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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說明這項審查的背景，並概述其目的及範圍。 

背景 

1.2 	香港的道路共長 1 928 公里，車輛超過 52 萬輛；道路使用率之高，是 

全球之 。由於市區發展密集，新市鎮陸續建設，加上各方面持續發展，本港

道路網絡向來需求甚大。政府須不斷檢討及發展道路網絡，以配合日後發展的

需要。這方面的工作除涉及建造新路外，還包括改善現有道路網絡，例如擴闊

路面及／或重新定線（下稱道路改善工程）。 

1.3 行政架構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其中一項工作，是負責陸上交通事務的

整體政策制定、釐定方向及協調統籌。運輸署負責審議是否有需要進行道路改

善工程計劃，並展開所須工作為工程計劃在政策上取得批准。路政署則負責道

路改善工程的規劃、設計及施工；至於設計及／或工程監督的工作，由署內人

員或由外聘顧問負責。 

帳目審查 

1.4 審計署 近審查由路政署管理的道路改善工程，集中審查二零零一年一

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三年內完工而合約價值逾1億元的各項道

路改善工程。這些合約共有八份，總值 27.5 億元（見第 2.4 段表二）。建造新路

的工程合約不在這次審查範圍之內。 

1.5 是次審查發現，道路改善工程計劃在實施及合約管理方面有可予改善之

處。 

鳴謝 

1.6 在帳目審查期間，路政署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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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管理道路改善工程合約 

2.1 本部分探討路政署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期內完工而合約價值逾1億元的各項道路改善工程。 

道路改善工程合約的完成 

2.2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問，路政署 

核實八份主要道路改善工程合約經已完工。表一顯示道路改善工程合約的數目

及延長合約期的資料。附錄A載有原定合約完工日期推後至核實完工日期的

詳細資料。 

表－ 

     

延長合約期的道路改善工程合約 

延長合約期（註） 	 合約數目 	 百分比 

>12個月 	 2 1 	 25.0% 
「 5 

>6至，12個月 	 3 J 	 37.5% 

>3至藝 6個月 	 1 	 12.5% 

,3個月 	 1 	 12.5% 

沒有延長合約期 	 1 	 12.5% 

- 62.5% 

總計 	8 	 100.0% 

  

資料來源：路政署的記錄 

註：因天氣惡劣而延長合約期的時間沒有包括在內。 

     

2.3 二零零四年八月，審計署詢問路政署如何監察合約以確保合約能如期完

工。路政署回覆時表示： 

卹 土木工程是有相關的存在風險，特別是涉及大量地基工程、斜坡

工程及地底工程的道路改善工程； 

(b）為進行主要工程計劃，會詳細評估風險，並預留應急費用。工程

合約現有的形式亦容許發出有需要而又合宜的工程變更定單，以

便完成工程； 

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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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道路改善工程合約 

(c）施工期間會出現天氣惡劣、第三者的介人（例如公用設施機構的介

人）及無法預知的情況，以致需要發出工程變更定單，因此必須批

准延長原定合約完工時間；及 

（。 署方舉行工程計劃管理會議，討論所有主要工程的重要事項，務

求各主要工程規劃妥當，並按照 新時問表的進度施工。 

審計署的意見 

2.4 進行道路改善工程通常要臨時封閉行車線，對道路使用者及市民造成不

便。因此，若工程久久仍未完工，實屬不宜。從表一所見，有五份合約的合約

期延長超過六個月。如表二所示，審計署發現路政署曾批准七份合約的承建商

延長完工時間，並已支付及／或評估其中六份合約逾期完工的費用。審計署認

為路政署應繼續致力改善其工程管理，盡量如期完成工程。 

3 — 3 —



管理道路改善工程合約 

表二 

延長完工時間及逾期完工的費用 

延長合約期 

原約
 
定

金
 

合
 
額
 

定
獵
 

驟
喲
 

煩

合
 

獲批准延長 

完工時間 

（註” 

支付／評估的

逾期完工的費用 

（百萬元） （天） （天） （百萬元） 

>12個月 

吐露港公路合約 

（下稱合約 A) 
860.0 980 613.0 84.3 

（註 2) 

域多利道合約 

（下稱合約 D) 
119.4 912 318.5 8.5 

（註 2) 

>6至薑 12 個月 

西貢公路合約 138.9 970 272.5 9.4 
（註2)  

屯門公路合約 

（下稱合約 B) 
268.0 700 217.0 18.7 

（註3)  

薄扶林道合約 

（下稱合約 C) 
258.0 850 242.0 16.3 

（註 2) 

>3至藝 6個月 

火炭路合約 303.0 945 171.5 10.5 
（註 2) 

藝 3個月 

東區走廊合約 688.0 960 20.0 （註 2) 

沒有延長合約期 

十八鄉合約 114.7 792 沒有 （註 2) 

總計 2,750.0 "8545 1477 

資料來源：路政署的記錄 

註1： 獲批准延長完工時問並沒有包括因天氣惡劣而批准的日數（獲批准延長完工時問的總 

數見附錄 B)。 

註 2: 截至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仍未發出 終付款證明書。 

註 3： 除逾期完工的費用外，路政署還向承建商支付了 1,340 萬元工程受阻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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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道路改善工程合約 

2.5 審計署注意到，影響施工進度的主要原因是：工程變更、天氣惡劣、 

未經標明的地下公用設施、無法預知的地質狀況，以及其他因素如實施臨時

交通安排的限制。表三分析因上述情況而獲批准延長完工時問的總數（詳情見

附錄B)。 

表三 

獲批准延長完工時間的分析 

八份合約當中 獲批准延長 

獲批准延長完工時間的原因（註”）所涉及合約的數目 完工時問的總數 

（天） 

工程變更 7 1 531.0（註 2) 

天氣惡劣 8 930.0 

地下公用設施 3 162.0 

地質狀況 1 95.0 

其他 5 66.5 

資料來源：路政署的記錄 

註1：路政署只為重大事故批出延長完工時問；許多同期影響完工時問的事故，沒有個別作

出延長完工時問的評估。 

註 2：其中440天為根據整體和解索償補充協議而評估出來的延長完工時間。 

2.6 施工期間，或需修訂擬進行的工程，以配合施工要求的變更。這些修訂

是可按合約條款或合約補充協議作出工程變更來實行。審計署認為，不適宜大

幅變更合約工程，因為成本及時間都會受到影響，例如須批准延長完工時間並

支付逾期完工的費用。 

2.7 審計署選取四份合約（即合約A、B、C及D——見第 2.4 段表二）深

人研究，發現計劃實施及合約管理均有可予改善之處。詳情見本報告第 3 至第 

6部分。 

審計署的建議 

2.8 審計署建議路政署署長應繼續致力檢討道路改善工程的規劃、合約擬

備及工程管理，盡量減少發出大量合約工程變更定單及其後在施工期間批准延

長完工時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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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道路改善工程合約 

當局的回應 

2.9 路政署署長大致上同意第 2.8 段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 

卹 應盡量避免作出大量會影響施工時間及財政的工程變更； 

。）路政署認為道路改善工程計劃在實施及合約管理方面有可予改善

之處。其實，署方 近在批出主要道路工程合約時，已經採取積

極行動務求找出石棉水泥水管，在合約內顧及處理涉及地基工程

的風險，以及解決無法在快速公路上的工地進行測量的問題； 

(c）一般而言，路政署為道路工程合約招標前，會進行廣泛的測量及

工地勘測工程。不過，由於有需要避免阻礙交通，加上工地進出

有一定困難、土地未獲提供以及合約動工日期受延誤，實行上述

工作會有限制。因此必須作出工程上的判斷，求取適當的平衡。 

在這些情況下，合約變更或難以避免；及 

（由 在某些情況下，為使各方公平分攤涉及土木工程合約的風險，並

為工程整體的好處而改善設計或修改要求，也有需要合約變更。 

2.10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表示： 

卹 僱主與承建商公平分攤風險是國際間廣泛採用的做法，亦是工程

能順利完成的關鍵所在。要承建商承擔所有的風險，只會衍生隱

藏成本，推高投標價； 

(b）根據這個原則，各主要國家及國際法律制度所採納的合約當中， 

大多一律在標準合約條件中訂明，若風險因素未有劃撥予承建

商，而施工期問出現風險，即須以批准延長完工時間及／或支付

額外款項的形式，為合約變更向承建商賠償。因此， 終建造合

約施工期較原定建造時間為長、費用較中標價為高，情況並不罕 

見 

(c）原定合約期及中標價與實際施工時問及以逾期完工的費用形式支

付的額外款項相比，固然多少可反映出工程管理的質素。不過， 

能確保施工的時間及費用不至因未有依循行政程序而額外增加， 

這一點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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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道路改善工程合約 

仲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近檢討風險分攤的政策、僱用服務的方針及 

減省成本的措施。以下的技術通告與這個課題有關： 

(i） 二零零四年六月發出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工務）技術通告

第17/2004號》——“工程不可能進行／無法預知的地質情況

／公用設施的介人”（註1)；及 

（泌 二零零四年七月發出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工務）技術通告

第23/2004號》——“僱主自行終止合約的權利與配合法規改

動而實行的風險分攤方法”；及 

(e）為使監控委託部門提出修改的工作更具成效，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在二零零三年十月頒布《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工務）技術通告第 

