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路施工查核重點
及常見缺失之改善與預防

簡報單位：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道路挖掘管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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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管線挖掘施工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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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道路管線挖掘工程巡查常見缺失

 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管線挖掘工程AC復舊品質抽驗及標準

 管溝回填材料CLSM

 AC驗廠及駐廠

 談AC鋪面品質缺失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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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管線挖掘工程巡查常見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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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管線挖掘工程巡查常見缺失

 竣工後常見缺失樣態

 施工中常見缺失樣態

依自治條例規定處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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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後常見缺失樣態

挖路許可證已逾期，路面並未復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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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後常見缺失樣態

挖路許可證已逾期，路面並未復舊

7



竣工後常見缺失樣態

挖路許可證已逾期，路面未依規定範圍
復舊
且標線並未復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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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後常見缺失樣態

挖路許可證已逾期，路面並未復舊

9



竣工後常見缺失樣態

挖路許可證已逾期，路面並未復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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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後常見缺失樣態

路面未依規定刨除後鋪設
僅直接加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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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後常見缺失樣態

孔蓋下地未依規定標線復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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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常見缺失樣態

施工中無工程告示牌亦無交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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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常見缺失樣態

施工中無工程告示牌亦無交維人員

14



施工中常見缺失樣態

施工中無工程告示牌亦無交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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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常見缺失樣態

道路挖掘深度未達自治條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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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常見缺失樣態

道路挖掘深度未達自治條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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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常見缺失樣態

道路挖掘深度未達自治條例規定
雖採加勁補強，補強計畫尚未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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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常見缺失樣態

道路挖掘前，未標定管溝寬度之定線(路面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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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常見缺失樣態

管溝回填未採用C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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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常見缺失樣態

道路挖掘深度達1.5M而未設擋土措施

21



依自治條例規定處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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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自治條例規定處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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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自治條例規定處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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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自治條例規定處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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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施工中巡查 竣工巡查 合計

件 裁罰件
數

罰款(萬
元)

件 裁罰件數 罰款(萬
元)

裁罰件數 罰款
(萬元)

105 430 54 99 14561 51 194 105 293

106 854 5 15 1619 40 114 45 129

107 725 9 27 1987 13 39 22 66

依自治條例規定處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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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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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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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1.領有挖路許可證 併申報開工
2.交通安全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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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3.使用切割機按標定線平直全厚度切割路面
4.深度符合規定
5.專人交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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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6.道路挖掘之施工時間應於施工當日上午八時至
下午五時三十分之時段內施工，但寬度二十公尺
以上之道路施工時間應於施工當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三十分之時段內施工
7.路面修復方式

31



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8.罰則
2至1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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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1.領有挖路許可證 併申報開工
2.交通安全管制措施
3.使用切割機按標定線平直全厚度切割
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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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4.深度符合規定
管線單位於道路埋設各種地下管線，其管頂

距路面深度，應符合下列規定。但情形特殊，經
管線單位檢附相關技師簽證之結構計算書，送主
管機關備查者，不在此限：

一、在人行道者，不得少於五十公分。

二、道路寬度在八公尺以下者，不得少於七十公
分。

三、道路寬度超過八公尺者，不得少於一百二十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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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5.專人交維

6.道路挖掘之施工時間應於施工當日上午八時至
下午五時三十分之時段內施工，但寬度二十公
尺以上之道路施工時間應於施工當日上午九時
至下午四時三十分之時段內施工

7.路面修復方式(含標線復舊)
車道全寬度，指建築線至車道線、車道線至分隔島
邊緣或分隔島邊緣至道路建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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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36

管制路段
 擴大路面修復範圍，指修復長度以挖掘長度前
後各加五公尺或至完整街廓為之；修復寬度應
符合下列規定。但有特殊情形者，經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在此限。

 寬度未達二十公尺之道路，採全路幅修復，但
有分隔島者，以分隔島為界。

 寬度為二十公尺以上之道路，以車道分向線或
有分隔島者，以分隔島為界，採半路幅修復。

 橫跨路口應以路口全寬度復舊。



-37-

擴大修復
面積圖例

跨2條道路，前後
加五公尺(未至完
整街廓)，半路幅

修復

前後加至完整街
廓(小於前後加5

公尺)

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8.道路挖掘施工於臨鋪完成範圍內
應採噴漆標註永鋪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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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8.道路挖掘施工於臨鋪完成範圍內
應採噴漆標註永鋪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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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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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務局108.03.11
管挖工程竣工自主品質檢核機制研商會議
結論
(試辦)
管挖工程竣工30日內上傳竣工報告書

