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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刊登之文章，文責由作者自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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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芿苒，「中華技術」創刊至今已達第100期，刊載內容涵蓋不同工程世

代之演進，以及多樣化工程領域，完整記錄國內專業工程技術之研發及建設的成

果，可謂為國內公共工程建設相關技術發展之縮影。

　　民國96年5月中華顧問工程司依照「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之規定，

將工程顧問業務全數移轉至所轉投資設立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業務範圍包括各種交通系統、大眾捷運、建築、結構、港灣、機電、機

場、都市計畫及土地開發等工程專業技術，並由台灣世曦承接「中華技術」刊物

之編撰、製作、印製等要務，並延續傳播工程專業知識、傳承工程技術經驗，發

揮工程人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之精神。

　　

　　「中華技術」編輯團隊不僅在內容架構上完整呈現工程技術專業，期間在編

排方式以及內容呈現上，更不斷精益求精，以獨一無二、引領業界風騷之特色，

居於同類期刊之主流領導地位。除此之外，隨著時代之演進，在電腦化、資訊化

的趨勢之下，「中華技術」充分利用數位排版系統，編輯製作更高品質的優質化

刊物，並且推出無紙化之中華技術網路電子期刊，提供民眾可上網搜尋閱讀，滿

足更多對工程專業有興趣之民眾對相關知識的渴望。

　　本期彙集多位讀者對「中華技術」之期許與祝福，以利緬懷過去並策進將

來。學海無涯，技術之進步亦永無止盡，「中華技術」未來將持續記錄國內工程

技術之創新與發展，期以先驅者之角色，引領國內工程建設邁向更卓越的未來。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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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技術」邁向100期了！

    民國60年代中華顧問工程司開始定期出版兼具工程專業及司內聯誼性質的

「中華通訊」綜合型期刊，民國78年此期刊改版為單純工程技術專業導向的「中

華技術」，到今年底「中華技術」即將發行第100期。 

    第100期的出刊，對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係一重要的里程碑；本期

「中華技術」特別邀集過去在「人物專訪」的受訪者以及許多長期讀者共襄盛

舉，集結成對「中華技術」的祝福與期許，謹此對他們致上深深的感謝。

    40餘載以來，「中華技術」對國內工程業在提供工程實務案例及工程技術交

流上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相信透過這個平台的有效溝通與傳遞，不僅能收他山

攻錯之效，也能藉以汲取眾多前輩經驗的智慧結晶，提供後起俊秀鑽研學習的渠

道。目前政府相關單位並無系統性蒐集整理工程文獻的機制，全賴各工程單位及

廠商自行努力；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已將「中華技術」列為適用技師執業執

照換發辦法之「國內外專業期刊」。此項殊榮，無論對曾經參與「中華技術」內

容撰寫之專業工程師或編輯同仁無疑是最大的肯定及向前邁進的動力。

    台灣世曦身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工程顧問業者，向以專業第一、精益求精為企業

發展精神，因此在慶賀「中華技術」出刊第100期的同時，我們將自勉繼續本此

精神接受挑戰，虛心廣納各界建言，配合大環境潮流及趨勢，以滿足同道們對於

基礎建設與工程優質化之渴望，為台灣工程產業竭盡心力。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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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技術」創刊於民國78年1月，迄今已有25年，發行100期， 若與前身「中華

通訊」合算更有40年之久。 從創刊時的黑白印刷紙本(1-48期) ， 到民國90年1月改採

「網路電子書」(49-69期) ，而後到民國95年4月第70期起，以精美的彩色精裝本出刊，

並維持網路電子書之雙軌模式發行。「中華技術」 因應環境的變遷與時代的進步，一直

在求新求變，內容與品質等也不斷的改善，力求

精益求精、與時俱進。

　　在第70期復刊改版的同時，本刊物改由各技

術部門輪流負責文稿，以專輯方式出刊，首次專

輯 以”海岸環境改造”為主題， 我因當時負責土

建事業群， 所以義不容辭擔任該期的總召集人，

為「中華技術」打出改版後的第一棒。

　　「中華技術」一路走來，記錄著台灣工程技

術的演進，提供技術研發成果與工作心得交流的

平台，讓工程界的同好透過「中華技術」，分享

經驗並擴大交流，共同為提升台灣工程技術而努

力。

　　欣逢「中華技術」發行第100期，是開啟了新

紀元，邁向新里程的重要時刻，CECI的全體同仁

非常感謝長期以來許多工程先進的支持與鼓勵，

我們會珍惜長期辛勞耕耘得來不易的成果，繼續

秉持著「誠信、謙卑、熱忱」的優良傳統，貢獻

專業技術，服務社會。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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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在過去已提供完整工程專

業知識，使業界受益良多，適逢貴

刊創立二十五週年，本人謹致上最

大祝福與謝意。日後更期盼能秉持

當初創刊之初衷，報導更先進創新

工程技術，為我國工程界做出具體

貢獻。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方進呈局長

季刊對人物與工程的介紹，內容豐

富。對文字、照片及圖表版面設

計，將硬梆梆的工程素材，以活潑

的方式呈現，讓人印象深刻。期待

編輯團隊持續擴張境界，向著工程

技術紀錄與傳承的標竿奔跑。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處 V8／王元靖處長

走過從前，25年如一日，一步一腳

印，展現遠見卓識，默默為國內工

程界奉獻心力，展現出類拔萃的菁

英風範！

期待發揮高超技術與能力，再創中

華技術的高峰，締造另一個圓滿的

未來，謹祝　業務蒸蒸日上！

生日快樂！！！∼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一區養護工程處／王韻瑾副處長

台灣世曦傳承中華顧問優良傳統，

規劃、設計、監造系列優質技術服

務享譽國內、外，中華技術則是台

灣世曦實踐委託者如期、如質、如

預算額度的思維，從計畫初始至實

物成果展現，全生命週期內強力的

腱和鏈。

交通部臺灣鐵路改建工程局

東工處／江玉村處長

◎ 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中』規中矩 

『華』實兼具  

『技』藝超群 

『術』有專精

『中華技術』多年來已經成為許多

人每一季的等待與感激，期待的是

每一期精心編製與眾不同的主題專

輯，感激的是它帶給我們新穎、豐

富而又實用的資訊。

衷心祝福與期待『中華技術』繼續

堅持、邁向未來，出版下一個與更

多的100期，帶給大家更值得期待

的最新資訊與專業知識。

介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王錦洋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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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再造，技術升級。

台灣有你，世曦與榮。

中華技術100

中華技術百分百

台灣世曦願與你我勇往邁進！！

高雄市政府

地政局／利明輝副局長

感謝「中華技術」季刊長期對國內

工程界的貢獻與努力，對於相關作

業人員的辛勞予以高度敬佩。

對於未來有幾點建議：

一、對於各工程領域之新技術介紹

二、辦理優秀研究報告發表

三、新法令宣導

四、辦理技術研討會議

力麗集團環工事業群

吳人傑執行副總經理

《中華技術》是一本專業工程技術

雜誌，圖文並茂，走過悠悠25個年

頭，出版100本專業刊物，「《中

華技術》，有你真好！」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吳漢彬

貴刊已創刊100期，在這漫長歲

月，中華顧問工程司及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公司無論是籌劃者或是編輯

者或是審查者，皆可看出用心規劃

季刊內容，無論是人物專訪或專題

報導，將各型各類的重大工程，透

過受訪者的口述或是撰寫者的敘

述，將設計構想、工程特色、創新

技術、施工監造過程所遭遇困難及

因應對策，詳實記載，內容生動如

歷其境，使得工程人員在閱讀時，

充滿著往下看下去的趣味，閱畢後

有獲益良多之感，感謝所有參與者

的用心，也誠摯期盼再往200期邁

進。

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

吳明恩副處長

謹誠摯祝賀「中華技術」創刊100

期！過去4分之1世紀「中華技術」

為我國工程技術發展做出鉅大的貢

獻，有目共睹，自民國78年「中華

技術」為工程界敲出巨響後，其影

響就不曾止息，祝福在未來獲致更

多的創新，達成更高的成就。

國立台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李公哲教授

時值創刊100期之際，「中華技

術」一步一腳印，與時俱進，提供

工程實務、技術及學術理論之交

流，亦使工程智慧與經驗廣為分享

傳承。期許未來不斷研發創新，並

精進服務效能。

臺灣證券交易所

李述德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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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中華技術創刊100期，在此謹

致上深深的感謝與期待。

因為貴刊所提供的寶貴工程實務專

業資訊，嘉惠了許多工程人員和學

子，對於國內工程品質的提升值得

肯定。希望貴刊能一本初衷，百尺

竿頭更上一步，也祝福與期待邁向

下一個100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林炤圭副教授 

世曦公司為業界之翹楚更執技術之

牛耳，發行之中華技術內容精湛，

印製精美，所刊文章均百煉成鋼，

實為百裡挑一之選，令人百讀不

厭，欣逢貴刊創刊百期，祝貴刊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再創百年之

業。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周天穎教授

中華技術詳實報導工程建設的規

劃、設計、施工技術，是國內土木

人重要的交換土木知識與技術的平

台。

期望來年的N X100期仍保有目前

圖文並茂的風格及型態，並能出版

e-edition。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李崇正教授

「技」藝超群‧「術」業專精

「中華技術」是一本極具實務參考

價值的工程期刊，不僅提供各學域

之專業知識，同時是實務經驗傳承

的最佳交流平台，值此百期之際，

續盼「繼往開來，持續創新」，為

我國的工程品質與環境奠定勝基。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周永暉局長

100代表完美，也彰顯突破的難

度，《中華技術》25年來深耕百

期，留下前輩們走過的足跡、累積

的經驗，在知識經濟躍進的時代，

這些都是最寶貴的資源。恭賀《中

華技術》展現傲人的成果，並期待

持續令人賀彩的成長及突破。

國立交通大學

交通運輸研究所／汪進財教授

「中華技術」是一本精心策劃編製

的專業技術性刊物。其中，涵蓋

了工程人文及工程技術的介紹及剖

析，對於國內重要公共工程建設有

詳盡的解說。本文除了內容豐富

外，圖文表編排印刷精美，總能讓

讀者愛不釋手、心怡閱讀、受益良

多。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林德貴教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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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祝賀「中華技術」季刊100期

發行。一步一腳印，真實完整的記

錄每一項工程、技術；深入探討各

種問題及解決方式，為台灣工程界

奠定紮實的基礎。

萬丈高樓，從平地造起。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段永定教授

期許「中華技術」秉持一貫之用

心，繼續結合專業與技術，匯聚各

方領域，傳承知識、交流技術、分

享經驗。

祝福「中華技術」，在歷史的回

顧，現在的用心，及未來的展望

下，成為值得細細品味，深刻閱

讀之寶典，更為各界終身學習之資

源。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施媺嬍總工程司

安全、經濟是工程師的責任，請共

同遵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168條。

第一百六十八條　　水土保持之處

理與維護除應符合安全、經濟外，

並應考慮與自然生態工法之配合運

用。

中興大學

水保系／段錦浩教授

即使是國內具規模的營造公司，內

部亦多無專責之技研部門，所以若

要傳承施工經驗，以回饋創新精進

新工法、新技術及新型施工機具的

期待，就會轉寄託到少數具領銜地

位的工程顧問公司身上，當然，除

了設計、監造與管理外，台灣世曦

如果也能全方位的承攬營造施工，

那麼「中華技術」就可以是工程全

生命週期具體成果呈現的園地。今

天「中華技術」發行100期成果斐

然，請再堅持走下去，也預先祝福

將來「中華技術」創刊100年發行

400期，綿延蓬勃發展。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南區工程處／洪顯宗科長
期許「中華技術」秉持一貫之用

欣逢貴刊創刊25週年，特表賀忱，

貴刊內容充實，發表之論文暨工程

技術探討，於實務工程人員獲益良

多，對提升國內工程技術著有貢

獻，期貴刊再接再勵，開創土木之

光。

桃園縣政府工務局

郭振寰副局長

「中華技術」是中華民國工程界最

具技術實務水準的刊物，本人長期

研讀「中華技術」，學習諸多工程

界先進前輩的智慧、知識與經驗。

而且「中華技術」的彩色內容對於

技職體系的科技大學而言，特別適

合用來教育年輕學子。本人在此以

十二萬分的敬意與謝忱，感謝財團

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及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免費贈閱。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金文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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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創刊25年，發行100期的

工程技術報導，篇篇錦繡，字字珠

璣，獨步全球，更是台灣工程界

技術精益求精的最好見證。期待

你們持續創新，做最好的工程，做

3G3R的工程，傳承經驗，棒棒交

替，世界第一。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

張培義局長

路遙知馬力，欣逢中華技術創刊

100期，歷經25寒暑，精益求精，

提供數不盡的訊息與最新工程技

術，嘉惠業界與學子至感欽佩，敬

致崇高的敬意與衷心祝福。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張惠文教授

中華技術創刊以來為國內工程界提

供了很多寶貴的資訊，從創意的設

計到新工法、新材料的介紹，更可

貴的是對實務經驗的報導。

今逢創刊百期，除了祝福外也期望

能對國內外發生重大問題的工程有

所介紹及探討。再次祝福中華技術

及全體同仁。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莫若楫董事長

在台灣社會，越來越多的政治，越

來越少的專業，但是工程安全與技

術卻非政治口水就可解決，仍然需

要紮紮實實一步一腳印，要每個工

程人點點滴滴的累積才能成就，謝

謝世曦公司提供了中華技術刊物，

讓工程人有機會將他們的努力在此

園地讓大家分享，並切磋工程技術

讓台灣的整體工程觀念與技術得以

交流、精進，謝謝世曦，謝謝中華

技術，願永續經營，永留風範。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張璠局長

100代表圓滿，超越100，惟有創

新；期待「中華技術」季刊在既有

基礎之下朝向新紀元，提供更精進

有價值的文章，傳播各領域先進的

寶貴經驗，塑立知識管理典範。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陳弘凷所長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中華技術，日新月異。

內政部營建署

下水道工程處／陳仰洲處長

土木工程學系／張惠文教授

中華技術，日新月異。 1
期
許
與
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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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讀到中華技術季刊時，都會感

受到它的用功與用心，除從中獲取

工程新知識與新觀念外，更能體會

從事工程人員的努力及付出；感謝

中華技術季刊為國內工程界留下經

驗與傳承。

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南區工程處／陳建宏副總工程司

技術在傳承中百分百，進步也在中

華技術百期中成就人才，25年的傑

作樹立未來百年表率，再努力，一

起加油！

台北市公共運輸處

陳榮明處長

中華技術期刊針對國內土木工程各

不同領域之最新工程實務、新知

等資訊進行整理報導，並對關鍵重

要人員進行人物專訪，內容深入淺

出、行文理闢義精，對國內工程技

術之發展與提升，扮演著重要推

手。樂見中華技術即將發行第100

期，並期許祝福未來能有更多的

100期。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

規劃組／陳國隆組長

欣聞「中華技術」創刊一百期，自

民國78年創刊以來，見證及記錄我

國交通建設工程技術發展歷程。25

年，恰似一個年輕人唸完研究所，

邁入青壯年，將對社會做出更多貢

獻的新起點。期許與祝福「中華技

術」下一個一百期，持續提供更先

進之技術資訊，陪伴工程人員一起

成長。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陳存永局長

「台灣世曦」造就無數台灣工程界

的菁英，但更由「中華技術」季刊

長達25載的默默耕耘及貢獻，不吝

將寶貴的工程技術及經驗提供國內

專業分享與研討，在在提昇國內工

程品質及專業的精進與革命，成為

國內工程界舉足輕重的先趨並引領

國際，在這中華技術創刊100期重

要日子，祝　貴刊鴻圖大展、再創

高峰。

在國內工程史上，「中華技術」季

刊除將無數台灣工程的驕傲揚名於

世外，亦積極將工程專業及經驗傳

承業界，除提昇社會經濟的發展與

競爭力外，更帶動工程專業界向上

精進的動能與活力，成為國內工程

界標竿當之無愧，期待　貴刊再創

業界奇蹟、放眼未來、榮耀世界。

麗寶機構麗豐資產

陳志鴻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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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技術　分享同儕

堅持專業　回饋社會

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

望我志士　共創新局

衷心期盼「中華技術」在工程技術

領域，繼續發光發亮。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曾大仁局長

中華技術期刊自1989年1月創刊發

行，迄今滿25年，四分之一個世紀

來，提供實質可用之工程觀念、知

識及技術經驗，活化營建業的生命

力，至為感荷，謹致上滿懷的祝福

與期許未來，再致力提昇營建發展

而努力。

皆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曾國展董事長

受益良多

祝永續經營

國立交通大學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馮正民教授

技術需要傳承，經驗需要分享，產

業才能永續。

過去「中華技術」在工程領域扮演

傳承與分享知識及經驗的平台，為

產業保留寶貴的無形資產。

期待

未來「中華技術」的永續發展，能

為產業提供更多元與前瞻的知識。

國立中央大學

營建管理研究所／楊智斌教授

中華技術創新精闢的報導，給予工

程師臨場的經驗與觀念的啟發，

為民粹言論充斥時代，注入建設性

清流。透過人物專訪百尺竿頭的視

野，點滴出宏圖氣魄的使命情感。

期許中華技術持續提供標竿典範、

承先啟後的永業貢獻。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黃一平副局長

普希金曾說「讀書和學習是在別人

思想和知識的幫助下，建立起自己

的思想和知識」，而書籍是人類知

識的總結，讀一本好書，就如同和

許多高尚的人談話，期待日後工程

界及學術界透過「中華技術季刊」

經驗的分享及傳承，共同建築美麗

的台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溫志超教授

1
期
許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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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以專業的角度，分

享專業的經驗，為台灣工程界的技

術傳承做了最大的貢獻，期許未來

的「中華技術」，不斷注入更多且

更新的技術發展，締造台灣輝煌的

工程藍圖，也祝福「中華技術」季

季出刊順利，創造出無數個100期

的里程碑。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鄒宏基董事長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及台灣世

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向來為我

國工程顧問與技術服務之翹楚，希

望藉由「中華技術」此一平台進一

步結合理論與實務，提昇國內技術

能力與工程品質，「中華技術」加

油！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趙紹廉局長

隨著時代變遷與科技進展，中華技

術記錄了國內土木工程的演進歷史

與工程技術的展望。祝福中華技術

25年耕耘的豐碩成果，並期許能永

續經營將更多的寶貴工程經驗不斷

傳承下去。

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蔡孟豪教授

恭祝中華技術季刊創刊25年

發行100期

傳承中華顧問技術服務實務精粹，

記錄台灣世曦工程建設永續發展。

華梵大學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鄭清江主任

開一彎小徑，連結了兩頭人家

搭一座大橋，拉近了兩岸聚落

闢一條鐵道，緊密了兩地城市

辦一本雜誌，串接起全台資訊

恭喜中華技術季刊創刊100期

祝福中華技術季刊續傳交通新訊

再創下個精彩100！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鄭有欽總經理

賀  中華技術創刊100期

中西兼顧永傳存

華灼文采聚寶盆

技藝高超冠群倫

術業專精季季新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鄭文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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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精美且內容充實，可獲得多元

化實務工程專業知識，讓人有典

藏之心，期望持續下去，由衷的謝

謝您們對季刊各方面的付出。另每

頁上邊及右邊空白部份，可否再縮

小，分隔線可否不要，因為它會增

加視線的模糊化，整體而言編排是

不錯的。

經濟部水利署

中區水資源局／鍾朝恭局長

每一次展閱中華技術季刊，總能夠

給我一次又一次的工作動力~

透過人物專訪，了解到工程前輩的

擘劃與遠見。藉由一篇篇專題報

導，感受工程人員的專業與奉獻、

或者用心與執著。工程人員自詡地

球的雕刻師，我們有義務讓周遭環

境優質化。

值此季刊100期之際，敬祝更善更

美更長久。

威勝營造有限公司

謝興宇主任技師

中華技術邁入100期是件可喜可賀

的事，因為一份專業技術性的期刊

能持續長達25年，除顯見其受廣大

讀者之歡迎及肯定外，亦見發行者

對技術宣導之執著，期盼在下一個

100期能更精進，為國內工程技術

之提昇作見證。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

蘇英豪主任

中華技術季刊匯集中華顧問／台灣

世曦／CECI數十年的工作經驗與

歷史傳承，在智慧運輸系統專業領

域奠定基礎向上發展。期待並祝福

你們，整合力量發光發熱，面向國

際，主動出擊，開創台灣在ITS的

產業新局。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鍾鳴時副局長

中華技術邁入100期是件可喜可賀

的事，因為一份專業技術性的期刊

能持續長達25年，除顯見其受廣大

讀者之歡迎及肯定外，亦見發行者

對技術宣導之執著，期盼在下一個

100期能更精進，為國內工程技術

之提昇作見證。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

蘇英豪主任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鍾鳴時副局長

感謝中華顧問工程司及台灣世曦公

司回饋工程界編製的用心，對於工

程技術提升與傳承，工程史料紀錄

與保存，工程先進前輩的報導，以

作為後輩的楷模，實是居功厥偉。

祝福中華技術未來能繼續一本創刊

初衷，勇健的邁向下一個 100期，

並發揚光大。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鍾禮榮副局長 1
期
許
與
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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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ABSTRACT摘  要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軌道技術中心／主任／成維華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軌道技術中心／正工程師／劉崑玉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軌道技術中心／工程師／錢明鴻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軌道技術中心／正工程師／蔡欣局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經理／石明于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副研究員／李宗展

平交道障礙物自動
偵測裝置研究開發

◎ 關鍵字：影像偵測、障礙物偵測、特徵點偵測

目前各國所使用之平交道障礙物偵測系統技術之可分為：雷達偵測及測距、雷射光偵測及測距、

感應線圈偵測、應變計、超音波感應器偵測、雷射光阻斷感應裝置、影像偵測等幾種方式。本研究即針

對影像式偵測技術進行開發，搭配影像特徵點追縱技術及複式系統建構，發展一套具高可靠度、高正確

率、低誤報率之平交道障礙物自動偵測裝置系統。

2

1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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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鐵路平交道向來是鐵路安全防護的弱點，

在鐵路意外事故中，平交道意外事故數量排名

第二，平交道事故死亡人數佔總系統事故死亡

人數比率高達72.5%。就國內平交道肇事原因分

析，歷年來平交道事故大多為臺鐵局的無責任

事故，95%以上的原因皆由於公路側駕駛人的

違規或疏失所造成，在主要肇因方面，前三項

肇因依序分別為：(一)搶越或闖越平交道；(二)

車輛熄火或卡在平交道；(三)未保持淨空等，

其中「用路人闖越」佔平交道事故原因比例達

73.5%，顯見平交道事故的發生在人為因子上有

很大的關聯性。

鑒於國內平交道事故頻傳，鐵路平交道對

於行車安全影響甚鉅，依據JR東日本鐵道公司

的資料，平交道加裝障礙物自動偵測器其事故

發生率0.12(次/每百萬列車數)遠比沒有裝設偵測

器的平交道事故發生率0.43(次/每百萬列車數)來

得低，爰此可知障礙物自動偵測器可以有效降

低平交道事故案件。

1 42 5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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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方法概要

本研究是透過在平交道建置監視錄影器，偵測路人或車輛是否有搶越

或闖越平交道行為、是否有車輛熄火或卡在平交道，以及平交道是否有貨

物掉落未保持淨空等資訊等。另外，為降低本系統之誤報率，系統中加

入容錯機制，於平交道上架設多套監視設備，針對取得監視之畫面，做即

時處理與傳送。實施方法為研發高效能及高可靠度之電腦視覺影像分析技

術，包括：

一、 研發穩定可靠之協同式偵測移動物件及遺留物偵測技術。

二、 研發穩定之平交道物件追蹤技術，透過禁區設定、虛擬跨越線設定、

偵測及追蹤通過平交道的人車、並以遺留物偵測技術偵測是否有物體

遺留在平交道上，即時通報行控中心或列車，及早應對及排除可能的

事故。

三、 能適應不同天候光線場景之監控技術，以克服不同天氣光線之環境。

四、 以複式系統建構，並導入基於角點特徵之偵測法，期望系統可達到

99%的查準率，1%以下誤報率水準。 

系統驗證方面，本研究於平交道上架設監控攝影機，於實際場景進行

實驗。所開發的演算法須具備高效能，每一部多核心電腦可同時分析兩個

攝影機之影像。三套攝影設備，架設於限高架的三個適當的角落，並佈設

訊號線與電源線至一屬的機箱，該機箱內放置系統分析主機，以及高效率

的散熱裝置。同時，也需要考慮到電源供應，預期功耗須小於500W。

參、影像式平交道障礙物自動偵測

本系統的流程如圖1，所需要使用之各個模組詳述如下：

 圖1　平交道障礙物自動偵測技術流程圖



2
工
程
論
著

No.100│ October  2013 │23 



24 │No.100│ October  2013 

2
工
程
論
著

      圖2　平交道偵測範圍設定示意圖

一、偵測範圍設定模組

一般來說，受限於攝影機架設的空間，用

來監控交通之攝影機多置於高處，透過一俯視

角度來監控平交道，取得之影像如圖2所示。

在本技術實施之前，使用者需先針對影像上設

定其所感興趣之平交道位置，並以一多邊形興

趣區域表示，如圖2中紅線框選區域。圖中藍線

框選區域則為警報區域，在紅框內偵測到的物

體進入藍線框選區域便會發出警報。黃線及綠

線框選區域為偵測火車之通過而設定的區域。

另外，本研究研發過程中，針對特別容易造成

反光的鐵軌附近區域（如圖2中的紫色及白色框

選區域），消除反光造成的誤判，以降低誤報

率。

二、參數設定模組

本技術應用之場景含有許多變因，例如前

述之視角和光影變化，因此演算法所使用的參

數也必須隨之對應，以確保其偵測效果。這些

參數包含興趣區域邊界、火車偵測區域之敏感

度、鐵軌附近區域反光消除參數、物件特徵敏

感度，以及影像品質參數等。經由長時間的測

試與驗證，本研究針對天候、光線、時間等因

子，歸納出數套參數設定，分別對應到白天、

晚上、陰雨天、晴天等狀況。藉由天氣或時間

的回饋資訊，加以切換並套用合適的參數設

定。本研究已針對各攝影機視角設定適用於白

天及晚上的兩組參數，分別對日間及夜間不同

的光影特性以及物體明暗清晰程度，調整出最

適合的偵測參數。同時利用攝影機自動感應環

境亮度，自動切換紅外線模式的功能，同步切

換日夜間偵測參數，以達到自動化偵測的目

的。

三、禎差計算模組

為處理此類交通監控問題，許多前例皆基

於背景相減技術，來開發解決方案。然而，背

景相減技術有許多先天上的瓶頸難以克服，因

此難以實際應用。本研究所採用的技術，是基

於較為穩定的禎差計算。將視訊中的每兩兩連

續畫格，取其差值及門檻值篩選，再套用形態

學運算元去除雜訊，所得的結果即為禎差。由

其定義可知，禎差計算乃為一相對數值，在一

般的視訊取樣頻率 (15FPS以上)，對於光線的

變化即具有較高的容忍度。例如交通路口常見

的瞬間強光照射，在背影相減技術的架構下，

若背景模型更新率過低，由於該畫格所有像素

的數值，皆與背景模型所認知的每一畫素的數

值差異極大，所以所有的畫素皆會被認為是前

景，若背景模型更新率過高，卻又容易將前景

物吸收到背景模型中，造成前景物消失。然

而，禎差計算的方法，因已減去這種整體的瞬

間變化，所以可正確分離出前景背景區域。

四、特徵點偵測及追蹤模組

在進行禎差計算之後，在該區域內進行特

徵點偵測，作為追蹤該移動物件的依據。這裡

的特徵點是透過Harris角點偵測技術取得，所謂

Harris角點偵測，是藉由觀察一張影像中局部的

矩形區域，將這個矩形區域像影像中不同的方



2
工
程
論
著

No.100│ October  2013 │25 

向作些微的移動，來瞭解矩形區域中灰階變化

的強弱，矩形區域可分為三種情況：

(一) 若是在矩形區域移動的影像中灰階值

的變化是趨於平坦，則不管這個矩

形區域要往哪個方向移動，在矩形

區域中的灰階並不會有特別明顯的

變化，如圖3(a)。

(二) 若矩形區域在邊或是線的影像區域中

移動，則當矩形區域沿著邊或線的

方向與邊或線垂直，則灰階變化將

會相當強烈，如圖3(b)。

(三) 若矩形區域在具有特徵點的影像區域

中移動，則不管哪一個方向的移動

都會造成矩形區域中強烈的灰階變

化，如圖3(c)。

圖4顯示一範例，於圖4(b)之鳥瞰影像上，

右邊車道之進入點偵測窗偵測到有車輛經過事

件，隨即透過Harris偵測技術偵測出三個特徵

點，如黑色方形所示，該方形中心即為所偵測

出之特徵點位置。

透過光流法的追蹤，即可在後續之影像幀

上，持續地對特徵點進行追蹤，如圖4(b)所示。

五、階層式特徵點群化模組

雖然透過特徵點偵測與追蹤模組，可以找

到屬於移動車輛的特徵點並追蹤其移動行為，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並不知道這些特徵點該