30/2003 號》——“監控委託部門提出修改基本工程項目”，規定

修改政策、用家要求或施工時問等變動的申請，必須經委託部門

所屬決策局的高層人員提交。 

準確的核准工程預算 

2.11 財務委員會批准鱗欠時，工程項目的核准工程預算便成為該項目的開支

上限。工程項目的核准工程預算，通常包括工程合約的預算金額（即預算合約

金額）、其他費用的預算款額（如有的話）及應急儲備（通常為核准工程預算的 

5% 至10%)。招標後，中標者的投標價便成為獲批合約價，這個款額與核准工

程預算包括的預算合約金額可能有差距。因此工程計劃倡議者應準確估計工程

計劃的費用，以免高估核准工程預算。 

2.12 二零零零年一月，當時的工務局局長（言主2)表示關注工程項目的核准工

程預算持續高於所批標書的價格及高估款額的幅度。工務局局長要求各工務部

門： 

卹 採取措施使工程預算更趨準確，然後才擬備工務小組委員會文件

申請批准撥款；及 

(b）在工程的投標價遠低於核准預算時，因應需要適當修訂核准工程

預算及現金流量預測。 

註I：此通告為管理涉及工程在實際上及法律上不可能進行、無法預知的地質狀況及公用設

施工程的介人所帶來的風險，提供指引。 

註 2：二零零二年七月推出問責制後，工務局局長的職務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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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道路改善工程合約 

二零零一年一月，路政署發出《路政署技術通告第2/2001號》——“工程預算

及顧問表現評審委員會”（註3)。該通告公布成立委員會負責評審工程預算及

招標前預算，並列出額外的監控措施，使工程預算及招標前預算更趨準確。 

2.13 二零零四年三月的《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二號報告書》中，審計署表示

渠務署工程合約的核准工程預算需要更趨準確，並建議實行改善措施。當局大

致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表示，除減低核准工程預算外，局

方已實行措施，以確保核准工程預算的撥款監控妥善及運用得當。這些措施計

有： 

卹 倘若 終投標價低於核准預算，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會在行政上調

低撥給有關工程的費用。較低的支出限額會成為工程開支的行政

上限。除非有充分理據並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批准，否則工務部

門不應花費超逾該行政上限（註4)；及 

小）工務部門進行每年資源分配工作時，會參考規劃發展及實際施工

進度，更新工程項目所需的現金流量，並就所需撥款提出合理預

算，以免在不必要情況下鎖住寶貴的資源。若 終開支較低，節

省所得的款額會在每年更新工程預算中反映。 

2.14 政府帳目委員會審閱《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二號報告書》後，在二零零

四年六月發出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二號報告書》。該報告書認為，各工

務部門的首長獲賦予過大酌情權，即使所收到的投標價遠低於核准工程預算內

的預算合約金額，仍可酉勺情決定是否修訂核准工程預算，尤其是預算的款額可

能用作支付甚難確知的糾紛和解款項及合約變更所招致的巨額費用。政府帳目

委員會建議，出現以下情況時工務部門應知會立法會，並提出充分的支持理

據： 

卹 所收到的投標價與核准工程預算內的預算合約金額相差達 1,500 萬
元或以上，而不論合約費用會否有任何重大變動，導致或須修訂

核准工程預算及／或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批准增加核准工程預算， 

以支付 終的結算價格；及 

。）就工程合約糾紛達成和解所需的費用達 1,500萬元或以上。 

註 3：路政署在二零零三年六月發出《路政署技術通告第 4/2003 號》，取代《路政署技術通

告第 2/2001號》，前者現時仍然生效。 

註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二零零二年年中採取行政措施，設定開支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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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道路改善工程合約 

審計署的意見 

2.15 高估工程核准預算的情況亦在路政署出現。如表四所示，八份道路改善

工程合約當中，有七份接納的標書的合約金額遠低於核准工程預算。 

表四 

核准工程預算高估合約金額的情況 

合約（註” 

核准工程預算的

預算合約金額 

接納的標書的 

合約金額 

核准工程預算內高估／ 

（低估）的合約金額 

(a) (b) (c)=(a)(b) (d)=(c)(a)x100%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 

吐露港公路合約 

（即合約A) 

2,206 860 1,346 

（註 2) 

61% 

十八鄉合約 195 115 80 41% 

薄扶林道合約 

（即合約C) 

365 258 1價 29% 

火炭路合約 424 303 121 29% 

西貢公路合約 190 139 51 27% 

屯門公路合約 

（即合約B) 
350 268 82 23% 

域多利道合約 

（即合約D) 

147 119 28 19% 

東區走廊合約 6如 688 (48) (8%) 

資料來源：路政署的記錄 

註1：這些合約均在二零零一年一月《路政署技術通告第 2/2001號》發出前批出。 

註 2：一九九八年年中擬備預算後，多個範疇的開支隨劊魚討及修改設計工作於一九九九年

一月完成而得以減省；以及，一九九九年年初投標情況熱烈，工程開支亦有所減省。 

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已從二零零三年一月的參考文件PWSCI (2002-2003) 38 中
得悉有關細節。 

2.16 路政署繼發出《路政署技術通告第 2/200 1號》後，在二零零一年一月

設立工程預算及顧問表現評審委員會，務求工程預算更趨準確。二零零四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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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道路改善工程合約 

月，路政署向審計署提交一份對照表，把核准工程預算內的預算合約金額，與

評審委員會成立後該署 近批出的主要合約接納標書的合約金額，作一比較。 

審計署注意到，高估預算的情況仍有出現，幅度由 4.9% 至 30.6% 不等（詳情見

附錄C)。審計署認為路政署須繼續致力使核准工程預算的預算合約金額更趨

準確，當擬備工程預算時，須符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頒布

的指引。 

審計署的建議 

2.17 審計署建議路政署署長應繼續致力： 

卹 使提交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的工程預算更趨準確；及 

(b）符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為擬備工程預算所頒

布的指引。 

當局的回應 

2.18 路政署署長大致上同意第 2.17 段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 

卹 工程預算評審委員會成立後，招標前合約預算已較以往準確，差

距一般在投標價的 5% 至 20%之間；核准工程預算的合約預算的

準確程度亦大有改善；及 

。）核准工程預算是一個工程計劃項目之下各份合約預算的總和，通

常包括設計及督工費用。各份合約或會分期在數年內先後進行。 

有時，申請核准工程預算的工作，在 後一份合約的詳細設計及

合約文件定案之前很早就已著手進行。早期訂定的合約預算，準

確程度未必理想，及後實際的 低投標金額將取決於當時市場情

況以及設計其後的發展等因素而降低。 

2.19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原則上同意工程需要有準確的預算。她表示： 

卹 市場情況不斷變化，並隨時間及經濟狀況而迅速變動。要求負責

工程的個別人員掌握有意投標者投標的策略，然後定出一個緊貼

中標價的預算，並不是務實的做法；及 

(b） 重要的是要確保不會因為工程預算高於中標價而不必要地鎖住

實質的資源。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認為，當局現時為確保不會出現

這個情況而實行的措施（見第 2.13 段）已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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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吐露港公路擴闊工程 

3.1 本部分探討合約A延長合約期的問題。 

合約A工程 

3.2 一九九九年三月，路政署為擴闊前政務司官邸附近道路交匯處與馬料水

道路交匯處之問一段吐露港公路，批出價值 8.6 億元（當中 1.2 億元為應急費

用）的合約A。工程範圍包括： 

卹 把吐露港公路原有的雙程三線分隔行車道擴闊為雙程四線分隔行

車道；及 

(b) 擴闊位於白石角的行車橋（下稱橋A——註 5）。 

合約A的承建商（下稱承建商A)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動工，原定合約

完工日期為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日。設計工作由一名顧問（下稱顧問A)進行， 

顧問A同為合約A的工程師（下稱工程師A)。 

3.3 施工期間，承建商A提出多項申索。二零零三年五月，路政署向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申請批准正式簽訂補充協議，以解決所有申索。二零零三年七

月，路政署獲得批准，與承建商A簽訂補充協議。協議訂明： 

卹 完工日期推後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較原定合約完工日期相差

了575天），以便完成合約A的主要工程和變更隔音屏障工程及其

他增補工程；及 

小） 終合約結算金額定為7.175 億元（註 6)，以支付申索及其他未解

決事項的和解費用。 

結果，工程師A額外批准承建商A延長完工時間 53 天（這額外的延長完工時

間不獲發給逾期完工的費用），由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推後至同年八月二十

二日。合約A的主要工程，在推後的完工日期當日核實大致完工（較原定合約

完工日期相差了 628 天）。 

註 5；合約A工程還包括擴闊另一條行車橋、建造一條連接白石角發展區的北面通道（包括

在吐露港公路上方建造一條高架支路）、渠務工程、斜坡工程、美化環境工程、隔音屏

障安裝工程、填海工程等。 

註 6：據路政署在二零零三年五月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交的資料，這筆款額當中預算有 

8,430 萬元或會用作支付逾期 562 天完工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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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露港公路擴闊工程 

