1)已參加北二高資審合格之廠商，如有新工程完工而具證明

者，准予按原訂辦法補計業績增列能量。  

(2)未曾參加資審之廠商，可以依據「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營

繕工程招標注意事項」第六､七條所訂之標準，在開標前

經審查合格後，亦准予參加投標。 

(3)預付款由合約總價之百分之二十提升為合約總價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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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4.3.5 分標原則  

研析北二高工程分標發包施工狀況及影響因素，當時分標原

則可歸納如下述，且二高後續計畫及北宜高速公路之工程分標亦

適用： 

1.主線工程原則上採大標制辦理發包，故各標工程均可能含路

工、橋梁或隧道；建築工程、隔音牆工程、系統工程則單獨成

標辦理發包，屬議價標工程範圍內之植栽、路面標線、標鈕、

圍籬、護柵讕、公路照明、交通標誌等附屬工程單獨成標辦理

發包。 

2.凡屬鉅大或需以特殊工法施築之橋梁或隧道，基於施工上之專

業考量，應單獨劃分為「專業標」，邀請審查合格之專業廠商

以單獨或聯合承攬方式參加投標。 

3.由於各標工程均可能含路工、橋梁或隧道，因此首要作業需先

制定其工程屬性之界定原則，用以配合承包商資格審查，俾便

辦理公開招標作業。 

4.基於工程施工之工作面、工程分類特性以及經費之綜合考慮，

以道路主線樁號長度中之各類別工程（路工、橋梁或隧道）所

佔之百分比多寡作為工程屬性計算依據。  

5.一般已分標完成之路段，各標之工程屬性以下列原則分類：  

(1)工程類別之主線樁號長度已達（或等於）該標主線樁號總

長度 70%以上者，該標即屬該類別之「專業標」，應邀請該

類別之資審合格專業廠商以單獨或聯合承攬(J.V.)方式參

加投標。  

(2)工程類別之主線樁號長度低於該標主線樁號總長度 70%而

又高於 30%者，該標即歸屬該等類別之「綜合標」（即路工､

橋梁綜合標，路工､隧道綜合標或路工､橋梁､隧道綜合

標等），應邀請各該類別之資審合格承包商單獨參加投標或

二種不同類別之專業承包商以聯合承攬(J.V.)方式參加投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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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類別之主線樁號長度低於（或等於）該標樁號總長 30% 

以下者，不予採計。  

 

4.4  分標施工界面案例檢討 

北二高工程主線原則上雖採大標制分標，惟在兼顧扶植承商

施作能力，附屬工程採小標制分標發包施工標數較多，契約數量

因此增加，各標間需整合界面之情形相對增加，造成工務執行困

擾，略舉下列相關案例探討： 

 

4.4.1 主線標工程範圍同時有附屬工程施工之界面整合-以中和鶯歌段

中和至土城段為例 

1.中和至土城段分標概況 

由於北二高主線工程招標方式採議價之部分標別施工範

圍內附屬工程均再分開成立標案發包，且主線工程與附屬工程

完工期程又一致，故完工前某一相同時段、相同施工範圍將會

有多標在施工，有此項情形之標別計有汐止至舊莊段路工工

程、中和至土城段路工工程、大溪至龍潭段路工工程、關西下

橫坑至芎林路工工程；採公開招標之主線工程內容雖包含附屬

工程，惟因仍有全線施工之交通控制系統鋼結構工程、交通控

制系統土木管道工程分開發包，故與各標間亦會同時施工之情

形，因此各標間存在有形或無形界面需要整合。 

中和至土城段長 9.75 公里，分標計有「中和至土城段路

工工程」、「中和至土城段護欄、柵欄工程」、「中和至土城段公

路照明工程」、「交通控制系統鋼結構工程」、「交通控制系統土

木管道工程」、「中和至鶯歌段中央分隔帶植栽工程」、「中和至

鶯歌段沿線交流道及樹林收費站植栽工程」、「中和至土城段隔

音牆工程 I-A 標」，各別發包施工，計有八件標案，即有八標

契約，對工程主辦機關而言，必須管理八標契約，將增加主辦

工程機關工務管理業務。且因各標工程之發包時程不同，致於

施工中時有未能及時配合而發生互相干擾或損及已完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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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將增加主辦工程機關協調各標間界面整合的工務行政