隸屬於何輛車輛，因此本研究提出一階層式特

徵點群化架構，來群化屬於同一輛車輛之特徵

點，進而得到單一車輛之追蹤結果。

該階層式特徵點群化機制之架構如圖5所

示，由特徵點為底層開始，由下而上包含特徵

點層、特徵點群層及物件層，其中層與層間之

關連性，在特徵點層與特徵點群層間，透過合

併與剔除機制，合併相近似之特徵點並剔除因

光流法估測錯誤之雜訊特徵點；至於特徵點群

層及物件層，則利用合併的策略，將具有動量

一致性(Motion Consistency)及空間-時間一致性

(Spatial-Temporal Consistency)之特徵點群加以

合併為一移動物件，即形成單一車輛。各層之

運作方式包含：

(一)特徵點層之合併

(二)特徵點群層之點剔除

(三)特徵點群層之合併

(四)特徵點群層之分離

圖3　矩形區域在影像中移動示意圖

圖4　特徵點偵測與追蹤之範例

圖5　多層式特徵點群化架構



26 │No.100│ October  2013 

2
工
程
論
著

用最大化後知函數(MAP)估計公式來得知該特徵

值最適合的分類。在使用多維高斯模型時，高

斯模型的出現比例高和變化比例低，代表此高

斯模型的穩定度高。利用此一特性，本研究根

據每一個高斯模型的權重與變異數比率來排序

多個高斯模型。接著定義一個閥值T，當排序前i

個高斯模型的權重總和高於T時，前i個高斯模型

會被視為背景模型，而其他則視為前景模型。

由於背景環境不斷的在更新，因此多維高斯模

型也必須持續的更新。

在陰影層中，本研究利用自動陰影偵測演

算法依照陰影特性來判斷其是否為陰影，如果

像素i滿足陰影層中的高斯分佈，則將其標示為

陰影，並更新其相對之高斯分佈函數，反之像

素i有可能歸屬於前景層。多層次模型中的前

景層分隔成兩層：移動前景層和靜態前景層。

每一層是仿照單一高斯分佈的，使用兩層代表

前景，可以容易地發現遺棄物或新的前景移動

物體。當新進來的像素不適合在背景層，陰影

層或靜態前景模型，就會被認為它屬於移動前

景，並更新相對應的高斯模型。圖6顯示多層次

背景模型的陰影偵測效果。

肆、 整合階層式背景重建與動態閥
值機制

一、整合階層式背景重建技術

當過度曝光發生時，例如夜晚場景，物件

本身的紋理會消失，使得角點追蹤會有失敗的

情形，失敗之後，物體偵測範圍將會越縮越

小，最後導致偵測失敗。若配合背景重建，可

將物件可能的出現範圍再加以回復，讓物件追

蹤區域不致縮小。

在背景層中，針對影像中的每一個影像

點，建立一多維度之雙高斯混合(Color & Edge 

Gaussian Mixture Model, CEGMM)背景模型。概

念為將一段時間內的影像點特徵變化建模，以

容許背景影像的小幅度變化。建模所用的影像

特徵，本研究採用該影像點的RGB色彩資訊以及

物件邊界(Edge)資料獨立進行，再將兩個物件偵

測結果整合取得最後的前景移動物體。若將一

個影像點在時間序列內的特徵值當成一個隨機

序列，在此影像點中可能出現的新特徵值可用

一描述隨機序列的機率模型來表示。假設某一

個影像點的特徵資訊為在時間序列內有K個不同

的數值，以K={k1, k2, ⋯ kn}表

示之。若用一多維度的高度模

型來代表ki的可能分佈狀態，

不同的狀態k利用不同的高斯

模型來描述，則可用K個多維

度的高斯模型來共同表示之。

本研究給予每一個多維度高斯

模型不同的權重，以表示該高

斯模型出現的機率。

本研究當取得影像中的一

個新的影像點的特徵值，它可

能被歸類為多維高斯模型中的

某一個高斯分佈中。本研究使
圖6 多層次背景模型的陰影偵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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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為階層式背景重建技術的一個簡單的例

子，藍色箭頭表示先前方法所追蹤到的角點，

綠色的十字，為背景重建機制下所分離出的前

景，所追蹤到的角點位置。這些角點位置，會

整合入藍色橢圓區域，做為下一次追蹤的線

索。因此藍色橢圓區域部分所含的角點，將在

物件行進過程中不斷的新增，以保持該物件追

蹤資訊的完整性。由圖中可見，物件由遠而

近，且曝光越來越嚴重時，本機制可讓橢圓輪

廓適切的符合物件區域，順利完成追蹤。

二、動態閥值機制

本研究要處理的影像屬於複雜的場景。為

了能提高其自動化適應能力，動態的閥值計

算，是一個必要的機制。舉例而言，當物件進

入偵測區域時，後續的畫格之間有時候其差異

不明顯，間接造成角點較少，如汽車的車身中

段部分。若以動態的畫格差異閥值來計算畫格

差異，則可較彈性地取得較多的車身部分的角

點，而增進其效能。圖8顯示一個例子，其中

紅色曲線部分，代表是否有畫格差異發生。藍

色曲線則為動態閥值。當有畫格差異發生的時

候，即刻降低動態閥值，畫格差異消失一段時

間後，再逐步調高動態閥值到一個預設的數

值。由圖9可以看出，以動態閥值機制所偵測到

的物件角點確實較為完整。

伍、複式硬體架構之系統建置

為加入容錯機制之考量，本系統採用複式

系統架構，架設多套攝影及辨識電腦主機等設

備及相關同步系統，以提升實際應用之穩固

性。本研究之複式硬體架構方案包含三套取像

設備、三台監測主機、一部HMI人機介面操作主

機以及I/O警報訊號控制模組，各主機與模組間

透過內部網路進行通訊與資料傳遞，系統架構

及元件如圖10所示。

圖7　融合階層式背景重建機制之效果

圖8　Frame difference 與 dynamic threshold 之互動

圖9　(a)固定閥值機制所偵測到的物件角點

        (b)動態閥值機制所偵測到的物件角點

圖9 (a)

圖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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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H 1,080像素)SDI攝影機、與SDI攝影機同

步的紅外線投射器以及SDI四通道影像擷取卡。

透過BNC訊號線傳送每秒15幀的高解析度影像

至監測主機。監測主機可同時進行即時監控以

及錄影功能。

每台監測主機連接兩套取像設備(如圖12)，

該兩套設備之總合視角，須能涵蓋整個平交道

範圍。每台監測主機同時分析兩套取像設備傳

來的即時畫面，並分別產生對應的障礙物偵測

結果。若同時有兩個以上的即時畫面(不同取像

攝影機)偵測到障礙物，則立即發送訊號啟動I/O

圖10 系統架構及元件圖

圖11　取像設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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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控制模組發出警報聲響，同時在HMI人機介

面操作主機上也會顯示警報。如此在某一套取

像設備或是某一台監測主機突然故障時，系統

仍能保持正常運作。

使用者可透過HMI人機介面操作主機進行攝

影機與監控主機狀態檢查、偵測區域設定及偵

測參數調整。HMI人機介面操作主機與三部監控

主機之間以Shared Memory機制進行訊息傳遞與

同步(如圖13)。

此複式硬體架構系統運作流程如圖14所

示。使用者首先在HMI人機介面操作主機上設定

偵測的區域及參數，送出後便透過Shared Memo-

ry將更新的偵測區域與參數同步到三部監測主機

上，以此參數進行分析後，偵測結果也是透過

Shared Memory通知HMI人機介面操作主機，再

經過投票機制輸出最後的偵測結果。

圖15為本系統於臺鐵福德街平交道現場

的系統配置圖。三部取像攝影機分別架設在平

交道限高門上，圖中左上角處因地形限制無法

架設，因此選擇其他三處並能使攝影機視野涵

蓋平交道中央淺藍色的警示區域。三部監測主

機、HMI人機介面操作主機及相關網路設備皆安

置於右側橘色控制箱內。

圖13 分析主機與HMI主機間

       
透過Shared Memory機制進行訊息同步

圖14 系統運作流程圖

圖15 現場系統配置圖

圖12 監測主機與取像攝影機連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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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系統驗證

本研究架設如圖12之複式硬體系統。實際畫

面與執行狀況，顯示於圖16。

在各項評估數據方面，本研究採用標準的驗

證方式。先以人工方式，標記每一物件進出監控

區域的時間點(以畫格編號為單位)，作為 Ground 

Truth。再將演算法執行結果，與此 Ground Truth 

比對，得出最後的效能數據。具體評估步驟依

序如下：

一、執行本系統，並將每一畫格皆輸出警報的

發報狀態 (Detection Result)。

二、以另一獨立之程式，將Ground Truth 與該

影片之偵測結果兩者比對，以計算演算法

效能。

圖16　實際畫面與執行狀況。橢圓區域顯示偵測到的物件，橢圓中心之紅點，代表已發報對象。  

         (a)1號攝影機日間偵測畫面、(b)1號攝影機夜間偵測畫面、(c)2號攝影機日間偵測畫面、

        

 (d)2號攝影機夜間偵測畫面、(e)3號攝影機日間偵測畫面、(f)3號攝影機夜間偵測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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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在此起訖畫格區間，有發出警報，

則為偵測成功 (tp)。

(二)若在此起訖畫格區間，未發出警報，

則為偵測失敗 (fn)。

(三)若有發出警報，但發報期間無物件出

現，則為誤報 (fp)。

表1列出了本研究所定義的各效能指標，橫

列為上述評估步驟一中的Ground Truth，縱行為

上述評估步驟二中的發報狀態。

接著，再由前述的效能指標，來計算最終的

查準率(Precision rate)、查全率(Recall rate)，以

及誤報率(False alarm rate)。其物理意義與計算

方式列於表2。

柒、結論

鐵路平交道是鐵路安全防護的重點，由歷

年統計資料，臺鐵平交道事故死亡人數佔總系

統事故死亡人數比率高達72.5%，可知鐵路平

交道對於行車安全影響甚鉅。鑒於國內平交道

事故頻傳，本研究可針對日夜間設定合適的偵

測參數，讓系統自動切換，更進一步加強演算

法偵測效能。建置複式硬體架構，

攝影機監視範圍可涵蓋整個平交道

區域，同時增加系統容錯與備援機

制，提高系統的穩定度，並降低誤

報率。實驗結果顯示，系統之查準

率達99.82%、查全率97.75%，誤報

率0.18%，未來希望繼續提高偵測

準確率達99.97%以上，並可透過網

路傳送平交道影像至列車上，提供

司機員第一時間判斷平交道現況，

以及整合現行平交道錄影系統，以

降低平交道設備維護保養費用。未

來還需制定統一硬體規範，以符合

臺鐵各式平交道，朝實際應用之目

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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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earch into obstacle detection at level 

crossings, http://www.rssb.co.uk/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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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平交道障礙物自

動偵測裝置研究開發計畫報告」，民國102

年7月。

表2 平交道障礙物偵測效能指標計算

表1 平交道障礙物偵測效能指標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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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式壓電片
   沖刷監測技術

◎ 關鍵字：沖刷、局部沖刷、沖刷監測、壓電片、預警系統

近年來，颱風造成的暴雨、洪水強度更甚以往，斷橋事件頻傳促使橋梁維護管理單位更加重視橋梁

耐洪的問題。本研究旨在開發一套具耐久、可靠且經濟的橋墩局部沖刷監測系統，為改善現有的沖刷監

測計多需開挖河床、無法量測回淤變化以及造價昂貴的問題，發展出一套無需開挖河床、可量測回淤變

化、造價便宜且數據處理簡單的沖刷監測計―重力式壓電片沖刷監測計。重力式壓電片沖刷監測計係利

用壓電片薄膜作為主要的感測裝置，其安裝時將一重力桿上端連接一電阻尺並於桿上佈設數個壓電片薄

膜製成的感測器，重力桿於安裝完成時置於固定在橋墩上的滑軌內，重力桿的底部放置於河床上。河床

高程下降時重力桿會隨著下滑，並透過電阻尺計算其下滑距離；河床回淤後則藉由壓電片感測器判斷回

淤高程。本沖刷監測系統所量測的數據搭配無線網路的傳輸可將資料即時傳回遠端的控制電腦，管理人

員僅需經由遠端電腦便能掌握現地的狀況，並判斷該橋墩是否需進行修復甚至封鎖橋梁。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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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地形狹長，山多平原少，且河川多呈

東西向，而主要的鐵路及幹道皆為南北向，人

們皆透過橋梁進行通勤及貨物運輸。因此，橋

梁在台灣的交通運輸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

色，也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推手。近年來，全球

的氣候變遷加劇，侵襲台灣的颱風、暴雨強度

較以往更為強烈，許多重要的橋梁因為基礎嚴

重裸露而承受不住洪水的衝擊應聲倒塌，也造

成了人民的生命、財產等無法彌補的損失。

近年來天災頻繁，斷橋事件頻頻發生，橋

墩局部沖刷監測系統日趨重要，在橋墩局部沖

刷監測方面有許多團隊進行研究及現地試驗，

國內的沖刷監測系統包含了光纖光柵式沖刷

感測系統、微機電壓力感測系統、埋入式防水

耐撞振動感應系統、重力式沖刷量測系統…

等；國外則多是使用聲納、電磁式反射儀、磁

性滑動套環等，本研究為改善現有沖刷監測計

多需開挖河床且造價昂貴之問題，開發一造價

便宜、無需開挖河床、可量測回淤變化且原理

簡單之沖刷監測計―重力式壓電片沖刷監測計

[19]，並於設計完成後安裝於現地橋梁進行監

測。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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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國內外針對橋墩局部沖刷機制的研究已有相當多之研究成果，對於局

部沖刷的機制可由許多文獻中得到詳細的介紹，國內有「本省西部重要河

川橋梁橋基災害分析與橋基保護工法資料庫系統之建立」[1]與「橋梁監測

預警系統及沖刷保護措施及補強等策略之研究」[2]等，國外則有“Bridge 

Scour and Stream Instability Countermeasures＂[3]、“Bridge Scour＂[4]等。

　　局部沖刷如圖1所示為當河道中有結構物阻擋或干擾水流流向，會造

成水流受阻而沿著此結構物產生沖刷作用，進而造成結構物局部河床因沖

刷而高程下降，對於橋墩基礎或橋台局部沖刷來說，則專指橋墩基礎或橋

台對於水流的干擾而在周邊形成不同的渦流及射流。

圖1 局部沖刷示意圖[11]

　　而國內外對於橋梁基礎局部沖刷檢、監測技術已發展多年，美國

NCHRP Report396[5]、397A[6]、397B[7]、515[8]、“Bridge Scour: Pre-

diction, Modeling, Monitoring, and Countermeasures—Review＂、 “ Bridge 

Scour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Development of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Protocols for Application on River Bridges in Minnesota＂、 “Real-time 

monitoring of local scour by using fiber Bragg grating sensors＂[9]、“De-

tecting Bridge Scour by Measuring the Thermal Variation Across the Stream 

Bed＂[10]、“Real-Time Bridge Scour Monitoring: Rec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11]，以及國內的「光纖與光柵用於橋梁監測之研究」

[12]、「橋梁監測技術手冊」[13]、「橋梁監測預警系統及沖刷保護措施

及補強等策略之研究」[14]、「橋基沖刷災害與相關之維護管理(2)－橋梁

沖刷監測預警系統及其功能評析」[15]、「高科技橋梁沖刷監測系統開發

與技術整合應用研究」[16] 、「高科技橋梁即時監測系統建置試辦計畫-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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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線西濱大橋」[17]等研究所提及之現有沖刷監

測系統包括表面型、埋入式或透過非接觸式進

行量測，大致簡述如下：

一、埋設橋址磚塊(圖2)

　　雨季來臨前將特別標註之磚塊或標的物埋

設於橋址處附近之河道中，洪水過後於埋設處

開挖並計算流失磚塊之數量估算洪颱期間河床

遭沖刷之最大深度，屬於早期無任何適當儀器

可使用之方法，此方法在雨季前預埋及雨季後

的開挖工程都相當麻煩。隨著電子及通訊技術

的發展，目前已有在預埋的標的物內裝設無線

電發射器，當河床被沖刷至標的物預埋的地

方，此標的物若產生振動則會發射一無線電密

碼，由接收器解碼、傳輸則可得知是哪個標的

物遭沖刷而流失。

二、聲納、透地雷達沖刷探測器(圖3)

　　聲納係藉由偵測超音波回傳的時間，因波

速在不同介質中會產生折射並改變其波速，利

用此一原理進而判斷河床的深度；而透地雷達

的原理與聲納相似，只是發射的波有所不同，

用的是電磁波。兩者皆屬於常見的檢測儀器，

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但其儀器成本較高，儀

器操作及訊號判讀都需要專業的人員使用。

三、水下攝影機

 於橋墩基礎上裝設防水攝影機，並且在不

同河床高程的基礎上標記不同的高程或沾標，

利用攝影的方式記錄河床高程變化，但其易受

浮木、流石撞擊而損壞，且在河水湍急、光源

不足的情況下不易清楚的記錄真實影像。

四、重力式沖刷監測計(圖4)

　　重力式沖刷監測計係將一重力桿置於一固

定於橋柱上的滑軌內，重力桿因自重會落於河

床上，而重力桿上連結一電阻尺，當河床高程

因局部沖刷而下降時，重力桿會隨河床高程下

降而滑落，此時可藉由電阻尺被拉伸長度得之

河床高程變化，其優點為造價便宜、耐撞且施

工方便，但缺點則是河床開始回淤時，重力桿

並不會隨著河床高程上升而改變位置，無法量

測到回淤深度，需要定期檢查重力桿是否有被

回淤，若被回淤覆蓋則需將重力桿抽出並放置

於河床上。

圖2 沖刷磚沖刷量測之埋設示意圖－名竹大橋[15]

圖3 聲納式沖刷監測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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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溫度式沖刷監測計(圖5)

　　溫度式沖刷監測計是利用河水與沙土層中

的溫度不同判斷河水與河床的界面。

六、電磁式反射儀(圖6)

　　電磁式反射儀也稱做時域反射儀，此儀器

是利用量測土壤的介電常數，此介電常數與土

壤之含水量有關，其會在土壤與水的界面會有

折射的現象產生，進而推估水與土的界面。

七、磁性滑動套環(圖7)

　　磁性滑動套環為國外常見的一種沖刷

監測儀器，其原理為將具有磁性的套環套

在一預埋於土內的圓管上，而圓管內有多

個磁通開關，接近套環的磁通開關會因套

環接近而有磁場反應。因此，當河床下降

時其套環會隨著河床下降而滑落，藉由磁

通開關的反應即可得知套環的位置，但其

缺點和重力式沖刷監測計相同，無法監測

回淤的變化。

圖4 重力式沖刷監測計示意圖及完工照片[17]

圖5 溫度式沖刷計概念圖[2]

圖6 電磁式反射儀[11]

圖7 磁性滑動套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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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光纖光柵沖刷監測系統(圖8)

　　光纖光柵沖刷監測系統概念係於一圓管中

安裝數個不同波長之光纖光柵感測器並予以串

接，並將此圓管埋入河床中，露在河床上的圓

管則可視為懸臂梁，假設水流為一分佈載重作

用於光纖沖刷監測系統之受力面，河床底面可

視為固定支承端，則於河床上方最接近河床底

面之光纖光柵所量測之應變值會較其他光纖光

柵的應變值大。因此，應變量測最大值之光纖

光柵位置則為河水與河床之交界面。進階的光

纖光柵沖刷監測系統則是將圓管上不同高程位

置開孔，並放入光纖光柵感測器，其中光纖光

柵感測器製成如按鈕形狀，內有小鐵片製成懸

臂梁構件，其上接有光纖光柵感應器，當水流

沖擊按鈕物件時，光纖感測器會感受到懸臂梁

構件受壓變形，而產生不同於未受水流沖擊之

訊號。

九、壓電片式沖刷監測計(圖9)

　　壓電片式沖刷監測計係利用壓電薄膜作為

感測器，壓電薄膜的特性為當其受到外力作用

產生變形時會激發出電壓，藉由此一特性，將

數個壓電片佈設於一圓管上，並將此一圓管埋

入土中，當壓電片處於空氣或水的環境下，壓

電片會因為風和水流沖擊擺動而產生較大電

壓，而當壓電片被埋入土中時，壓電片則處於

靜止狀態，電壓的反應相對於擺動時明顯的降

低，進而判斷出河床的位置。

十、埋入式振動感應監測計(圖10)

　　埋入式振動感應監測計係將一鋼纜上每隔

固定距離裝設振動感測計，在橋墩下游處鑽孔

並將此鋼纜放入，而鋼纜的最底部連接一重物

避免鋼纜因河水沖擊或流石、浮木撞及而遭抽

出。當河床高程下降而振動感測器露出時，其

圖8 光纖光柵沖刷監測系統示意圖[9]

圖10 埋入式振動感應監測計系統示意圖[17]

圖9 壓電片式沖刷監測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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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會因洪水的沖擊而發出激烈的振動訊

號；被埋在土中的感測器則因靜止而不會產生

振動的訊號。因此可利用感測器是否有振動的

反應判斷河床高程的位置。

十一、導桿式重力錘沖刷深度監測計(圖11)

　　導桿式重力錘沖刷深度監測計其原理和磁

性滑動套環相仿，其將一圓形套環套在預埋入

土中之鋼棒上，而圓形套環則連接一電阻尺，

圓形套環會隨著河床高程下降而滑落，藉由電

阻尺的讀數可得知河床高程下降的距離。

十二、微機電壓力感測沖刷監測計

　　微機電壓力感測沖刷監測計係將數個壓力

感測元件佈設於一圓管上並將此圓管埋入土

中，藉由量測水中及土中的壓力分布不同判斷

河床與河水的界面。

十三、結構單元振動監測橋墩狀況

　　透過監測結構單元振動頻率及振幅變化來

瞭解橋梁的狀態。藉由監測橋墩之振動與橋梁

局部沖刷深度之變化做比較，若能長期進行監

測，配合資料庫建立，將有助於瞭解橋梁行

為，甚至可以應用於橋梁局部沖刷深度預測、

構件老劣化狀況、支承狀況的瞭解並掌握其可

能發生破壞的情形，達到橋梁長期結構健康診

斷的目的。

參、重力式壓電片沖刷監測技術介
紹

一、監測系統儀器組成

重力式壓電片沖刷監測計示意圖如圖12所

示，整體包含H型鋼2支、重力桿1支、電阻尺一

組、數個壓電薄膜感測器和現地控制系統，以

下將針對各構件的用途各別說明：

(一)H型鋼：重力式壓電片沖刷監測計係

以2支H型鋼作為重力桿的保護殼以及

軌道，安裝時將2支H型鋼固定於橋

柱或橋墩上，再將重力桿置於此2支

型鋼中，當重力桿隨著河床高程下降

時，H型鋼可作為重力桿下降時的軌

道，並可保護重力桿不受水面上的流

圖11 導桿式重力錘沖刷監測計[17]

圖12 重力式壓電片沖刷監測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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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及浮木撞擊而損壞。

(二)重力桿：重力桿為此監測計的主幹，

桿上佈設數個壓電片感測器作為沖刷

和回淤的判斷，並且在頂部連接電阻

尺作為量測探測桿高程的變化。河床

沖刷時，重力桿會隨著河床高程降低

而下滑，此時利用電阻尺判斷其下滑

的高程，而當河床回淤時部分重力桿

會被埋在河床中，此時則利用壓電片

判斷其回淤深度。

(三)電阻尺：電阻尺其原理是將線性位移

變化以電阻的變化輸出，當電阻尺內

部線被拉伸時，其內部會產生電阻變

化造成輸出之電壓值的改變，再利用

其電壓改變量換算成位移的變化。

(四)壓電薄膜感測器：基於壓電薄膜的壓

電特性，薄膜在受外力產生變形時，

在變形的過程中會相應產生電壓輸

出，Lagasseetal.即利用此一特性，設

計出應用壓電薄膜於量測沖刷與回淤

過程的感測器。本研究所使用之壓電

片感測器已進行過測試[2]，證明其

可適用於分辨水、土界面。

(五)現地控制系統：現地控制系統作為現

場資料的接收、簡單的數據處理和資

料回傳，包含了數據擷取器、防雷保

護器、不斷電系統、備源鉛電池和無

線傳輸模組，整套系統裝置架設於防

潮機箱內防止儀器受潮而故障。

二、量測原理介紹

沖刷監測計的量測運作，可由圖13進行說

明，在圖13(a)中，處於沖刷前的初始狀態，此

時δ0為沖刷前探測桿的初始標定位置；當沖刷

發生，探測桿因河床面下降而下滑，直至沖刷

達到最大沖刷深度而穩定如圖13(b)所示，此時

δ1即為此次量測之最大沖刷量記錄，在沖刷開

始後且尚未回淤時，探測桿處於流水深度範圍

內之壓電薄膜皆處於擺動狀態；隨水流流速減

緩，河床回淤現象發生後，探測桿位置仍處於

最大沖刷深度發生的刷深位置，回淤之土壤則

會將探測桿上的壓電薄膜覆蓋，使原本在流水

中擺動的壓電薄膜轉為靜止，如圖13(c)所示之

δ1 區段。

圖13 沖刷計量測機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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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運作流程是於系統初安裝完成且尚

未發生過河床沖刷狀況之唯一初始流程，若系

統已經歷過沖刷與回淤歷程後，再沖刷的運作

則需分析壓電薄膜反應數據，若再沖刷深度並

未達到圖13(c)中所示之δ1深度，則探測桿位置

不變，電阻尺輸出訊號不變。但若再沖刷深度

大於歷史最大沖刷深度，則探測桿再行下滑直

至該次最大沖刷深度位置。

肆、台17線西濱大橋沖刷監測系統

一、現地監測系統建置介紹

此重力式壓電片沖刷監測技術已於民國99

年10月安裝於台17線西濱大橋P21橋墩下游處，

建置完成至今尚保持正常運作中，顯示其耐用

性良好，以下介紹現地安裝過程。

步驟1.將固定重力桿之鋼架鎖在橋柱上如圖

14所示，並將此支撐架調整鎖固。

步驟2.將H型鋼及重力桿固定一併由橋面上

吊掛至定點如圖15，而後將外圍兩支H型鋼固定

在支撐架上，同時在河床上預挖約一米的坑洞

如圖16，再將H 型鋼及重力桿連接處鬆開，讓

探測桿滑入挖好的坑內，最後將土回填。

圖15 H型鋼及探測管吊掛至定點並鎖固

圖16 河床挖一公尺預埋探測桿

步驟3.安裝電阻尺及相關資料擷取設備如圖

17、圖18所示，並將各感測器接線測試則完成

安裝。

圖14 沖刷監測系統支撐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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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測成果