3.4 據路政署表示，批准延長完工時問的主要原因如下： 

卹 橋A打稽工程施工時遇到困難； 

(b）增加道路重建工程及修改渠務工程；及 

(c) 變更隔音屏障工程。 

本部分集中研究（卹及勃兩項。詳細內容分別見第 3.5 至 3.14 段及第 3.18 至 

3.27 段。((c）項有關隔音屏障的問題已在二零零三年十月的《審計署署長第四

十一號報告書》中載述）。 

打樁工程施工時遇到的困難 

評估地質狀況的勘測 

3.5 一九九七年八月，顧問A為進行合約A工程的詳細設計，向路政署提

交地質勘測建議。至於橋A打楮工程的設計，顧問A原先建議在現有橋邊四

角各挖掘一個地面鑽孔，合共四個。其後，顧問A決定在橋A向海一方挖掘

一個海底鑽孔，代替四個地面鑽孔。二零零四年八月，路政署回覆審計署的查

詢時表示： 

卹 改用海底鑽孔的目的是盡量減低對公眾的滋擾。由於該處快速公

路進出有一定困難，如按原定計劃挖掘四個地面鑽孔，就要實行

臨時交通安排，封閉行車線。但挖掘海底鑽孔，就能避免使用快

速公路，不致影響交通；及 

(b）在設計階段勘測工地，目的是為地基設計收集資料。顧問 A考慮

過設計的進度、挖掘地面鑽孔期問臨時交通安排所須的時間，以

及從海底鑽孔取得的資料後，認為所得資料已足夠進行設計。 

3.6 顧問A 在一九九八年三月為合約A 完成地質勘測工作，隨後在同年

十月發出 終地質勘測報告。至於橋A，海底鑽孔勘測的結果顯示該橋向海

一方土地的基岩面水平（即可能定為打樁的基底水平）為現有海床表面以下約 

40米。 

橋A 的打樁工程 

3.7 合約A規定須用鑽孔樁支撐橋A，並訂明橋A鑽孔樁主要建造工程須

進行以下項目： 

卹 挖掘鑽孔楷槽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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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露港公路擴闊工程 

(b) 鑿開打樁時遇到的地下障礙（註7)；及 

(c）把鑽孔樁逐一打進基岩 少 0.5 米深的地方作承口，或打進與相鄰

樁柱互不影響的深度（註 8）的地方。 

3.8 至於打樁工程，合約A規定承建商A: 

卹 在每條樁柱位置鑽孔勘測地質，找出有可能遇到的地下障礙的範

圍，並決定基底水平；及 

化）根據地質勘測的結果（下稱預鑽結果），建議初步的基底水平。 

一份用作打樁工程的合約圖則中的註釋說明，”凡遇到地下障礙，應使用重型

機鑿把障礙鑿碎，方便運走”。 

3.9 承建商A按照規定勘測地質。評估預鑽結果後，承建商A認為承口及

地下障礙的工料數量較合約所載工料數量（即建築工料清單所指數量）大幅增

加。承建商A認為用機鑿鑿開地下岩石及障礙，既困難又緩慢。為縮短打楮

工程延誤的時間，承建商A建議改用另一種方法施工，結合倒流鑽孔機與傳

統機鑿／抓斗挖走地下障礙。 

3.10 表五顯示橋A的地下障礙及承口在合約所載的工料數量與 終的工料

數量的對照表。 

註 7；根據《土力工程處刊物第 1/96 號》——“樁柱設計及建造” ，人造物件或巨礫及岩

芯等地下障礙在舊填海區中十分常見。據路政署所稱，樁柱挖掘工程時遇到地下障礙

的範圍，主要視乎工地巨礫或散石層的分布情況而定。 

註 8：台約A建築工料清單內，包括一項計量工料為長度不超過 0.5 米的承口以及另一項計

量工料為長度逾 0.5 米而不超過1米的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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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露港公路擴闊工程 

表五 

合約所載工料數量與 終工料數量對照表 

說明 合約所載工料數量 終工料數量 增幅百分比 

(a) 
	

(b) 	(
c)= (b) - (a

)(b) 	(c) 	 xl 00%
(a) 

（米） 

地下障礙 115 322 180% 

承口 17 107 529% 

（註） 

資料來源：路政署的記錄 

註：增加的原因是由於承口實際長度（0.5米至12.5 米）較建築工料清單所載的長度 o.5 米至 

1米）大幅增加所致。 

3.11 由於上述數量大增，承建商A自二零零零年七月起提出申索，要求延

長完工時間。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工程師A發出一份工程變更定單，繳付承

建商A 為承口進行增補工程的費用。工程師A 認為地下障礙及承口數量增

加，已令合約A工程整體延誤。路政署認為承建商A有權延長完工時間並獲

取逾期完工的費用。二零零三年七月，該署與承建商A 簽訂補充協議（見

第 3.3 段），其內訂明如何解決延長完工時間、逾期完工的費用及使用倒流鑽孔

機的費用的索償問題。 

審計署的意見 

3.12 全面了解地質狀況，是設計打樁工程（包括決定樁柱打進基岩（即承口） 

的長度）的一項先決條件。確定阻礙打樁工程的地下障礙的範圍，亦十分重

要，因為地下障礙會影響施工的進度及方法。在填海土地進行打樁工程時，這

點尤其重要。根據《土力工程處刊物第 1/96 號》，在填海土地上打樁，地下

障礙往往會造成問題。 

3.13 地下障礙及承口的工料數量遠高於合約A原定的工料數量。數量大幅

增加，令合約A工程整體延誤。路政署須批准承建商A延長完工時間，並支

付逾期完工的費用。 

3.14 二零零四年八月，審計署向路政署查詢在設計階段勘測工地的規模。路

政署回覆時指出： 

卹 在設計階段勘測工地，目的是為地基設計收集資料。署方根據海

底鑽孔得出的基岩面水平的資料，決定採用打進基岩底部承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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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露港公路擴闊工程 

鑽孔樁。地下障礙、基岩面水平及承口長度相信會有變化。不

過，可以相當肯定的是，變化的幅度既不會影響選用樁柱的種

類，也不會影響地基設計的完整； 

(b）每支樁柱的鑽孔大小及樁柱本身的大小分別很大，因此即使為每

條樁柱都挖掘一個鑽孔，也無法準確推算出打樁工程遇到的地下

障礙實際範圍。所以，建築工料清單所載地下障礙的數量只是按

擬豎樁柱總長度的 10% 左右定出的理論上的數量；及 

(c）批出合約前，由於已定有樁柱打進的深度與相鄰樁柱須互不影響

的規定，因此預計須有長度逾 1米的承口。除非在每支樁柱的位

置都挖掘一個鑽孔，否則某些樁柱群所在的基岩面水平或因所在

位置深度大幅變動而需用較長承口，這個存在的風險實是無法準

確估計的。儘管如此，署方已預留總數為 1.2 億元的應急費用，以

應付地下障礙數量及承口長度預計會出現的變化，以及其他風

險。 

審計署的建議 

3.15 審計署建議，路政署署長應加強工地勘測的工作，盡量在招標前取得地

質狀況全面而準確的資料，以減少工程變更，降低施工延誤的風險。這一點對

以下工程的設計及規劃工作尤為重要： 

卹 地基工程；特別是在填海土地上的打樁工程；及

化）岩土工程；包括斜坡鞏固工程及挖掘工程。 

當局的回應 

3.16 路政署署長同意第 3.15 段的審計署建議，並表示會特別留意二零零四

年六月新近頒布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工務）技術通告第17/2004號》；該通

告提供指引，說明如何處理無法預知的地質狀！兄。他亦同意，在合約期內變更

工程，對施工時間及財政都有影響。他表示，該署處理合約A時： 

卹 已在落實地基設計前規劃並進行廣泛的工地勘測工程，減低工程

變更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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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已決定勘測工程有些部分必須留待承建商進駐工地後才進行，以

免不必要地阻礙吐露港公路沿路交通，並盡量縮短延誤動工的時

問；及 

(c）已在工程上作出明智的判斷，平衡批出合約之前與之後進行工地

勘測的規模，並從合約金額當中預留應急費用，以應付無法預知

的情況。 

3.17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亦認為，進行周全的工地勘測，可以掌握更多有

關下層土壤的資料，有助設計。這個大原則在二零零四年六月的《環境運輸

及工務局（工務）技術通告第 17/2004 號》有關僱主與承建商分攤風險的段落中

已有闡述。她表示： 

卹 然而，為某項工程進行的工地勘測工程，其勘測規模有實際的局

限。工地勘測的規模在設計階段已經定出，主要是屬工程小組的

專業判斷。除非用不成比例的時間來勘測工地，否則以香港一般

地質狀況來說，在批出合約後修改工程，是在所難免的；及 

(b）有需要平衡合約批出前勘測工地所用時間，與因下層土壤多變而

延長合約期相對於工程整體實施的時間。合約批出前修改設計， 

以配合勘測工地後發現下層土壤的變化，通常會導致合約期延

長，費用增加。另一個選擇是延長建造期以處理勘測工地時未曾

發現的下層土壤變化所需時間，相比之下，工程整體實施的時問

未必有顯著分別。 

道路重建工程 

吐露港公路路面標準鋪層 

3.18 吐露港公路的路面基本上由五個路層組成，分別是碎石路基層、路底

層、承重層、磨損層、防滑層。路基層通常由碎石組成，鋪在路底層之下以作

鞏固並禾叨卜水。路底層及承重層則組成下層，把交通負荷分散到路基層。磨損

層提供安全的防滑平面，用作承受車輛的磨擦及壓力。吐露港公路是快速公

路，因此在路面 上層須鋪上防滑層，以減低車胎造成的噪音，加強防滑及路

面排水的功能。圖一顯示吐露港公路路面標準鋪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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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吐露港公路路面標準鋪層 

防滑層 

丰 
基遲讓擲澎癢甜熙義蓬妙攤誣勗孕幫蝌礬鍵遞謹‘磁羅讓織熔；喜編→名拯迄妝飯群玀股必鳥妒蘿建認 

磨損層 

承重層 

路底層 

碎石路基層 

資料來源：路政署的記錄 

合約A 道路工程的施工要求 

3.19 合約A道路工程須進行兩大類道路工程： 

卹 新建路面工程：建造由碎石路基層至防滑層的路面層；及 

(b）重鋪路面工程：鉋去現有行車道的表面，重新在路面鋪上磨損層

及防滑層。 

新建路面工程在吐露港公路擴闊部分進行，重鋪路面工程則在現有行車道進

行。合約A亦指明現有行車道曾掘開進行渠務、喉管、隔音屏障基座等地底

工程的地方，須修復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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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路面的概況設計 