業務。 

2.中和至土城段各標工程概述 

(1)中和土城段路工工程概述 

本工程包括中和至土城第 3～5 標，自樁號 35K+235 至

44K+985，全長 9.75 公里，即自台北縣中和市至土城市與

三峽鎮交接處止，整段路線幾與中和連城路及台三線土城

路段平行，包括中和交流道、土城交流道，主線為雙向八

車道(南上、北上各四車道)，路幅開挖 3,817,075m
3
，路堤

填築 2,684,771m
3
，棄土 100 餘萬方，橋梁 26 座(均為穿越

橋)共長 1,837 公尺，主線穿越箱涵共 55 座(人車行 13 座，

排水 42 座)均為瀝青混凝土路面。 

(2)中和至土城段護欄、柵欄工程概述 

本工程係中和至土城段35K+235～44K+985(即北二高中和至

鶯歌段第 3 至第 5標)之沿線護欄及柵欄工程，其主要工作

項目為單面金屬護欄、鏈式鐵絲柵欄、鐵絲網柵欄等 3 項。

茲就上述各項工作內容及使用功能略述如下： 

1單面金屬護欄： 

設置於填方路段或挖方路段路肩外側邊溝為 U型明溝之

處、高路堤填築之路肩外側、主線道路之中央分隔帶兩側

及道路兩旁之重要交通設施附近，以維車輛之行車安全或

保護道路兩側之交通設施。 

施工前先就護欄柱之位置及高程進行放樣，檢測合格後即

配合大型挖土機加裝一定磅數之破碎機並安裝套筒進行

基坑挖掘，挖掘至設計深度後，再將護欄柱吊入基坑內，

進行調整高度及垂直度，再安裝護欄墊木及金屬護欄鈑。

當完成 50 支護欄柱為單位之單面金屬護欄，並經檢驗合

格後再以水泥混凝土進行護欄柱基坑回填。 

鏈式鐵絲綱柵欄： 

設置於土城、中和交流道及部分重要道路兩側之路權界

或坡頂(底)之邊溝內側，以防止附近居民或牲畜誤闖入

高速公路而影響行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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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絲網柵欄： 

設置於高速公路兩側之路權界上或坡頂(底)之邊溝內

側，其功能亦係防止人、畜進入高速公路以維高速公路

之行車安全。 

(3)中和至土城段公路照明工程概述 

本工程主要工作項目為路燈管線預埋，燈柱及基礎施做，箱

涵之照明燈具安裝及配線，標誌照明施工等。 

燈柱基座之基礎為一直徑 1公尺、深 2.5 公尺，以鋼筋混

凝土鑄造而成圓柱體，澆鑄混凝土之前須先預埋2公分×400

公分之接地棒(接地棒需深入土內)，及 4 支 2.54 公分×

101.6 公分(L 型)之預螺栓(須符合 ASTM A307 之規定)，俾

固定其上之燈柱。施工過程中，承商須就設計圖所示燈柱

位置先予放樣，並以 15 個為一組(配合現場鋼模數量)逐段

開挖及澆注混凝土而成。結構回填係以土方回填，並以小

型夯壓機夯實至規定密度。 

導線管預埋位置在路肩外側，管溝深度至少 60 公分，寛度

30 公分，施工時以挖土機挖掘管道，於佈管後回填夯實。 

(4)中和至鶯歌段中央分隔帶植栽工程概述 
本工程主要工作項目為中央分隔帶草皮舖植及防眩灌木栽

種。在原路工承包商提交可種植區域後，本工程再行自苗圃

移植所需之合格苗木運至工地並於二日內種植完畢。 

(5)中和至鶯歌段沿線交流道及樹林收費站植栽工程概述 

本植栽工程里程 35K+235～55K+160，全長 19,925 公尺，工

程主要工作項目為沿線邊坡植栽，係以大小喬木及灌木參差

栽種，排列方式有以下二種： 

低填方段距高速公路圓隅2公尺及8公尺之邊坡分兩列成

鋸齒狀栽種灌木及喬木，灌木橫向株距 1 公尺，縱向株距

2.5 公尺，喬木橫向株距 3公尺，縱向株距 5公尺。 

高填方段高速公路圓隅 2公尺及 10 公尺之邊坡內，灌木

橫向及縱向株距皆為 1 公尺，喬木則橫向、縱向皆為 4 公

尺，兩者皆呈鉅齒狀排列。 

其他綠地植栽如交流道區之匝環道所圍綠地，聯絡道路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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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及安全島植栽，樹林收費站花圃美化等均屬本工程範