　　重力式壓電片沖刷監測計現地安裝於台17

線西濱大橋P21橋墩下游處，如圖19所示，以

下成果展示挑選2012年8月蘇拉颱風侵襲中台

灣事件進行探討。

　　圖20為中央氣象局發布蘇拉颱風影響期

間台灣全島累積雨量圖，從圖上顯示彰化雲林

於2012/08/02當日產生瞬間暴雨，其後則雨量

趨向平緩，表1為上游水庫及攔河堰進出水量

之統計資料，雖降雨集中於2012/08/02，而上

游水庫及攔河堰於2012/08/03尚有洩洪事件發

生，從此統計資料可用以解釋沖刷監測計量測

之成果。

　　圖21為蘇拉颱風侵襲中台灣期間量測之數

據成果，圖中包含西濱大橋鄰近水位資料及本

監測系統之壓電片訊號(每一條線代表一個壓電

片輸出訊號)，其中沖刷深度以樁帽頂為基準，

以下分別說明蘇拉颱風影響期間數據量測之成

果及其對應之事因。

圖17 電阻尺安裝 圖18資料擷取設備安置

圖19 西濱大橋沖刷監測計現地安裝

圖20 中央氣象局公布2012/07/30~2012/08/04累積雨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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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氣象局於2012/07/30發布蘇拉颱風陸上

颱風警報，而從圖20顯示彰化雲林地區只有間

歇性大雨，尚未降下大量豪雨，直到2012/08/02

瞬 間 降 下 豪 大 雨 ， 其 累 積 雨 量 一 天 即 達 到

300mm，此事件可對應圖21數據分析成果之事

件a，其顯示a事件水位開始上升，且壓電片只有

部分因為水位逐漸上升，樁帽上之壓電片開始產

生擺動並產生電壓輸出。水位上升後開始慢慢發

生沖刷事件，b事件至c事件為主要發生沖刷之時

間，期間可發現壓電片起始擺動訊號有時間延遲

現象，主要原因為各壓電片間距25cm，河床慢

慢因沖刷下降導致壓電片逐漸露出並於水中擺

盪，之後持續沖刷至最底之壓電片時帶動重力桿

下降，下降之高度由電阻尺紀錄並將其數據納入

計算，事件b為發生最大沖刷深度之時間點，其

最大沖刷深度達7m。

　　本監測系統其優點為可量測回淤現象，事件

c達最大沖深度後即開始回淤，回淤也可發現因

土層慢慢回淤將壓電片埋住，其訊號停止時間也

與沖刷相同有時間延遲現象，至2012/08/02傍晚

發現其土層又回淤至樁帽頂附近，而事件c之後

有間歇性的壓電片擺動訊號，判斷為因西濱大橋

為砂質土壤，即使土層回淤但其含水豐富，導

致壓電片尚可些微擺動造成仍有電壓輸出。

　　而後因上游攔河堰及水庫進行洩洪如表1所

示，從圖21也可看出此一現象，洩洪時造成原

本含水豐富的土層進行二次沖刷，其沖刷深度

達3m，經過半天的時間又回淤至樁帽附近之高

度。

表1 上游水庫及攔河堰進出水量統計資料

圖21 蘇拉颱風量測數據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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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事件也可發現西濱大橋P21橋墩歷

經蘇拉颱風期間產生第一次沖刷→回淤→第二

次沖刷→回淤之過程，其河床高程始終保持於

樁帽附近，其維持一動平衡之現象。

伍、結論

　　本研究旨在開發一具耐久、可靠且經濟的

橋墩局部沖刷監測系統，為改善現有的沖刷監

測計多需開挖河床、無法量測回淤變化以及造

價昂貴的問題，發展出一套無需開挖河床、可

量測回淤變化、造價便宜且原理簡單的沖刷監

測計―重力式壓電片沖刷監測計，此沖刷監測

計已成功於凡那比颱風期間量測到洪水沖刷的

數據，也證實其可應用於現地的橋墩局部沖刷

監測。

　　重力式壓電片沖刷監測計的量測數據處理

容易，無需非常專業的技術人員判讀數據，無

論是直接由電壓判斷壓電片感測器的狀態或是

利用相似度比較方法判斷，皆可讓一般的管理

人員操作。在洪水期間橋墩裸露的狀況也可提

供管理人員作為封橋警示的參考指標之一，然

而現有的封橋標準多是依據現場人員的經驗或

是水位是否達到警界高度作為封橋的標準，僅

利用這樣少許的資訊需要判斷橋梁結構是否安

全是不夠完善的，橋梁結構的安全與否還需要

考量橋墩基礎裸露的程度、洪汛期前橋梁下部

結構是否受損等因素才可更進一步了解橋梁結

構的健康狀況。此外，本項研究成果已進行專

利申請，專利名稱：重力式壓電片沖刷監測裝

置；申請號：099138004(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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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質構造複雜、地形陡峭，河川短促、河床坡度大且雨量集中，在極端氣候

情況下，回顧近年歷史，陸續發生多起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之重大災害。隨著全球變遷溫

室效應、海平面上升之影響，大地工程未來將會面臨愈來愈多之重大挑戰，包括邊坡滑

移、土石流及橋梁基礎沖刷等災害議題，本文整理國內大地工程於極端氣候遭遇之地工

問題，並列舉工程復建案例，以及未來地工防災新思維之看法，供工程各界參考。

1 2 3 4

壹、前言

本世紀來人類活動不斷地擴張，漫無止境

的能源開發與利用，雖然大幅加速了經濟文明

的成長，但人們也逐漸覺醒到溫室效應造成全

球暖化及海平面上升，依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

遷小組(IPC)2013年評估報告海平面上升速度比

預估快了40%，大地環境更形脆弱。氣候變遷

及北極振盪帶來全球性的天然環境失衡，極端

天氣不僅影響了生活的步調，頻仍的天然災害

更戕害了許多寶貴生命，造成國家經濟與財物

之重大損失。

臺灣位居環太平洋地震帶，處於歐亞大

陸板塊和菲律賓海洋板塊的接觸區，常常造成

山崩、地滑、岩屑坍滑及土石流等多重地工災

害，復因地理環境特殊，位於北迴歸線附近，

為北半球太平洋颱風最頻繁的路徑上，平均每

年颱風侵臺約3~4次，颱風挾帶超大豪雨，降雨

強度大，累積降雨量多，超大豪雨作用不僅在

山區產生山崩、土石流災害，也為平原地區引

來淹水災害。此外，地質年代相對年輕，構造

複雜且脆弱，地形陡峭崇山峻嶺，山地佔全臺

面積四分之三以上，平原僅佔不到四分之一，

可開發及居住的面積不多，加上人口往都會區

集中，人口密度高居世界排名第十一。人們為

滿足居住需求，漸往山坡地發展，開發山坡地

或於河岸兩側居住，颱風豪雨時，居住環境更

容易受到山崩災害及洪患。

回顧近年來臺灣天然災害所引發的影響，

對臺灣社會產生莫大的人身傷害與經濟建設的

嚴重損失，例如賀伯風災(1996)、集集大地震

(1999) 、桃芝風災(2001)、納莉風災(2001)、

敏督利風災(2004)、辛樂克風災(2008)、莫拉

克風災(2009)、梅姬風災(2010)、蘇拉風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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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近40年總累積雨量逾千毫米之颱風累積雨量圖

(2012)等。氣候極端變化也反映在侵臺颱風所

帶來的降雨量，如圖1及表1所示，在1970到

2000年代，每10年約僅出現一到兩個單站總雨

量逾千毫米的颱風，但2000年以後到2013年

為止，卻已經出現八個，意味著近年來帶來暴

雨的颱風越來越多，且降雨強度越來越強，臺

灣的山林能不能承受這樣每一到兩年就一次的

暴雨侵襲？到底這種極端降雨還有沒有可能再

創新高，或是再破紀錄？這對氣象人員而言，

都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但無疑的，對全世界來

說，一個颱風將近一兩千毫米的雨量，均易造

成重創，而類似莫拉克颱風極端值將近3000毫

米降雨量，都是很難打破的紀錄。依據世界銀

行2005年出版的報告「天然災害熱區-全球風險

分析」(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A Global Risk 

Analysis)中指出，臺灣是世界上最易受到天然

災害威脅的地方，該報告指出臺灣約有73%的

人口居住於有三種以上災害威脅之地區，屬災

害高風險的區域，包括臺灣位於亞洲大陸東南

緣，屬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聚合

交界處，為世界上有感地震最多的地區之一；

其次，臺灣也位於季風氣候帶與颱風行徑的路

線上，每年夏季颱風水患等氣象災害造成的損

失極為可觀；第三，其他天然災害如梅雨、寒

流、乾旱等也造成臺灣經濟上不小的損失。本

文整理臺灣近年來於極端氣候下常見之大地工

程災害現象及復建工程案例，最後則提出未來

防災的新思維，以供工程各界參考。

貳、極端氣候下大地工程災害

極端氣候下颱風為臺灣帶來嚴重的災害，

所產生之山崩、土石流及洪水，不僅沖毀許多

道路、橋梁等公共設施，更引起大規模的山崩

與土石流滅村的悲劇，造成人員傷亡及財產損

失慘重。極端氣候下颱風引致之常見大地工程

災害大致可分為山崩與邊坡滑動災害、土石流

表1 近年總累積雨量逾千毫米之颱風統計表

颱風 年份 強度 颱風總雨量(mm) 測站

蘇力 2013 強烈 1,226 松鶴

蘇拉 2012 中度 1,922 太平山

莫拉克 2009 中度 2,923 阿里山

辛樂克 2008 強烈 1,458 阿里山

柯羅莎 2007 強烈 1,093 阿里山

海棠 2005 強烈 1,216 阿里山

敏督利 2004 中度 1,182 阿里山

納莉 2001 中度 1,305 竹子湖

賀伯 1996 強烈 1,987 阿里山

楊希 1990 中度 1,194 阿里山

琳恩 1987 強烈 1,497 鞍部

婀拉 1978 中度 1,434 竹子湖

貝絲 1974 中度 1,014 竹子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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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及河川橋梁基礎沖刷三種類型。

一、山崩與邊坡滑動災害

極端氣候下之邊坡一旦發生災害，其破壞

情形通常都相當嚴重，破壞原因最主要係連續

豪雨作用，地表逕流增大，沖刷力驟增，加上

河川山洪暴發，引發山崩，張荻薇等人(2009)依

莫拉克風災之調查結果，將邊坡災害類型分為

五大類，包括：(1)上邊坡滑動破壞、(2)下邊坡

滑動破壞、(3)整體滑動破壞、(4)溪谷沖蝕、(5)

河岸沖刷，各類型災害分述如下：

(一) 上邊坡滑動破壞

上邊坡地質破碎、導排水系統不良，

植生不佳，坡度陡峭，在連續降雨，地表

逕流沖刷與入滲下，極易造成邊坡坡體

驅動力增加及抗滑能力下降，產生邊坡滑

動，擋土設施破壞，崩塌土石堆積於路基

或路基沖毀，典型案例如圖2所示。

(二) 下邊坡滑動破壞

道路下邊坡上方之路基，在擋土設施

基礎缺乏穩定之承載力，或下邊坡導排水

系統不佳、水流沖刷邊坡、邊坡易滑動破

壞，造成路基下陷或流失，典型案例如圖3

所示。

(三) 整體邊坡滑動破壞

道路通過地質破碎區、崩積土區或地

滑區，因連續豪雨，地表逕流沖刷與雨水

入滲，地下水位上升，邊坡滑動剪應力增

加，地層泡水軟化剪力強度降低，造成道

路上下邊坡及路基滑動破壞，典型案例如

圖4所示。

莫拉克風災(2009)，台24線30.1k上邊坡淺層滑動

土石掩蓋路面

圖2 上邊坡滑動破壞

莫拉克風災(2009)，台21線四德橋旁上邊坡滑動

圖 2-A

圖 2-B

圖3 下邊坡滑動破壞

莫拉克風災(2009)，台20線 55k道路下邊坡滑動

造成路基流失

莫拉克風災(2009)，高133線5.5k道路下邊坡

滑動，造成擋土牆破壞及路基流失

圖 3-A

圖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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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整體邊坡滑動破壞

圖5 溪谷沖刷造成邊坡滑動破壞

圖6 河岸沖刷造成邊坡滑動破壞

辛樂克風災(2008)，雲林149甲32k邊坡整體滑動，

路基滑動損壞

莫拉克風災(2009)，高133線3.1k溪谷土石沖刷

及設施損毀

莫拉克風災(2009)，高132線河岸沖刷造成邊坡

滑動，路基流失

莫拉克風災(2009)，台18線59k邊坡整體滑動，

路基滑動損壞

桃芝風災(2001)，溪頭地區三號坑溪谷土石沖刷

莫拉克風災(2009)，台21線79k壽山橋兩端路基

流失及民宅地基遭洪水沖刷，建物損壞

(四) 溪谷沖刷

道路上邊坡之山溝或野溪因豪雨降雨

集中，地表逕流沖刷邊坡及溪谷，致上方

之土石衝至下方堆積，造成道路路基流失

或損壞，如圖5所示。

(五) 河岸沖刷

連續豪雨溪水暴漲，河床土石淤積，河水

面高於護岸頂部，以致河岸裸露部分無保

護措施，水流直接淘刷邊坡或河道轉彎處

之凹岸受河水淘刷，邊坡坡腳流失，失去

支撐而滑動，如圖6所示。

圖 4-A

圖 5-A

圖 6-A

圖 4-B

圖 5-B

圖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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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工等。一般而言，河川坡度愈陡，斷面愈狹

窄之處，其水流流速愈快，沖刷能量愈大。然

而在早期公路橋梁選線時，考量橋梁長度通常

選擇於河寬最窄處跨越，而此處依自然條件通

常沖刷能量最大，如果再加上橋梁於河川中間

落墩，則更縮減河道寬度，加強沖刷能量。此

外，由於臺灣營建砂石之材料絕大部分取自於

河砂，因此河川中砂石歷經長期的挖掘使用，

使臺灣西部主要河川之中下游河床面嚴重下

降，加上近年來，河川上游多有防砂治洪等攔

砂壩之興建，導致土石料源供給減少，更加重

河床面下降之情況，使沖刷現象更為嚴重。沖

刷破壞並不侷限於河道中的橋墩基礎，由歷次

洪水災害發現，有很多橋梁工程災害係因為橋

台或護岸遭受洪水侵蝕而造成破壞。典型之橋

梁基礎沖刷引致之重大災害，如2008年辛樂克

颱風時大甲溪流域后豐大橋，以及 2009年莫拉

克颱風於高雄台3線409k新旗尾橋，皆因橋梁基

礎沖刷而導致破壞，如圖8所示。

二、土石流災害

公路依山傍水闢建，通過野溪或山溝，因

上方為匯水漥地，降雨量大，溪谷土石量大及

溪谷坡度陡降，產生土石流直衝而下，位於土

石流堆積區之公路或村落，極易遭土石沖毀或

掩埋。典型案例如2001年桃芝颱風南投地區土

石流導致之災害，如圖7所示。

三、河川橋梁基礎沖刷

颱風引致公路橋梁基礎破壞的主因，為

基礎受洪水或土石流沖刷使基礎外露而沉陷或

傾斜，導致上部結構破壞。此通常發生在河川

中下游處，因為大量洪水沖刷橋梁基礎所造

成。沖刷之原因有河川條件以及橋墩結構條

件，河川條件包括河川坡度、寬度、河床材料

及河床高度等，而橋墩結構條件則包括落墩位

置、基礎型式、埋置深度、墩柱型狀及有無保
圖8 橋梁基礎沖刷災害

辛樂克風災(2008)，后豐大橋橋墩基礎沖刷破壞，

橋面坍落

莫拉克風災(2009)，高雄新旗尾橋墩基礎沖刷破壞，

橋面坍落

圖 8-A

圖 8-B

圖7 土石流災害

桃芝風災(2001)，南投地區土石流沖入民宅、道路

中斷等災害

桃芝風災(2001)，溪頭地區三號坑土石流災害土石

掩埋建物

圖 7-A

圖 7-B



3

52 │No.100│October  2013

專
題
報
導

參、災害復建設計

災害復建之致災原因調查、分析及設計，

可能需時良久，緩不濟急，宜視實際需求，依

短期、中期及長期循序處理。短期以立即恢復

交通之簡易便道或便橋，中期加固短期設施或

替代方案，長期則以永久性之設計方案為宜。

有關復建方案可分為隧道、路工、明隧道及橋

梁等方案，各方案有其優點與限制。方案之研

選，應依據現地詳細調查及致災原因分析後，

因地制宜採用，以達到治本之道。

極端氣候造成之大地工程災害復建工程，

須依據各案例地形、地質、水文等資料，詳細

調查分析，方能提出最有效可行之對策及方

案。經整理本公司近年參與之山崩、邊坡坍滑

災害、土石流災害及河川橋基礎沖刷災害等之

重大工程案例之復建工程設計與施工經驗，供

工程各界之參考。

一、山崩復建

溪頭風景特定區二-1號道路安定彎段，是

溪頭通往杉林溪之重要觀光道路，1999年集

集地震造成公路長達400m大崩塌，雖曾短暫

搶通，惟地震後結構鬆散之邊坡在2001年桃

芝颱風豪雨襲擊下，造成更嚴重之崩塌，崩塌

深度達百餘公尺，搶修工程極度困難，造成杉

林溪風景區與外界隔絕。經評估「開挖邊坡闢

路」、「建跨越橋」、「隧道」三個方案，本

路段最後決定採用安全度較高之隧道設計(單孔

二車道隧道淨寬9.0m，淨高4.6m、長度643m)，

以徹底解決坍方之問題，復建前後之情形，詳

圖9所示。

圖9 安定隧道復建前後成果圖

山崩道路復建前，山崩導致道路崩塌嚴重

山崩道路復建後，新建隧道(北洞口)

二、邊坡坍滑災害復建

(一) 台18線59.1k路段坍方復建

台18線為連絡阿里山及嘉義市之重

要觀光道路，2009年莫拉克颱風挾帶豪雨

造成阿里山公路59.1k路段附近邊坡整體

性崩滑，造成巃頭明隧道下陷、側移擠壓

破壞、土石崩落及道路崩塌無法通行。邊

坡滑動之致災主因研判為連續豪雨、地表

逕流、雨水入滲造成地下水位上升及土岩

層強度泡水軟化而產生滑動。本路段復建

係於道路兩側護坡整治，對坡面之排水及

路面排水做適當導排，另針對部分已受側

移及陷落影響之巃頭明隧道進行重建。邊

坡復建工程為減低致災因子，採用之抑制

工包括：修坡、坡面導排水、縱洩溝、水

圖 9-A

圖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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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排水管、掛網噴植護坡等；另為增加坡

體強度，採用之抑止工包括：排樁配合地

錨、格梁地錨護坡、自由型框配合灌漿錨

筋護坡等，復建前後之情形，詳圖10、圖

11所示。

(二) 台18線71k路段坍方復建

2009年莫拉克颱風挾帶豪雨造成阿里

山公路71k路段附近邊坡整體性崩滑，造

成道路崩塌。邊坡滑動之致災主因係暴雨

造成土石大規模坍塌。由於此路段邊坡陡

峭，且局部路段腹地不足，難以採用路工

削坡方案，故採直接跨越，避開崩坍區，

新建橋梁方式予以復建。考量本工址崩塌

區之特性及地質條件，且需克服運輸與吊

裝架設條件之困難。鋼構造構件輕巧，不

圖11 台18線59.1k復建前後成果圖

59.1k道路復建前，邊坡坍滑，道路中斷

圖10 台18線巃頭明隧道復建前後成果圖

59k巃頭明隧道復建前，明隧道下陷及側移擠壓破壞

59k巃頭明隧道復建後，新建明隧道並採樁基礎 59.1k道路復建後，下邊坡採排樁及擋土牆、上邊坡

採自由型框及石籠護坡

僅可減少結構量體，並可依據運輸與施工

條件需求，規劃節塊尺寸大小，除可大幅

降低地震慣性力及現場易於吊裝架設外，

鋼構造在工廠內製作之品質容易掌握，

施工迅速。因此，本工址採半穿式鋼拱

橋鋼橋(拱跨徑160m，拱高約20m，全長

198m，橋面全寬10m)，復建前後之情形，

詳圖12所示。

71k道路復建前，邊坡坍滑，道路中斷

圖 10-A 圖 11-A

圖 12-A

圖 10-B 圖 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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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石流整治復建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位於南投縣鹿谷鄉境

內，為臺灣最著名之觀光景點之一。1999年

921大地震造成溪頭地區邊坡發生多處大規模

土石崩塌，成為日後引發土石流之主要材料。

2001年桃芝颱風，由於上游發源區土石鬆散，

經豪雨作用而產生多條土石流災害。其中三號

坑下游國民旅社及鳳凰賓館、漢光樓及新大門

均為重要保全對象。三號坑土石流之整治以緩

坡固床，減少岸壁淘刷及降低下沖土石量配合

現地景觀為設計理念，設置一系列之梳子壩、

潛壩、木椿壩、竹椿壩、大型沉砂池、方籠、

砌石護堤，並利用現地塊石材料裝飾相關擋土

結構，以符合景觀之美化。整治設施之外亦裝

設自動監測系統一套，包括雨量計與鋼索檢知

器、CCD攝影機等，以利緊急應變及避難時間之

爭取，復建前後之情形，詳圖13所示。

四、河川橋梁基礎復建

臺灣河川橋梁面臨之主要問題有橋梁各部

結構老化、橋梁安全性不符耐震設計規範之規

定，以及橋梁基礎因沖刷而裸露等問題，其中

又以橋梁基礎裸露為近年最被重視之重要議題

之一。工程復建若無特別考量，樁基礎為常被

優先採用之基礎型式，而直接基礎較少採用。

至於沉箱基礎在某些地層條件下，其施工品質

與工期較難掌握，加上沖刷問題日趨嚴重，故

亦漸少採用。

(一) 烏溪橋橋基換底方式復建

烏溪橋於台3線210k+008跨越烏溪，

為當地南北交通要道。本橋梁由於河床持

續下降，編號P9～P13間之橋梁沉箱基礎

嚴重裸露，2004年敏督利颱風、艾利颱

風來襲，沖刷橋基造成部分老舊基礎嚴重

裸露，其中以編號P9～P11裸露深達4.5～

7.5m以上最嚴重。本橋梁基礎之復建工

程係在既有橋墩基礎周圍新設基礎版及

21~24m基樁後，拆除原有裸露之基礎版及

基樁，並於新設基礎上改建底柱以連接原

橋結構，復建前後之情形，詳圖14所示。

圖12 台18線71k復建前後成果圖

圖13 溪頭三號坑復建前後成果圖

溪頭三號坑復建前，桃芝風災造成土石流漫流71k道路復建後，新建橋梁

溪頭三號坑復建後，新設梳子壩

圖 13-A圖 12-B

圖 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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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烏溪橋復建前後成果圖 圖15 后豐大橋復建前後成果圖

烏溪橋復建前，敏督利颱風橋墩嚴重裸露 后豐大橋復建前，敏督利風災後，橋基沖刷裸露嚴重

烏溪橋復建後，新設樁基礎 后豐大橋復建後，新設全套管樁基礎

(二) 后豐大橋卵礫石地層復建

台13線后豐大橋為跨越大甲溪之橋

梁，受到砂石盜採及過度濫採影響，使得

河槽區河床持續下降，尤其以2004年敏督

利颱風來襲時，造成原橋直徑5m、深14m

之圓形沉箱基礎嚴重裸露達8.0m以上，產

生結構安全上之疑慮。本橋梁基礎之復建

工程採全套管基樁，基樁直徑2.0m，考量

沖刷深度，樁長採40m(含空打則約50m) 

。全套管鑽掘過程中，基樁施工遭遇之最

大困境，為套管發生卡管、套管變形、底

管磨損、機具設備故障率高等問題不斷出

現，由最初約14~20天完成一支基樁，到熟

練階段才得以約5天完成一支基樁，復建前

後之情形，詳圖15所示。

(三) 溪洲大橋橋基換底復建

台1線溪洲大橋為跨越濁水溪之橋

梁，2001年桃芝颱風來襲，夾帶豐沛雨

量，濁水溪在此橋址之洪峰流量高達約

29,000cms，超過二百年頻率的設計流量，

沖毀橋基原有之蛇籠保護工及造成基礎部

分PC樁斷裂，PC樁嚴重裸露最大達10m。

本橋梁基礎復建工程係在既有橋墩基礎周

圍新設基礎版及直徑1.5m、樁長50m之全

套管基樁後，拆除原有裸露之基礎版及基

樁，並於新設基礎上改建底柱以連接原橋

橋墩結構，復建前後之情形，詳圖16所

示。

圖 14-A 圖 15-A

圖 14-B
圖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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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討目前設計標準與既有基礎建設安全

評估

因應極端氣候所造成降雨型態改變與豪

雨強度增加，目前相關的設計準則與規範實有

必要配合修訂，尤其公共工程維繫大眾運輸、

避難、醫療及維生等各項基本需求，在發生災

害時更肩負著救災的責任與使命，具有絕對重

要的需求價值，必須以更嚴謹、更高的安全標

準來進行設計、施工，確保社會安全；另一方

面，對於既有的橋梁基礎及結構現況，則依新

的標準檢討及評估其安全性，對於不符合標準

或安全性者，必要時予以維修、補強或重建，

以確保工程全生命周期之安全為目標。

二、建立低碳家園讓地球資源生生不息

工程人員應深刻瞭解建立低碳生活家園的

重要性，並積極落實於各類開發計畫，儘量採

「低衝擊開發工法」及工程建設，不僅在建築

的設計中，要巧妙融入綠建築概念，充分考量

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排、廢棄物減量、雨水

與中水回收再利用、污水與垃圾處理、自然通

風、空調熱回收等永續資源措施：在大眾運輸

系統的規劃上，可有效導入供給面的「乾淨能

源」與需求面的「節流」原則，訂定高價值、

高效率、低排放、低耗能的「二高二低」設計

策略，用具體的行動方案，響應國家永續能源

及節能減碳的政策目標。

三、建立尊敬自然、重視環境的態度

許多災害的發生都是因為大自然環境因素

所必然發生之情況，但是因為人類活動與這些

自然現象交互作用，在無知或輕忽的情況下常

受到波及，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為了使民眾

等能重視並了解那些地區可能具有災害潛勢，

必須小心謹慎處理與預防，近年來政府相關單

肆、大地工程防災的新思維

在防災工作規劃上，必須先辨識災害來

源，調查並瞭解災害特性，才能針對各樣災害

進行防治計畫，進而預防災害或降低災害損

失。綜觀各項災害，極端氣候下之山崩、土石

流、洪患，均為地球運轉時之自然現象，惟

人類活動區域往往與其發生衝突，因此產生

之地工災害往往影響範圍大，造成生命財產

之威脅。

面臨全球氣候變遷及極端氣候條件之挑

戰，如何解決防災問題，必須以宏觀的新思

維，尋找解決之道建構美麗家園，吾人認為以

下幾點可提供作為未來努力方向之參考。

圖16 溪洲橋復建前後成果圖

溪洲橋復建前，桃芝風災後，橋墩基礎嚴重裸露

桃芝風災後，橋墩基礎嚴重裸露，換底工法新設

全套管樁基礎

圖 16-A

圖 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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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紛紛投入龐大的資源來進行調查地質敏感

區，並將調查結果公開民眾了解，為的就是將

此類敏感區域提醒開發規劃設計之重要參考，

達到事先防災之目的。

四、架構防災、減災、避災、救災的風險管

理

面對極端氣候之天然災害發生，人類雖

無法以人為力量去改變它，但我們可以從源頭

做起，訂定「國土計畫法」、「國土復育條

例」…等，禁止非法濫建、濫墾、濫伐及土地

超限利用，以防範天然災害擴大以達減災目

的；在容易發生天然災害地點運用新的科技設

置即時監測系統，隨時掌握環境或設施之變化

預警資訊，以達避災的功用；平時即應加強各

層級政府單位間之災害應變作業指揮、協調、

通報等工作，以備不時之需，全民亦應提高風

險管理觀念及整體適應能力。除了搶災救災之

補救方式外，更強化主動預警疏散之應變措

施，以降低災害的影響程度。

伍、結語

自然環境是人類文明最好的導師，二者如

唇齒般相互依存：自然環境提供人類文明發展

的基礎，形塑出不同的風土與人文；人類文明

造就了瑰麗並富變化的地形地貌景觀，讓綿延

不息的生命活力得到更大的揮灑空間。

地球只有一個，為確保珍貴的自然資源得

以休養生息、永續發展，工程師不應迷信人定

勝天，應順天而行，扛起地球公民責任，為維

護一個人間淨土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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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旗津海岸線侵蝕現象相當嚴重，高雄市政府於98年起著手辦理「旗津區海岸