3.20 根據合約A《 終設計手冊》，擴闊後的道路須沿用吐露港公路的路面

水平及走線。二零零四年八月，路政署回覆審計署的詢問時表示： 

卹 展開詳細設計前，路政署已向顧問A提供吐露港公路已建工程圖

則路面水平的資料； 

(b）在設計階段，路政署測量組曾沿吐露港公路路旁進行測量（註9), 
以確定已建工程圖則的道路概況資料與實際道路概況是否有出

人； 

(c）顧問A根據所得資料（包括路旁測量結果的額外資料），推算出現

有行車道的道路概況；及 

（由 顧問A根據推算的道路概況，設計出擴闊道路的道路概況。 

更改路面建造工程 

3.21 重建路面代替修復工程 二零零零年七月，工程師A發出一份工程變

更定單，修改部分道路工程。修改項目包括重建全部行車線（即新建路面工程 

——見第 3. 19(a）段），而非在排水渠及隔音屏障基座的上面局部重鋪溝渠（註

助。二零零零年八月，承建商A 提出申索，要求批准延長完工時間及逾期完

工的費用。 

3.22 因路面水平問題重建路面 二零零零年九月，工程師A告知路政署已

完成吐露港公路現有路面水平的工地測量工作（註 11)。工地測量發現吐露港

公路現有部分路面水平低於擴闊道路的設計路面水平。路政署認為，出現偏差

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現有行車道在繪成只津工程圖則後出現沉降所致。該署

注意到，由於現有局部路面需要接合相連的新建路面，某些路段需要重津工程 

（即新建路面工程——見第 3.19(。段），以代替重鋪路面工程。 

註 9： 路政署表示，吐露港公路是正在使用的快速公路，為免嚴重阻塞交通，在設計階段

只能有限度地進行工地測量。因此該署測量組在一九九七年二月至七月期問沿吐露

港公路路旁進行測量。 

註 10：二零零四年八月，路政署回覆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更改設計要求令原有設計更為

完善。如修復現有行車道局部的溝渠，或會導致路面凹凸不平，影饗道路安全，路

面亦須經常維修。因此重建全部行車線較局部修復溝渠更為可取。 

註”：據路政署表示，一九九九年六月至二零零零年六月期問，工程師A聯同承建商A間

斷地進行工地測量工作，以符合有關記錄及計量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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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露港公路擴闊工程 

3.23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工程師A向承建商A發出一份工程變更定單，要

求重建部分現有路面，以代替重鋪路面工程。同月，承建商A告知工程師A: 

卹 重建較重鋪同一範圍的路面需時較長；及 

化）更改道路工程會引致延誤。 

二零零二年一月，工程師A發出一份工程變更定單，修改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工程變更定單指定的工程。大部分早前指定重建的路面改為重鋪路面工程（註 

12)。承建商A按照工程變更定單內容為路面施工。 

3.24 全新建造路面工料數量 表六顯示全新建造路面所用工料數量以及合約 

A所載工料數量；淨增長近”% 。 

表六 

全新建造路面工料數量 

全新建造路面 	 終工料數量 合約工料數量 增／（減） 

(a)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1. 配合擴闊道路而新建的路面 84628 86732 (2104) 

2．  重建路面代替修復工程 16640 16640 
（見第 3.21段——註） 

3．  因路面水平問題而重建路面 2625 2625 
（見第 3.22段） 

總計 103893 86732 17161 

資料來源：路政署的記錄 

註： 根據合約A 的建築工料清單，現有行車道原應有約5 400平方米須進行溝渠修復工

程。 

3.25 延長完工時間及逾期完工的費用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承建商A向工

程師A提交工程延誤的詳細資料。工程延誤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工程變更，令

路面重建工程的工料增加（見表六）所致。二零零三年七月，路政署與承建商 

A簽訂補充協議，其內訂明如何解決延長完工時問及逾期完工的費用的索償問

題。 

註 12：這份工程變更定單修改原有類型的重鋪路面工程（見第 3.19卿段），再按承重層及路

底層不同的厚度分為不同類型的重鋪路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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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 

3.26 重建路面代替修復工程 二零零零年七月，工程師A指示承建商A重

建全部行車線，代替在排水渠及隔音屏障基座上面進行局部的排水渠修復工

程，以減少日後維修問題。這項指示令路面建造工程增加約 16600 平方米（見

表六第 2 項），並且影響道路工程的進度。據路政署表示，這項設計更改令原

有設計更為完善。審計署認為，路政署應在招標前審慎檢討工程的設計要求， 

以助減少動工後因更改主要設計要求而要發出工程變更定單的情況。 

3.27 因路面水平問題而重建路面 施工期間，進行聯合工地測量時發現某些

地點現有的路面水平低於設計的路面水平。路政署認為，出現偏差的原因 可

能是因為現有行車道在繪成曰律工程圖則後出現沉降所致。工程變更定單隨後

發出，以消除兩個路面水平之間的差距。結果，新建路面工程再增加約 2600 
平方米（見表六第 3 項），施工進度再受影響。審計署注意到，吐露港公路建

於填海土地之上，可能出現沉降，令現有路面實際水平異於已建工程圖則顯

示的水平。吐露港公路已建工程圖則的資料及路政署所進行有限的核實測量， 

看來未能為擴闊路面工程的設計提供足夠資料。 

審計署的建議 

3.28 審計署建議路政署署長應： 

卹 審慎檢討路政署的監控程序，確保招標前能定出主要設計要求；

及 

(b）如擴闊路面的設計須接合現有道路（尤其是位於易沉降的填海土地

上的現有道路）的路面水平，加強工地測量工作，盡量先核實已建

工程圖則所示的路面水平，然後才採用這些資料進行設計。 

當局的回應 

3.29 路政署署長表示會特別留意新頒布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工務）技術

通告第17/2004號》；該通告提供指引，說明如何處理工程設計階段無法勘測

工地的情況。他並表示： 

卹 第 3.28(a）段的審計署建議源於需要取代一項規劃的溝渠修復工

程，改為鋪設較耐用的路面，長遠而言減低維修的費用。這項修

復工程原本涉及總計 5 400 平方米的路面（佔建築工料清單行車道

總面積的 2.4%)，其後改為重建溝渠以及重建溝渠之問的道路總計 

16640 平方米的路面（佔行車道 終總面積的7.1%)。如不掘開路

面勘測狀況，實在難以在設計階段預計需要取代的修復溝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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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改為進行這樣小規模的重建工程。封閉吐露港公路進行勘測

及詳細測量工作是不實際的做法，因為這不但會使交通嚴重受

阻，令社會蒙受經濟損失，更會延誤整項工程計劃的實行； 

(b）第3.28(b）段的審計署建議源於需要取代一項規劃的普通重鋪路面

的工程，改為重建總計 2600平方米的路面（佔行車道 終總面積

的1.1%)，以解決路面水平的差距。為避免封閉快速公路，路政署

在設計階段時已進行路旁測量以決定路面水平，盡量在不致嚴重

阻礙交通的情況下，核實現有行車道的水平，為設計工作提供資

料 及 

(c）路政署 近在某條快速公路進行道路改善工程。由於測量人員無

法在設計階段進行工地勘測，因此署方容許略為增加道路重建工

程的數量。 

管理工程變更定單 

3.30 建造合約（例如道路改善工程合約）在合約期問發出工程變更定單，並

不罕見。不過，即使工程變更定單所涉的價值不高，對整項工程的其中部分都

可能造成甚大的干擾，令承建商獲批准延長完工時間及收取其他款項。因此， 

發出工程變更定單前，必須考慮定單對整體財政以至施工進度的影響。根據 

《工程管理手冊》，如工程變更項目估價逾 30 萬元，工程師須先徵得僱主批

准。工程變更的價值應包括可能出現的逾期完工／工程受阻的費用，以及工程

變更對駐工地工作人員費用的影響或其他需要承擔的費用。 

審計署的意見 

3.31 如第 3.23 段所述，路面重建工程的工程變更定單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發出，估計涉及的額外費用為 220 萬元。審計署注意到，工程師 A 在要求這

份估價逾 30萬元的工程變更定單前，曾徵求路政署批准。不過，審計署注意

到所提交的工程變更定單申請，並沒有顯示估價是否包括可能出現的逾期完工

／工程受阻的費用，以及其他可能需要承擔的費用。提交的申請亦沒有具體說

明工程變更定單對合約整體進度的影響。後來知道，重津路面的工程影響施工

的進度，除工程費用外，路政署還須批准承建商A延長完工時間，並向其繳

付（工程成本以外）逾期完工的費用。 

3.32 二零零四年八月，路政署回覆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工程師A估計各

項工程變更的價值以提交申請時，已經考慮過可能出現的逾期完工／工程受阻

的費用，以及工程變更對駐工地工作人員費用的影響或其他需要承擔的費用 

（如有的話），並且已另行開列有關費用及影響。至於該份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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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的工程變更定單，當時工程師A評估後認為除工程費用外不涉及任何其