管線挖掘工程查驗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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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報告書 文件自主檢查表

42



竣工報告書 文件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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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AC復舊品質
抽驗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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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挖掘埋設管線施工中巡查小組

針對大高雄區分4大區域，
每日派員巡查

竣工案件品質抽驗
1.隨機抽查：每月12件
2.指定抽查：申挖達一定範圍、長度或

管制區內案件

開罰限期改善

開罰限期改善

不合格案件

不合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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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挖掘工程AC復舊品質
抽驗及標準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路面回填品質抽查檢驗作
業要點

 工務局挖管中心竣工案件抽驗規定

 AC抽驗項目及合格標準

 抽驗情形 不合格 依自治條例規定處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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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路面回填品質抽查檢驗作業要點
一、為確保道路路面挖掘回填工程品質，並依高雄市道路挖掘管

理自治條例(以下簡稱本自治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本要點。

二、抽查檢驗作業小組由下列單位派員組成，必要時得邀請學者
專家參加：

(一)本局政風室。

(二)本局挖掘管理中心。

(三)委託檢(試)驗機構或廠商。

三、抽查檢驗作業範圍：

(一)辦理抽查檢驗前一月份管線申挖施工完成案件。

(二)本局指定案件。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路面回填品質抽查
檢驗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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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抽查檢驗作業程序：

(一)依前點第一款抽查檢驗案件，將各管線埋設人分類後編列序號，採
隨機抽樣方式決定後安排抽查檢驗時程。

(二)依前點第二款抽查檢驗案件，直接安排抽查檢驗時程。

(三)受檢驗之管線埋設人應派員會同作業並負責提供機具及人力（含膠
輪式挖土機），作業完成後應將路面回填、修復。

(四)委託檢(試)驗機構或廠商應將試驗報告於取樣後一週內送本局彙辦。

(五)辦理抽查檢驗作業應拍照存證並製作紀錄。

五、抽查檢驗作業頻率：

(一)抽查檢驗作業以每月辦理一次、每件申挖工程抽查至少一點為原則。

(二)本局得視管線埋設人施工品質增辦不定期抽查檢驗，或經抽查檢驗
作業小組成員會商認定增減作業頻率。

六、抽查檢驗作業項目及標準：如附表一。

七、抽查檢驗作業結果缺失部分除依本自治條例相關規定論處外，管線埋
設人應確實改善，並將改善結果函報本局。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路面回填品質抽查
檢驗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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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挖管中心竣工案件抽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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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抽驗項目及合格標準
AC厚度

 現場進行鑽心取樣後送交試驗

 鑽心取樣三孔含管溝位置、原路面位置

、刨鋪範圍各一孔

 管溝厚度大於或等於原路面厚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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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抽驗項目及合格標準
AC厚度

 108年8月26日函頒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道路挖掘管理施工維護要點

 108年8月26日以後申挖案件

瀝青混凝土路面管溝修復厚度應按路寬八公尺以下
道路復舊厚度十公分以上，超過八公尺道路復舊厚
度為十五公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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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壓實度

 AC壓實度依AASHTO T230規定試驗

 大於或等於室內平均密度之95％

AC抽驗項目及合格標準

鑽鑽鑽孔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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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黏滯度

 依工務局施工規範02742章規定辦理試驗

 刨鋪面積達7500 m2以上辦理

 檢驗結果偏差值：AC-20或針入度60-70之新料瀝青
混凝土不得超過5,000poises±35％。AC-10或針入度
85-100之新料瀝青混凝土不得超過3,000poises±35
％

AC抽驗項目及合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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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抽驗項目及合格標準

平整度

 依工務局施工規範02742章規定辦理試驗

 鋪面連續長度200m以上，以全距標準差法檢測，以
高低平坦儀在距車道標線80~100cm左右，平行車道
標線處，將儀器沿測點方向前進，每1.5m為量測點
讀取其高低差一次，每6至10點量測為1組，每組檢
驗點數需相同，產生組數以12組以上為原則。計算
各組之全距值，利用平均全距值估算標準差之方法，
計算該200m路段所代表之平整度。（餘數不足200m 
部分併入前一檢驗單位統計）。平整度標準差合格
標準2.8m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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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抽驗項目及合格標準