線保護工程」計畫，為國內首例採用序列離岸潛堤+人工養灘複合工法之海岸保護工程，

並已於102年8月完工。本研究乃藉由數值模擬及水工模型試驗等工具，探討漂沙現象、

定沙保護對策及養灘工法成效評估等課題，經研究結果可知，在漂沙現象方面，由實測侵

淤結果顯示，旗津海岸全區-10m水深以內侵蝕情形於近年來有加劇趨勢；另由數模結果可

知，旗津海岸漂沙受S向颱風波浪之外力影響最為顯著，故颱風期間漂沙主要卓越方向係

由南往北。在定沙保護對策方面，以人工灣澳潛堤+離岸潛堤+離岸堤+人工養灘等綜合性

海岸保護方案可減緩旗津海岸侵蝕現象，並可降低旗津海域裂流流速。在養灘工法成效評

估方面，藉由水工模型試驗之方式進行工程構築前後之地形變遷分析，並與現場實測調查

資料及數值模式成果互為印證後，由其成果可知，相較於先前實測之現況侵蝕趨勢逐年加

劇情形比對，興建完成後已可達到侵蝕逐年減緩或維持原有現況之定沙成效，顯示潛堤在

配合人工養灘下，除海岸保護之成效外，亦可藉由沙灘形成達到海岸環境營造之目標。最

後，由完工後之照片可知，旗津海岸已初步形成整體連貫性沙灘，未來可結合鄰近之海水

浴場、風車公園等設施，提供市民優質的親水及觀賞夕陽之環境。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本計畫整理

圖1 旗津地理位置及休憩環境示意圖

旗津海水浴場

旗津壘球場

風車公園

1 2 3 4 5

壹、前言

旗津海岸經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高市府)

歷年來之經營，已具完善之休憩環境，如圖1所

示，惟近年來旗津沿線沙灘逐漸侵蝕，海岸線

不斷退縮，已流失大量沙灘，嚴重威脅到岸際

構造物之安全，如旗津海水浴場現況部分(詳圖

2所示)，觀景平台之基礎有明顯沖刷之情形，

可知當地海岸線仍處於退縮狀態，若不加以保

護，將危及後方建築物之安全，亦對海岸地區

景觀造成嚴重破壞，壓縮民眾親水遊憩之空

間。另由旗津壘球場及風車公園歷年照片比對

可知(詳圖3～圖4所示)，旗津壘球場靠海側之平

台出現塊狀崩落現象。緊鄰壘球場北側原為一

海巡署哨站，但現況僅剩下已毀壞之基礎，而

風車公園之海岸線侵蝕情況嚴重，沙灘上可見

已毀壞之蛇籠，且即使埋設鋼板樁後侵蝕現象

仍未見改善，顯示該區段海岸侵蝕現象嚴重且

有立即性危險。

基此，高市府於89年辦理之「高雄市旗津

區海岸線治理規劃」[1]中，對旗津海岸整治

已有完整之構想，然當時之規劃係以海岸整治

為目標，並未對海岸生態部分提出建議；另高

市府於94年延續該規劃之成果辦理「高雄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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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2 旗津海水浴場施工前照片(98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3 旗津壘球場歷年照片比對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4 風車公園歷年照片比對

基礎淘刷

基礎

岸生態復育規劃」[2]案，對高雄市海岸生態復

育進行規劃研究，並進一步加強生態功能之配

置。

為期「國際海洋觀光港市」之目標能早

日實現，高市府乃推動「旗津區海岸線保護計

畫」，希望在該計畫之保護工程完成後，可恢

復以往美麗的沙灘，結合鄰近之海水浴場、風

車公園等設施，提供市民優質的親水及觀賞夕

陽之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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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風車公園外側-5m水深處則明顯可見大片侵

蝕，其外側則有明顯之淤積，且其侵淤狀況顯

有隨時間增加之趨勢。

(二) 歷年累計侵淤分析 

將海水浴場至風車公園水深-10m內之近岸區

域分為A～D等四個區域，另以水深-5m線將各區

分為近岸及遠岸兩區，各分區代號詳圖6所示。

由各分區之單位面積累積侵淤趨勢（詳圖

7及圖8）可知，水深-5m以內(A1～D1)及-5m

至-10m(A2～D2)之各區域趨勢線斜率均為負

值，代表全區長期均屬侵蝕之趨勢，且以-5m

內侵蝕情況較為嚴重。各資料點距離趨勢線上

下之變動量甚大，尤以97年後A、B區之侵蝕趨

勢與97年前相較，侵蝕量有顯著增加之情形發

生，顯示該區近岸地形除仍未穩定之外，可能

貳、漂沙現象探討

一、歷年旗津海岸地形變遷

由於漂沙現象之水理機制複雜，故於進行

海岸保護規劃時應對旗津海岸歷年之地形變化

詳予比較分析後，再進行改善規劃作業。

自民國94年起，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

工程處(現為水利局)針對旗津海岸地形進行海

岸地形水深調查工作，採用中潮系統，調查時

間為每年之夏季（6～8月）及冬季（10～12

月），經本研究所蒐集之水深監測資料包含6個

年份，共計10次測量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旗津海岸歷年觀測水深概況表

單位 調查時間 備註

高雄市

政府

下水道

工程處

94年夏季

94年冬季

95年冬季

96年夏季

96年冬季

97年夏季

97年冬季

98年夏季

98年冬季

99年夏季

測量範圍：高雄港第一

港口至高雄港第二港口

（即旗津海岸線），約

7.5公里長之海岸。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整理

(一) 平面侵淤分析

圖5為以民國94年夏季為基準年，各年夏季

相對94年夏季-20m水深以內之地形水深資料侵

淤變化分佈圖。由結果可知，夏季季風及颱風

期間旗津海岸線全線均處於侵蝕之狀態，海岸

公園及壘球場海岸之沙灘有退縮之趨勢，風車

公園北側之海岸侵蝕量則逐年漸增；近岸-1m~-

3m水深處則有明顯淤積之情形，代表其漂沙

趨勢為向外海移動。海岸公園至觀景台、壘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5  海水浴場至高雄港二港口間地形侵淤變化圖

            (以94年夏季為基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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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 earth，本計畫整理

圖6 地形水深變遷計算分區圖

受不確定性之劇烈氣候(如颱風等)之影響較為顯

著，或是該區域近年來之波流況有大幅度改變

所造成。

二、數值模擬分析

本研究採丹麥DHI研發之Mike 21水力模擬

軟體推估底床侵淤分佈(ST模組)，藉由模式計算

結果瞭解旗津海岸漂沙移動與侵淤特性，俾作

為地形變化趨勢之參考。

(一) 模擬條件說明

1. 波浪條件

季風波浪條件依冬、夏兩季代表波高、

週期及波向進行推估。颱風波浪條件以推算

之10年迴歸期W向及S向颱風波浪值為主。

各波浪條件之輸入資料，詳如表2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7 單位面積累積侵淤趨勢圖(-5m內)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8 單位面積累積侵淤趨勢圖(-5m～-10m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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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 earth，本計畫整理

圖9 率定範圍示意圖

表2  本研究數值模式各波浪條件之輸入資料表

類  型 方向 平均波向( ° ) 示性週期Ts(sec) 示性波高Hs(m)

冬  季 W 270 6.20 0.77

夏  季 S 180 6.91 1.11

颱風(10年迴歸期)
W 270 8.80 4.40

S 180 11.10 7.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 潮位

季風採用平均潮位(EL . +0 . 19m )為

輸入條件，颱風波浪則採用平均高潮位

(EL.+0.38m)。其基準為中潮系統。

(二) 數值模式驗證

為驗證模式模擬之正確性，並瞭解造

成計畫區與鄰近海岸地形變遷之主要驅動

因素，乃以歷年測量成果甚為完整之旗津

海岸做為主要驗證對象，利用民國97年及

99年實測之水深做為模擬之率定條件，以

深入瞭解旗津海岸之地形變遷情形，並校

驗模擬結果之正確性。

　　由前述各方向季風及颱風等因子，依

據既有97～99年地形侵淤資料作為對照，

將模式分析依季風及颱風變化進行各種加

權組合，並以前述之旗津海岸北區(原AB

區)及南區(原CD區)做為率定之目標區(詳圖

9所示)，分別進行模式率定，可得與實際

侵淤量最為相近之加權組合結果如表3及表

4所示，由該結果可知，南北二區塊數值與

實測之淨淤積量誤差均約為5%以下，顯示

本研究數值率定結果在定量方面與實測侵

淤量相當接近。

表3 各外力權重加權表

外  力  條  件 模擬時間 權  重

冬季季風(W) 一個月 ×6

夏季季風(S) 一個月 ×6

颱風(W) 半天 ×3

颱風(S) 半天 ×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4 加權組合後之地形侵蝕量統計表

統  計  項  目 旗津海岸北側 旗津海岸南側 總  計

率定區面積(公頃) 90.5 117.8 208.3

淨侵淤量(萬m3/yr)
實測 -20.1 -16.7 -36.8

模式 -21.0 -17.2 -38.2

平均侵淤厚度(cm/yr)
實測 -22.2 -14.2 -17.7

模式 -23.2 -14.6 -18.3

誤差百分比 4.5% 3.0% 3.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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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10 各外力對率定區域侵蝕量之相對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11 模擬結果與實測地形變化比較圖(2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12 試驗規劃範圍圖(比例縮尺1:200)

　　上述加權組合下各外力之侵蝕量百分

比如圖10所示。由結果可知，計畫區鄰近

海岸受S向颱風波浪之外力影響最為顯著，

與本計畫區鄰近海岸近年遭受颱風侵襲即

造成大片沙灘消失之情形相符；另由加權

後各外力分量總和之侵淤分佈與實測地形

相較可知(詳圖11所示)，顯示本研究數值模

擬與實測之侵淤分佈結果相近。其描述與

現地漂沙現象相符，可供作後續評估配置

方案定沙成效之參考。

三、水工模型試驗分析

(一) 水工模型試驗說明

1. 試驗範圍與比尺

本試驗工作模擬範圍自高雄一港口約

5.8公里海岸線範圍，離岸方向則約2.9公

里。經綜整考量試驗模擬範圍、試驗場地

規模、造波機功能限制、國內目前一般可

接受之歪比率範圍等因子，本試驗以水平

比尺1/200、垂直比尺1/100進行，詳圖12

所示。

2. 波浪條件

季風波浪條件依冬、夏兩季代表波高、

週期及波向進行推估。颱風波浪條件以推算

之10年迴歸期W向及S向颱風波浪值為主。

各波浪條件之輸入資料，詳如表5所示。

3. 潮位

季風採用平均潮位(EL . +0 . 19m )為

輸入條件，颱風波浪則採用平均高潮位

(EL.+0.38m)。其基準為中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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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本研究水工模型試驗各波浪條件之輸入資料表

波浪條件

外    海 造波機處

Hs(m)
Ts

(sec)
MWD

max. 
Hs(m)

mean 
Hs(m)

MWD

10年迴歸期 

颱風波浪

S 7.00 11.10 180 5.69 5.52 193

W 4.40 8.80 270 4.36 4.30 270

夏季季風 S 1.11 6.91 180 1.09 1.07 182

冬季季風 W 0.77 6.20 270 0.77 0.77 270

水深 -192.45m
南側：-12～-39m 

西側：-30～-62m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 水深地形

驗證試驗以97年夏季水深為基準，目

標水深則為99年夏季水深，而配置試驗水

深則以101年實測水深地形為基準。

(二) 驗證試驗成果

由前述可知本試驗先經數值模式求取

代表性波浪條件(不同波向季風、颱風與其

波高週期)，另以迴歸經驗式、理論式與實

際颱風事件資料等分析長期性(季風)與短期

性(颱風)之造波延時，茲擬定本試驗造波組

配如表6，並以此進行驗證試驗，后依各試

表6  驗證試驗波浪組配與造波延時規劃表 (模擬97年～99年間之海象條件組配)

季風波浪 颱風波浪 颱風波浪 季風波浪

備註
波向

波高
造波 

延時
波向

波高
造波

延時
波向

波高
造波

延時
波向

波高
造波

延時
週期 週期 週期 週期

試次

一

W

(270o)

1.67
1hr 

30min

S

(193o)

11.96
1hr

25min

W

(270o)

9.32
1hr

20min

S

(182o)

2.32
1hr 

30min
1.各試次進

行不同組配

波向試驗時

需分別再次

調整導波

板、修整漸

變段與吊移

造波機等作

業。

2.進行不同

試次時則需

重鋪動床地

形。

0.91 1.63 1.3 1.02

試次

二

W

(270o)

1.67
1hr 

30min

W

(270o)

9.32
1hr 

20min

S

(193o)

11.96
1hr

25min

S

(182o)

2.32
1hr 

30min
0.91 1.3 1.63 1.02

試次

三

W

(270o)

1.67
1hr 

30min

W

(270o)

9.32
1hr 

20min

S

(187o)

11.96
1hr

25min S

(182o)

2.32
1hr 

30min
0.91 1.3 1.63

延長

1hr
1.02

試次

四

W

(270o)

1.67
1hr 

30min

W

(270o)

9.32
1hr 

20min

S

(182o)

11.96
1hr

25min

S

(182o)

2.32
1hr 

30min
0.91 1.3 1.63 1.02

註：1.  波向原則上以代表性之W與S波向表示，括弧內數值則為試驗造波實際角度，係指與正北之順時針夾角。

　　2.  試次一係為依循前述所規劃之起始造波組配與波浪條件，試次二～試次四則為依驗證試驗分析結果所調

整之波浪組配試次。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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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驗證試驗各試次侵淤區塊量化分析表 (以旗津海岸北側與南側整體區塊分析)

試次
區塊平均侵淤高度 (cm)

建議採用
旗津海岸北側 旗津海岸南側 與實測平均差異高度

97～99年實測 -44.4 -28.4 -

試次一 -88.9 -82.8 50.3

試次二 -60.7 -55.3 22.5

試次三 -49.1 -48.7 13.5 ○

試次四 -54.8 -63.1 24.1

註：旗津海岸北側為原A1+A2+B1+B2區塊、旗津海岸南側為原C1+C2+D1+D2區塊。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次試驗分析結果修正調整造波組配條件。

整體而言，驗證試驗不論在淤積或

侵蝕區位均與實測地形近似，詳圖13所

示，進一步將各侵淤分析區塊如同數模分

析般，分為旗津海岸北側(原區塊AB)與南

側(原區塊CD)，並分析各試次旗津海岸南

北二區塊與實測地形平均差異高度(如表7

所示)，顯示試次三在依循前述試驗規劃

組配條件下，驗證試驗分析結果與實測地

形甚為近似，整體區塊平均差異高度僅約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13 驗證試驗(試次三)與實測地形平面侵淤對照圖

為13.5cm，可知本驗證試驗已妥適掌握影

響本計畫區海域侵淤趨勢之海象水動力條

件，後續將以驗證試驗試次三之波浪組配

進行配置方案試驗。

參、配置方案研擬

一、規劃理念及原則

(一) 規劃理念

海岸防護規劃理念應以「面的保護」

取代「線的防護」：早期海岸保護的主要

措施皆以「線的防護」方式，在高灘地上

構築堤防來防止海水入侵及土地流失，固

然有些地方達到了目的，但有些地方反而

招致堤前灘地消失及越波量增加以致堤防

崩塌，亦常因加高堤防或堤前放置消波塊

而導致與自然不協調之景觀。近年來國外

相關案例皆朝向「面的防護」理念來規

劃，其主要是利用突堤、離岸堤、緩傾斜

堤、養灘、人工潛礁、人工岬灣等保護措

施作複合式組合，來降低波浪對海岸的作

用，達到海岸保護的目的；另亦可藉由

擴大沙灘寬度來增加海岸生態多樣性及

景觀遊憩功能，面的防護工法概念圖如

圖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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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開發海岸之保護以符合經濟性與安全

性為佳。

6.  增加海水浴場遊客休閒安全性考量，降

低裂流流速，並同時達到降低景觀衝擊

之成效。

二、旗津海岸保護最適方案研擬

觀景台至風車公園段以延續先期規劃配置

為主，而改善範圍主要則為旗后山以南至觀景

台間，先期規劃方案乃採二座橢圓形人工島及

一座橢圓形人工潛島之配置，惟考量人工島施

作之工程經費龐大，且計畫區鄰近海水浴場，

為降低對當地自然景觀之衝擊，並增加民眾親

近海洋之遊憩空間。乃將先期規劃配置於觀景

台以北段之人工潛島1座+2座人工島修正為1座

離岸潛堤(300m)及1座離岸堤+1座離岸潛堤之離

岸堤綜合型式(150m+150m) 以節省工程經費。

(二) 規劃原則

依據上述理念，並參照以往海岸保護

之經驗，本研究之規劃原則研擬如下：

1.  探討各保護工法之配置方式及其對旗津

海岸之適用性並兼顧近海漁船航行之

安全。

2.  海岸保護設施之功能性與經濟性並重

考量。

3.  消減觀景台外側海域波能並保持良好

視野。

4.  維持海岸沙灘之穩定，並朝消減波能提

供安全穩靜之遊憩水域為方向。

資料來源：椹木亨，「漂沙と海岸侵蝕」[5]

圖14 「面的保護」工法概念圖



3

68 │No.100│October  2013

專
題
報
導

另南人工灣澳淺水端堤頭(觀景台前端)則修正為

一直徑40m之圓形堤頭，除可阻擋南向之沿岸流

外，亦可達航行安全警示效果，建議配置如圖

15所示。

肆、配置方案成效評估

一、配置後數值模擬成果

本研究模擬潛堤配置且無人工養灘之地形

變遷，並以101年實測水深地形為基準，藉以瞭

解僅設置潛堤之海岸保護成效。由2年間受冬、

夏季季風波浪及颱風波浪作用後之底床變化侵

淤圖(詳圖16所示)可知，建議配置完成2年後，

旗津海岸近岸-5m以內多為淤積，水深較深區

域(-5m～-10m)則呈現侵淤互現之情形，惟潮間

帶間之海岸仍呈現侵蝕趨勢，顯示完工後雖可

減緩旗津海岸沙源流失之侵蝕情形，但因在無

人工沙源補注情形下，近岸0m灘線附近侵蝕情

形仍無法改善。基此，倘若在潛堤配置完成後

後再配合適當之人工養灘工法，以補充近岸側

之沙源使其達到平衡灘線並形成完整之沙灘，

將有助於安定及保護旗津海灘，對該區域海岸

遊憩功能更有加分之效果。綜上所述，建議尚

需配合堤後之人工養灘，方可達到達成改善

目標。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本計畫繪製

圖15 本研究建議配置方案平面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16 潛堤配置後之底床侵淤分佈圖(數值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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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置後水工模型試驗成果

基於前述數值模擬之分析結果，水工模型

試驗將以潛堤配合人工養灘為配置方案進行試

驗，由2年間冬、夏季季風波浪及颱風波浪作用

後之底床變化圖(詳圖17所示)可知，建議配置完

成後，可削減波浪能量並使部分砂源淤積於堤

後近岸處，惟受漂沙優勢方向由南往北影響，

旗津北岸定沙成效較旗津南岸為佳；另近岸0m

灘線附近受人工養灘影響，不同於數模結果則

呈現淤積趨勢，顯示潛堤配合人工養灘工法，

確可全面改善旗津海岸侵蝕情形。

三、綜合評估

由潛堤配置後旗津北段及南段之水工模型

試驗與數值模擬於-5m水深內累積年侵淤高度趨

勢圖(詳圖18)可知，以定性分析觀點而言，數

值模擬與水工模型試驗之定沙成效，無論是旗

津北岸及南岸之趨勢皆屬一致，亦即相較於先

前實測之現況侵蝕趨勢逐年加劇(斜率為負值)而

言，興建完成後已可達到侵蝕逐年減緩(斜率為

正值)或維持原有現況(斜率為近似零)之定沙成

效；另由旗津北段與南段侵淤比較可知，南段

定沙成效較北段成效為佳。

伍、計畫執行現況

本工程於民國100年10月開工，已於民國

102年8月完工。完工後將使旗津海岸達到局部

穩定之平衡狀態，潛沒於水面下之離岸式構造

物則將使旗津區海岸回復寬廣、遼闊之原始風

貌，沙灘將具有整體性。遊客漫步於沙灘上，

完全看不到任何人工構造物，只有浩瀚無垠的

大海與遼闊的沙灘，足以讓人忘卻煩憂。圖19

為完工後旗津海岸空照圖，圖20則為旗津海岸

現況及興建完成後之空照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17 潛堤配置後之底床侵淤分佈圖(水工模型)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18  配置後水工模型試驗與數值模擬單位面積

           
累積侵淤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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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圖19 旗津海岸完工後空照圖

Before After

圖20，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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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圖20 旗津海岸現況及完工後比較圖

Before After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由歷年旗津海岸地形變遷分析知，旗津海

岸全區-10m水深以內之漂沙呈現減少之趨勢，

整體侵蝕之情形於近年則有加劇趨勢，且近岸

沙源有向外海流失之傾向。而由數值模擬結果

可知，旗津海岸受S向颱風波浪之外力影響最為

顯著，與近年遭受颱風侵襲即造成大片沙灘消

失之情形相符。

由僅潛堤配置後之數值模擬結果可知，受

外圍人工灣澳潛堤及離岸(潛)堤影響，在無搭

配人工養灘下，0m灘線附近雖仍有侵蝕狀況，

但較現況更為趨緩；若再於配合人工養灘工

法，將可於堤後形成沙灘，則消浪效果會更加

明顯，完工後應可立即減緩旗津海岸之侵蝕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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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潛堤配合人工養灘之水工模型試驗結果

可知，潛堤可削減波浪能量並使部分砂源淤積

於堤後近岸處；另近岸0m灘線附近受人工養灘

影響，不同於數值模擬結果則呈現淤積趨勢，

顯示潛堤配合人工養灘工法，確可全面改善旗

津海岸侵蝕情形。

最後，由數值模擬與水工模型試驗之平均

年侵淤高度結果可知，相較於先前實測之現況

侵蝕趨勢逐年加劇而言，興建完成後已可達到

侵蝕逐年減緩或維持原有現況之定沙成效，顯

示在配合人工養灘下，除海岸保護之成效外，

亦可藉由沙灘形成達到海岸環境營造之目標。

二、建議

建議養灘後務必進行定期斷面監測，以確

定有形成足夠寬度之沙灘來保護旗津海岸現有

構造物之安全；並建議高雄市政府可持續向相

關主管機關爭取後續維護經費，亦可與高雄港

洽談以港區疏濬土方作為養灘之料源，可有效

再利用疏濬土方，對於航道疏濬及海岸保護二

方面而言，實有互補之效，更可降低整體作業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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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環境變遷
之水環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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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降低人類活動對環境產生的負面衝擊，以及全球性環境變遷對生命財產的威脅，

工程規劃及設計均應有創新及突破等配合(或依附)環境生存的新思維。都市化發展使降

雨集流時間縮短、逕流係數增加，造成地表逕流量提升，加上極端降雨頻率升高，水利

設施已朝上游保水、中游減洪及下游防洪之新構想規劃。配合綠建築政策，基地保水已

納入都市設計審議重點，未來逐步藉由洪災保險、雨水管線維護費、洪災預警等政策性

手段，減輕洪災所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水資源總體政策在環境變遷影響下益發凸顯其

重要性，目前經濟部水利署除推動國內水處理與再生水產業的發展外，亦依地理環境及

用戶端需求等因素，選定具回收再利用潛勢之既有污水處理廠評估推動可行性。另一方

面，為降低環境變遷影響程度，世界各國無不加強溫室氣體排放的制約，藉由碳足跡追

蹤及盤查等做為工程(或產品)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之估算依據，並研擬適切的低碳生活以

及減量計畫。針對降低污水下水道營運過程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有效對策包含採用節能

機械設備、改善電力系統節能設計及調整操作運轉流程，水資源回收中心則藉由創能(再

生能源)措施，包含太陽能、風力、水力、沼氣或其他生質能等，以降低處理程序本身對

外部能源之依賴。作為時代工程師，應不以現況為滿足，進而激勵並創造新構想，始足

以面對日益嚴重且難以預測之環境變化。

壹、前言

環境變遷包括人為及自然的環境改變，

人為環境改變包含生活習慣、人口聚集趨勢所

造成之環境變遷，自然環境改變則以降雨現象

改變最為顯著。以臺北市為例，由於都市化及

商業化發展，已成為全臺灣人口最多的城市，

面積不到臺灣百分之一的臺北市，人口密度於

1939年至2013年間增加了9倍，於2013年已達

264萬人左右（劉曜華(2004)[1] 、臺北市民政

局[2]）。

由於氣候變遷及極端氣候出現頻率增加，

聖嬰、反聖嬰現象、北極震盪、太陽異常等造

成全球氣候異常，影響各地降雨分布。以臺北

市為例，依據水文年報資料，臺北市年雨量在

1911年至2011年的100年間增量超過10%，而

年降雨日數則減少14%[3]，因此可預期臺北市

面臨降雨強度提升且乾濕季更為分明之氣候趨

勢。此外，由於人口聚集、人口密集度升高，

都市民生用水及污水排放需求量勢必隨之提

高。由於人口聚集使得建築密度提高，造成都

市閒置用地減少，亦即地面逕流可使用面積減

少、逕流水位提高，使得排水系統壓力也隨之

升高。電纜地下化、通訊線路地下化、加上地

下原有瓦斯、自來水及污水管線造成地下管線

密度亦隨之提升，新設及擴充排水管線益發困

難。綜合以上因素，我們可預期未來將面臨更

嚴峻的氣候挑戰，既有的工程手段則受限於人

文環境的變遷無法施展。此外，居民對於積淹

水的容忍度則隨著經濟發展而越來越低，面對

環境變遷之影響，相關工程均須提出新思維以

因應後續之工程挑戰。

1 42 5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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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開發前、後地表透水性改變示意圖

貳、都市防洪

隨著都市化發展，原有的農田、草地均改

為建地，造成透水性顯著降低，大量的雨水無

法為土壤吸收時，匯集而成為地表逕流，使得

都市化後之地表逕流量顯著提升，如圖1所

示。此外，都市化發展使得降雨集流時間

縮短、逕流係數增加，造成地表逕流量的提

升，加上極端降雨頻率升高，既設之排水防

洪設施效能均需重新審視。如何降低都市淹

水風險，避免淹水損害民眾生命財產，是

每個都市發展皆面臨的重要課題。美國提

出的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US EPA (2000)[4]）、歐洲國家使

用的永續都市排水系統（Sustainable Urban 

Drainage Systems, SUDS）（UK SEPA[5]）、

日本強調的總合治水理念(日本雨水貯留浸

透技術協會 (2008)[6]) ，都認為都市暴雨

因應對策首需加強源頭管理，例如增加保

水並搭配既有的排水、防洪系統，才能因應未

來的降雨狀況。低衝擊性開發包含了一套被設

計用來減少降雨逕流與就地產生之污染物的方

法與施作措施。利用滲透、蒸散和雨水重新利

用的技術來管理水質和水源污染，因此能避免

與減低開發對河水、溪流、湖泊、海岸水域和

地下水污染。永續都市排水系統是一個概念，

包括排水系統的長期環境和社會因素考量。

「總合」取自日文即為綜合的意思，其治水標

的含括上、中、下游，採用多重工程及非工程

手段以綜合方式全面提升防洪能力。以都市排

水而言，可分為山坡地野溪及河川防洪、雨水

下水道規劃、都市計畫管制、防災預警，以及

教育宣導等六項綱要計畫(以臺北市為例，詳見

圖2)，由政府各單位依循綱要計畫，研議並提

出具體可行之貯蓄保水措施方案，每一方案之

成效必須經由量化的評估計算，以評估各方案

對於集水區之排水系統容量提升之成效。除了

工程手段外，政府需研擬相關法規及政策以確

實執行。以臺北市為例，臺北市目前正著手研

擬實施「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作業要

圖2  臺北市總合治水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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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防洪新思維除採用新的治水手段以及