他費用。因此，申請書估價只包括工程費用。不過，路政署同意在日後提交的

工程變更定單申請書時，應清楚說明是否可能要支付逾期完工／工程受阻的費

用及其他需要承擔的費用，讓管理層掌握資料，從而作出決定。 

3.33 由於工程變更可能令工程合約的進度大受影響，因此決定發出工程變更

定單前，應先評估工程變更對工程整體進度的影響。審計署曾審核合約A內 

18 份估價逾 30萬元的工程變更定單。結果顯示，當中 16 份（89%）提交的工程

變更定單申請書並無資料說明工程變更對施工進度可能造成的影響。 

3.34 審計署認為，批准大幅變更合約所載工程，除要考慮工程對貝才政的影響 

（即工程變更以及逾期完工可能引致的費用）外，還要顧及工程變更對整體施工

進度的影響，這樣才是妥善管理工程的做法。 

審計署的建議 

3.35 審計署建議路政署署長應加強內部監控措施以確保： 

卹 提交工程變更定單申請時，應清楚說明是否可能要支付逾期完工

／工程受阻的費用及其他需要承擔的費用，讓管理層掌握資料作

出決定；及 

(b）發出工程變更定單要有充分理據並考慮以下因素： 

。） 工程變更的需要； 

(ii）工程變更定單對整體施工進度的影響；及 

併。工程變更定單對財政整體的影響（包括可能要支付逾期完工／

工程受阻的費用，及／或其他需要承擔的費用）。 

3.36 審計署建議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考慮把審計署在第 3.35 段所作建議

告知所有工務部門（如頒布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工務）技術通告），讓各部門得

悉工程實施及合約管理有哪些可改善之處。 

當局的回應 

3.37 路政署署長表示，該署會特別留意一九九二年四月發出的《工務局技

術通告第13/92號》——“工程師的獨立性與呈報工程變更及其他需要承擔的

費用”、《工程及有關顧問遴選委員會手冊》及《顧問一般聘用條件》。尤其

是在申請工程變更定單時，留意為可能要支付的逾期完工／工程受阻的費用作

出預算，並把這些費用計算在內（如這些費用可合理地預算的話）。他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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卹 申索逾期完工／工程受阻的費用的評估工作，實際上要待承建商

提出申請才可以進行；發出工程變更定單時，通常無從得悉這些

資料。雖然工程師可以作出預算，然而由於欠缺雙方同意的時間

表、對浮動時間有爭議，以及同期出現其他導致延誤的事故，預

算的準確程度難免成疑。一般來說，要待接近合約期的後期，能

夠較明確定出關鍵工程時，方能合理預算逾期完工／工程受阻的

費用；及 

(b）路政署已規定顧問／承建商每月提交進度報告，並定期與顧問／

承建商開會，有效監控發出工程變更定單，確保工程師按有關的

規定發出工程變更定單。總之，要完成工程需要發出工程變更定

單；如發出工程變更定單有充分理據，就必須盡早進行。 

3.38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表示： 

卹 根據現行指引（《工務局技術通告第13/92號》、《工程及有關顧問

遴選委員會手冊》及《顧問一般聘用條件》），工程師向僱主申請工

程變更前，必須向僱主說明原因及估價（包括所有可能須支付的逾

期完工／工程受阻的費用及其他須承擔的費用）。一旦發現施工有

延誤，工程師通常在 14 天內須向僱主報告。因此，當局認為已有

足夠的指引，處理第 3爭35 及 3.36 段提出的問題。不過，她會提醒

工務部門遵守上述規定，需要時再修訂有關程序；及 

(b）新的工務計劃資訊系統將於二零零四年年底推出，系統會記錄成

本及工程時間表的重要資料。屆時，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可以更密

切地監察合約變更的範圍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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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屯門公路改善工程 

4.1 本部分探討合約B延長合約期的問題。 

合約B 工程 

4.2 一九九八年九月，路政署為完成屯門公路近大欖段的道路改善工程（註 

13)，批出價值2.68億元的合約B。工程範圍包括： 

卹 為屯門公路近大欖段往九龍方向的行車道重新定線，並擴闊該路

段； 

(b）進行削切及鞏固斜坡工程；及 

(c）在近大欖段的中央分隔帶進行擋土牆工程（註14)，以增設一條行

車線。 

合約B的承建商（下稱承建商B）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六日動工。原定合約完

工日期為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五日。工程 終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核實

大致完工（較原定合約完工日期相差了 289 天）。合約 B 的工程師（下稱工程

師B）批准延長完工時間 289 天（其中72天因天氣惡劣而延長）。路政署向承建

商B 支付 3,210 萬元（1,870 萬元逾期完工的費用及 1,340 萬元工程受阻的費

用）。 

4.3 據路政署所稱，批准延長完工時間的主要原因是工程變更（詳情見附錄 

B)。審計署研究過部分工程變更定單，發現批出的延長完工時問當中，大多涉

及增補的斜坡鞏固工程及鋼筋土牆工程。詳情載於第4.4至4.14段。 

增補的斜坡鞏固工程 

4.4 路政署在合約B工程的設計階段，曾委託顧問（註15）勘測工地。勘測

發現，該處岩層主要為堅硬的花崗岩。該署根據工地勘測的結果，在合約B 
的招標圖則標明須進行永久鞏固工序的工程範圍。 

4.5 一九九九年年中，承建商B展開挖掘工程，以增設一條行車線。照片

一顯示屯門公路斜坡的挖掘工程。 

註 13：一九九四年五月，路政署批出屯門公路改善工程合約。原定合約完工日期為一九九

六年七月，但由於工地情況複雜，承建商無法完成近大欖段的工程。 

註”4：中央分隔帶是現時分隔九龍及屯門方向行車道的斜坡。施工時會掘開這個斜坡，以

建造鋼筋土牆並增設一條行車線。 

註”5：該名顧問同為合約B 的工程師，即工程師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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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公路改善工程 

照片一 

屯門公路斜坡的挖掘工程 

資料來源：路政署的記錄 

承建商 B 在施工途中，發現地底有大範圍預料不到的全風化花崗岩地質狀

況。為使挖掘工程可繼續安全進行，承建商B採取下列措施： 

卹 進行額外的斜坡鞏固工序，包括打進泥釘、建造大量扶牆及結構

性表牆。原有設計不包括這些項目； 

(b）修訂岩層挖掘的範圍；及 

(c）增加工序以保護新造的斜坡。 

在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二零零一年三月期問，工程師B向承建商B 發出多份工

程變更定單，進行增補的斜坡鞏固工程。承建商 B 為延長完工時間提出申

索。 

4.6 一般來說，承建商B 認為按工程變更定單指示進行的增補工程： 

卹 大幅改動工程範圍及增加鞏固工程總量。這些工程都是招標時沒

有打算進行的；及 

(b）阻延挖掘工程的進度。 

一25 一 — 25 —



屯門公路改善工程 

4.7 工程師B 認為，由於承建商B 的施工進度受增補的斜坡鞏固工程影

響，申索原則上合理。因此，工程師B 批准承建商B 延長完工時間共 105 天， 

路政署須向承建商B 支付逾期完工及工程受阻的費用。 

增補的鋼筋土牆工程 

4.8 合約B 工程亦包括在現有道路的中央分隔帶建造鋼筋土牆，以增設一

條行車線。鋼筋土牆結構建造工程原定在一九九九年四月至九月期間施工。鋼

筋土牆有多種類型，要按照地質狀況及擬建鋼筋土牆上方斜坡的地形，選定

合適的種類。根據合約的規定，工程師B 須負責決定在中央分隔帶各個位置

建造各類土牆的地基水平，承建商B 則負責鋼筋土牆的施工細節。 

4.9 一九九九年六月初，承建商B 在中央分隔帶建造鋼筋土牆。當時，挖

土的深度已接近工程師B 設計所示的地基水平，但預計的基岩面（即鋼筋土牆

建基的基岩水平）仍未出現。同年六月中，工程師B 向承建商B 發出一份工

程變更定單，要求挖掘兩個試孔，以定出新的地基水平。挖掘探井所得的資料

顯示，無法確定基岩面是否位於掘開的路面的地面水平以下 2 至 2.5 米的深

處。一九九九年七月，由於出現無法預料的地質狀況，工程師B 向承建商B 
發出另一份工程變更定單，進行以下工程： 

卹 增加在有關範圍內鋼筋土牆的高度； 

(b) 增加挖掘深度，配合土牆類型的變動（註 16)；及 

(c）在屯門公路東行線增設臨時支架。 

4.10 一九九九年七月，承建商B申索延長完工時間。承建商B認為，施工

進度受工程變更定單指示的增補工程所影響，請止「工程在投標時未能預計或確

定。二零零零年四月，承建商B 建成鋼筋土牆。照片二顯示屯門公路中央分

隔帶已建成的鋼筋土牆。 

註”6：據路政署表示，建造原本設計的土牆須挖土6米深。一九九九年七月發出的工程變

更定單改為建造另一類土牆，須挖土10米深。挖掘深度因而增加 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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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公路改善工程 

照片二 

屯門公路中央分隔帶已建成的鋼筋土牆 

資料來源：路政署的記錄 

4.11 工程師B 認為該項申索原則上合理，因為屯門公路中央分隔帶的鋼筋

土牆工程出現任何延誤，都會波及其他工程，產生連鎖效應。工程師B 終

批准承建商B 延長完工時問共 75 天，路政署則向承建商B 支付逾期完工及工

程受阻的費用。 

審計署的意見 

4.12 合約B主要涉及一份較早前因工地情況複雜以致未能完工的合約餘下

的工程（見註 13)。雖然合約B的工程已重新設計，盡量減少削切陡峭的斜坡， 

但仍須進行大量岩土工程，例如挖土及鞏固斜坡工程。選用鋼筋土牆的類型， 

亦要視乎地質狀況而定。因此，在設計階段進行工地勘測以掌握準確的地質狀

況資料，相當重要。然而，挖掘工程展開後，卻發現地質的預計；！犬況與實際狀

況（花崗岩的類別及基岩面的深度）相差甚遠，以致其後須發出多份工程變更

定單，進行增補的斜坡鞏固及鋼筋土牆工程。結果，路政署須批准承建商B 
延長完工時間，並支付逾期完工及工程受阻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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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二零零四年五月，審計署詢問為何勘測工地後預計的地質狀況資料，與