圍，其植栽數量品種繁多。本植栽工程除加強整體景觀綠

化外，其邊坡植栽更兼具強化邊坡土壤凝聚力及防風之功

能。 

(6)交通控制系統鋼結構工程概述 

本工程範圍為北二高全線，主要工作項目分為土木基樁基

礎工程及基礎上鋼構架之製作與安裝，基礎施作位置依需

求分別位於路工路段及橋梁(本案例僅探討路工路段)，基

礎位置係位於路肩邊緣，分為以下三項： 

架空型資訊可變標誌架基礎： 

計分為 TYPE-A 基礎與 TYPE-B 基礎，TYPE-A 基礎之基樁

直徑 1公尺，長度 4.5 公尺，基礎尺寸 6 公尺* 1 公尺 * 

1 公尺，每一基礎有 2 支基樁。TYPE-B 基礎之基樁直徑

0.8 公尺，長度 4.5 公尺，基礎尺寸 6 公尺 * 0.8 公尺 * 

1.1 公尺，每一基礎有二支基樁，基礎長向與車行方向平

行，鋼構架兩側各有一座基礎。 

架空型車道管制號誌架基礎： 

基樁直徑 0.8 公尺，長度 3.5 公尺，基礎尺寸 4.8 公尺 * 

0.8 公尺 * 0.8 公尺，每一基礎有二支基樁，基礎長向與

車行方向平行鋼構架兩側各有一座基礎。 

懸臂型資訊可變標誌之基礎： 

基樁直徑 1.0 公尺長度 4.5 公尺，基礎尺寸 6公尺 * 1.0

公尺 * 1.0 公尺，每一基礎有二支基樁，基礎長向與車行

方向平行，每一構架有一座基礎。 

(7)交通控制系統土木管道工程概述 

本工程範圍為北二高全線，包含路工路段、橋梁(本案例僅

探討路工路段，隧道內維修步道下之管群埋設由隧道標承商

施作)，主要工作項目分為三項： 

1人手孔埋設： 

人（手）孔主要功能為便於佈纜及管道埋設管數量變更或

交控設施需敷設支管等之用。本路段所使用人孔計有 A 型

（2.1M * 1.0M * 1.8M），人孔 B 型（2.8M * 1.3M *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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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孔 C型（2.8M * 1.3M * 2.2M），手孔 A 型（1.2M * 0.6M 

* 1.4M），人孔 B型（1.0M * 0.5M * 1.4M）。人（手）

孔埋設深度在人孔內部之最底層管道中心線距人孔內部

底面至少 50 公分以上。最上層管道中心線距人孔內部頂

面至少 80 公分以上。手孔內部之最底層管道中心線距手

孔內部底面至少 13 公分以上，最上層管道中心線距手孔

蓋至少 60 公分以上。 

管道開挖與回填、直埋填砂管道與導線管安裝： 

管溝位置位於開挖路段、填方路段之外路肩與排水溝之間

或排水溝外側，管道埋設深度為管溝中心線上之地面高度

距最上層管面應維持 1.1 公尺以上之距離。挖掘管溝一次

挖掘長度不得超過 60 公尺且必須於當天完成挖填，俟該

段回填完成後再挖相鄰之次段管溝，填砂埋設 PVC 管，須

將地溝搗平壓實，回填除需保持適當濕度外不得含有碎

石，淤泥、樹根、草皮、鹽份及其他有害物質與不適用之

材料，回填後須壓實，壓實度須符合契約規定。 

交控設備基座： 

交控設備基座係供交控系統標承商安裝設備儀器之用，包

括緊急電話基座及平台 A型，C 型, 車輛偵測器基座，濃

霧偵測器基座，速限可變標誌基座，車道管制控制器基

座，匝道控制交通號誌基座，匝道控制終端控制器基座，

CCTV 終端控制器基座，光多機(MUX)基座速限可變標誌基

座。每座交控設備基座預埋之錨錠螺栓、PVC 管道其位置

間距應正確，埋設之高程須量測避免影響設備功能。基座

之接地棒組或接地銅鈑埋設深度應達到接地電阻測試

50Ω以下。 

(8)中和至土城段隔音牆工程 I-A 標概述 

本工程主要工作項目為裝設Ｈ型鋼支柱及隔音鈑，工作範圍

為中和至土城部分路段，包括路工路段及橋梁(本案例僅探

討路工路段)，分述如下： 

路工路段設置隔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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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路肩架設鑽掘機, 並依點位鑽掘,鑽掘深度為 3.5 米，

進行鑽掘基樁孔位及裝設Ｈ型鋼支柱工作 ,並速完成基

樁混凝土澆注工作，隔音鈑係於工廠製造後運至工地現

場 ,利用吊卡車組裝完成。 

橋梁段設置隔音牆： 

橋梁胸牆處完成放樣工作後架設Ｈ型鋼支柱,再以化學螺

栓錨碇支柱於橋梁胸牆,隔音鈑係於工廠製造後運至工地

現場 ,利用吊卡車組裝完成。 

3.界面案例分析 

由於除路工工程外之其餘七標附屬工程均需待路工工程施

工達一定程度後始能進場施工，且各標完工期程幾近相同，因

此完工前某一相同時段有 8標工程在同一工程範圍施工，致各

標間界面互相干擾而於施工中時有未能及時配合影響工進或損

及已完成工程之情事，界面案例分述如下： 

(1)路工工程與護欄、柵欄工程： 

因護欄、柵欄工程需使用挖土機、預拌混凝土車等大型施工

機具、車輛，施工速度較緩，且需請路工工程於完成瀝青處

理底層或密級配瀝青混凝土後即暫不舖設開放瀝青混凝土

級配路面,以供護欄、柵欄工程承包商先進場於路肩架設施

工機具，致影響路工工程施工整體性及進度。 

(2)路工工程與公路照明工程： 

因公路照明工程需使用挖土機、夯實機等施工機具，有時需

請路工工程於完成瀝青處理底層或密級配瀝青混凝土後即

暫不舖設開放級配瀝青混凝土路面,以供公路照明工程承包

商先進場於路肩架設施工機具，致影響路工工程施工整體性

及進度。 

另埋管後之回填雖依規定夯實，仍有因雨下陷的情形，或

引致局部坍方之情，與路工工程相互責任難以釐清。 

(3)路工工程與植栽工程： 

因路工工程路堤填築或路幅開挖均已完成，中央分隔帶進

水陰井、邊坡陡槽溝亦必須隨之完成，以利排水或保護邊

坡，因此發生植栽預定種植之位置與進水陰井、邊坡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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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相互衝突之情，植栽位置須重新排。 
栽植後亦會因路工工程須整理邊坡噴植草種植生施工而遭