 鋪面連續長度達108m 以上未達200m，以3m長之直規
或高低式平坦儀測量，量測數據採全距法標準差計
算方式以代表該路段之平整度

 刨鋪路面與舊有路面交接處，單點高低差不得超過
±6mm

 復舊範圍內之孔蓋，單點高低差不得超過±6mm

平整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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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抽驗項目及合格標準
平整度

平坦儀測量道路平坦度 3米直規測量道路平坦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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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驗不合格依自治條例規定處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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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驗不合格依自治條例規定處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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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溝回填材料C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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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管線挖掘標準作業流程
施工前置

作業
路面切割 管溝開挖

回填CLSM
切割面

清理
舖築AC

AC壓實
管溝修復

完成
道路銑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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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溝回填材料CLSM

旗津三路管溝施工澆置 C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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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溝回填材料CLSM

(108年8月26日函頒)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道路挖掘管理施工維

護要點第19點規定

管溝回填材料除經主管機關同意外，應

採用添加本府環境保護局所產出焚化再

生粒料之控制性低強度回填材料（CLSM），

回填材料應養護達工作強度，方得以瀝青

混凝土修復管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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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溝回填材料CLSM

工務局施工規範

第03377 章控制性低強度回填材料

28 天抗壓強度35～90(kgf/cm2)

 CLSM強度不得太強也不能太弱，須符合
施工規範規定。過強之回填材料會使管
溝開挖處產生縱向列縫，且不利於二次
開挖施工，太弱則影響抗車轍能力，容
易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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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溝回填材料CLSM

 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使用垃圾焚化廠焚化
再生粒料作業要點十二、

公共工程使用一般型控制性低強度回填材料
（CLSM）時，以每一立方公尺使用八百公斤
之焚化再生粒料為原則，並應符合相關工程
規範品質要求。但焚化再生粒料料源不足、
金屬管線埋設物之回填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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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溝回填材料CLSM

 目前各管線申挖案件，均需會辦環保局以取
得CLSM採用添加焚化底渣用量之管制編號，
並數量確認無誤後始同意核發路證。

 依據「經濟部再生粒料運用於公共工程推動
工作會議」第3次工作會議會議紀錄

同意自來水公司及中油公司申辦案件得免採
添加焚化底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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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修，試挖案件亦免採



管溝回填材料C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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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溝回填材料CLSM

67



AC驗廠及駐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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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抽樣試驗
篩分析、比重、
吸水率、扁長率等
以管制粒料品質

供料場資料
送監造單位
審核

審核配合設計
以判斷AC各性質
粒徑、含油量等
是否ok

監工簽認AC出場單
據以送至工地鋪築
確保工程品質



AC驗廠及駐廠

1. 針對瀝青混凝土廠各項瀝青拌合廠之機械設備、機具及地磅設備。
2. 實驗室各項試驗儀器作出檢驗。
3. 當天進行各項試驗試拌。
4.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及交維設施清點數量。

試驗室儀器檢測

驗廠試拌交維設施

控制室

機具檢測

廠內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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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驗廠及駐廠

「源頭管理」為最有效的管制方式，瀝青廠
的資格與能力檢核為重要的第一關，建議各
管線單位對於常配合之瀝青混凝土廠應定期
辦理驗廠，並要求監造派員駐廠，從源頭為
瀝青混凝土之品質把關。

71



AC驗廠及駐廠

每一申挖案件，管線單位需提供瀝青混
凝土廠之年度驗廠紀錄，送挖管中心備
查。

道路復舊面積7500M2 以上的申挖案件，
管線單位監造需派員駐廠，無監造廠商
案件，應外聘專家協助辦理駐廠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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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驗廠及駐廠

駐廠

。確認所使用材料是否為原道路材質

。確認不得採用再生瀝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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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驗廠及駐廠

驗廠

粒料儲存設備
瀝青儲存設備
粒料計量設備
瀝青膠泥計量設備
粒料乾燥爐及供料器
篩網及粒料儲存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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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驗廠及駐廠

驗廠

溫度計設備
拌合及控制設備
塵埃收集器及安全設備
地瀝青拌合料過磅設備
拌合機樣式
拌合機試驗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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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驗廠及駐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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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驗廠及駐廠

驗廠、駐廠相關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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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要能符合施工所需



81

分三種或以上尺寸分開貯存

若屬金屬材料，不得生鏽汙染

至少足供7天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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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少於每日施工最高需要量之3倍