實際的情況相差甚遠。路政署在二零零四年七月回覆審計署時表示： 

卹 進行土木工程計劃，在設計階段勘測地質的工作實際上只能在分

散的地點進行。勘測的範圍與工地的面積比較，必然只佔甚小比

例。地質狀況只能根據相鄰鑽孔取得的資料，以內推或外推的方

法推算出來。推算的結果準確與否，很大程度上視乎工地的地質

是否勻稱。如兩個鑽孔之間的地質狀況突變，就會影響推算的準

確程度； 

(b）在設計階段進行更多工地勘測，發現地質狀況多變的機會應會增

加。不過，勘測次數的多寡不應是判斷工地勘測是否足夠或具代

表性的唯一準則。工程判斷、財政預算限制、可用的時間和資源

及工地情況等其他因素亦要顧及；及 

(c）以這項工程來說，屯門公路交通繁忙，在斜坡及中央分隔帶施

工，出人大受限制。某些地點甚至要待動工後行車線移離斜坡， 

方能進行工地勘測。 

4.14 審計署認為，既然先前的承建商在大欖施工時已發現工地情況複雜（見

訓3)，就應在合約 B 招標前進行更多的工地勘測，盡量準確掌握工地實際地

質狀況的資料。 

審計署的建議 

4.15 審計署建議，路政署署長應加強工地勘測的工作，盡量在招標前取得地

質狀況全面而準確的資料，即如第 3.15段的建議一樣。 

當局的回應 

4.16 路政署署長大致上同意第 4.15 段的審計署建議。他會特別留意新近頒

布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工務）技術通告第17/2004號》（見第3.16段）。他亦

表示： 

卹 整體來說，路政署已按照《工務局技術通告第13/90號》、《岩土

指南（第二冊）：工地勘測指南》及《公路斜坡手冊》的指引，規

劃並制訂工地勘測的工作。該署的顧問已運用其專業技能，制訂

工地勘測的要求； 

(b）本港土質多變，即使已妥善規劃工地勘測的工作，也未必能準確

推算土質在局部範圍內的變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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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就合約B而言，除當時掌握的鑽孔資料外，路政署的顧問還在設

計定案前多挖掘了 34 個勘測鑽孔。該署認為，批出合約前挖掘的

鑽孔達 79 個，勘測所得資料已經具代表性，足以推算工地實際的

地質狀況。 

4.17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認為，進行周全的工地勘測，可以掌握到更多有

關下層土壤的資料，有助設計。這個大原則在二零零四年六月的《環境運輸及

工務局（工務）技術通告第 17/2004 號》有關僱主與承建商分攤風險的段落中

已有闡述。其他有關工地勘測的意見載於第 3.17(。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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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受託進行的水管工程 

5.1 本部分探討合約C延長合約期的問題。 

合約 C工程 

5.2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路政署為薄扶林道與沙宣道交界進行的道路改善工

程，批出價值2.58億元的合約C。工程範圍包括： 

卹 為現有行車道重新定線；及 

(b）受水務署委託進行水管工程。 

合約C 的承建商（下稱承建商C）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動工。原定合約

完工日期為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三日。工程 終在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核實大致

完工（較原定合約完工日期相差了 361天）。合約 C 的工程師（下稱工程師 C) 
批准承建商 C 延長完工時問 361天（其中 119 天因天氣惡劣而延長）。工程師 

C 評估，批准延長完工時間須支付 1,630 萬元逾期完工的費用。截至二零零四

年七月三十一日，合約 C 的 終結算帳目尚未議定。 

5.3 	！寧 r;政署所稱，批准延長完工時間的主要原因是工程變更（詳情見附錄 

B)。審計署研究過部分工程變更定單，發現批出的延長完工時間當中，部分涉

及拆除石棉水泥水管。詳情載於第 5.4至 5.11段。 

拆除石棉水泥水管 

5.4 合約C規定須拆去薄扶林道及沙宣道沿路數條現有水管，換上新的水

管。工程在一九九八年八月招標，當時招標圖則標明須更換的水管的位置。該

圖則是根據水務署提供的記錄圖則繪成，並無指明有關水管用石棉水泥製造。 

5.5 二零零零年五月建造擋土牆期間，→為瑪麗醫院供水的石棉水泥水管

爆裂。二零零零年六月，水務署告知承建商C: 

卹 工地範圍內還有其他用石棉水泥製造的水管；及 

(b）石棉水泥水管一旦外露就容易爆裂。 

5.6 其後，水務署及工程師C 要求承建商C 暫時不要令石棉水泥水管外

露。清拆石棉水泥水管前，要暫停建造擋土牆及新水管（註 17)，承建商C的

施工進度因而受影響。 

註”7：據水務署表示，在敷設新水管前，一般無須拆除現有的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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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進行的水管工程 

5.7 為確保瑪麗醫院供水不致中斷，在拆除石棉水泥水管前，必須為現有的

水管網絡進行大規模的臨時改道工程。一零零零年八月，水務署展開臨時水管

改道工程。改道工程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完工。二零零一年三月，承建商C 委

聘的拆除石棉承建商（註 18）完成拆除及處置石棉水泥水管的工程。承建商C 
認為二零零零年八月至二零零一年三月間的施工進度受阻。二零零一年六月， 

工程師C批准承建商C 延長完工時間 83 天。路政署 終須向承建商C支付逾

期完工的費用。 

審計署的意見 

5.8 市區舊區有許多水管都是多年前敷設的，其中部分可能以石棉水泥製

造。合約 C 在施工期問要拆除石棉水泥水管，須進行大規模的臨時改道工

程，工程進度因而受阻。路政署 終須向承建商 C 支付逾期完工的費用。 

5.9 二零零四年五月，審計署詢問路政署在合約 C招標前曾否請水務署說

明水管的用料。二零零四年七月，路政署回覆時表示： 

卹 招標圖則顯示的水管資料來自水務署的記錄圖則，圖中並無顯示

水管用石棉水泥製造； 

(b）在設計階段，水務署曾與路政署出席多個統籌會議。但在水管外

露前，水務署從未提及該處有石棉水泥水管，亦沒有要求臨時改 

道。因此，路政署無從得悉該處有石棉水泥水管；及 

(c）即使招標前能確定水管用料，水管仍須改道。進行這類水管改道

工程，施工的時間會較長，合約價格也會較高。 

5.10 二零零四年七月，審計署亦詢問水務署是否在設計階段已得悉有關水管

是由石棉水泥製造，以及為何不在統籌會議時巴水管用料的資料告知路政署。 

二零零四年九月，水務署告知審計署： 

卹 有關的水管包括一條直徑150毫米（150毫米水管）及一條直徑300 
毫米（300 毫米水管）的水管。向路政署提供的記錄圖則沒有顯示 

150 毫米水管的用料，卻有標明 300 毫米水管有部分是用軟鋼製造

的； 

註 18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章）及《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章）嚴格監控處理、拆

除及處晉含石棉的物料的工作。這些工作須委聘負責拆除石棉的註冊承建商進行， 

並由專業的註冊石棉顧問負責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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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進行的水管工程 

。） 150毫米水管大概是在一九八零年代前安裝的。當時水務署一般

不會在記錄圖則上記錄水管用料或鋪喉年份； 

(c）該條150毫米的水管是在二零零零年五至六月合約C施工時爆裂 

的。水務署修補時發現這條水管以石棉水泥製造；及 

（由 事故發生後，承建商C查詢工地範圍內是否還有其他水管同樣以

石棉水泥製造。經進行工地勘測取得所需資料後，發現 300毫米

水管某些管段同樣以石棉水泥製造。 

5.11 審計署認為，假如在合約 C招標前已把舊式的水管的用料（石棉水泥） 

確定，工程的規劃及施工的時間可以安排得更妥善，有助減少延誤，從而節省

逾期完工的費用。 

審計署的建議 

5.12 審計署建議，如道路改善工程與受託工程一併進行，路政署署長應加強

諮詢相關部門，在招標前確定受託工程是否需要有某些特定的施工要求。在市

區舊區施工，這點尤其重要，因為： 

卹 地下公用設施通常使用舊式用料（如石棉水泥），或須特別處理、 

拆除及處置； 

(b）道路工程施工的空間有限；及 

(c）通常需要安排大規模的交通改道。 

5.13 審計署建議，如須委託其他部門在市區舊區進行水管工程，水務署署長

應在招標前提醒相關部門需要留意的地方（如現存的水管有可能以石棉水泥製

造），讓工務部門可以把工程的規劃及施工的時間，安排得更妥善。 

當局的回應 

5.14 路政署署長大致上同意第 5.12段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 

卹 路政署會繼續與相關部門緊密商議，確保受託工程的施工要求已

納人設計及合約之內。路政署 近訂定合約時，已特別留意處理

石棉水泥水管的問題，並且顧及拆除這些水管的安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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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進行的水管工程 