毀損，或植生後再行栽植期間毀損邊坡及植生，或植生維

護期間割除雜草時一併割除樹苗，均與路工工程相互責任

難以釐清。 

(4)路工工程與鋼結構工程： 

鋼結構工程之鋼構架分佈位置非常零散，且配合路工工程

進度無法一次提供較多基礎讓鋼結構工程承商施作，因此

基樁基礎開挖工作無法連續，加上各個位置地質土壤狀況

不一樣，均影響鋼結構工程基礎開挖進度。 

吊裝鋼構架時亦需配合路工工程進度進場施作，鋼構架運

抵現場未置放於路肩，且未儘速吊裝完竣，影響路工工程

通行；未以支承墊物墊高，直接壓在柏油路面造成路面損

傷；路工工程施工致鋼構架表面沾到柏油污染；吊車進場

至吊裝位置設定完竣之後，仍因吊重損傷柏油路面，均使

得路工工程與鋼結構工程相互責任難以釐清。  

(5)路工工程與土木管道工程： 

土木管道工程於開挖管溝後，開挖料係用作回填時之覆蓋

材料，以利穩定邊坡及植草，且應先移至適當地點堆置，

惟土木管道工程承商時常因應趕工未將地面開挖之表土移

至適當之地點；已開挖管溝之邊坡未儘速作妥水土保持工

作，致土壤流失或雨水大量滲入地層，軟化土壤，而減低

邊坡抵抗崩坍之強度；開挖使用後之剩餘土方應經工程司

核可後，在不堵塞排水情形下，均勻加寬路堤，或填舖於

路堤邊坡使斜坡愈趨平緩，或移運棄置，但不得棄置於路

基附近，惟土木管道工程承商時常因應趕工而未能處理完

善；管溝開挖後之回填，雖依規定完成壓實度試驗，但仍

有因雨下陷之情，均使得路工工程與土本管道工程相互責

任難以釐清。 

(6)路工工程與隔音牆工程： 

路堤段設置隔音牆工程，須於路肩架設鑽掘機以施作基

礎，為免損壞瀝青混凝土路面，須協調路工工程承包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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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密級配瀝青混凝土路面後暫不舖設開放級配瀝青混凝

土路面，以供隔音牆工程承包商先進場；或吊裝隔音鈑時，

吊車損壞已完成開放級配瀝青混凝土路面，致影響路工工

程施工整體性及進度暨相互責任難以釐清。 

路工工程路堤填築可以為石堤填築，故隔音牆工程基礎將

位於石堤填築之路段中，因路堤內含有多量卵礫石，故以

原設計預壘樁施工時，發生鑽掘嚴重困難及樁位偏心位移

情形，為解決基樁施工困難須辦理變更設計，致影響隔音

牆工程進度且工程主辦機關須增加經費，以解決基樁施工

困難。 

4.小結 

北二高工程採小標制分標發包係當時時空環境不得不為之

的政策，由上述案例了解北二高工程採小標制分標發包後，各

標間需整合界面之情形相對增加，主辦工程機關雖可介入協

調，惟將造成工務行政執行困擾及增加業務量，且未必可以讓

界面承商滿意，主辦工程機關相對須支付對價以解決界面問

題，例如展延工期、變更設計、承商提付仲裁或司法訴訟等。 

為免發生上述情形，於分標時在容許範圍內儘可能將在同

一工區內之各項附屬工程併入主線工程成為一標，可避免因施

工界面及施工程序前後之問題發生互相干擾或損及已完工程而

影響工進之情事。 

 

4.4.2 大標工程包含小標工程-以關西至頭前溪橋段關西下橫坑至芎林

段路工工程(第三、四、五標)、赤柯窟溪橋及中坑排水橋工程(第

六標)為例 

1.關西至頭前溪橋段分標概況 

關西至頭前溪橋段全段平面線形均係曲線，縱斷面先降坡

進入鳳山溪河谷，爬坡越過分水嶺 (87K+183.2)，再降坡橫過

頭前溪河谷。南下、北上各設三車道， 車道寬 3.75 公尺，路

幅寬 31.7～44.35 公尺不等。鳳山溪橋及頭前溪橋為本路段最

長之高橋設計， 橋長分別為 637 公尺與 799 公尺。橋墩高度，

最高者分別為 26.2 公尺與 32.5 公尺，最大跨度分別為 4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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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46.5 公尺。 