自動控制保溫

循環式間接加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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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料烘乾後
粒料殘餘含水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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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乾拌15sec
(瀝青材料加入後)濕拌3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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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粉塵禁使用於
瀝青混凝土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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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AC鋪面品質缺失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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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鋪面品質缺失探討

 路面鋪築厚度設計不當。
 未設計路面刨鋪高程。
 瀝青材料選用不慎。
 級配料粒徑選用不當。
 廠商機具設備不足或不堪使用。
 未落實材料管控及檢驗。
 未落實管控鋪築及滾壓作業。
 未落實鋪築後路面養護。
 未考量天候因素(雨天)施工。
 未適當改善鋪面下方(路基)狀況。
 未落實施工自主品管及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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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刨5鋪5cm
路平
十全路(博愛-中華)納入
高程設計



AC鋪面品質缺失探討

 料源不穩定。
 粒料品質不良。
 粒料級配不佳。
 瀝青膠泥(粘稠度)品質不佳。
 瀝青混凝土配合設計不妥。
 駐廠品管不確實。
 拌合溫度控制不良。
 粒料乾燥溫度控制不良。
 級配粒料調整不確實。
 計量控制不良。
 拌合時間控制不當。
 瀝青含量偏高或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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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拌15sec
(瀝青材料加入後)濕
拌30sec



AC鋪面品質缺失探討

 以最低價決標方式遴選規劃設計廠商。
 主辦機關及監造廠商專業不足。
 監造廠商未落實執行材料品質抽驗。
 材料試驗室檢驗作弊。
 再生瀝青混凝土使用於道路工程品質不佳。
 機關付款延遲損及廠商權益以致影響工程
品質。

 基層機關工程預算經費被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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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預防對策

材料選用

瀝青油源穩定、粒料來源固定。

粒料應依路段特性及需求調整粒徑 (美
觀與強度及噪音需求考量) 。

瀝青與粒料應進行相關試驗，確保材料
之使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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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預防對策

 AC工程數量達規定時，應依馬歇爾配合
設計法辦理配比設計。AC工程數量未達
規定時，設計時應查訪附近AC拌合場，
確定相關配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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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預防對策

相關法規參考
 工務局施工規範第 02961 章「 瀝青混凝
土面層刨除」

 工務局施工規範第 02747 章「瀝青黏層」
 工務局施工規範第 02742 章「瀝青混凝
土鋪面」

 工務局施工規範第 02741 章「瀝青混凝
土之一般要求」

 工務局施工規範規範第 02966 章「再生
瀝青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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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預防對策

 選擇適用之施工機具及施工能量，以提供
鋪築過程中穩定之瀝青混凝土溫度控制。

 相關檢(試)驗資料應由監造廠商及主辦機
關進行為審核確認。

 鋪築及滾壓作業應落實管控，如鋪築瀝青
溫度、瀝青接縫規劃、均勻噴灑黏層、鋪
裝機操作、初(次、終)壓滾壓速度、溫度
及機具之選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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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關鍵
穩定不間斷鋪築作業
平衡的鋪裝
生產(產能 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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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低於135 ℃或高於163 ℃



改善預防對策

 鋪面施工應封鎖交通並經養護冷卻後方可開放
通車。

 安排交通維持計畫，儘可能降低影響或干擾交
通。

 雨天施工完工品質不佳，路面需於未下雨、施
工地點氣溫應在10℃以上，且底層、基層路基
或原有路面乾燥無積水現象時方可施工。

 刨除後路況較差部分，宜進行全厚度或部分厚
度之修補處理，原始路基狀況不良部分亦應先
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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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預防對策

 要求廠商落實施工自主品管及監造抽驗(品質
及監造計畫書所訂瀝青混凝土施工檢驗項目)，
且相關檢(試)驗資料亦應由監造廠商及主辦機
關審核確認。

 供料期間應至瀝青混凝土拌合廠內進行檢驗

 施工廠商應檢查瀝青混凝土配比紀錄（即電腦
報表）並定期提送檢查結果請監造廠商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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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預防對策

驗收階段之確認項目

粒料級配及瀝青含量

平整度

鋪築厚度

壓實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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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充
(道路挖掘各階段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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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道路挖掘各階段注意事項)

100



補充(道路挖掘各階段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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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道路挖掘各階段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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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道路挖掘各階段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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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道路挖掘各階段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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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道路挖掘各階段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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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道路挖掘各階段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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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道路挖掘各階段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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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道路挖掘各階段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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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道路挖掘各階段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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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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