(b）在市區道路（特別是地下公用設施密集的道路）下面進行水管敷設

及接駁工程，確實的施工要求要待掘開路面後，才可準確得知。 

工程有些變更，是難以避免的。 

5.15 水務署署長同意第 5.13 段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 

卹 在合約C的設計階段，該署已根據當時手上的資料向路政署提出

受託水管工程的施工要求； 

(b）石棉水泥水管外露後雖然容易爆裂，但由於喉管連配件和相關的

止推座有一定的載重量，礙於工地的限制，該署不一定能為外露

了的喉管（包括以任何用料製造的喉管）實施足夠防護。因此，另

一選擇是改為進行臨時／永久水管改道工程，以取代喉管的臨時

保護裝置； 

(c）承建商可自行按經驗及工程的要求，決定 適當的施工方法。為

配合施工時間表而進行臨時水管改道工程，並不罕見；及 

（。 正如其他土木工程施工的情況一樣，為配合實際工地情況及施工 

進度而對原定的時間表及設計作某些改動，亦非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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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增補的公用設施工程 

6.1 本部分探討合約D延長合約期的問題。 

合約D工程 

6.2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路政署為域多利道改善工程第二期第二階段 

（註 19)，批出價值 1.194億元的合約D。工程範圍包括： 

卹 為沙宣道與薄扶林道之間的域多利道一段長 1.8 公里的雙線行車

道擴闊路面並重新定線；及 

(b）進行相關的斜坡、水管及渠務工程。 

合約D的承建商（下稱承建商D）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動工。原定合約

完工日期為二零零一年六月九日。工程 終在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日核實大致

完工（較原定合約完工日期相差了 508 天）。合約D的工程師（下稱工程師D) 
批准承建商D延長完工時問 394 天（其中75.5 天因天氣惡劣而延長）。工程師 

D評估後認為承建商D可獲 850 萬元逾期完工的費用。截至二零零四年七月三

十一日，尚待批准的延長完工時間仍在評估中。 

合約D工程施工時遇到的問題 

6.3 合約D動工後出現各種無法預知的情況，例如地質狀況惡劣、地下公

用設施資料不詳，以及為數碼港發展計劃安裝公用設施的增補工程，施工進度

因而受影響。 

採取加快工程進度的措施以縮減延誤 

6.4 整個域多利道改善工程第二期早在一九九五年已經動工。由於工程時間

延長，招致市民投訴。南區區議會已多次表示關注合約D延誤完工的問題。 

二零零零年年底開始，路政署與工程師D、香港警務處及運輸署展開商討， 

務求解決延誤的問題，並定出可行的措施，務求合約D工程可以早日完工。 

二零零一年九月，當時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註 20）亦表示關注道路改善工

程能否如期完工，以配合二零零二年三月數碼港第一期租戶人伙的時問。 

註”9：域多利道改善工程第二期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工程於一九九五年展開，一九九

八年完工。 

註 20：二零零二年七月推出問責制後，資訊科技及廣播局的職務改由工商及科技局轄下的

資訊科技及廣播科負責。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起，資訊科技及廣播科改稱通訊及科

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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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的公用設施工程 

6.5 二零零一年十月，路政署與有關方面商言柚！後定出措施，放寬封閉行車線

的規定（例如准許封閉較長的路段及延長封路的時間）及延長每天工作時間， 

藉此提高承建商D的建造產量。 

6.6 當時，路政署估計，實行建議的加快措施後： 

卹 二零零二年三月底前可以完成永久行車道工程，開放通車；及 

(b）合約D餘下工程可提早六星期完工，由二零零二年八月中提前至

同年七月初。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中，路政署向當時的庫務局（註21）申請批准與承建商D簽

訂補充協議（註 22)。 

增補的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工程 

6.7 據路政署表示，二零零一年——月中至十二月初，為配合數碼港啟用， 

加人新的施工要求，進行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固網服務）工程。為免與其他公

用設施出現不協調的情況，須要先決定固參剛區務的共用坑道的走線。由於固網

服務工程獲優先處理，原定的加快工程的進度嚴重受阻（見第 6.6 段）。電訊服

務營辦商推遲交回工地，令道路工程一再受阻。該條永久行車道 終於二零零

二年七月完工，餘下工程則於同年十月完工。 

審計署的意見 

6.8 市區舊區道路改善工程的延誤，往往是由於出現難以預知的工地狀況、 

地下公用設施互不協調及交通限制而造成。審計署注意到，路政署已採取積極

行動與各有關方面商討，務求制定加快工程的措施，縮減延誤。加快工程進度

的措施（二零零一年十月訂定）已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實施。可是，其後為配

合數碼港啟用而進行新增的固網服務工程，令情況惡化。結果已加快進行的道

路工程未能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底前完工。 

6.9 二零零四年七月，路政署回覆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 

卹 路政署為合約D聘用的顧問在招標前制訂工地勘測建議以確定工

地狀況時，已作出合理的判斷； 

註 21：二零零二年七月推出問責制後，庫務局的職務改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負責。 

註 22：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庫務局批准路政署簽訂價值 400 萬元的補充協議，以落實加

快工程進度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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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的公用設施工程 

(b）至於公用設施工程導致延誤的問題，大部分延誤都因數碼港發展

計劃進行公用設施增補工程而起。由於路政署招標前沒有收到關

於數碼港發展計劃的資料，也就無法在合約中加人有關的施工要 

求 

(c）直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中，數碼港發展商和資訊科技及廣播局提

出在域多利道進行數碼港固網服務工程這項新要求時，路政署方

才知悉。該署所得資料不足，因此無法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庫

務局批准簽訂的補充協議加人固網服務工程；及 

（由 進行固網服務工程的要求甚遲才提出，道路工程被這些後加的增

補工程耽誤阻延，是難以避免。 

6.10 二零零四年七月，審計署亦向工商及科技局（接替資訊科技及廣播局的

職務——見第 6.4段註 20）查詢數碼港發展計劃的施工時間表，以了解公用

設施安裝工程及固網服務工程是否可以規劃得更周詳，與合約D的道路工程

是否可以協調得更順暢。二零零四年八月，工商及科技局回覆如下： 

卹 一九九九年二月，政府為數碼港發展計劃的發展綱要簽訂協議； 

(b）按照協議的內容，數碼港計劃分八期完成。第一期發展預計可於

二零零二年年初完工，確實啟用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四月； 

(c）由政府負責的數碼港基建工程在一九九九年第三季展開； 

（由 公用設施的安裝工程（主要為煤氣喉的敷設工程）及固網服務工程

並非由政府負責。數碼港發展商有責任保證數碼港獲提供煤氣及

固網服務。公用設施的安裝工程及固網服務工程由公用設施機構

及電訊服務營辦商負責。有關的營辦商應直接聯絡路政署，商定

公用設施工程的施工要求及時問表； 

(e）根據局方的記錄，公用設施的動工及完工日期推後，可能是由於

域多利道改善工程第二期延誤所致；該項工程原定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完工；及 

0 假如待合約D確實完成（即二零零二年十月之後）才進行公用設施

工程，數碼港的啟用日期就得延誤超過六個月。政府進行數碼港

計劃的目的，是希望在 短時間內吸引眾多一流的資訊科技和服

務公司及專業人才匯聚香港，因此局方不會接受這樣的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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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審計署認為，假如規劃得較周詳，公用設施機構與政府部門／決策局之

間（例如路政署與當時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協調得較順暢，合約D延誤完工

的可能性就會減低。 

審計署的建議 

6.12 審計署建議路政署署長日後簽訂道路改善工程合約時應： 

卹 在招標前先進行足夠的勘測，以確定地下公用設施的資料；及 

(b）在招標前採取積極行動與公用設施機構及政府部門／決策局聯

絡，盡量確定特定的施工要求。 

6.13 審計署建議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提醒各工務部門／決策局須密切監

察工程的規劃工作，確保已充分諮詢各有關方面的意見，盡量避免在施工後期

進行超出原定合約範圍的增補工程（例如在施工後期增補公用設施安裝），在時

間及金錢方面對工程造成重大的影響。 

當局的回應 

6.14 路政署署長大致上同意第6.12段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 

卹 路政署會依循二零零四年六月新近頒布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工

務）技術通告第 17/2004 號》；該通告提供指引，說明如何處理無

法預知的地質狀況及公用設施的介人； 

化）路政署的記錄顯示，每一公里道路平均鋪設有35公里的地下公用

設施及喉管，市區的數字更高。以地下公用設施高度密集的情況

來看，除掘開路面外，實無其他探測技術可以確定設施及喉管的

準確位置。要盡量減少阻塞交通，難免要待批出合約後才展開工

地勘測的工作；及 

(c）路政署為合約D招標前，未有接獲數碼港發展計劃的資料，因此

無法在合約中加人有關的要求。該署已採取積極行動，訂定加快

工程進度的措施，盡量縮減為數碼港發展計劃進行公用設施增補

工程所造成的延誤。 

6.15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表示： 

卹 合約D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批出，而數碼港發展計劃綱要的協議

則在一九九九年二月才簽訂，因此路政署的確無從掌握數碼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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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的公用設施工程 

展計劃公用設施的施工要求，也無法在合約D 加人這項施工要

求； 

(b) 資料顯示，路政署及其承建商在二零零一年十月或更早之前已得

悉固網服務工程的施工要求； 

(c）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中，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只表示關注道路工程延

誤及其對數碼港發展計劃可能帶來的影響，並沒有提出進行固網

服務工程的新要求（註23)；及 

（由 他不理解為何路政署稱資料不足，無法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批

准簽訂的補充協議中加人固網服務工程的細節。 

6.16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大致上同意第 6.13 段的審計署建議。她表示： 

卹 二零零四年六月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工務）技術通告第17/2004 
號》有關僱主與承建商分攤風險的指引中，已從多方面論及有關