全段分為七標，第一、三、四、五標為路工標，第二、六、

七標為橋工標。為扶植國內廠商、顧及工程專業性、完成工程

能力、簡化發包作業，將本路段分成關西坪林段路工工程(第一

標)、關西下橫坑至芎林段路工工程(合併標即第三、四、五標)、

赤柯窟溪橋及中坑排水橋工程(第六標)、鳳山溪橋及頭前溪橋

工程(合併標即第二、七標)共四個契約。其中關西下橫坑至芎

林段路工工程及赤柯窟溪橋及中坑排水橋工程係與榮工處議

價，其餘工程以公開招標辦理，全段工程分標里程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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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西下橫坑至芎林段路工工程、赤柯窟溪橋及中坑排水橋工

程概述 

關西下橫坑至芎林段路工工程為合併標，第三標路段起迄

樁號為 83K+383 至 83K+783，全長 400 公尺，主要工程為長約

300 公尺之下橫坑溪河川橋及其兩端引道，另外尚包括橋下方

之竹 21 鄉道穿越道路改道與下橫坑河川護岸。 

第四標路段起迄樁號為 83K+783 至 85K+458，全長 1.675

公里，主要為路工工程，包括之主要結構物計有竹 21 鄉道穿

越橋一座。 

第五標路段因被第六標(赤柯窟溪橋及中坑排水橋工程)

二座橋梁夾隔而分為三段，第一段起迄樁號 85K+458 至

87K+108，長 1.650 公里，主要為路工工程。 

第二段起迄樁號 87K+333 至 88K+908，長 1.575 公里，主

要為路工工程。 

第三段起迄樁號為 89K+083 至 90K+783)，長 1.700 公里，

主要仍為路工工程並包括位於 76+142.616(90+325.816)處與

縣 120 縣道新闢道路相交之交流道一處。交流道中各匝環道包

括漸變段，加、減速車道等全部合計長約 4.371 公里。其他包

括之主要結構計有排水橋一座，穿越橋二座。 

夾在第五標三段路段中87K+108至87K+333長255公尺與

88K+908 至 89K+083 一段長 175 公尺均屬六標施工路段，故第

五標施工路段自 85K+458 至 90K+783 施工路段主線全線長為

4.925 公里，第三、四、五標合計施工路段總長為 7公里。起

點與第一標相接，終點與第七標為鄰。 

第六標工程為第五標工程中之二座橋樑，因為第五標工程

路段頗長，又屬路工工程，故將此二橋樑劃出，另設一標，其

中87K+118至87K+333一段長0.225公里為赤柯窟溪橋及其引

道，另一段 88K+908 至 89K+083，長 0.175 公里為中坑排水橋

及其引道，兩段合計共長 0.400 公里。 

二橋形式完全相同，均長 104.22 公尺，三孔，中間一孔

跨度 35 公尺，兩端二孔跨度 34.61 公尺，上部結構為預鑄預

力樑。橋面寬度自欄杆外緣至欄杆外緣全寬為 34.6 公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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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北上二橋分開，下部結構橋墩為擴腳基礎，橋台為溢土式，

胸墻下基礎為 60CM∮預力基樁。 

第六標中除上述二橋樑外，其他尚有赤柯窟溪橋下方之穿

越道路改道，小溪護岸與二橋台用之扶壁式擋土墻，中坑排水

橋下方之中坑溪流改道，與供橋台用之扶壁式擋土墻，以及各

引道中之有關路工工程。 

3.界面案例分析(分標決策分析) 

第三、四、五標工程全長七公里，就施工整體性及土方運

輸，須儘早打通便道，惟第六標介於第五標之中，因此藉道第

六標中二施工路段通過，可提高工作效率。第六標工程內容係

二座橋梁，由於橋型相同又簡單，並無任何技術上的困難，若

配合第五標施工，亦可提高工作效率，因此第五標及第六標便

道一併施築，以供第三、四、五標運輸土石方以及施工料具之

用，並利第六標施工機具、材料進出。 

第六標公開招標時並無廠商投標，故與榮工處辦理議價，

由榮工處承建。由於第三、四、五、六標實為一整體性工程，

因此第六標完工日期於議價時確認以下橫坑至芎林段路工工程

(第三、四、五標)之完工日期作為本工程完工日期，並列於議

價紀錄。 

第三、四、五標施工期間因路權內用地無法及時取得，地

上物拆遷延期等影響工進致展延工期，第六標工程即依據契約

規定展延工期。 

4.小結 

當時分標考慮橋梁、路工分開，以增加承包商橋梁業績，惟

就工程性質而言，三、四、五、六標係為整體性，五、六標須合

併施工較為有利，切割分標後反造成主辦工程機關工務行政執行

困擾及增加業務量，若分標時將第三、四、五、六標合併為一標，

即可避免此一情形。 

 

4.4.3 工程併標發包暨土木工程包括建築工程之整地工程-以鶯歌至關

西段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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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北二高主要建築工程分標概況 