排水策略外，亦包含教育民眾認清工程手段並

非萬靈丹，任何排水設計均有其限制條件，在

降雨強度超出設計標準時，依舊得面對積淹水

風險，因此需採用如積淹水預警、洪災保險、

雨水管線維護費等政策性手段，以面對積淹水

風險。以臺北市為例，都市雨水管線設計係以

五年一次暴雨作為設計及檢討標準，部分抽水

站則是採用五年一次颱風雨作為設計標準。由

於近年極端氣候頻率增加，超出設計強度之降

雨紀錄頻繁出現，降雨強度面臨上修需求，惟

雨水管線及抽水站擴充不易，因此局部地區將

無可避免面臨積淹水的風險。洪災保險及雨水

管線維護費即用以提供災後經濟支持，面對難

以預期的氣候變化，居民勢必得面對災後損

失。對居住於高度建設、面對較小風險的居民

而言，給付雨水管線維護費以反映政府於當地

之建設，並補貼居住風險較高之居民以符合居

住公平原則。畢竟，政府建設有其先後順序，

無法一次涵蓋全部區域。積淹水預警則可用以

對於易積淹水區域提出預警，由預估降雨推測

積淹水深度以避免居民財物及生命損失。藉由

洪災保險、雨水管線維護費、洪災預警等政策

性手段，改變居民對於積淹水風險的看法，瞭

解排水設計的極限以及無可避免之積淹水風

險，以減輕洪災所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

參、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歷程與碳
足跡

一、我國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歷程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的發展歷程，始於

1992年5月為因應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及其他國際協定，由行政院成立「全

球環境變遷工作小組」；1994年8月進一步將此

小組擴編，提升為「全球環境變遷政策指導小

組」，1997年8月更進一步將政策指導小組擴

點」、「臺北市市有新建建築物設置雨水回收

再利用實施要點」、修正「臺北市都市更新單

元規劃設計獎勵容積評定標準」，新增綠建築

獎勵項目，將「綠建築政策」中基地保水納入

都市設計審議重點，於學校、公園、停車場、

人行道等並設置透水鋪面、生態池、雨水貯留

及再利用、調洪沉砂池等設施，目前已完成總

體目標量化、分擔量規劃、推動期程、效益等

規劃作業，以面對環境變遷所帶來之挑戰。

除了採用貯留保水技術之外，新的集水

區排水策略以及碳管理的概念亦為排水工程所

必須納入的新思維。以臺北市的集水區為例，

臺北市的集水區均以抽水站為管線終點，各集

水區的容量以降雨容受度來表示，一旦降雨超

出雨水管線之設計容量，雨水將溢流出雨水管

線，造成路面積淹水。以往遭遇到雨水下水道

容量不足之改善策略以擴充管線容量以及提升

抽水站之抽水容量為主，惟目前受限於可用之

空間越來越少，地下管線布設密集以致擴充管

線越來越困難，因此集水區排水亦須引入新的

排水策略。新的排水策略將集水區依照管線距

抽水站之距離分為上、中、下游，上游管線以

矮堰以及滯洪池等貯留設施將雨水滯留於上游

集水區，中游集水區則以透水性鋪面以及增加

鋪面糙度等方式減緩逕流速度，下游則須儘速

排除雨水。新的排水策略主要目標在於分散

上、中、下游之洪峰抵達時間，避免洪峰產生

疊加效應。此外，利用淹水潛勢分析以及土地

使用分區資料搭配貯留設施管理系統可輔助貯

留設施設置決策，並可依此評估集水區的容量

需求以及檢討集水區排水容量，以強化土地管

理及排水容量規劃。然而，排水設施畢竟有其

設計容量，一旦降雨超過排水設施之規劃標準

即可能造成積淹水現象。新的排水策略則需含

括極端降雨對策，使得積淹水現象侷限於非緊

要設施處，例如公園、學校操場等處，搭配積

淹水警示以及防水閘門以避免民宅遭到水災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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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中華民國碳足跡標籤

升為「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該委員會下設

有「大氣保護與能源工作分組」，負責「蒙特

婁議定書」及「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推動事

務，1999年更將該委員會提升為由副院長層級

擔任主任委員。為因應氣候變化趨勢及國內外

相關管制的發展，於2002年5月將1997年成立

的「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提升為由行

政院院長親自兼任主任委員層級，2008年11月

起「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再增設「節

能減碳與氣候變遷工作分組」，考量到國際規

範的發展趨勢，行政院強化現有跨部會專案小

組整合功能，於2010年1月成立「行政院節能減

碳推動會」，要求各部會依國家總目標訂定業

管部門之分年目標、期程、分工及執行與宣導

溝通計畫，藉由各部門分年目標的實踐，累積

達成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7]

二、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定義說明

對 於 環 境 變

遷因素所帶來之生

活環境變化挑戰，

世界各國紛紛加強

溫室氣體排放的制

約，碳足跡可被定

義 為 與 一 項 活 動

(Activity)或產品的

整個生命週期過程

所直接與間接產生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國內亦已訂定

碳足跡標籤如圖3所示。相較於溫室氣體排放

量，碳足跡的差異之處在於其是從消費者端出

發的觀念，將個人或企業活動的相關溫室氣體

排放量納入考量時，才能研擬出一個適切的低

碳生活以及減量計畫，否則可能僅導致污染源

轉移，實質上並未減量的假象。[8]

三、公共工程碳盤查

目前我國環保署推動的碳足跡盤查與輔導

主要以消費性產品為主，開發行為並無訂定相

對應的管理程序。然而，公共工程平均每年投

資金額近5,000億元，其中交通工程又屬大宗，

套用碳足跡觀點，交通工程因施工期間需大

量人力、物力，完工後營運時間又較一般產品

為長，其生命週期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實不容小

覷。交通部公路總局為順應世界潮流及政府節

能減碳之政策目標，於民國101年初發展出「工

程碳管理架構與機制」，作為未來國內工程設

計規劃減碳考量之依據，目前已經有台9線蘇花

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西濱快速公路、台9線

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畫等部分路段正式宣

示將碳管理與碳盤查納入工程重點執行。

工程碳盤查之執行流程：(1)工程設計成

果之碳排放量評估：建立各工程排碳資料庫、

碳排放量計算及節能減碳效益評估檢討等；(2)

實際工程碳足跡輔導及盤查、查驗及查證：各

工程所使用產品（材料、半成品、成品及設備

等）碳排放活動數據資料調查或收集，及各類

施工活動碳足跡實際盤查、查驗及查證；(3)

計算工程碳排放總量：經由實際碳足跡盤查結

果，計算工程碳排放總量；(4)總體碳匯變化量

調查；(5)碳排放及減碳成效評估。

肆、水再生利用之發展

一、推動現況說明

為使國內推動再生水政策有法源依據，經

濟部水利署於民國95年依據「新世紀水資源政

策綱領」(95.1)提出「多元化水源發展條例草

案」(95.12.4)，獲行政院支持與肯定，並要求評

估法規制定之必要性與可行性，至此，水再生

利用專法之推動乃正式納入法規制定檢討之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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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及公共給水；(2)農業用水；(3)水力用水；

(4)工業用水；(5)水運；(6)其他用途。工業用水

係屬第四順位，惟我國因地理環境因素導致降

水量雖高於世界平均值，但卻常發生水患及枯

旱等極端災害，進而影響正常供水，故常發生

以農業用水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之情形，我國

政府目前正積極推動以再生水補充工業用水政

策，然此方向相較於其他必須以再生水補充農

業用水之缺水國，我國再生水以工業用水為主

要供應對象則較為特殊，因為再生水運用於農

業用水補充時，並非直接供水予特定使用者，

而再生水使用於工業用水則經常要面對特定廠

商、特定需求與特定製程，對於再生水成本更

為敏感，質與量的穩定性要求則更為精確。

以往政府不管推動再生水或海水淡化等計

畫，皆以鄰近特定區域或廠商為供水對象，並

規劃由使用者支付產水成本以符合社會公平原

則。惟受限於水質及技術等因素，我國再生水

成本必然高於現行自來水水價，廠商無意願支

付再生水水價，常常面臨推動困難之窘境，而

推動上之主要瓶頸包含：

(一)廠商強烈建議政府應有對應投資，包括

中水道管線設置費用、接管費用，或廢(污)

水處理費用等。

(二)廠商對於再生水水質之要求為等同或

經濟部水利署於民國102年考量現行水利法

已無法符合水再生政策的推動和趨勢，且上述

「多元化水源發展條例草案」期程未定，為積

極推動國內再生水使用及產業發展，遂參考國

外推動經驗及國內推動環境因素，提出「再生

水資源發展條例(草案)」共五章二十六條條文，

讓推動再生水之開發、供給、使用及管理有所

依據，目前正由經濟部水利署藉由舉辦多場說

明會，除宣導政府推動再生水政策外，亦聽取

及彙整國內相關產官學界的意見，讓該條例更

趨完整，也更能適應國內推動環境。

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及內政部營建署正積極

合作推動水再生利用政策，除推動國內水處理

與再生產業的發展外，亦依地理環境及用戶端

需求等因素，選定具回收再利用潛勢之既有污

水處理廠評估推動可行性，以及目前正規劃設

計之污水處理廠(水資源回收中心)併入再生水廠

規劃之可行性，參考「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期中報告(102.07)」，初步

擬定可立即推動之「營運中」優先方案，包含

福田廠、安平廠、鳳山溪廠，以及民國105年可

推動之「建設中」優先方案，包含豐原廠、永

康廠、臨海廠，如表1所示。

二、再生水推動瓶頸說明[9]

依水利法第18條規定，用水標的順序為(1)

表1 建議優先推動再生水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水資源回收中心)

名稱
設計量

(萬CMD)
供應標的

可媒合水量(CMD)

105年 120年

營運中
優先方案

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29.7 中港特定區 88,974 128,500

鳳山溪污水處理廠 11.0 臨海工業區 45,000 45,000

安平污水處理廠 13.2 安平工業區或南科 66,000 66,000

建設中
優先方案

台中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 9.0 中科園區 10,385 24,923

台南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 8.7 樹谷園區 10,588 30,706

高雄臨海水資源回收中心 8.0 臨海工業區 10,000 3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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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自來水水質，依國內目前針對工業區

廢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至等同自來水水質

之相關經驗，單位產水成本介於25～30元

/m3，而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成本則

約15～20元/m3不等，導致產生既要求高水

質又要求成本不得高於自來水價之矛盾目

標。

(三)部分廠商表示再生水僅願意作為枯旱時

期之補充水源，平常則正常使用自來水，

於廠商立場除可降低使用再生水成本亦可

確保穩定水源，然於供應端則實難僅季節

性操作。

三、綜合說明

於全球性環境變遷影響下，水資源在可見

未來已成為全球相互爭奪之重要資源，於2001

年3月國際水資源會議上，會議主席歐爾布赫指

出，廿世紀是石油的世紀，廿一世紀則會是水

資源的世紀，且「石化能源有許多替代品，水

則無可取代」，由此可見水的重要性。

我國年降雨量在全球各國中排名第2，卻

是名列全球第18的缺水國，政府除積極開源

節流，並宣導民眾應珍惜水資源外，以經濟發

展為國家命脈的臺灣，提供穩定且充足的水資

源，乃是提升生活品質與促進社會經濟蓬勃發

展的關鍵性要素，故使用再生水補充部分用水

需求已成為必然趨勢，目前國外再生水技術已

相當成熟且有多處實際應用於補充用水之實績

可供參照，國內推動再生水政策除評估如何降

低產水成本以提高使用者接受度外，訂定法律

依據應是推動再生水政策之啟動引擎。[10]

伍、下水道節能減碳對策

為落實推動全國中央與地方公共工程全

生命週期節能減碳，將綠色能源、綠色材料、

綠色工法、綠色環境納入工程中，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除已函頒相關政策白皮書、執行方

案、設置再生能源設備規劃設計參考原則外，

亦研擬太陽光電、風力及空調節能等規劃設計

參考原則，並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部會就主

管工程部分訂定各類公共工程節能減碳相關規

劃設計參考原則，提供給各機關及地方政府辦

理規劃設計之參考。實際應用上，有關下水道

管線系統及污水處理廠(水資源回收中心)節能減

碳規劃設計原則及作法如下：

一、下水道管線系統

綠色內涵執行原則，包括：

(一) 檢討需求性、因地制宜及就地取材。

(二)採用預鑄構件材料或施作方式，提高作

業效率，並減少結構尺寸，以降低水泥、

鋼材等營建材料使用量。

(三)以安全為前提，考量工業副產品取代水

泥與砂石可行性，以減少碳排放量。

綠色內涵具體作法，包括：

(一) 綠色環境

1.排水採重力排水。

2.注重環境、減少對原有環境衝擊。

(二) 綠色工法

1.免開挖工法屬綠色工法，如推進、潛盾

等，推進管因屬預鑄，管材亦可計入。

2.用戶接管目的即將生活污水導入下水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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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燃料等能源消耗之排放、(2)處理過程中設

備運轉時之排放、(3)用水與藥品消耗之排放等

三大類，另下水道資源有效利用亦可相對削減

溫室氣體排放，此部分已分別於水再生利用與

水資源回收中心創能方式進行說明，以下則分

別就前述三類溫室氣體排放源探討如何於建設

與營運過程中採行有效之節能減碳對策。

(一)電力、燃料等能源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

減量

　　主要為水資源回收中心內設備之省能

策略，包括：

1.機械設備節能設計

　　廠內耗能機械設備較高者為泵浦輸送

及曝氣鼓風系統，其兩者用電量合計約佔

全廠之50%，故其設備選用將顯著影響整

體節能效果。採行方式包括：泵浦輸送系

統彈性設計（如多台或變頻設計、儘量選

用高效率泵浦等）、設置高效率曝氣鼓風

系統（鼓風機選用可調整風量與高效率風

機為原則、複數台設計、操作控制上將配

合溶氧值進行調整風量等，均可降低運轉

電力之使用；散氣系統依機能需求選用傳

氧效率較高之散氣設備，並安排適當配置

以使池內混合均勻，提高溶氧效率，達到

節能目的）。

2.電力系統節能設計

　　如設置高效率或非晶質變壓器組、裝

設功因改善電容器、設置電力管理監控系

統、設置高效率照明、採用照明控制節能

等。

3.其他

統，減少河川污染，屬綠色環境一環，故

用戶接管工程皆可納入綠色內涵。

3.用戶接管工程設施包含陰井、配管箱、清

除孔或管材皆為預鑄成品，產品品質高且

穩定，於廠內生產除提高速率，且可減少

現場施工項目，降低施工現場污染，減少

碳排放量。

4.工作井鋼管擋土工法之構件可回收利用，

符合節省資材、拆除構件再利用、運送便

利低耗能原則之綠色工法。

5.用戶接管工程於後巷採原土回填，減少廢

棄土方產生。

(三) 綠色材料

1.環保標章管材：例如高密度聚乙烯管

(HDPE)管材即屬之。

2.長壽命耐久管材：聚酯樹脂混凝土管

(PRCP)、高密度聚乙烯管(HDPE)等。

3.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CLSM)。

(四)其他

1.儘量減少跌落設施及彎頭。

2.圍籬、交維設施材料重複使用。

3.施工面採最小用地，以減少挖填方、廢

方、擋土及照明等。

二、	水資源回收中心

下水道營運過程中產生之溫室氣體主要包

括CO2、CH4、N2O，而排放來源主要分為(1)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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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如引進綠建築設計、空調通風系統

節能、處理單元操控調整等。

(二)處理過程中設備運轉時之溫室氣體排放

減量

1.污水處理方式與操作運轉調整：透過溫室

氣體實測適度修正操作運轉方式，並加上

污水處理流程上之有效管理，將可達到溫

室氣體排放減量之效果，如除氮流程中適

當抑制硝化反應以控制CH4、N2O等溫室氣

體排放量。

2.適當選用溫室氣體排放較低之處理程序。

(三)用水與藥品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節約用水及降低藥品使用量可直接達

到溫室氣體排放之減量，包括處理水有效

利用、管控藥品使用量(如檢討藥品種類、

藥品注入率、藥品過量管控等)。

陸、水資源回收中心創能方式

水資源回收中心係以處理集污範圍內污

水為主要機能，然而「處理」即為耗能程序，

面對環境變遷考驗更要思考節能及創能，所謂

「創能」係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中之再生

能源。於水資源回收中心之機能架構下，欲結

合太陽能、風力、水力、沼氣或其他生質能等

創能應用，其有關之創能種類、應用考量簡介

如下[11]。

一、	太陽能發電

裝置於水資源回收中心之太陽能光電系

統，其設置應用上須注意事項包括：

(一)法令規章

(1)建築相關法規：建築技術規則中有關太

陽能光電系統設置，除建築設計施工篇之

綠建築基準外，其設置應用上可能涉及包

括建築材料使用、載重設計等規定；設置

地點所在當地建築設計規範，可能包括對

鄰近建築物之日照權、屋突或後期建築物

可能發生之遮蔽等情形；綠建築標章，包

括光電板裝置於屋頂層，有助於降低外牆

熱傳透率，有利於綠建築節能指標。

(2)電氣相關法規：依據台灣電力公司營業

規則、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及屋內外

線路設置規則中，有關太陽光電系統設置

之相關內容包括：系統電壓等級、線路之

電壓降、導線之規格、導線之安全容量及

系統併聯等規定。

(二)基地環境調查

　　臺灣地區太陽能光電系統設置方位以

南向為佳，配合基地所在區位、高程，考

量日照之傾斜角，亦有利於雨水沖洗，可

配合季節調整角度。

(三)裝置場所與供電條件

　　光電板通常裝置於屋頂層，應注意事

項包括光電板與樓板間之維護散熱空間、

基座與防水層之按合；與供電條件有關部

分則有用電負載端情形、用電密度、用電

量變化等用電特性，此外，電力系統、電

力設備容量、分電盤位置等電氣設備，均

須考量搭配。圖4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台南

園區污水處理廠設置太陽光電發電實例，

發電設計額定容量為159KWp，供應廠內部

分用電需求。



3

No.100│October  2013 │83

專
題
報
導

量與水位變動條件，水位壓力差取決於放

流端高程與水位變動，通常水位壓力差變

動不大，放流水量則因污水集污區之用戶

接管率與城鄉發展情形而成長變動。

(三)推估放流水量成長變動趨勢，作為研判

裝置容量依據。

(四)其他尚包含水污染防治法、電氣等相關

法規規定與供電條件考量。

圖5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污水處理

廠設置小型水力發電系統實例，其水位有效落

差為8.5公尺，水量0.1CMS，電力輸出設計額定

容量為5.5KW，主要供應機房室內及室外照明

電源，經計算溫室氣體排出削減量為25.82公噸

CO2/年。

二、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借助於風，屬於不穩定的電力來

源，因此電力不足時需要併聯市電供電系統以

維持電力負載端所需，裝置於水資源回收中心

之風力發電系統，其設置應用上須注意事項包

括：

(一)基地氣象條件，根據風向、風速等風況

特性，研判適合風力發電的位置。

(二)由風況資料推估設備利用率，作為研判

裝置依據。

(三)設施低頻噪音對鄰近住家之影響。

(四)其他尚包含電氣相關法規規定與供電條

件考量。

三、	水力發電

水力發電受水位壓力差與水流量所控制，

裝置於水資源回收中心之水力發電機均屬小型

系統，其設置應用上須注意事項包括：

(一)應用於放流水以減少水質對葉輪之影

響。

(二)基地地形條件：放流端高程差、放流水

圖4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台南園區污水處理廠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圖5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小型水力

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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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處理水應用於熱交換

處理水應用於熱交換須考量水質條件，以

降低熱交換系統之設施維護負擔，其應用方式

一般有處理水作為冷卻用水、污泥焚化爐與溫

泉區排水之熱回收等。

柒、結語

由於環境變遷係屬明確且無可避免之趨

勢，相關工程勢必得提出新思維以面對環境變

遷所引致自然與人文的雙重衝擊。以都市防洪

而言，新思維包含總合治水之上、中、下游複

合式治水策略、新的集水區排水策略和採用政

策性手段以教育民眾對於積、淹水風險的認

知，未來更應進一步以水資源之保水態度與自

然天候尋求和平共存；另水資源更已成為影響

國家發展之重要指標，在開源不易情況下，除

了配合水利工程運用貯留及下滲做為兼具防洪

災與補助自然水源之手段外，利用再生水補充

部分用水已成為必然趨勢，以往下水道工程係

將污水收集及處理至不影響環境為主要目標，

現階段則建議整體規劃併入水資源再利用構

想；而溫室氣體所造成之地球環境負面效應屬

不可逆且全面性災害，全世界各國家早已成立

相關組織並制訂公約以避免情況持續惡化，未

來各工程開發時均須導入節能減碳概念及工

法，除滿足工程目的外更應儘量降低碳排放甚

至達零排放目標；如何創造新能源或相對乾淨

(低碳排放)能源亦是應變環境變遷的手法之一，

水資源回收中心將污水中污染物去除係為耗能

程序，雖屬必要且不得不之選擇，然卻可於相

關程序中尋覓可創造之最大化能源利用，以降

低處理程序本身對外部能源之依賴。上列所述

新思維實為因應環境變遷之對應工法，作為時

代工程師應以不滿足於現況對策的積極態度面

對問題，進而激勵並創造新構想，始足以面對

日益嚴重且難以預測之環境變化。 

	四、風光互補發電

專指微型風力與太陽光電互補的發電裝

置，充分利用自然環境資源，於日間利用太陽

能發電，夜間或天候不佳時則有風力機組可互

補供電，降低發電裝置中斷供電之風險，由於

系統多應用於照明、自動灑水澆灌、安全監

視、自動檢測或通訊等小負載用途，對周界環

境影響小，因此裝置限制條件較少。

圖6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園區污水處理

廠設置風光互補系統實例，主要供應入口廣場

路燈，共6盞，每盞用電量52W(26W×2)，經計

算溫室氣體排出削減量為0.73公噸CO2/年。

	五、生質能應用

水資源回收中心的生質能應用方式，包含

污泥厭氧消化過程所產生沼氣之燃料使用(供作

加熱、發電、汽車動力)、污泥炭化燃料、污泥

造粒燃料等。

圖6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園區污水處理廠

      風光互補系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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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１號五楊段
拓寬計畫五股至林口
段工程」鋼結構橋梁
工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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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國道1號五楊段拓寬工程由於主要沿國道1號兩側而行，沿線多邊坡、溪流、交流

道、區域道路、疏洪道、堤防等複雜地形，且在短期內須投入大量人員、機具設備及材

料等資源，因此設計時即考量國內施工廠商的工作能量及工區狹窄的嚴苛環境，配合各

路段之地形及交通特性，採用不同橋梁型式及先進的施工方法。鋼橋因跨徑配置調整彈

性較大、且量體較小，對因應複雜環境尤能發揮其優勢，五股林口段因地形複雜多變，

因此鋼橋所佔之比例較高。

本文簡要說明五股林口段工程各鋼橋路段為配合工程需求，因地制宜選擇不同鋼橋

型式及施工方式之考量因素，其中包括兩座跨越國道1號的國內最大跨徑鋼箱型梁橋，

及泰山林口間之國內首次採用雙層外懸伸帽梁樹狀式單柱結構之雙層高架橋。並簡要介

紹本工程針對其中三種特殊橋梁型式之監測計畫，冀能提供做為未來後續類似工程規

劃、設計及施工之參考。

圖1 五楊段工程位置圖

1 2 3 4 5

壹、計畫概述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以下簡稱

五楊段工程)，北銜接汐止五股高架段（里程約

31K處），南止於楊梅收費站北端

(里程約71K處)，總長約40公里(詳

圖1)。計畫路線緊沿現有國道1號佈

設，沿線經過新北市五股、泰山、

林口區及桃園縣龜山、蘆竹、桃

園、中壢、平鎮及楊梅等鄉鎮市；

原則採兩側高架拓寬。惟路線南行

至北上線側里程約37.5K~39K區間，

因東側邊坡屬地質敏感區，依環評

承諾事項，本路段路線須迴避，

故北上線高架橋於里程約37K附近

跨越國道1號至南下線側(泰山跨越

橋)，並與南下線採雙層共線設置

(北上線置於上層)，後於里程約40K

附近再度跨越國道1號回歸原北上線側(林口跨越

橋) (詳圖2)。為分離長短程車流，僅設置少數交

流道，除設置銜接國道2號之匝道，服務往來桃

園國際機場車流外，於泰山收費站南側及中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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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泰山、林口跨越橋及雙層高架橋工程位置圖

橋梁結構布設。而在整體施工上具有包括工

期緊迫、工區沿既有高速公路兩側狹長帶狀布

設、施工空間狹小、施工期間交通維持繁複等

不利因素，且為確保國道1號行車安全，對於工

安要求更加嚴苛，另包含內外在風險如用地提

供、技術人力與勞工來源、機具與材料的穩定

供應等，對計畫之順利執行都是一大挑戰，因

此橋梁工程之結構型式及工法選擇極為重要。

除須考量工程特性、工程規模、施工迅速、工

程費適當、力求景觀合諧及減少施工中交通干

擾等基本原則外，並須兼顧國內材料及機具供

應之能量與施工技術水準等因素，方能如期如

質完成本工程。

五楊段工程之五股林口段因地形複雜多

變、近都會區且兩處跨越國道1號，鋼橋跨徑配

置具有較大調整彈性、量體小，以因應現況複

雜環境，在都會區尤能發揮其優勢，因此採用

鋼橋比例較高，約占本路段橋梁長度之65%，

其餘路段則以支撐先進(或場鑄逐跨)工法之預

表1 五楊段工程主線橋梁型式表

路段 標別
橋梁長度(M)

鋼橋比例

(%)

鋼重

(T)鋼箱型
梁橋

預力箱型梁橋
(施工法) 

預力I
型梁橋

PC鋼
混合梁橋

五股林口

C901 4,148 1,579(支撐先進) 350 370 64 43,500

C902 2,400 2,180(支撐先進) 464 480 43 27,800

C903 5,710 0 0 0 100 37,000

C904A 2,799 1,380(支撐先進) 0 0 67 28,200

C904B 2,200 2,468(支撐先進) 0 0 47 19,200

合計 17,257 7,607(支撐先進) 814 850 65 155,700

林口中壢

C905 1,159
4,260(支撐先進)
  595(懸臂工法)

31.5 0 19 6,200

C906 672
3,649(支撐先進)
  734(懸臂工法)

15.5 0 13 4,400

C907 0
3,528(支撐先進)
3,740(懸臂工法)

0 0 0 0

C908 625
3,492(支撐先進)
  858(懸臂工法)

43 0 12 4,100

C909 710
2,890(支撐先進)
  985(懸臂工法)

21 0 15 4,600

合計 3,166
17,819(支撐先進)
6,912(懸臂工法)

111 0 11 19,300

中壢楊梅

C910 0 8,716(預鑄節塊) 0 0 0 0

C911 0 8,701(預鑄節塊) 0 0 0 0

合計 0 17,417(預鑄節塊) 0 0 0 0

戰備道設置轉接道提供國道1號平面與五楊拓寬

高架間車流轉換。於泰山轉接道以南至中壢轉

接道以北為雙向各3車道，內側車道設置高乘載

專用道(HOV LANE)，提供大客車及3人以上小客

車使用，其餘為雙向各2車道。五楊段工程共分

為三個路段，其中五股林口段及林口中壢段由

本公司辦理設計監造。

貳、橋梁配置

五楊段工程由於主要沿國道1號兩側而行，

多邊坡、溪流、交流道、區域道路、疏洪道、

堤防等，地形複雜多變，因此大部分路段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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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萬噸，國內鋼構廠製作年產能約50萬噸，另