地質狀況無法預知及公用設施工程介人的風險管理問題； 

(b）此外，在工程設計階段，向來的做法是各部門把設計圖送交各公

用設施機構傳閱，以索取公用設施記錄及有關施工區內日後進行

改善計劃的資料，以便公用設施工程能配合道路工程的時問施

工；及 

(c）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會提醒各工務部門遵守上述規定。 

註 23：二零零四年九月，路政署告知審計署，要在二零零二年四月初完成固網服務工程， 

對路政署來說是一項新的施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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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參閱第2.2段） 

延長合約期的道路改善工程合約 

延長合約期 

原
完
 
定

工
 
合
日
 
約
期
 

核實完工

日期 

合約期延長

的總數 

延長合約期原因 

天氣惡劣 其他原因 

(註1) 

(a) (b) (c)=(b)-(a) (d) (e)=(c)-(d) 

（天） （天） （天） 

>"2個月（註 2) 

吐露港公路合約 

（即合約A) 
2.12.2001 22.8.2003 628 1s 劇3 

域多利道合約 

（即合約D) 
9.6.2001 30.10.2002 s08 

（註 3) 
7s.5 4325 

>6至藝”2 個月（言 主 2) 

西貢公路合約 23.11.2001 14.12.2002 385.5 113 2725 

屯門公路合約 

（即合約B) 
15.8.2000 31.5.2001 289 72 217 

薄扶林道合約 

（即合約C) 
13.4.2001 9.4.2002 361 119 242 

>3至薑 6 個月（註 2) 

火炭路合約 2.7.2002 28.8.2003 422 250.5 171.5 

薑 3個月（註 2) 

東區走廊合約 10.3.2003 18.7.2003 130 110 20 

沒有延長合約期（廉 註 2) 

十八鄉合約 31.12.2001 24.6.2002 175 175 

資料來源：路政署的記錄 

註1：其他原因主要是繪圖未有標明地下公用設施的資料、無法預知的地質狀況及工程變更 

（詳情見附錄B)。 

註 2：因天氣惡劣而延長合約期的時間，沒有包括在這分類中。 

註 3：合約期延長了508天，當中394天為已獲批准的延長完工時間。截至二零零四年七月

三十一日，尚待批准的延長完工時間仍在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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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參閱第 2.5 、4.3 及 5.3 段） 

承建商獲批准延長完工時間的總數分析表 

合約 

獲批准延長完工時問的原因 

獲批准延長 

完工時間 

的總數 

天氣 

惡劣 

地下 

公用設施 

地質狀況

無法預知 

工
 
變
 
程
更
 

其他 

因素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吐露港公路合約 

（即合約觔 

15.0 579.0 

(註1) 

34.0 628.0 

火炭路合約 250.5 159.5 

（註 2) 

12.0 422.0 

域多利道合約 

（即合約功 

75.5 51.75 95.0 170.75 1.0 3舛.0 

西貢公路合約 113.0 102.0 170.5 385.5 

薄扶林道合約 

（即合約。 

119.0 8.5 221.0 12.5 361.0 

屯門公路合約 

（即合約B) 

72.0 210.0 7.0 289.0 

十八鄉合約 175.0 175.0 

東區走廊合約 110.0 20.0 130.0 

總計 930.0 162.25 95.0 1 530.75 66.5 2 7845 

資料來源：路政署的記錄 

註 1：其中440 天為根據整體調解各項申索補充協議評估的延長完工時間。 

註 2：其中15 天為申索的延長完工時間。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這項申索仍在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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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 

（參閱第 2.16段） 

近批出的主要合約 

核准工程預算的預算合約金額與接納標書的合約金額對照表 

合約 

核准工程預算的

預算合約金額 

招標前

預算 

（註） 

接納標書的

合約金額 

核准工程預算內高估‘ 

（低估）的預算合約金額 

(a) (b) (C) (d)=(a)-(c) (e)=(d)(a) 
x 100%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 

合約1 2,472.00 2,叩0.62 1,716.11 755.89 30.6% 

合約 2 186.00 181.40 138.30 47.70 2s.6% 

合約 3 1,555.00 1,468.31 1,213.卯 342.00 22.0% 

合約4 3,261.00 3,071.48 2,760.卯 501.00 15.4% 

合約 5 666.30 666.30 608.14 58.16 8.7% 

合約 6 1,525.00 1,485.00 1,449.60 75.40 4.9% 

合約 7 562.叩 541.90 562.00 

合約 8 648.卯 676.12 678.00 (30.00) (4.6%) 

資料來源：路政署的記錄 

註：此欄為工程預算及顧問表現評審委員會審核後得出的修訂／核准招標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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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D 

大事無表 

核准工程預算的準確程度 

二零零零年一月 當時的工務局局長表示關注持續高估工程計劃核准工程

預算的問題。 

二零零一年一月 路政署發出《路政署技術通告第2/2001號》——“工程預

算及顧問表現評審委員會”，其中提到預算須更趨準

確。 

二零零二年五月 當時的庫務局採取行政措施設定上限，如 終投標價低

於核准工程預算，會下調分配予該項工程的資金。 

二零零四年三月 《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二號報告書》中，審計署表示渠務署

工程合約的核准工程預算須更趨準確。 

二零零四年六月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解決高估預算的問題提出多項建議。 

合約A 

一九九七年八月 顧問A為合約A工程的詳細設計提交地質勘測建議，建

議挖掘四個地面鑽孔，為橋A打檣工程作出設計。 

一九九八年三月 顧問A完成合約A的地質勘測，採用挖掘一個海底鑽孔

的做法，為橋A打樁工程作出設計。 

一九九八年十月 顧問A發出 終地質勘測報告。 

一九九九年三月 承建商A動工。 

二零零零年七月 橋A打楮工程的地下障礙及承口數量增加，承建商A因

此申索延長完工時間及逾期完工的費用。 

工程師A向承建商A發出一份工程變更定單，修訂部分

道路工程（由局部修復溝渠改為重建全部行車線），以減

少日後維修的問題。 

二零零零年八月 工程由修復溝渠改為重建路面，承建商A為此申索延長

完工時間及逾期完工的費用。 

-42 - — 42 —

D

A



附錄D 

(續)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二零零二年一月 

一九九九年年中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一九九九年十月至

二零零一年三月 

二零零零年八月

二零零一年五月 

工程師A向承建商A發出一份工程變更定單，重建部分

現有路面（重新建造路面代替重鋪路面的工程），以接合

相鄰新路的路面水平。 

合約A原定合約完工日期。 

工程師A修訂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發出的工程變更定單指

定的工程，大部分早前指定重建的路面工程改為重鋪路

面工程。 

工程師A發出一份工程變更定單，向承建商A繳付橋A 

打樁工程引致的增補工程費用。 

路政署與承建商A簽訂補充協議，協定解決有關延長完

工時間及逾期完工的費用的申索。 

工程核實大致完工。 

承建商B動工。 

屯門公路中央分隔帶鋼筋土牆工程施工。承建商B挖土

的深度已接近地基水平，但原先估計的基岩面仍未出

現。 

工程師B向承建商B發出一份工程變更定單，要求挖掘

兩個試孔，以定出新的地基水平。 

挖掘斜坡期間，承建商B發現地底有大範圍預料不到的

全風化花崗岩地質狀況。 

工程師B向承建商B發出另一份工程變更定單，建造修

改了的鋼筋土牆。 

工程師B向承建商B發出多份工程變更定單，進行增補

的斜坡鞏固工程。 

合約B原定合約完工日期。 

工程核實大致完工。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二零零三年七月 

二零零三年八月 

合約B 

一九九八年九月 

一九九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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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D 
(續) 

合約 C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二零零零年五月 

二零零零年年底 

二零零一年六月

二零零一年九月 

二零零一年十月 

承建商C動工。 

在建造擋土牆期間，一條為瑪麗醫院供水的石棉水泥水

管爆裂。 

水務署通知承建商C，工地範圍內還有其他用石棉水泥

製造的水管。這類水管一旦外露就容易爆裂。 

水務署為現有水管進行臨時改道工程（工程於二零零一年

二月完工），之後才可進行拆除石棉水泥水管工程。 

承建商C委聘的拆除石棉承建商完成拆除及處置石棉水

泥水管的工程。 

合約C原定合約完工日期。 

由於要拆除石棉水泥水管，工程師C批准承建商C延長

完工時間 83 天。 

工程核實大致完工。 

承建商 D 動工。工程開始後出現多種無法預知的情況 

（如為數碼港發展計劃安裝公用設施的增補工程），影響施

工進度。 

路政署與各有關方面展開商討，研究如何解決工程延誤

的問題，並定出可行措施務求工程早日完工。 

合約D原定合約完工日期。 

當時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表示關注道路改善工程能否如

期完工，以配合二零零二年三月數碼港第一期租戶人伙

的時問。 

路政署定出加快工程進度的措施，提高承建商D的建造

產量，以趕及二零零二年三月前建成永久行車道並在同

年七月前完成餘下工程。 

二零零零年六月 

二零零零年八月 

二零零一年三月 

二零零一年四月

二零零一年六月 

二零零二年四月 

合約D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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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D 

(續)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 

二零零一年十一

月中至十二月初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二零零二年七月

二零零二年十月  

路政署向當時的庫務局申請批准與承建商D簽訂補充協

議。 

提出新施工要求，加人配合數碼港啟用而進行的固網服

務工程。 

庫務局批准路政署簽訂價值400萬元的補充協議，以落

實加快工程進度的措施。 

行車道建成。 

合約D餘下工程完成；工程核實大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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