北二高主要建築工程計有收費站二處(樹林收費站、龍潭收

費站)，服務區一處(關西服務區)，工務段一處(關西工務段)，

其建築工程係單獨成標，惟建築基地範圍係由土木工程於施作

至一定階段後再交由建築工程標施工。樹林收費站建築工程屬

中和至鶯歌段，基地範圍由樹林收費站土木工程整地完成後交

由建築工程繼續施工；龍潭收費站建築工程屬鶯歌關西段，基

地範圍由大溪龍潭段路工工程整地完成後交由建築工程繼續施

工；關西服務區建築工程、關西工務段建築工程亦屬鶯歌關西

段，由關西服務區及關西交流道工程整地完成後交由建築工程

繼續施工。 

2.北二高鶯歌關西段分標概況 

北二高鶯歌至關西段工程，北起台北縣鶯歌鎮南迄新竹縣

關西鎮，全長 27.848 公里，計有路工工程、橋梁工程、建築工

程及中央分隔帶與邊坡植生等附屬工程分標施工。全段主要包

括鶯歌系統、大溪、龍潭、關西等四處交流道，龍潭收費站(含

收費站建築、地磅設施及電腦收費設施)一處，關西服務區一

處，關西工務段一處，龍潭高架橋、牛欄一號與二號河川橋等

大橋，大溪埔頂一號與二號假隧道等工程。 

本路段龍潭收費站以北計 9.25 公里路段係採用剛性路面

(水泥混凝土路面)，其餘為瀝青混凝土路面。又在本路段內共

有橋梁 31 座，總長 4,822 公尺,其中龍潭高架橋總長 636 公尺,

並有車行及人行箱涵 30 座及排水箱涵 36 座。  

茲將本路段分標工程列明如下:  

(1)鶯歌系統交流道工程(原列中和鶯歌段第 10 標):全長 2.725

公里。  

(2)大溪至龍潭段路工工程(大溪龍潭段第 1～7A 標及第 8 標)：

全長 19.625 公里,包括大溪及龍潭交流道工程。  

(3)牛欄一號及二號河川橋工程(龍潭關西段第 9 及第 11 標)：全

長 1.4 公里。  

(4)關西服務區及關西交流道工程(龍潭關西段第 10A 及第 12A

標)：全長 4.098 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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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龍潭收費站建築工程(大溪龍潭段第 7B 標)。  

(6)龍潭收費站收費系統工程(大溪龍潭段第 7C 標；與樹林收費

站收費系統工程合併辦理發包訂約)。  

(7)龍潭收費站地磅系統工程(大溪龍潭段第 7D 標；與樹林收費

站地磅系統工程合併辦理發包訂約)。  

(8)關西服務區建築工程(龍潭關西段第 10B 標)。  

(9)關西工務段建築工程(龍潭關西段第 12B 標)。  

(10)龍潭通信機房新建工程。  

(11)龍潭至關西段隔音牆工程第 I-C 標。  

(12)交通控制系統工程土木管道工程標。  

(13)交通控制系統工程鋼結構工程標。  

(14)大溪至龍潭段護欄、柵欄工程。  

(15)大溪至龍潭段公路照明工程。  

(16)大溪至龍潭段標誌、標記及標線工程。  

(17)公路動態地磅系統設備。  

(18)鶯歌至大溪段沿線、交流道植栽工程。  

(19)龍潭至關西段沿線、交流道及龍潭收費站植栽工程。  

(20)鶯關段中央分隔帶植栽工程。  

(21)關西服務區、交流道及工務段植栽工程。  

在各項橋梁中，位於新竹縣關西鎮跨越牛欄河之牛欄一號河

川橋長650公尺及跨越牛欄河及台三線之牛欄二號河川橋長750

公尺，主橋部分係當時國內首創之 5孔連續(75M+3 @ 120M+75M)

長達 510 公尺之剛構預力混凝土箱型梁橋，為長跨徑靜不定結

構，以場鑄節塊懸臂工法施工，橋墩高達 45 公尺。 

北二高鶯歌至關西段原規劃設計主線分為 12 個標，而大溪

至龍潭段路工工程係將其中第 1～8標合併為一標工程，主要考

量係 1～8 標之土方數量合計可大致維持平衡，避免因分標發包

過細導致須另規定各標廠商必須使用指定取土區、棄土區之困

擾。大溪至龍潭段路工工程土方數量極大，挖方約 780 萬方，

填方約 690 萬方，多餘土方由承包商覓得棄土區運棄。 

除大溪至龍潭段路工工程因土方作業數量龐大，且包含有

9.25 公里路段剛性路面(水泥混凝土路面)，須考量廠商施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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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而採用與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議價外，其餘各標均以公開招

標方式辦理。 

3.鶯歌關西段主要建築工程概述 

鶯歌關西段主要建築工程有龍潭收費站建築工程、關西服務

區建築工程、關西工務段建築工程，各標工程概述如下： 

(1)龍潭收費站工程概述: 