再統計各鋼構廠於99~102年已接單鋼構需求，

評估國內整體鋼構生產能量應不成問題。

參、鋼橋路段說明

本文僅針對五股林口段之鋼結構橋梁工程

作一介紹，五股林口段北起汐五高架段五股端

（里程約31K處），採高架方式與既有汐五高架

橋銜接，向南跨越五股交流道、泰山收費站及

林口交流道後，於高鐵跨越橋前約2.5公里附近

下地，續採路堤(塹)方式至工程終點(里程約45K

處)，本路段全長約14公里。

五股林口段之橋梁型式配置詳如圖3所示，

其中鋼橋主要位於跨越二重疏洪道段、與大窠

坑溪堤防共構段、跨越五股交流道段、泰山收

費站段、雙層高架橋段、跨越國道1號段、林口

交流道段及林口坍滑段。各路段選擇鋼橋之考

量因素皆有不同，茲分各路段簡要說明如后：

圖3 五股林口段橋梁型式配置圖

力箱型梁橋為主。林口中壢段則因地形平坦空

曠，利於預力梁施工，因此大部分均採用工程

費較低之支撐先進或懸臂工法預力箱型梁橋，

僅桃園交流道及中壢服務區因橋墩位置受限需

採大跨徑配置，且橋下淨高需求導致梁深不宜

太大，以及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考量，宜採用施

工組裝迅速之工法等因素，採用鋼箱型梁橋，

約占本路段橋梁長度之11%。中壢楊梅段除校

前路跨越橋採鋼橋外(約630T)，主線均為預力箱

型梁橋。因此五楊段工程之鋼橋主要均位於五

股林口段，各路段主線之橋梁型式詳如表1。

五楊段工程鋼橋之鋼重將近18萬噸，並須

於三年內施工完成，數量大且工期短，為提前

檢視鋼構廠商是否因設備、機具或產能不足，

而會影響整體工程進度，因此於設計階段即蒐

集當時國內公共工程鋼構需求(含鋼橋及建築)及

鋼構廠製作之產能，並調查各鋼構廠99年~102

年已接單鋼構施工製作排程，且進行統計及分

析，探討鋼構廠設備、機具及產能需求。經調

查統計結果，中鋼公司所提供鋼材年產能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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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徑鋼箱型梁橋。

三、跨越五股交流道段

本路段(N32+789〜N33+159、S32+673〜

S33+285)跨越交通十分繁忙且用地受限的五

股交流道區域，因此採用大跨徑鋼箱型梁橋，

不但在景觀上與現有交流道的鋼橋環境較為協

調，並且可以有效縮短工期，降低該區域於施

工期間之交通衝擊(如圖6)。於C901標及C902

標之跨徑配置分別為75+108+112+75=370M及

(2@75+92+2@75)+(65+90+65)=612M。

四、高公局前匝道段

本路段(N34+138〜N34+323、N34+523〜

N34+708、S34+160〜S34+640)本路段係4處跨

越進出高公局匝道路段，於匝道處橋梁須採約

圖5 與大窠坑溪堤防共構段中大跨徑鋼橋

一、跨越二重疏洪道段

本路段(N30+828〜31+254)跨越二重疏

洪 道 ， 在 降 低 通 水 遮 斷 率 為 主 要 考 量 下 ，

採用大跨徑鋼箱型梁橋(如圖4)，且橋墩設

置 須 與 現 有 汐 五 高 架 橋 墩 位 於 同 一 投 影 面

上，以符合相關水利法規需求，跨徑配置為

2@77+104+101+67=426M。

二、與大窠坑溪堤防共構段

本路段(N31+254〜N32+789)與既有之

大窠坑溪堤防共構，利用鋼橋重量較輕之特

性，以降低橋梁基礎尺寸，且可縮小堤防之

開挖影響範圍，並有效縮短工期(如圖5)。

其 中 除 跨 越 中 港 大 排 抽 水 站 採 跨 徑 配 置 為

79+2@121+74=395M之大跨徑鋼箱型梁橋來因

應外，其餘部分均採用跨徑配置為45~50M之中

圖4 跨越二重疏洪道段大跨徑鋼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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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及完工照片詳見圖8)。

另泰山收費站至泰山跨越橋間之轉接道區

橋梁配置，需考量外側平面重車匯入平面主線

之空間需求，採用跨徑60~105M之中大跨徑鋼床

鈑鋼箱型梁橋，且為配合橋下平面重車道之淨

高需求，轉接道主線橋梁與橋墩採剛接型式，

避免淨高受帽梁深度影響。(詳圖9~11)

85M之大跨徑跨越。考量前

後路段均為等梁深之預力箱

型梁，基於景觀需求，本路

段亦採用等梁深原則配置，

因此採用PC鋼混合梁橋之

結構型式(如圖7)，跨徑配

置分別為50+85+50=185M

及50+85+55+50=240M，於

跨越匝道處採大跨度(85M)

鋼橋型式與兩側預力箱型梁

結合。

五、泰山收費站段

本路段(N35+108〜

N36+439.5、S35+092〜

S36+879)位於國道1號泰山

收費站區內，須於收費站區

之車道內立墩，並設置匝道

供高架橋及平面車道轉接之

用，及提供大型車專用道穿

越五楊高架橋主線行駛等交

通功能，且施工期間尚須能

維持泰山收費站正常營運。

因此本路段設計除須採大跨

徑橋梁配置外，首要考量應

儘量縮短施工對交通之衝擊

及影響範圍，上部結構採用

施工迅速、重量輕之鋼床鈑鋼箱型梁橋，可縮

減下構尺寸及交通維持圍籬範圍。下部結構並

採用施工迅速之鋼橋墩，縮短現場作業時間，

且因橋墩位於國道1號車道中央，特別採用較美

觀之圓形鋼橋墩。

主 線 跨 越 泰 山 收 費 站 處 採 用

110+2@180+110=580M之大跨徑鋼床鈑鋼箱型

梁橋，橋墩處梁深7.5M，支承為2200T雙向活動

式盤式支承，不抵抗橫力，另設置剪力鋼箱抵

抗橫力，並設置抗拉拔裝置抵抗橫力之彎矩(斷

圖6 跨越五股交流道段大跨徑鋼橋

圖7 高公局前PC鋼混合梁橋

圖8 跨越泰山收費站大跨徑鋼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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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雙層高架橋段

本 路 段 ( S 3 6 + 8 7 9 . 5 1 5 〜 S 3 9 + 7 3 4 、

N36+925.5〜N39+781)因北上線迴避國道1號東

側地質敏感區，北上線及南下線採雙層共墩方

式配置，其中北上線位於上層，南下線位於下

層，而兩端將與2處跨越國道1號大跨度橋梁相

銜接。另外路線沿大窠坑溪而行，橋梁配置時

需注意避免於溪中立墩而影響河川之功能，致

僅能於高速公路與大窠坑溪間狹窄廊帶立墩(圖

12)。路線採上下層橋面部分重疊方式布設，並

採雙層外懸伸帽梁之樹狀式單柱及結構大偏心

方式配置橋墩（如圖13），使共構橋柱可立墩

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既有邊坡，可避免橋梁大幅

侵入大窠坑溪與遮蔽日照之問題。

本路段全線採上下層共構長度2.855公

里，其橋面依單向三車道配置之標準寬度為

16.05m；但配合二處跨越段平面半徑390m之設

置，部分橋面須加寬至19.397m，提供足夠之

圖9 泰山轉接道鋼橋透視圖

圖11 泰山轉接道剛接型式中大跨徑鋼橋

圖10 泰山轉接道鋼橋斷面圖

圖12 高架橋布設空間位置圖

工址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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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視距，以維護行車安全。上層高度達30〜

45M，經評估為減輕自重，上下層橋均採等斷面

鋼箱型梁配置及RC橋面版，採用跨徑52.5~55M

之中跨徑鋼箱型梁橋配置，並配合前述橋梁寬

度需求，上下層採雙室或三室鋼箱之配置，鋼

梁斷面示意圖如圖14所示；下部結構則採用矩

形RC橋墩內部配置H型鋼，完成雙層橋景觀如圖

15所示。

圖13 泰山林口雙層橋斷面示意圖

圖14 鋼梁斷面示意圖

高速公路

大

窠

坑

溪

圖15 泰山林口雙層共構單柱中跨徑鋼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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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跨越國道1號段

為避開37.5K〜39K間路側之山坡地地質敏

感區，本計畫部分路段北上線與南下線共構，

故北上線須兩度跨越國道1號高速公路，其中林

口跨越橋設置於里程40K附近跨越國道1號至南

下線側，而泰山跨越橋設置於里程37K附近再度

跨越國道1號回歸原北上線側(詳圖2)。依環境影

響說明書「林口北上與南下共線路段，其北上

線二度跨越高速公路平面道路處不落墩，以維

護道路景觀品質及減少施工干擾。」，因此國

道1號上不可落墩，故跨越橋跨徑須採約達216

公尺以上配置。

本路段(N36+439.5〜N36+925.5、N39+781

〜N40+267)採用大跨徑鋼床鈑鋼箱型梁橋，跨

徑配置為135+216+135=486M，梁深採拋物線

變化4〜9.2M。為配合構件運輸及吊裝等施工條

件，主梁於設計時，以雙根箱梁組成基本構件

後，再將下翼板連成一體，形成由4片腹板組成

之單根鋼床板箱型梁橋；另為使跨越橋下現有

高速公路道路使用者有良好的視覺效果，下翼

板以水平方式布設，而上翼板配合其道路橫坡

需要，造成腹板深度均不同，最深高達10.2m，

因此腹板深度依其橫坡變化，致主梁內各斷面

高度均不相同，增添鋼箱製作之複雜度，主梁

斷面示意圖如圖16所示。林口及泰山跨越橋完

成景觀如圖17及18所示。

圖16 跨越橋斷面示意圖

圖17 林口跨越橋

圖18 泰山跨越橋

圖19 林口交流道段橋梁斷面示意圖

八、林口交流道段

本路段(N40+267〜N42+580、S40+650〜

S42+595)北上線及南下線在林口交流道區須連

續跨越三處交流道，各計有4處進出國道1號匝

道在路線下方穿過，另有4處橫交道路及桃園

機場聯外捷運等，橋梁配置時需注意各匝道、

路口與捷運之淨空及施工空間需求。且本路段

地形屬林口路塹，路線沿路塹上邊坡而行，文

化一路以南路塹邊坡頂上即緊鄰區域道路，因

此施工以整地最小化為原則，避免影響國道1

號及區域道路。鋼橋梁深採3.6M等斷面設計，

鋼梁斷面示意圖如圖19所示，以減輕橋梁重

量，縮小橋墩及基礎尺寸。本路段採用跨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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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5M之中大跨徑鋼箱型梁橋(如圖20)，僅

於跨越機場捷運處配合捷運及匝道空間需求採

80+115+80=275M大跨徑鋼箱型梁橋配置(如圖

21)。

另因各交流道之匝道與本工程路線交角甚

小，在八處國道1號出入口匝道處，配合匝道空

間需求，於跨越匝道處橋墩採框架式設計，以

避免匝道線形大幅更動。並採墩柱帽梁與鋼梁

剛接設計(如圖22)，減少結構量體，使框架式橋

墩帽梁與鋼梁銜接部分更簡潔美觀。

九、林口坍滑段

本坍滑區位於南下線S43+400〜43+700

附近附近，衡量現況已有施作排樁及地錨等

設施加以保護國道1號及桃二道路，因此為減

少對坍滑區地質擾動，本路段以較大跨徑、

及較輕之橋梁型式避開既設排樁範圍，採用

75+105+75=255M之大跨徑鋼箱型梁橋配置(如

圖23)。此外，為進一步確保新設橋梁之穩定

性，尚採取下列措施：(1)基礎採用樁基礎，進

入岩盤；(2)基礎靠近桃二道路側，施作排樁及

地錨，降低新設基礎滑動之可能及提高新設基

礎之安全；(3)施工中布設監測儀器，以確認是

否仍有滑動之現象。

肆、鋼橋特殊工法

本工程之鋼橋施工大部分均為一般常用之

吊車現場吊裝方式，惟其中有3處採用特殊工法

施工，分別為(1)泰山跨越橋-懸臂工法，(2)林口

跨越橋-旋轉工法，(3)泰山林口雙層橋-鋼梁逐跨

吊裝工法。茲概述簡介各工法如后。

一、泰山跨越橋

泰山跨越橋鋼橋施作因吊裝場地及週邊環

圖20 林口交流道區一般路段中大跨徑鋼橋

圖21 林口交流道區跨越捷運大跨徑鋼橋

圖22 林口交流道區跨越匝道處帽梁與鋼梁剛接 

圖23 林口坍滑段大跨徑鋼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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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口跨越橋

林口跨越橋採旋轉工法，係將中央跨拆成

南下旋轉段鋼梁及北上旋轉段鋼梁(旋轉工法如

圖26及27所示)，分別於國道1號兩側邊坡構台

上由低處向高處依序地組，每段鋼梁地組完成

後，利用吊車吊至臨時支撐架上，接續已安裝

之邊跨鋼梁後，利用千斤頂、履帶式戰車輪頂

昇(拱度釋放)、回降至預定高度後，於兩段鋼梁

中間閉合處，設置軌道梁以放置鋼梁旋轉活動

端，橋墩上設置旋轉軸，讓鋼梁能利用軌道梁

進行旋轉、移動及調整端口閉合位置與高程。

南下旋轉段鋼梁及北上旋轉段鋼梁旋轉角度、

旋轉距離分別為15度及23度。

三、泰山林口雙層橋

本路段考量在嚴苛用地限制及狹窄空間

施工，橋梁結構方案應符合「標準制式化跨

度」、「施工不影響交通」、「不宜採現地支

撐」、「保存大窠坑溪生態」之原則。上構宜

採制式化及營建自動化橋梁工法，經評估世界

各先進橋梁自動化工法，如預力橋梁之「支撐

先進工法」、「預鑄節塊吊裝」、「場鑄懸臂

工法」、「節塊推進工法」、「預鑄全跨吊

裝」或鋼橋梁之「推進工法」、「懸臂吊裝工

法」等均有其困難性，在綜整考量上述工法

後，則以「預製節塊吊裝工法」及「全跨吊

圖26 林口跨越橋旋轉工法示意圖

境受限，其中邊跨架設方式，採用逐跨架設方

式施作，跨越國道1號段則為懸臂工法吊裝(如圖

24及25所示)。中央跨越國道1號段採用節塊懸

臂吊裝之懸臂工法(配合四座門型架)，從兩側柱

頭架設工作車，於台車上拼裝節塊，並運輸至

銜接端口，使用懸臂工作車吊放箱梁定位，兩

側各安裝8個節塊，並於安裝第7節塊後，利用

千斤頂頂昇方式使橋面高程達施工控制之預拱

高程，最後吊放閉合節塊，解除頂昇力量後完

成閉合。

圖24 泰山跨越橋懸臂工作車設備示意圖

圖25 泰山跨越橋懸臂施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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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林口跨越橋旋轉工法設備及配置圖

圖28 鋼梁逐跨吊裝工法

圖29 雙管橋護欄

裝」之精神，採以桁架式工作車吊裝鋼梁，稱

為「鋼梁逐跨吊裝工法」，如圖28所示，為國

內最具規模先進之鋼橋自動化吊裝工程。

伍、附屬設施

一、雙管橋護欄

本工程於北上線高架橋自泰山跨越橋經雙

層高架橋之上層橋至林口跨越橋共約4公里路段

設置雙管橋護欄，係考量本路段為下坡路段，

且跨越橋處之轉彎半徑較小，而上層橋之下方

即為逆向之南下線國道1號平面道路及五楊高架

下層橋，因此本路段之橋護欄特別採雙管型式

總高度142公分(如圖29)，強化本路段橋護欄之

防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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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鋼橋維修走道

五楊段高架橋因大多位於國道1號兩側邊

坡，人員不易到達橋梁進行維修，為考量通車

後維修需求，鋼橋路段特別於路肩處設置數處

維修走道連通道，搭配設計完善的維修走道系

統，方便維修人員可由橋面維修走道連通道通

行至鋼梁底，自墩頂帽梁間人孔進入鋼箱梁間

的維修走道進行檢修任務。且鋼箱梁與預力梁

銜接處人孔相對位置，設計時也一併考量，故

維修人員亦可自鋼橋段直通至預力橋段，保持

全線之維修動線毫無阻礙(如圖31)。主線鋼梁維

修連通道及維修走道如圖32及33所示。

二、橋面排水及梁底修飾網

五楊段鋼構橋梁為使既有國道1號用路人

有良好的視覺效果，橋面排水管順貼懸臂板引

下後即穿過鋼梁腹鈑至兩座鋼梁間，縱向排水

管設置於兩座鋼梁間，除可避免外露影響觀瞻

外，亦利於日後維修。此外，兩座鋼梁下方並

裝設梁底修飾網，以遮住主梁間橫梁、縱梁、

維修走道及縱向排水管，使主線橋梁更顯一致

性而不雜亂。主線鋼箱梁斷面示意圖如圖30

所示。

圖31 維修動線示意圖

圖30 橋面排水管及梁底修飾網

梁底修飾網 橋面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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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經由規劃布設之監測系統，可獲得此等橋

型相關結構行為或異常資料，不僅可以掌握橋

梁之使用狀態與結構安全性，收集到的資料更

可做為日後同型橋梁之設計參考依據，同時也

是橋梁維修養護的參考資訊。

在五股林口段工程當中有三種特殊橋梁型

式，包括跨越國道1號大跨徑橋梁(全台灣目前

最長跨度之鋼箱型梁橋)、共構段雙層橋墩(橋

墩型式相當特殊為國內首見)及PC鋼混合梁橋

(鋼及預力的結合)，這些特殊橋梁使得本路段成

為整個計畫中最具代表性的路段。為更進一步

瞭解實際橋梁結構行為，於是辦理這三種特殊

橋梁監測計畫，並擇定林口跨越橋（橋墩編號

陸、橋梁監測計畫

橋梁監測系統之設置主要為掌握結構動

態及靜態行為，分析研判其安全性，其中動態

監測對象主要為地震、交通車流對橋體引起的

振動行為；靜態監測則為研析橋體受非動態載

重等作用下，橋體的溫度、傾斜量、位移值、

應變值，目的乃用以檢驗設計階段假設值是否

合理，期能得知完工時結構內部應力之狀況，

並藉由定時蒐集資料做為結構診斷與管理之參

考。橋梁監測系統使用的感測儀器包含加速度

計、應變計、傾斜計、位移計、溫度計、水位

計、沉陷計等，以便對橋梁之地震振動、傾

斜、相對變位、自然頻率及沉陷進行自動量

圖32 維修連通道

圖33 維修走道

維修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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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3至P4A02）、泰山林口雙層橋（橋墩編號

P334至P335）及高公局匝道橋(橋墩編號P164

至P167）為監測標的，由國家地震中心辦理相

關監測作業。

於完工後通車前並進行載重試驗(如圖34)，

包括靜態載重試驗與動態載重試驗，以求取結

構參數，校正結構分析模型，並供未來長期監

測使用。車輛靜載重試驗係於監測標的橋面

上，布設裝載砂石（重量為20噸）之〝十輪〞

砂石車，並就不同載重狀況如均勻載重、偏心

載重、扭轉載重等，以水準儀及光學式位移儀

測量不同載重情況下之橋梁變位值。試驗結果

顯示監測標的橋梁於不同載重情況下之結構位

移皆可在預期反應值內。而車輛動態載重試驗

圖34 車輛載重試驗

則係以十輪砂石車，分別以車速20 km/hr、40 

km/hr及60 km/hr三種車速通過監測標的橋梁，並

量測橋梁於車輛通過期間之振動反應，以探討

不同車速下橋梁結構之反應特性。試驗結果顯

示在不同行車速度下之橋梁振動反應與分析模

型計算所得者相近，且動態反應趨勢一致。

柒、結語

五楊高架全線同時施工，在同一時間須投

入大量人員、機具設備及材料等資源，因此設計

時即考量國內施工廠商的工作能量及工區狹窄的

嚴苛環境，配合各路段之地形及交通特性，採用

不同橋梁型式及先進的施工方法，五股林口段因

地形複雜多變因此採用鋼橋比例較高。

五股林口段之鋼橋配合各路段需求，因地

制宜選擇不同的鋼橋型式，如跨越國道1號的國

內最大跨徑鋼箱型梁橋、跨越交流道區的中大跨

徑鋼橋、與堤防共構段及雙層高架橋則為減輕重

量之中跨徑鋼橋；及泰山轉接道區為縮短現場作

業時間上下部均採用鋼結構，且匝道與主線共用

墩柱等，全線鋼橋型式相當多樣。且為因應施工

空間及交通維持等之限制，部分路段採用了國內

鋼橋工程首次採用之先進施工技術，如跨越國道

1號之旋轉工法及懸臂工法、雙層高架橋之鋼梁

逐跨吊裝工法，其中採用旋轉工法之C904A標更

獲得101年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的殊榮，C903標

雙層高架橋亦獲得102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

良獎肯定。且因本工程緊臨國道1號，因此於設

計時，即對未來鋼橋維護之維修動線等需求特別

考量。並針對其中三種特殊橋梁型式進行橋梁監

測，不僅可掌握橋梁之使用狀態與結構安全性，

亦可做為日後同型橋梁之設計參考依據。本文謹

就本工程鋼橋之規劃設計概念、特殊橋梁施工及

監測計畫，作一簡要說明介紹，冀能將相關經驗

傳承，提供工程界參考。

林口跨越橋

雙層高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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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C903標雙層高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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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結構部成立於1993年6月，其前身為結構部混凝土組，專精於混凝土橋梁工程規

劃設計工作，曾經參與許多國內重大工程建設，包括國1、國3及國5高速公路、東西向快

速公路及西濱快速公路等工程建設，欣逢中華技術發行100期，特摘述國內混凝土橋梁演

變歷史，並就第二結構部曾經參與設計之橋梁工程實績，摘述其中12處橋梁工程概要以

為誌紀。

飛閱台灣 ● 典藏橋梁
國內混凝土橋梁演變歷史及
第二結構部設計之
橋梁實績介紹

1 2 3 4 5

壹、國內混凝土橋梁演變歷史

波特蘭水泥自1820年代問世以來，混凝土

材料以其廣泛的適用性和低廉的造價而成為土

木建築工程中不可缺少之材料。國外最早使用

鋼筋混凝土結構約在西元1880~1890年間，緊接

著預力應用於混凝土工程，鋼筋混凝土及預力

混凝土結構遂成為20世紀橋梁結構之主流。

國內首次採用鋼筋混凝土建造之橋梁為建

於1909年跨越景美溪的瑠公橋(圖1)，其後採用

鋼筋混凝土之代表性橋梁，尚有建於1933年的

三峽拱橋(圖2)。

國內首先採用預力混凝土建造的橋梁為台

灣糖業公司於1955年在屏東糖廠調車場建造之

複線鐵路橋(跨徑18.4公尺)，次年(1956年)公

路局在桃園地區建造第一座預力混凝土公路橋

圖1 瑠公橋(1909)

圖2 三峽拱橋(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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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即台3線第一預力橋(跨徑30公尺)(圖3)，

1958年再建造全長1,055公尺之中興橋(圖4)(最

大跨徑40公尺)。

茲將國內鋼筋混凝土橋及預力混凝土橋之

各階段技術發展情形介紹如下：

一、1945~1955年代

1945年台灣光復至1955年間，延續日人的

公路建設，完成全台的環島公路，西部幹線全

長約532公里，東部幹線全長約513公里，光復

初期，國內水泥產量不豐，鋼筋價格昂貴，鋼

筋混凝土橋梁被視為經費較高的橋梁，因此為

節省工程經費，必須儘量縮減橋梁長度、跨徑

及寬度。此階段完成之橋梁代表有西螺大橋(圖

5)、舊東河橋(圖6)。

二、1955~1970年代

預力混凝土橋在20世紀初創始於歐洲，因

其具有優異及耐用的特性，很快地在全球世界

各地開始風行。1955年起，台灣地區公路橋梁

新建或改建數量漸漸增加，而預力混凝土橋梁

採用預力鋼腱代替部分鋼筋材料，使用鋼料較

少，又可建造較大跨徑及以預鑄施工之橋梁，

國內亦逐此浪潮前進，引進法西奈預力施工

法，建造台灣第一座預力混凝土公路橋，台灣

橋梁工程開始進入預力混凝土橋的時代，此階

段完成之橋梁數量不多，其中代表性有花蓮長

虹橋(圖7)、澎湖跨海大橋(圖8)。

三、1970年代以後

1970年代以後預力混凝土梁橋繼續為工程

界廣泛使用，1970年代以前及1970~1980年代

間，大部分預力混凝土橋梁係採用預鑄預力混

凝土I型梁配合場鑄鋼筋混凝土橋面板及場鑄箱

圖5 西螺大橋(1953)

圖3 第一預力橋(1956)

圖4 舊中興大橋(1958)

圖6 舊東河橋(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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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長、橋高、橋跨等規模均較小，上部結

構多採用簡支且跨徑不超過40公尺之預鑄

PCI型橋梁吊裝施工，共完成300餘座PC

橋，本階段之PC橋建設發展，主要呈現

「量」的提昇，中沙大橋(圖9)及圓山橋(圖

10)皆是此階段完成之工程。

型梁等傳統施工法，到了1980年代，國內陸續

引進國外技術，使用場鑄懸臂工法、預鑄懸臂

工法、支撐先進工法、預鑄節塊推進工法及預

鑄節塊吊裝工法等自動化、機械化程度較高之

橋梁上部結構施工法，預力混凝土橋梁之設計

施工技術水準，隨著國內重大工程建設之推動

而日益提昇，主要技術發展集中在兩個階段：

(一) 中山高速公路建設時期(1970~1978年) 

1970~1978年代，國內推動十大建

設，建設南北中山高速公路為其中一大建

設，中山高行經西部平原地區，當時以路

工施築為優先考量，僅於跨越河川、道

路、谷地及重要設施，才設置橋梁，且受

限於當時國內橋梁設計施工技術不足，故

圖7 長虹橋(1969)

圖9 中沙大橋

圖8 澎湖跨海大橋(1970)

圖10 圓山橋

(二) 第二高速公路時期(1987~2000年) 

1980年代有鑑於中山高速公路交通量

已趨飽和，政府持續推動第二高速公路建

設計畫，另包括北宜高速公路、東西向快

速公路及西濱快速公路等建設。為減少用

地徵收，克服地形障礙及維持現有交通、

溪流順暢，同時加速工進，提高工程效

益，以往以簡支式PCI型梁橋為主流之橋

梁，已被外型美觀且能增進行車舒適性之

多孔連續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取代，在橋

梁比例、橋高及規模上皆大幅提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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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引進運用機械式自動化橋梁施工法，

為國內橋梁設計與施工技術開啟另一新里

程碑。這階段預力混凝土橋梁建設發展，

不但注重交通功能需求外，並要求橋梁景

觀需求，且要求橋梁要能營造各地景觀地

標特色，在「質」與「量」上都有大幅的

提昇，此階段之橋梁可謂國內橋梁技術進

展最快之時期。關西大橋(圖11)、冬山河橋

(圖12)皆是此階段完成之工程。

2008年政府有鑑於北部地區國道1號

及國道3號交通量亦趨飽和，故接續推動

國道1號五股楊梅段拓寬工程，全線大部

分路段於國道1號道路兩側布設高架橋梁

(圖13)，五楊高架全線於2013年4月全線通

車。

貳、第二結構部設計之橋梁實績

一、高屏溪斜張橋

聳立於高雄、屏東兩縣交界處，橫跨高屏

溪之國道3號高屏溪斜張橋為佛光山附近一重要

地標景觀，亦為國道3號高屏段路線南下進入屏

東縣之門戶意象(圖14)，2000年底完工通車。

由於橋址地形高差達60公尺，為配合地勢

變化及當地景觀而採斜張橋設計。高屏溪斜張

橋是國內第一座高速公路斜張橋，橋長510公

尺，橋寬34.5公尺，主體結構橋塔為倒Y字型，

塔高183.5公尺，結構設計採用不對稱單面吊纜

橋梁構造，側跨跨徑180公尺，為預力混凝土箱

型梁，主跨跨徑330公尺採全焊接式鋼結構箱型

梁，它同時也是目前國內跨徑最大（主跨330公

尺）、橋塔最高（高183.5公尺）、由預力混凝

土箱型梁與鋼梁組合而成的複合式斜張橋。為

了減少橋體重量、增加橋型美觀、並且使應力

能夠均勻傳遞等考量下，主跨使用鋼箱型梁結

構，鋼箱節塊全斷面銲接的方式設計，使外觀

更為簡潔平順，為國內第一座以全斷面銲接進

行設計之橋梁，深具結構力學與美學特色。

圖11 關西大橋 圖15 高屏溪斜張橋夜間光雕

圖14 高屏溪斜張橋全景照

圖12 冬山河橋

圖13 五楊高架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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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溪斜張橋具有跨徑長、重量輕、細