本工程建築群位於龍潭收費站旁，毗鄰龍潭收費站之收費棚

亭（龍潭收費站收費棚亭土木建築工程係屬大溪至龍潭段路

工工程範圍），所佔基地面積計 133,580 平方公尺，基層(建

築)面積為 2890.78 平方公尺，總樓地板面積為 4917.69 平

方公尺，區內之建築群均為鋼筋混凝土構造，主要工程項目

包括： 

龍潭收費站辦公室、宿舍及附屬工程等之建築、電氣、衛

生、給水、消防及通風等之構建。 

收費站機房之建築、電氣、通風及走廊建築工程之構建。 

公路警察隊辦公室、宿舍及附屬工程等之建築、電氣、衛

生、給水、消防及通風等之構建。 

公路警察隊機房之建築、電氣、通風及走廊建築工程之構

建。 

停車棚 A、B兩棟之建築、電氣及給水等工程之構建。 

空氣污染監測站之機房建築、電氣、消防及通風等工程之

構建。 

地磅站辦公室(南下及北上車道各設一處)之建築、電氣、

衛生、給水及通風等工程之構建。 

雜項工程 (包括籃球場、籃球兼羽毛球場、鐵絲網圍籬、

鐵網門、焚化爐、花台、步道、A-TYPE 及 B-TYPE 圍牆)及

其設施等工程之構建。 

深水井及濾水設備工程之構建。 

本工程工區內之開挖、棄土、整地、地下排水及區域排水系

統等工作，係由大溪龍潭段路工工程承包商中華工程公司施

工，於上列各項工作辦理完成後,交由本工程承包商進場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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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西服務區建築工程概述： 

本工程位於北二高 76K+235～77K+135 南下線右側之關西服

務區範圍內，基層(建築)面積為 4555.36 平方公尺，總樓地

板面積為 5772.65 平方公尺，區內之建築物為鋼筋混凝土構

造或鋼結構，主要工程項目包括： 

1服務中心之建築、電氣(含照明)、衛生、給水、消防、空

調等工程之構建。 

不銹鋼走廊工程之構建。 

服務中心乘客用電梯一台、載貨用昇降機一台、廁所之建

築、電氣(含照明)、衛生、給水等工程之構建。。 

服務區宿舍之建築、電氣(含照明)、衛生、給水、消防、

通風等工程之構建。 

大客車販賣部之建築、電氣(含照明)、衛生、給水、消防、  

空調等工程之構建。 

公園廁所之建築、電氣(含照明)、衛生、給水、消防等工

程之構建。 

景觀水池及景觀台土木工程、電氣設備、配管之構建。 

水塔之土木建築、電氣設備、水塔設備及管線工程之構建、。 

消防泵浦機房之建築、設備及管線等工程之構建，深井及

管線設施等工程之構建，污水處理廠之土木建築、電氣(含

照明)、機械設備、儀控、管線等工程之構建。 

服務區系統及屋外電氣工程，包括電力設備、屋外庭園燈

工程［含庭園照明設施、服務區區內道路照明燈具及 250W

高壓鈉氣燈泡與 220V 高功率安定器、燈柱、燈柱基礎等，

停車場照明燈具(含400W×2高壓鈉氣燈泡與220V高功率安

定器×2)、燈柱、燈柱基礎等設施］、屋外低壓配線工程、

弱電系統等之構建。 

本工程工區內之開挖、棄土、整地、地下排水及區域排水系

統等工作，係由關西服務區及關西交流道工程承包商承作，

包含新建關西服務區全區內之環區道路、建築基地整地、公

園綠地整地、公共管線 (含高、低壓電力外管線與人、手孔

埋設、電信外管線與手孔埋設、給水、消防與污水外管線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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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庭園燈、步道燈、停車場照明等外管道埋設)，地面排

水系統、地下排水系統、大客車與聯結車混凝土剛性路面停

車場、小客車停車場、植草式小客車停車場、關西一號跨越

橋附近美化綠化工程與自動噴灌系統及其他不屬建築工程

之所有附屬設施。 

(3)關西工務段建築工程 

本工程位於北二高 79K+535～79K+635 南側之關西工務段

內，區內之建築物為鋼筋混凝土構造，主要工程項目包括： 

工務段辦公室之建築、電氣(含照明)、衛生、給排水、消

防、空調等工程之構建。 

檢修廠之建築、電氣(含照明)、衛生、給排水、消防、空

調等工程之構建。 

道班房及車庫(A 棟)之建築、電氣(含照明)、衛生、給排

水、消防、空調等工程之構建。 

道班房及車庫(B 棟)之建築、電氣(含照明)、衛生、給排

水、消防、空調等工程之構建。 

庫房及危險品倉庫之建築、電氣(含照明)、消防、空調等

工程之構建。 

單身宿舍及餐廳之建築、電氣(含照明)、衛生、給排水、

消防、空調等工程之構建。 

眷屬宿舍之建築、電氣(含照明)、衛生、給排水、消防、

空調等工程之構建。 

深井及管線設施等工程之構建。 

關西轉播站機房建築工程。 

本工程工區內之開挖、棄土、整地、地下排水及區域排水系統

等工作，係由關西服務區及關西交流道工程承包商承作，包括

全區之環區道路、建築基地整地、人行道、圍牆、階梯、欄杆、

大門、公共管線埋設 (含高、底壓電力外管線與人、手孔埋設、

電信外管線與手孔埋設、給水、消防外管線埋設) 、區域內照

明管道與電氣設施、洗車台、儲水池、焚化爐等。 

4.界面案例分析(分標決策分析) 

由於建築工程工區內之開挖、棄土、整地、地下排水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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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排水系統等工作，需由土木工程承商施作完成後再交由建築

工程繼續施工，因此二者之間即存有界面分述如下： 

(1)建築工程基地部分點交： 

因為工期限制因素，土木工程承商無法完成建築工程全部基

地整地整工作後再點交建築工程承商施作，因此必須隨土木

工程進度辦理部分點交，例如關西工務段建築工程之辦公

室、道班房及車庫(A、B棟)、單身宿舍及餐廳、以及眷屬

宿舍等工程用地，陸續分三次點交供建築工程承商施工；關

西服務區建築工程之服務中心、大客車販賣部及水塔等工程

用地，陸續分六次點交供建築工程承商施工，延誤建築工程

進度。 

(2)建築工程施工動線規劃不易： 

因各棟建築物散落建築工程基地各角落，非集中於一處，且

無法同時施工，故進出建築工程工區施工便道、各棟建築物

間之施工道路及建材之堆置與儲存場地為工區佈置之重點

所在。惟因須經常配合土木工程標之施工而搬遷，故不僅管

理不易，且造成人力、物力及工時之浪費，造成建築工程無

法合理規劃整體性工作。例如關西服務區建築工程各棟建築

物均位於關西服務區土木工程標之工區內，施工初期係利用

土木工程標之施工便道，嗣因土木工程標之施工規劃與進

展，施工便道不定期變動，對建築工程施工動線反有受制情

形，故建築工程於施工後期自行另闢施工便道，以推展施工

進度。 

(3)建築工程延誤啓用 

由土木工程標負責施工之相關工作項目電力外線配管未能及

時完成，致建築工程無法依進度配合申請用電，建築工程內

部所需用電設備均延後啓用或試驗，例如建築物內部之照

明、不斷電系統、緊急電源、給水等設備，污水處理廠之機

械設備、儀控等操作均無法適時辦理試驗啓用。 

5.小結 

鶯歌關西段主要建築工程，在符合法令規定下，並未

將水電、管線、空調等分標發包，已消弭了內部施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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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可能性。另就建築工程項目內容及建築工程基地範

圍地理位置係獨立而言，單獨成標發包可兼顧專業性、扶

植承商增加承攬實績、主辦工程機關管理便利，惟為確立

土木工程及建築工程屬性不盡相同，故將建築工程基地範

圍開挖、棄土或填土、整地、地下排水及區域排水系統、

電力系統等工作仍由土木工程施工，而土木工程規劃施工

進度係整體工程規劃(例如土方開挖運送利用、填築之時

程，或土方運棄時程等)，且施工期間受外在因素影響展延

工期。在有通車啓用的壓力情形下，並不能於完成全部基

地各項工作後再交由建築工程繼續施工，故只能於完成部

分基地整地工作後即陸續提供建築工程施工，致建築工程

亦無法合理規劃整體性工作，造成建築工程人力、物力及

工時管理不易。若於分標當時將基地範圍各項工作與建築

工程併為一標，或可解決提供時程之界面問題，惟整地之

土方工程(例如棄土區之覓得或填土之土方來源)可能會造

成建築工程的另一項界面問題。 

鶯歌關西段分標當時已有考量為能盡量達到個別標段

土方平衡，而將多數標別併為一標發包施工，例如大溪至

龍潭段路工工程係將其中第 1～8標合併為一標工程，主要

考量係 1～8 標之土方數量合計可大致維持平衡，避免因依

原設計分標發包施工後，各標均須覓得取土區、棄土區之

困擾，亦可減少主辦工程機關調配土方之行政業務。北二

高各路段分標當時已有考量土方盡量維持平衡而有併標發

包施工情形，後續工程計畫亦有採類此分標模式。惟北二

高當時併標後因各項工程數量龐大，即產生廠商承建單標

施作能量之家數是否足夠問題，雖依當時法令規定辦理議

價選擇廠商，相對亦減少扶植民營廠商成長增加業績之機

會。 

鶯歌關西段牛欄一號河川橋及牛欄二號河川橋，主橋

部分係當時國內首創之 5孔連續之剛構預力混凝土箱型梁

橋，且墩柱高，雖二橋梁分屬二區域(最近距離相差 1850

公尺)，分標當時已有考量其特殊施工性、專業性、工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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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主辦工程機關工務管理及與國外有經驗廠商技術合作

以提升工程水準等因素，而將不連續標段併為一標發包施

工，另可顧及相同工法工程資源再利用而降低成本之效

益。北二高各路段對於橋梁工程於分標當時已有考量上述

各因素，而將特殊橋梁工法工程單獨成標發包施工(例如新

店中和段碧潭橋係採用三跨弧形拱橋設計，跨越新店溪跨

距為 160 公尺，以場鑄節塊懸臂工法施工)，或不同區域橋

梁併標發包施工(例如除牛欄一號河川橋及牛欄二號河川

橋外，尚有關西新竹段鳳山溪橋及頭前溪橋，係當時國內

首次採用節塊推進工法施工)之情形。此項專業分標，施工

尚稱順利，且確實扶植國內廠商營建技術成長，後續工程

即續採類此分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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