長比大等工程特性，因此在橋梁結構型式評

估、結構設計、材料選定與試驗、工程施工及

完工後橋梁監測上，均有特殊之考量。高屏溪

斜張橋是高科技的跨領域橋梁技術工程的卓越

成就，氣勢宏偉的結構，已成為南台灣的新地

標、新景觀，新的精神堡壘。此外，藉由光雕

之呈現亦可營造出日夜不同之視覺效果(圖15)。

二、崁津大橋

崁津大橋(圖16、17)位於桃園縣大溪鎮，

係公路總局為解決日趨擁擠的台三線、台四線

及台七線交匯點的大溪市區交通瓶頸問題，規

劃由蓮座山旁跨越大漢溪之大跨徑橋梁。橋型

的原始規劃源於昔日大溪八景之一的「飛橋臥

波」，主橋拱圈及景觀設計靈感汲取自大溪老

街巴洛克式建築。橋名中「崁」意指大溪之舊

名大嵙崁，「津」為渡口，取昔日大溪八景之

一的「崁津歸帆」之意，具祝福大溪古鎮重生

之意涵。橋梁於2002年通車，2003年榮獲中國

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

主橋為國內首座三跨連續繫索鋼拱橋，

長度270公尺、總寬度25公尺，跨徑配置為60

＋150＋60公尺，拱高30公尺。主橋拱圈軸心

曲線採圓型線形配置，中央主跨拱圈為上凸圓

曲線、邊跨拱圈為下凹圓曲線順接至主跨拱圈

上，形成優美的弧線外觀。支承採用人造橡膠

支承，搭配側向止震塊成為橫向固定之縱向彈

性支承，利用彈性支承之縱向變形可有效降低

溫度升降時產生之縱向反力，地震時所有支承

則皆可承擔地震水平力，提供主橋整體結構良

好之結構行為。

橋面以吊索懸繫於主拱上，配合GUSS瀝

青混凝土系統鋪築，以迎合車輛載重作用時產

生較大的局部變形。景觀方面，橋欄杆造型融

圖16 崁津大橋全景

圖17 崁津大橋夜景

入大溪鎮傳統建築意象，充分反映當地人文特

色，欄杆部分弧型拱圈同時反映了拱橋造型及

大溪鎮傳統建築之圓拱型式；燈柱為仿中國傳

統建築之柱梁型式，並以雀替做為裝飾；人行

道採用仿中國傳統建築之鋪面型式。崁津大橋

優美的鋼拱造型及景觀特色，彰顯了區域特性

及景觀風格，兼具力與美，為地標性景觀橋梁

經典之作。

三、冬山河橋

國道5號頭城蘇澳段主要功能係提供宜蘭地

區一全天候快捷且高運輸品質公路，路線北端

銜接國道5號南港頭城段，南端施工至宜蘭縣蘇

澳鎮；路線全長約24 公里，本公司於1997年開

始辦理設計工作，2007年全路段完工。

國道5號頭城蘇澳段的完成，讓便捷的高速

公路網得以延伸至臺灣東北部宜蘭縣，國道5號

冬山河橋位於宜蘭縣冬山鄉，為國道5號跨越冬

山河之橋梁，而冬山河為宜蘭縣政府整治河川

之一，兩岸之親水公園綠草如茵、微風拂面，

令人心曠神怡，常年旅客如織，是為觀光休憩

的重點，因此為了營造當地的景觀重點，本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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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多組方案的評選後，採以復古式的拱型結構

(如圖18)，橋跨為三跨連續預力混凝土拱橋，跨

徑為72+155+72公尺，施工中應宜蘭縣政府要求

配合冬山河加寬跨徑變更為94+187+94公尺，基

礎採全套管基樁基礎。國道5號冬山河橋於2007

年正式完工，全長375公尺的冬山河橋，採復古

式三跨連續加勁式拱橋(如圖19、圖20)，主跨徑

187公尺，為本公司設計及監造顧問完成的重大

特殊景觀橋梁，創下國內跨徑最大加勁式拱橋

的記錄。冬山河橋，不止串連了冬山河岸的交

通，也讓不同時空，橋上與橋下的人生有了短

暫的交會。

四、新豐溪橋

本橋所在位置為新竹縣紅毛港遊憩區，橋

梁跨越新豐溪(圖21)，主河道寬度約130公尺，

南岸右側至海邊為極珍貴的紅樹林保護區，紅

樹林生長茂密且林相完整，具有極高的自然資

源價值。本地為北台灣地區唯一水筆仔及海茄

苳混生區域，林間魚蟹及水鳥活動頻繁，且新

竹縣政府建有深入林區的觀賞步道及休憩涼

亭，可近距離觀察紅樹林潮間帶豐富的生態，

為極佳之溼地生態旅遊點，假日遊人如織。

本橋全長380公尺，跨徑配置100+180+100

公尺，橋面寬20公尺，主要結構由上箱室(雙箱

室預力箱型梁)、下拱體(雙箱室鋼筋混凝土箱型

梁)、直柱、直桿及斜拉鋼腱所組成。

本橋橋型特殊優美，2008年1月完工後在新

豐溪河口之紅毛港遊憩區，已成為當地重要地

標，對當地觀光發展有非常大的助益。橋梁設

計時特別注意對環境生態之影響，除運用大跨

徑將橋墩基礎避開紅樹林保護區設置，橋梁上

部結構更採用國內首創之拱橋懸臂施工法，利

用拱體支撐主梁及斜拉鋼腱，於紅樹林區不架

設地面支撐。分析設計雖然難度極高，但本於

對生態環境之關心與保護，所有努力都是應該

且值得的。而本工程亦順利完成，整體施工過

程，亦因事前良好的規劃，對紅樹林既有生態

衝擊降至最低，充分展現工程能與環境共生共

榮。

五、甲仙大橋

甲仙大橋跨越旗山溪與油礦溪，聯絡旗

山與甲仙兩地，於1969年9月闢建南橫公路時

完成，橋寬約7公尺，1989年11月拓寬至13公

尺，共10跨PCI型梁橋全長300公尺。2008年9

月辛樂克颱風沖毀橋梁，於2010年8月新建完成

一座上拱下路式三拱橋(圖22、23)，跨徑由甲仙

圖18 國道5號冬山河橋模擬透視圖

圖19 國道5號冬山河橋空照圖

圖20 國道5號冬山河橋全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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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起依著河床地勢分別為60公尺、92公尺及152

公尺全長304公尺，拱圈高度依次為12公尺、18

公尺及30公尺，除配合結構需求外也有步步高

昇意象。拱肋及主梁深度均僅2公尺，不失為輕

巧細緻，橋梁總寬度約為25公尺，兩側各布設2

公尺人行道及8公尺車道，金屬直立柱欄杆搭配

當地特產芋頭葉及竹子竹筍外型，把人行道點

綴得更為美麗。鋼拱顏色之挑選一直受到各方

矚目，最後選擇在翠綠山巒、藍天白雲及光影

跳動之流水背景上，以淡紫色(芋頭色)一抹天際

透露出其清淨脫俗。

甲仙大橋成為當地地標(圖24)，兼具交通

與景觀功能，增進觀光產業效益，但地方政府

反映觀光客常常是白天短暫停留，甚至只是路

過，因此設計之初即納入光雕構想，採用全彩

LED燈，根據LED投光燈的特性結合專業燈效編

輯軟體及DMX控制器，製作出燈光色彩效果。

針對一年四季的環境變化對心境的影響，依春

圖22 甲仙大橋遠景

圖23 甲仙大橋近景

圖21 新豐溪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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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冬四個主題規劃出20種情境燈光變化；另

有別於週間靜態式的燈光表現，規劃以媲美專

業舞台表演的虹彩變幻燈效，開啟假日夜晚熱

鬧歡樂的序幕，繼以燈光色彩的堆疊、流動、

漸層變化，表現甲仙活潑生動且趣味盎然的景

象，不僅令觀光客為之瘋狂，更振奮甲仙當地

住民，擺脫風災以來之鬱悶。

混凝土箱型梁構造，箱梁深為3公尺。斜張橋之

橋塔高度72.9公尺，採混凝土構造並設計成一

正面A型、側面風帆造型之3D量體，宛如一艘揚

帆急駛的帆船航向大海。夜間搭配景觀照明，

高聳的橋塔更為突出，恰似一盞海上明燈，即

使數公里外仍可清楚辨識，已成為大鵬灣景觀

地標。

圖24 甲仙大橋夜景

圖25 鵬灣大橋活動橋開啟

圖26 鵬灣大橋全景

六、鵬灣大橋

鵬灣大橋位於環灣景觀道路，為大鵬灣國

家風景區內各遊憩區間之聯絡道路，並與國道3

號林邊終點及省道台17線銜接，提供觀光遊憩

功能及便捷交通服務，於2011年3月完工通車。

另國道3號高速公路亦配合於林邊端延伸至大鵬

灣區，以加速整體區域發展並發揮最大交通效

益，因此，環灣景觀道路亦提供國道3號林邊交

流道因淹水致無法運轉通行之替代功能。

在橋梁功能需求上，於跨越航道段之南側

設置一座開啟式活動橋，以符合高桅帆船進出

之需求(圖25)。開啟時，該開啟淨寬下無航行

限高。在橋梁景觀需求上，另於跨越航道之中

段、南側至陸上設置一座造型斜張橋，以展現

地域發展趨勢之橋梁特色。

鵬灣大橋(圖26)全長579公尺，共13跨，

計區分為五個單元；其中第一、四、五單元為

引橋，第三單元為活動橋，第二單元為一單塔

非對稱跨徑斜張橋，斜張鋼纜均配置於橋面中

央，使得外型景觀更顯清純輕巧。上部結構採

七、新豐平大橋

本橋位於花蓮縣壽豐鄉及鳳林鎮境內，跨

越壽豐溪(圖27、28、29)，橋梁全長906公尺，

分為四個單元。由於橋址位於開闊之河床，為

減少河槽內落墩，主橋以三塔式預力混凝土脊

背橋配置，跨徑為84+2@140+84=448公尺，以

懸臂工法施作。

主橋以常見之白鷺鷥作為主題語彙，融

入整體橋梁設計。白鷺鷥於繁殖期間，其頭、

胸、背會長出優雅的蓑羽或飾羽，在秋季左右

脫落。而白鷺鷥巢，通常粗拙簡單，以竹、樹

枝為材，雌雄共同築巢、孵卵及育雛。本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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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將整體環境美學及生態保育觀念，納入工

程設計規劃中，成為結合現代科技及地域景觀

特色之完美作品。細緻的設計加上優異的施工

品質，在2012年完工後除大幅改善交通外，其

地標意象已成為花蓮地區新的遊憩景點，提升

當地之觀光產業。

八、台中生活圈4號線北段橋梁

本工程工址範圍跨越台中市、台中縣潭子

鄉與太平市，利用都市計畫道路布設為原則，

松竹路至太原路段主要係沿既有軍福路新建，

並於松竹路與太原路附近分別設置全轉向(南

入、南出、北入、北出)簡易式匝道，提供各向

車輛上下快速道路服務，全線於2012年11月完

工，計畫路線分為兩段，分述如下：

(一) 台中生活圈2號線東段

生活圈2號線(高架橋)-自潭子鄉(中山

路)臺3線起(1K+041)，往東跨越縱貫鐵路及

旱溪後銜接生活圈4號線，長約0.97公里。

(二) 台中生活圈4號線北段

路線跨越旱溪、豐興路後南沿軍福

路、大坑溪廢河道、沿大里溪右岸堤岸

南行至振興路(10K+698)止，全長約8.69

公里。

本路段全線共設置潭子中山路、松竹路、

太原路、太平中山路、樂業路等5處上下匝道。

本路段主線橋梁由1K+113 起至10K+698

止，長約9.66公里，布設雙向6車道，橋梁全寬

為25.8公尺，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圖30)懸臂版

採6.5公尺加肋方式設計，懸臂版加長，可縮小

結構量體，具簡潔韻律視覺特性與美觀，橋體

造型簡潔，橋面排水管隱藏於加肋梁中，不影

方案構想為「氛圍」，希望傳達繁殖期間，雌

雄白鷺鷥交頸的情誼，同時代表花蓮在地的濃

濃的人情味與地方認同感，使得冷硬的交通設

施也能有感性的表情。

本工程之興建規劃，結合當地自然環境、

風土人文等資源，以景觀美質、生態設計之手

圖27 新豐平大橋遠景

圖28 新豐平大橋近景

圖29 新豐平大橋夜景

橋梁方案構想「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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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台中生活圈4號線北段橋梁型式一覽表

響橋梁景觀；跨旱溪側車道橋布設2車道，橋寬

為8.5～10.5公尺；匝道橋採單車道布設，寬度

為6.5公尺。本工程分為四標(C704A、C704、

C705及C706標)發包施工。

本工程橋梁上部結構採用之橋型及其特

性，詳如表1所示。

圖30 台中生活圈4號線北段橋梁 圖31 台中生活圈4號線北段PC-鋼混合梁橋

圖32 台中生活圈4號線北段半罩式隔音牆

因C704A標路段路線左側現有高層建築，

於里程STA.1+113～STA.1+812左側設置高6.0公

尺倒L型，彎入2公尺以上之隔音牆。另於C704

標路線穿越慈濟園區，為維護園區環境安寧及

品質要求，經綜合考量噪音、景觀、行車安

全、經費、橋梁構造、通風及維護性等因素評

估後，於2K+900~3K+300設置高6.1公尺半罩式

(自然排煙)隔音牆(圖32)。

NO. 橋梁型式 橋梁特性 適用橋段

1
鋼構及PC混合

梁橋(圖31)
中長跨徑適用，鋼橋及PC橋可同時進行施工。

C706標跨越宜平路高

架橋梁段

2
場鑄懸臂

工法PC橋

主梁段無需支撐架直接接觸地面且跨度大，對於現地破壞更小，

於國內已成為預力混凝土橋之主流施工法，適用於本路段跨河之

高架橋。

C704A標跨越旱溪主

線橋及側車道橋

3
場鑄逐跨

PC橋

因全線布設5處上下匝道，橋寬變化多，變斷面比例較高，無法

採支撐先進工法施工。上部結構採加肋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下

部結構採矩形單柱懸臂式RC橋墩。

除1、2外之大部分橋

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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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K+438~57K+918為高架橋拓寬段；南下線

45K+000~46K+131為路堤段，57K+900以後轉

接中壢戰備道，其餘路段46K+131~57K+900為

高架橋拓寬段(圖34)。本路段依路段特性之不同

分為3個路段(1.一般路段，2.跨越交流道、服務

區及溪流路段，3.跨國道2號路段)進行橋梁型式

說明。

(一) 一般路段

　　一般路段橋梁基於工程經濟性、

景觀性、施工性等因素，採用預力混

凝土箱型梁橋(圖35)，等寬度橋梁施

工工法採用支撐先進工法，變寬度橋

梁採用場鑄逐跨工法。

(二)  跨越交流道、服務區及溪流路段

　　本路段跨越桃園交流道路段及中

壢服務區路段以較大跨徑鋼箱型梁橋

(圖36)跨越、吊裝工法施工。另跨越

機場系統交流道、內壢交流道及其相

九、五楊林口中壢段高架橋梁

五楊林口中壢段工程範圍北起國道1號里程

45K，南至國道1號里程約59K止，全長約14公

里(圖33)，於2013年4月全線通車，本計畫路線

主線採北上線及南下線分離並緊鄰既有國道1號

兩側設置為原則。

本工程北上線45K+000~45K+438為路堤

段，57K+918以後轉接中壢戰備道，其餘路段

圖34 五楊林口中壢段路線構造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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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進出匝道、跨越南崁溪、新街溪等，皆

須以較大跨徑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圖37)跨

越，以場鑄懸臂工法施工。

(三) 跨國道2號路段

本路段於52K+300處跨越國道2號，為

考量國道2號通往桃園國際機場之必經要

道，基於現地橋柱林立複雜，不宜採用較
「突顯式」之橋型，故以梁式橋為主要考

量，經研擬採用V型橋墩預力混凝土箱型梁

橋(圖38)，營造視覺景觀效果，以場鑄懸臂

工法施工。

十、台9線蘇花改南澳和平段橋梁

台9線蘇花改南澳和平段共有6座橋，3座河

川橋，2座跨越北迴鐵路高架橋，1座跨越鼓音

溪谷橋梁，本路段預定於2017年完工。

本路段橋梁為配合沿線自然景觀，橋梁設

計大部分採用量體較小之等梁深或變梁深之梁

式橋梁，使橋型視覺景觀達到簡潔線條及輕巧

量體，本路段各座橋梁說明如下:

南澳北溪河川橋位於南澳社區南側，跨越

南澳北溪，橋址東側有台9線橋梁，西側有北迴

鐵路橋，視野景觀佳，適宜採用景觀橋設計，

經研擬採用脊背橋(圖39)，以橋塔及鋼纜隱喻秀

麗山勢，橋塔如雙手托天，有對上天表達敬意

及尊重自然環境之意。

武塔高架橋、漢本高架橋於武塔地區及漢

本地區分別跨越北迴鐵路，為降低施工期間對

鐵路交通影響，採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圖

40)，以懸臂工法施工。

南澳南溪河川橋於武塔社區南側跨越南

澳南溪，分南下北上兩座橋，前後銜接武塔隧

道南口及觀音隧道北口，為降低對環境景觀衝

擊，採用量體較小之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圖

圖35 五楊林口中壢段一般路段橋梁型式圖

圖38 五楊林口中壢段V型橋墩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

圖36 五楊林口中壢段鋼箱型梁橋

圖37 五楊林口中壢段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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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武塔高架橋

圖42 鼓音橋 圖43 和平溪河川橋

圖41 南澳南溪河川橋

圖39 南澳北溪河川橋

41)，以懸臂工法施工，避免施工期間影響河川

水流。

鼓音橋於台9線31K+400附近橫跨鼓音溪

谷，前後銜接觀音隧道南口及谷風隧道北口，

橋長55~60公尺，為考量現場支撐施工不易，且

為縮短施工工期，採用鋼橋最適宜(圖42)，為降

低對橋下自然環境破壞，以推進工法施工。

和平溪河川橋於花蓮和平社區北側跨越和

平溪後銜接漢本路堤段，南端跨越北迴鐵路及

和平溪堤防後銜接堤外道路，因路線跨越和平

溪及北迴鐵路，採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圖

43)，以懸臂工法施工，避免施工期間影響河川

水流及鐵路火車行駛。

十一、高港高架橋梁

本工程分為港區聯外之「中山高速公路延

伸路廊」(圖44)、串連各商港區之「商港區銜接

路廊」二部分，預定於2014年12月完工，相關

內容如下：

(一) 中山高速公路延伸路廊

起於中山高速公路末端之現有漁港路

高架橋，沿漁港路往西南經草衙路、和祥

街、新生路等路口後，以交流道銜接商港

區銜接路廊，主線全長約1.13公里，交流

道區匝道全長合計約1.1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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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港區銜接路廊

起於新生路以西前鎮運河北岸，沿前

鎮運河東行至新生路後右轉沿新生路西側

南行，跨越鎮港路、漁港路/漁港北三路、

過港隧道等路口後轉至新生路中央，終點

止於第三、五貨櫃中心檢查站前，主線全

長約3.72公里。

本工程係位於高雄港市區，既有道路交通

繁忙，本計畫主要係改善港區周邊道路容量不

足及客貨車衝突問題，故配合港區交通需求，

於現有道路布設立體高架道路。

橋梁方案之研選除需考量工程經費之經濟

性、橋型之景觀性、工期及施工性等因素外，

施工中之交通維持為本工程考量之重點。故規

劃設計階段，為考量工程施作期間對現地之影

響，並達有效減少環境干擾、維護施工安全、

增加施工品質和效率，以及維持原有交通流量

和行車安全等效益。橋梁工程規劃設計原則

為：(1)上部結構為等斷面時，原則採用預鑄節

塊工法(分為逐跨吊裝及懸臂吊裝兩種工法)，

下部結構採用預鑄橋墩工法和隔震橋梁系統進

行橋梁設計(圖45)；(2)上部結構為變斷面或等

斷面，但不影響地面交通，則採就地支撐逐跨

工法；(3)跨越較大路口及跨河路段，採變梁

深懸臂工法橋設計施工(圖46、47)；(4)於線形

曲率半徑較小，地面交通繁忙處，採鋼箱型梁

橋，以現場吊裝組立工法施工。期使加速完成

高雄港區聯外旅次之提昇與銜接聯外主幹道的

功能，增加港區周邊整體運轉效率與國際競爭

力。

十二、金門大橋

金門大橋工程西起烈嶼鄉（小金門）后頭

地區、東迄於金寧鄉湖下地區，路線全長約5.4

公里，橋梁長度約4.77公里，大橋跨越金門港道

銜接大、小金門島，提供烈嶼與金門地區全天

候的交通聯繫，並肩負提升觀光的效益。

本工程橋梁配置考量海域水深區分為主

橋段、邊橋段及引橋段(圖48)。主橋段配置於

圖44 高港高架工程位置圖

圖45 高港高架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

圖46  高港高架場鑄懸臂工法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前

鎮運河)

圖47  高港高架場鑄懸臂工法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中

興路高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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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航道及深槽區，主橋橋梁型式，除跨徑需

考量航道5,000 GT之船舶通行需求外，尚須考

量塑造金門地區另一新的優美地標，研議採

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脊背橋，橋塔及橋墩造

型經金門縣政府供縣民票選結果採高粱穗心

型橋塔造型之脊背橋(圖49、50)，橋跨配置為

125+4@200+125=1,050公尺。主橋兩側各配置

一個邊橋單元，考量主橋跨徑之銜接及海上基

礎施工的困難性，採場鑄預力箱型梁懸臂工法

橋，橋跨配置皆為100+150+110=360公尺，考

量跨徑配置之漸進連續性，避免相鄰跨徑有較

大差異，銜接主橋端之邊跨配置110公尺，銜接

引橋端之邊跨配置100公尺。兩端引橋段則銜接

至陸域引道採支撐先進工法預力箱型梁橋，跨

徑為30~50公尺。

金門大橋工程為國內首座大規模之跨海橋

梁(圖51)，工址最大水深達23公尺，潮差達6公

尺以上，另經地質調查顯示，工址地質為堅硬

之花崗岩，且岩盤深度變化大，設計及施工皆

極為困難，極具工程技術之指標性。本工程主

橋之高粱穗心型橋塔，為國內首次經由當地住

民票選決定，極具當地意象之自明性，此橋塔

造型獨特更是世界首見。本工程於2013年3月

完成發包，預定於2017年底前完工。期待藉由

本工程主橋之五座橋塔銜接完成後，如同金門

五個鄉鎮串聯合一，更有效的整合金門地方資

源，配合金門獨特的觀光魅力，將金門推向世

界之舞台。

圖48 金門大橋配置圖

圖51 金門大橋遠景

圖49 金門大橋日景

圖50 金門大橋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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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與東部地區間
交通之任督二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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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與東部地區間因受地形阻隔造成交通不便，改善東部地區聯外交通為政府運輸

部門長期的施政目標，並以「鐵路為主、公路為輔」為主要政策。本公司有幸協助交通

部鐵路改善工程局（以下簡稱鐵工局）辦理「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畫」，並協助

交通部公路總局（以下簡稱公路總局）辦理「臺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期望

能順利推動所辦理的計畫，以提升臺北與東部地區間鐵、公路的運輸服務水準，並構建

一個「安全、穩定、和諧」的運輸系統。

1 2 3 4 5

壹、前言

為改善東部地區的聯外交通，上位的國土

發展政策如「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國土空

間發展策略計畫」、「促進東部地區產業發展

計畫」、「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及北部、

東部區域檢討計畫等，皆逐步自產業、觀光及

永續等發展課題，對東部發展的目標方向提出

完整的規劃願景。

依循東部之國土發展政策，東部地區之運

輸政策於「臺北與東部地區間運輸系統發展政

策評估說明書」、「臺灣地區城際陸運運輸系

統發展策略－東部區域」兩項計畫中，以區域

運輸與環境觀點，檢討擘劃運輸的發展藍圖及

策略，作為未來交通建設與管理的施政依據。

臺北—宜蘭—花蓮路廊的主要運具為臺鐵

與公路系統（如圖1），將臺北—花蓮間以宜蘭 圖1 臺北與東部地區交通系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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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切分點來看，臺北—宜蘭路廊上的國道5號，

公路小汽車較具時間優勢，國道客運則具成本

之競爭優勢，臺鐵在時間、成本上則不具競爭

力；宜蘭—花蓮間因公路過於彎繞，時間、舒

適度上不如臺鐵，臺鐵具有優勢（如表1）。基

於鐵、公路之均衡和諧發展，為降低運具間運

輸服務之差異程度，於臺北—宜蘭路段應提昇

鐵路的行車速率、路線容量及效能，於宜蘭—

花蓮路段應提升公路交通的安全及穩定。

臺北與東部地區間陸運運輸的發展，可

經由檢視目前的系統現況，擘劃未來發展的藍

圖及策略，作為運輸系統建設與管理的施政依

據。期能經由擇定環境影響輕、社會共識高及

工程經濟佳之最適方案，改善臺北—花蓮間的

運輸服務，進而達成提升社經環境、促進區域

發展之長期目標。

本公司目前協助鐵工局辦理之「臺鐵南港

至花蓮提速改善計畫」[1]，主要的目的在提升

臺北—宜蘭路段鐵路之容量、速率與效能；協

助公路總局辦理之「臺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

善計畫」[2]，主要的目的在提升宜蘭—花蓮路

段公路之安全與穩定。期望藉由打通臺北—花

蓮間交通的任督二脈，能提升臺北與東部地區

間鐵、公路的運輸服務水準，並提供一個「安

全、穩定、和諧」的運輸環境。

貳、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
畫

一、現況檢討

「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畫」範圍

（如圖2）包括西幹線縱貫線（臺北—八堵

段）、宜蘭線及北迴線，目前的鐵路客運的運

能不足。依據民國100年統計資料，臺北至花

表1 臺北—宜蘭—花蓮之各運輸系統旅行時間與成本[2]

項目

臺鐵
（太魯閣自強號）

臺鐵
（推拉式自強號）

國道客運 小汽車

車內時間
(分)

車外時間
(分)

成本
(元)

車內時間
(分)

車外時間
(分)

成本
(元)

車內時間
(分)

車外時間
(分)

成本
(元)

車內時間
(分)

成本
(元)

臺北-宜蘭 68 30 218 92 30 218 60 20 120 45 124

臺北-花蓮 120 30 441 163 30 441 - - - 200 293

比較

● 太魯閣自強號平均班距約  

　90分鐘

● 舒適性佳，但過彎速度快，

　容易晃動，車輛新穎，座位

　舒適

● 安全性佳，專用路權，干擾  

　性低

● 可靠性佳，時刻表固定

● 易行性差

● 推拉式自強號平均班距約

　60分鐘

● 舒適性佳，座位寬敞

● 安全性佳，專用路權，干

　擾性低

● 可靠性佳，時刻表固定

● 易行性差

● 國道客運平均班距15分鍾

● 舒適性佳，北宜國道客運 

  車輛新穎，座位舒適

● 安全性差，公路干擾性高

  ，職業駕駛人駕駛較安全  

● 可靠性差，公路狀況難掌

　控

● 易行性普通

● 具及戶性，適合

  全家、老弱婦孺

● 舒適性不佳，長

  距離乘坐不舒服

● 安全性差，公路

  干擾性高

● 可靠性差，公路

  狀況難掌控

● 易行性佳

 
註：1.  臺鐵（太魯閣自強號）之車內時間乃取最短行車時間，臺北—宜蘭、臺北—花蓮之各班次平均行車時間分別為            

72 分、126分。

 2.  臺鐵（推拉式自強號）之車內時間乃為各班次平均行車時間。

 3.  各運輸系統之成本皆為每人單程之運輸花費。

 4.  小汽車成本之計算考量平均每公里之油耗與車輛折舊成本、行車距離、高速公路通行費及每車平均乘載率，小

           汽車行駛臺北—宜蘭之單程每車成本為280元，行駛臺北—花蓮則為7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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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考量透過縮短距離的方式，以路

線截彎取直與另闢直捷路線，縮短宜蘭往返臺

北之行駛距離，進而縮短整體東部幹線之行

車時間。

二、功能定位

本計畫臺鐵新闢路線營運後，臺鐵舊線仍

維持運作，包括縱貫線（基隆—南港）、宜蘭

線（八堵—頭城地區）、平溪線、深澳線等。

新、舊線之運輸功能定位因地區發展而有所不

同，相關營運策略整理如表2。

臺鐵新線運輸功能定位為城際鐵路(Inter-

City Rail)，服務範圍為臺北—南港—宜蘭—花

蓮—臺東，屬臺北至宜蘭、花蓮、臺東等城際

間之軌道系統，可提升運輸效率、縮短旅行時

間。未來經由南港車站提供之「高鐵＋臺鐵」

轉乘功能，新線之城際服務範圍可擴大至桃竹

苗地區甚或中南部地區。

臺鐵舊線運輸功能定位可考慮調整為鐵

路捷運(Rail Rapid Transit，RRT)，營運範圍

為樹林—臺北—南港—汐止，屬都會區軌道系

統，主要提供都會區大量、短程、密集的旅運

需求，因此有站距小、班距密的營運特性。因

運量龐大，多會搭配不同類型的高運量軌道系

統，如與臺鐵平行的捷運土城—板橋—南港線

及規劃中的捷運民生汐止線。臺鐵於汐止地區

採鐵路捷運化，南港—汐止段增設汐科站，並

規劃樟樹灣站，站距可縮短至1～1.5公里，尖峰

班距約5～10分鐘，已接近捷運水準。

此外，亦可考慮調整為區域鐵路(Regional 

Rail，RGR) 又稱通勤鐵路，服務範圍為臺北—

南港—八堵—基隆/瑞芳(平溪/雙溪—福隆)，

主要提供市郊往返市區的通勤旅次，站距與旅

次長度較長，尖峰方向明顯，其次則可做為貨

運服務主要路線，以紓解公路運輸所衍生之環

蓮假日自強號全

日平均客座利用

率 為 8 6 . 1 5 % ，

太 魯 閣 號 更 高

達 8 8 . 7 5 % 。 花

蓮 至 臺 北 則 分

別為86.50% 與

87.14%。臺北至

臺東假日自強號

全日平均客座利

用率為90.96%，

臺東至臺北則為

95.00%。需求量

大之尖峰時段，

鐵路運輸供需更

顯得失衡。

鐵路的行駛

速率高於公路，

且臺鐵近年所引

入 之 傾 斜 式 列

車，已具備高速

過彎能力，車速

已較不受路線線

形影響。因此，

除非縮短路線長度，並且減少停靠站，否則對

傾斜式列車而言，臺北至宜蘭、花蓮之行車時

間難以大幅縮短。臺北至花蓮鐵路長度為173公

里，相當於臺北至西幹線彰化站之距離，目前

太魯閣號運轉時間為2小時5分，而自強號則為2

小時9分，顯見東幹線列車運轉速率已接近西幹

線。

因傾斜式列車的引進，影響臺北—花蓮間

行駛時間之因素主要為距離。國道5號雪山隧道

於民國95年6月通車後，提高了宜蘭往來臺北的

便利性，旅客透過國道5號至宜蘭或羅東轉乘臺

鐵前往花東之比例增加，主要原因就是臺鐵臺

北—宜蘭段之路線彎繞，增加行車時間。

圖2 臺鐵南港─花蓮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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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臺鐵新、舊線運輸功能定位[1]

路線 功能定位 服務區間 距市中心區 車種 營運目標

舊線

鐵路捷運

(RRT)

樹林—臺北—

南港—汐止
＜15km

對號車

區間車

● 鐵路捷運化，班次多、班距密

● 鐵路/捷運/公車站之接駁整合

區域鐵路

(RGR)

南港—八堵—

基隆/瑞芳
15～30km

區間車

為主

● 鐵路捷運化，宜蘭線尖峰班距降至15分鐘

● 南港—基隆、瑞芳35分鐘

南港—平溪/

雙溪—福隆
30～45km

區間車

為主

● 尖峰班距降至15分鐘

● 結合沿線觀光資源，整合低碳綠色運輸

新線 城際鐵路
南港—宜蘭—

花蓮—臺東
＞30km

對號車

區間車

● 南港—宜蘭35分鐘、花蓮90分鐘、台東3小時

● 「高鐵＋臺鐵」接駁，擴大服務範圍至桃竹苗

境衝擊與交通安全問題。通勤需求以縱貫線七

堵、基隆地區較高，目前尖峰班距約10分鐘；

宜蘭線暖暖、瑞芳地區臺北通勤旅次較低，因

南港—八堵間軌道容量不足，尖峰班距約30

分鐘。未來新線營運後，舊線容量騰空，可增

加班次並縮短班距，提供較密集班次，改善暖

暖、瑞芳地區聯外交通品質，進而增進居住、

消費之生活機能。平溪、雙溪、貢寮地區主要

為遊憩旅次，集中於週休假日或特定節慶（如

平溪天燈節、貢寮海洋音樂祭），營運排班可

彈性調度，並應加強車站、車廂環境空間營造

與旅遊資訊服務。

三、組合方案

本計畫研析範圍包含部分縱貫線的南港—

八堵路段、宜蘭線及北迴線，既有路線因建設

時代背景不同，有路線彎繞線形不佳、路線坡

度過陡、現況平交道較多等問題。因此，如何

釐清既有路線各路段狀況及問題根源，以研擬

適當之工程方案，達到提升營運速率、縮短旅

行時間之效果，為本計畫之重大課題。

鐵路南港—頭城路廊歷經10餘年研究推動

仍未有定案，顯見本路廊研選各項條件與其評

估權重尚待釐清。為能充分納入各種可能，北

宜鐵路的路廊應先歸零思考，再考量所有可能

性之光譜分析後，透過各項客觀條件的檢驗，

及足夠的協調溝通，逐漸收斂到焦點方案上，

最後凝聚出最適的共識方案。

規劃全光譜方案的形成及組合（如圖3）說

明如下：

（一） 光譜組合一（方案一A及一B）：南

港—頭城。路線行經坪林，為南港

至宜蘭間最短距離，鄰近國道5號，

全長約33.8~34.3公里。

（二） 光譜組合二（方案一）： 南港—

頭城。於南港至樟樹灣間岔出，路

線行經下坑口，於頭城接入既有鐵

路，全長約37.3公里。

（三） 光譜組合三（方案二）：南港—大

溪。南港至大溪直鐵路線形主要依

方案一路廊廊帶為基礎，檢討路線

避繞新店溪流域（新店溪青潭自來

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改經雙溪谷

地並於大溪接至既有鐵路，全長至

頭城約51.0公里。

（四） 光譜組合四(方案三)：為舊線改善，

行經宜蘭線各站。南港雙溪路線改

善及雙溪大溪直線鐵路，本方案主

要將南港至雙溪急彎陡坡路段沿線

改善，雙溪大溪間另闢截彎取直路

線，全長至頭城約59.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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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及二作為分析研究的基礎方案。

其中，方案一A、一B係為可行性階段之方

案一、二外，另就南港至宜蘭間再行檢視是否

有較直捷路廊之可能性，二方案與國道5號路

廊相近，具有路線較短、經費低、行車時間短

之優點外，亦因鄰近既有之國道5號路廊，對

隧道地質狀況掌握度較其他路廊為高。雪山隧

道施工延宕問題經檢視係遭遇未能預知之地質

狀況，包括頭城端遭遇堅硬而破碎之四稜砂岩

（本計畫研提路廊已檢討避開）；另雪山隧道

採行TBM工法，遭遇如前述惡劣地質或變異性

高之地層狀況，因採全斷面施工，無法預為處

四、初步評估

經由光譜分析南港—頭城間鐵路的可行路

廊（如表3），分析各方案路線及綜整計畫範圍

內的地形、地質、敏感區、斷層及區域發展等

資料，除方案三為舊線改善隧道長度較短外，

各方案均有超過10公里之長隧道，工程難度差

異不大。

方案三因縮短長度有限，行駛時間達52分

鐘，大幅超出計畫目標所設定之35分鐘，且舊

線營運中辦理改善困難度高、拆遷亦多，初步

建議不納入本計畫之改善方案，以方案一A、一

圖3 全光譜各路廊方案平面示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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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開挖前方之地質問題，致時有卡機停工，造

成工期及經費之大幅增加。本計畫依路廊之地

質狀況，將研擬採新奧工法(NATM)，應可避免

前述困境。此外，二路廊較鄰近翡翠水庫，對

水庫集水區影響則須依相關地質水文條件再作

研討，並納入整路廊方案進行評估後，研提建

議路廊。

參、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

一、計畫需求

臺9線蘇花公路為東部與北部區域間唯一

的聯外公路，受限於自然地形地質條件，平、

縱面線形崎嶇蜿蜒，交通服務等級受限，行車

安全不佳。路線大部分沿海岸布設，因風化侵

蝕落石及颱風豪雨邊坡崩坍，常造成交通中斷

及人命損傷等事故，因此東部地區民眾對「安

全、可靠之聯外道路」的訴求從未間斷。

為回應東部民眾要「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的需求，本計畫從「社會正義」的觀點切入，

兼顧「環境保護」理念，工程的推動不能再侷

限於傳統技術及經濟效益思維，應尊重現階段

社會的多元價值觀。為獲得社會各界共識，本

改善計畫歸零思考，以永續環境發展之思維，

全盤研擬各種可能的改善構想，稱之為「全光

譜方案」思維。

二、功能定位

本地區透過計畫新路廊的推動建設，將形

成複層的運輸網路系統，應充分思考各路線所

扮演的功能與角色。臺9線改善路線可以提供安

全、穩定的客、貨流運輸服務；既有臺9線成為

提供生活服務、觀光遊憩等區域連結、多元機

能的服務性道路；老蘇花路與蘇花古道則提供

深度探險及文化歷史活動。

蘇花路廊的山海景觀自然壯麗、濱海漁港

風情萬種、原住民文化獨特豐富、蘇花古道懷

思古幽情，皆為極富吸引力的深度旅遊資源。

透過蘇花路廊的活化，豐富區域空間的活動，

透過完整的交通服務網絡，結合公路、鐵路、

自行車及海上藍色公路等運輸工具，透過空間

大創意的發展遠景，成為一個人文融合自然的

遊憩廊道。

由蘇花公路計畫推動的光譜構想，預期既

有臺9線在不同改善策略與規模下，將呈現不同

的之角色功能與發展面貌。透過本改善工程，

可以活化蘇花公路山區路段的行車空間，體驗

移動的生活美學，有機會形塑為國家指標性景

表3 各路廊方案初步分析[1]

方案一A 方案一B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南港-頭城

行車距離
34.3公里 33.8公里 37.3公里 51.0公里 59.9公里

南港-宜蘭

行駛時間
32分鐘 32分鐘 34分鐘 42分鐘 52分鐘

主要隧道

汐石隧道  6.2km

石坪隧道  9.5km

坪城隧道 14.9km

汐石隧道  6.2km

石坪隧道  9.4km

坪城隧道 13.6km

汐雙隧道16.2km

雙城隧道15.4km

汐雙隧道17.7km

大吉隧道  7.6km

侯雙隧道6.3km

雙大隧道7.1km

集水區影響 近翡翠水庫 近翡翠水庫 近翡翠水庫 近雙溪水庫 低

工程經費 480億元 470億元 506億元 487億元 34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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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間。

（二） 方 案 二 ： 原 線 以 短 或 中 長 隧 道 

(<3,000公尺) 改善嚴重崩坍路段，

並輔以配套管理措施

依東部現況自然發展情境，並滿足

東部永續發展目標，針對嚴重崩坍、易肇

事危險路段興建中、長隧道，以降低天然

災害阻斷交通的風險，提升行車的安全與

穩定性，並輔以鐵、公路複合運輸配套措

施。相對於方案一，新闢短隧道或中、長

隧道，對地質災害頻率高的地方，僅能達

到短期治標效果。

（三） 方案三：新闢山線路廊，分期逐段

推動

依「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區域

發展情境分期逐段推動，提昇公路交通服

務水準。對於崩坍阻斷交通頻率及行車肇

事頻率高的路段，採山線新闢隧道模式優

觀道路。這將是本計畫於安全、穩定、可靠的

目標外，附帶產生的重大非運輸效益。

三、方案組合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與蘇花高速公路計畫的

目標定位不同，然因受區域環境條件的限制，

其研究範疇與路廊走向仍有重疊性，依據全光

譜改善策略，釐清計畫對花東區域交通、生態

環境及社會紋理衝擊影響的關鍵課題。依據東

部發展願景、區域聯外需求、運輸發展策略、

環境保育目標及多元社會溝通的結論，研擬五

種路線方案（如圖4）。

（一） 方案一：公路原線養護改善，並輔

以配套管理措施

依東部現況自然發展情境，採最小工

程量體及非工程管理策略，僅執行邊坡養

護工程改善危險路段，降低交通肇事率，

並輔以鐵、公路複合運輸措施。目標為縮

減公路雙向交通阻斷的次數及清除坍方的

圖4 全光譜改善方案示意圖[2]

臺９原線最小工程規
模
運輸管理手段

臺９原路危險路段短
中期改善及貨車、砂

石車管制配套策略

臺９原線危險路段
較短隧道(2~3公里) 
改善

山線路廊方案

分期逐段推動與
工程減量思考策
略。
( 雙向雙車道 並
預留容量提升彈
性) 

快速公路系統

銜接國道５號至崇
德 ， 山 線 路 廊 改
善，設計速率80公
里/小時，雙向四車
道，隧道雙孔單向
雙車道配置 

國道蘇花高方案

設計速率100公里/小
時，全線山線隧道，
雙 向 四 車 道 ( 車 道
寬、路肩、淨高國道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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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推動。工程減量思考，採雙向雙車道或

階段雙向雙車道預留擴充容量空間；隧道

以長隧道為主，原則採單向單車道雙孔配

置，並配置較寬裕之路肩以供救災車輛通

行。預期新闢山線路廊可以減低天災阻斷

交通的風險，大幅提升行車的安全與穩

定性。

（四） 方案四、五：建構高快速國道路

網，山線全線隧道改善，雙向4車道

依「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區域發

展情境，全線雙向4車道，隧道採雙向4車

道，以全面提升公路交通服務水準。方案

內容為全線新闢山區新線，銜接國道5號，

建構高快速國道路網，全線工程以橋隧構

築為主，以減少對環境紋理的切割。方案

四採快速道路系統，設計速率80公里/小

時；方案五採高速公路系統，設計速率100

公里/小時。

四、綜合評估 

本計畫係以提供東部民眾來往北部區域

間一條安全、可靠的聯外道路為主要目標。經

由方案研擬的歸零思考，建構一套新的運輸系

統方案評估操作流程，納入專家學者溝通座談

之諮詢機制，擴大研析內容的向度與層次，整

體考量計畫定位、情境需求、運輸策略、路線

模式、量體配置、安全防災、維護管理、既

有臺9線的活化等向度，建立完整的計畫改善

光譜方案。

經由全光譜改善方案研析，可以了解不

同對策方案可能解決的課題與面臨的影響，針

對不同分析向度之定性與定量影響，適度釐清

本計畫於不同改善量體規模，催化與沉澱出計

畫的核心課題與構想模式間的鏈結深廣與動態

影響。依據全光譜改善方案內容，以安全可靠

性、運輸時間效益、蘇花公路活化、交通衝擊

影響及投資成本等向度評估如表4。

全光譜改善方案並非建立於單一的計畫服

務標準與設計準則，各方案的發展定位與所提

供的服務功能並不相同，並無等價與等量的評

估基礎。透過工程建設之觀點、不同環境價值

及社會公義之思考，採用方案三並鏈結適當的

配套措施，以符合現階段社會共識，採漸進的

推動方式達成發展的目標，提供蘇花路廊一個

安全、穩定與和諧的公路運輸服務。

肆、結語

經整體檢視臺北與宜蘭、花東地區間之運

輸系統，臺北—宜蘭間的鐵路宜蘭線與公路國

道5號及宜蘭—花蓮間鐵路北迴線與公路臺9線

的服務功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宜蘭線因路線

迂迴造成行車時間過長，無法與國道5號競爭；

臺9線因路線崎嶇且受天災影響，無法維持全天

候的運行。服務功能的差異，造成使用人在運

具選擇上的限制，是臺北與宜花東地區間交通

需迫切應改善的首要任務。

為提供臺北—宜蘭—花東地區「全天候

運輸」，應改善宜蘭—花蓮間公路臺9線，以

維持運輸系統安全與穩定的運作；為提供用路

人「可轉換運具」，應改善臺北—宜蘭間的鐵

路宜蘭線，以構建彈性與和諧調度的鐵公路系

統。改善宜蘭—花蓮間公路臺9線與臺北—宜蘭

間的鐵路宜蘭線，就像打通臺北—宜蘭—花東

地區交通的任督二脈。

永續發展為為當代工程建設的主流思潮，

臺北—宜蘭—花東地區交通運輸的改善，應從

計畫定位、發展願景、運輸情境、交通策略、

路線模式、量體配置、安全防災及維護管理

上的各向度，以橫向思考整體改善的可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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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由全光譜審視臺北—宜蘭—花東地區的

運輸系統，鐵路的改善為「系統確定，路廊

不定」，公路的改善為「路廊確定，系統不

定」，是為計畫後續推動的重點。

臺北—宜蘭—花東地區交通改善計畫的推

動，仍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需要專業支持與

社會共識，以多元的角度、開放的思考作為計

畫推動的精神。透過不同專業與不同價值的衡

量觀點，兼顧人文與自然永續發展的全球化趨

勢，參與人員當以客觀包容的態度，以期計畫

能順利成功的推動。

表4 全光譜改善構想初步評估[2]

方案 安全可靠性
運輸時間效益

（蘇澳花蓮段）
蘇花公路活化 交通衝擊影響 投資成本

方
案
一

●  邊坡仍有災害阻斷風險，

無法提供安全穩定
● 年肇事數降低至16.4次

● 交通中斷影響降至10天/  

年

行車時間

可縮短11分鐘

貨 運 及 砂 石 重

車 無 法 全 面 移

轉 ， 遊 憩 活 動

發展受限

同現況 ● 工程費18.5億   

　元
●  年道路維護費

用0.9億元

方
案
二

●  局部改善，出露段仍有坍

塌風險，無法提供長期安

全穩定
● 年肇事數降低至9.8次

●  交通中斷影響降至4天/年

行車時間

可縮短31分鐘

隧 道 段 重 車 轉

移 ， 惟 因 僅 局

部 路 段 ， 遊 憩

發展仍有限制

●  施工期間，既有蘇

花 公 路 為 施 工 道

路，交通、環境衝

擊 大 且 工 期 較 長

（8年）

● 工程費159億元

●  年道路維護費

用約1.8億元

方
案
三

●  替代路線，提供較安全穩

定服務
● 年肇事數降低至2.5次

● 交通幾乎無中斷影響

行車時間

可縮短62分鐘

重 車 分 階 開 放

通 行 ， 改 善 重

車 對 地 區 環 境

衝 擊 。 友 善 活

化 效 益 ， 觀 光

遊憩利基

●  可及性提高，衍生

私人運具量對於花

東地區道路及環境

形成衝擊及未改善

路段瓶頸問題
●  國5雪隧服務水準

降至E～F級

● 工程費678億元

●  年道路維護費

用約6.1億元
● 收費效益

方
案
四

●  替代路線，提供較安全穩

定服務
● 年肇事數降低至1.5次

● 交通幾乎無中斷影響

行車時間

可縮短78分鐘

同方案三 ●  衍生私人運具量對

於花東地區道路及

環境形成衝擊
●  國5雪隧服務水準

降至F級

● 工程費808億元

●  年道路維護費

用6.3億元
● 收費效益

方
案
五

同方案四 公路行車時間

可縮短91分鐘

同方案三 同方案四 ● 工程費890億元

●  年道路維護費

用6.6億元
● 收費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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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對話
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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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包括內部機能安排及外部造型呈現，與所處之環境及生態息息相關。建

築、景觀以尊重環境的理念及設計手法與生態因子(例如水、綠、濕地等)充分結合，不僅

與外在環境融為一體，並透過設計之創意思維，重新賦予與環境共生之嶄新的亮點意象

及遊憩景點。本文將以「宜蘭羅東水資源回收中心」及「台南科學園區南入口意象」等

二項工程，陳述設計與環境結合之創作思維及具體成果 。

321

壹、宜蘭羅東水資源回收中心

一、前言

「宜蘭縣羅東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興建營

運移轉計畫」為宜蘭縣政府94年度推動之重要

計畫，本計畫包括羅東、學進、順安、五結、

冬山等都市計畫區與利澤特定區污水收集管網

與用戶接管，建設羅東水資源回收中心(約8.1公

頃)，並於區內規劃以自我設計(self-design)為目

標的人工濕地(約4.4公頃)。

二、整體規劃構想

多功能的建築體隱孕於微縮的地形中，

廢耕水田幻化做林地草澤交替的多樣性溼地環

境，讓四季與生物單元體交融，在時間序列裡

醞釀，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後重現冬山河

河口平原溼地生態。並結合「污水處理-溼地生

態-生態復育」三種不同的教育解說空間，結合

鄰近遊憩景點，建構區域特有的水資源教育園

區。(圖1，2)

圖1 設計概念 圖2 設計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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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構想

(一) 管理中心與廠區機房

「深根孕生」的建築意象來自環境

地貌，管理中心機能量體探出地面，戶外

休閒導覽步道周遊於草坡當中，高低變化

提供參訪者視野趣味。廠區機房的退縮斜

牆增添室內採光度並降低垂直性機械感，

圖3 環抱自然生態的建築體

圖4 充滿時序的自我設計型濕地

弧狀的立面外觀，如挽臂環抱著草澤溼地

裡的生物，牠們是覓食的暗公鳥、群翔的

小白鷺。選用宜蘭石建材作為建築立面元

素，配合清水模混凝土及抿石子，形塑內

斂質樸氣息。(圖3)

(二) 人工濕地

以「水中植林」概念，種植多樣化的

水生植物，配合季節性水位變化，增加生

圖5 生態池常見水鳥

紅冠水雞

圖6 園區內的濕生植物

態系統脈動穩定度、產能及生物活動力。

陸域漸變至水域的多重植物系統，提升溼

地自我設計能力，將養分轉化提供能量而

不累積(圖4)。依據環境特色、水鳥棲息

點，設置賞鳥牆、濱水觀察步道、教育解

說室及體驗區等設施 (圖5)。以永續經營

為目標，容許少量人為干預，規劃適當區

域作育苗區，使該區生物供應自給自足(圖

6)。

夜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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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呈現

藉由與外部空間高度聯結吸收更多陽光，

使建物成為具交換力的有氧量體，銜接建物懸

於水面的迴廊，環抱著多樣化的有機生物，

使得人為構造與自然生態成為自我組織(self-

organization)的循環空間完成自我設計的目的，

並孕化出深層意義的環境教育內容，提供來訪

者更活躍的五感體驗(圖7~9)。

圖7 五感體驗的環境教育

圖9 生態池與建築物的高度互動及融合

圖8 水域空間一隅

圖10 基地位置圖

迎曦湖

貳、台南科學園區南入口意象工
程

基 地 位 於 台 南 科 園 南 側

迎曦湖，緊鄰南科南向聯外道

路。規劃設計範圍自環西路一

段與南科南路交叉口至南科園

區南側入口，全長約740M。

道路現型為彎月型，其視覺最

長之焦點皆在彎月段之外側(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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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采飛揚－黃絲寄情．才駐南瀛

迎曦．盈希－迎曦湖畔．南門盈希

夢田園－南門迎曦．荷葉夢田

南瀛勁草－晨露勁草．深耕南瀛

圖11 規劃設計提案

一、規劃設計提案 

 運用地形、視覺分析、量體尺度等設計手

法，創造非典型科學園區之"大門" 意象，以打

圖12 神采飛揚黃絲寄情方案視覺模擬

破"邊界"之設計規則，再創環境空間之亮點(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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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的共榮環境在迎曦湖畔誕

生(圖15)。

五、設計說明

(一) 景觀構想(圖16，17)

1. 入口迎賓廣場，承接黃絲帶的主要入口。

二、南風再起˙舞彩迎賓之黃絲帶

南科以「南風再起、歡迎回鄉」的概念，

打造一個蜿蜒於湖畔，如受風吹揚起的「黃絲

帶」(圖12)。傳達遊子回鄉，共創前景之意涵，

並以南風再起之姿，立足台灣，放眼世界(圖

13)。

三、整體規劃構想

結合建築與結構，挑戰力學與美感的結

合，成為空間與遠距離最飛揚的標的，並由自

然景觀與夜間照明的規劃，彰顯黃絲帶猶如迎

風搖曳的柔美線條；環湖步道與生態景觀連接

讓民眾與科園有了對話(圖14)；水生植物連接了

鄰近生態的棲地自然有了呢喃；這裡留設更多

的自然空間，讓生態與你我駐足，是科園與設

計單位回饋環境的最大善意。

四、景觀定位說明

基地內的環湖步道與景觀橋，與黃絲帶一

同呼應的蜿蜒；在白晝與黑夜間各自表述宜人

的氛圍，在科園的環境中，有一片綠地可以讓

水岸與綠意呼吸，可以吸引民眾休閒與遊憩，

並且在暮色昏暗之際更別有風情；如同生產、

圖13 南大門入口意象－南風再起，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圖14 南大門入口綜合環境意象及空間結構的力與美

圖15 環湖步道景觀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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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口造型牆，以窗洞為概念並夾雜線條

演進的變化，成為科園與有機環境變化

的語彙傳遞之意象(圖18)。

圖17 水岸景觀示意

圖19 入口造型

圖20 淺水植物區

圖21 草坪區

圖18 入口廣場及造型牆

3. 雙主線之高低變化的環湖步道，呼應黃絲

帶律動意象，帶領遊園者更親近環境(圖

19)。

4.  淺水植物區提供挺水植物生態之觀察，

讓民眾近距離親近水岸動植物氛圍(圖

20)。

5.  南邊草坪區，以空白為景觀規劃留設未

來更多的可能，包含視野的空間、活動

奔跑的空間、公共藝術進駐的空間等等

(圖21)。

圖16 景觀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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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眾參與與南科展望

南大門景觀意象完工至今，不論在遠處或

高鐵上都能一眼辨認出南科的方位，也讓生產

為競爭力的科學園區，注入了柔性的生活與生

態；如今在南科科管局用心的經營下，環湖步

道更為完善，公共藝術加深的民眾的視野，還

有地方文化的活動，每每在假日時分成為台南

地區最佳的去處。

更加吸引人的是它夜晚的絲帶微光，時常

吸引攝影愛好者征服這縷水岸的黃絲帶，倒影

之下更顯迷人(圖23)；南大門的精彩不只是設計

單位創造，而是民眾參與所成就的。期許黃絲

帶下的水岸自然，能為景觀帶來生態更豐富的

驚喜與回饋。

(二) 植生構想

1.  喬灌木多以台灣原生植物規劃，並以誘

蝶誘鳥之蜜源植物優先選擇，九種喬

木、十種灌木、七種草花地被，發揮物

種多樣性與季節變化以及複層式景觀友

善規劃。

2.  基地內現地保留233株喬木，移植至園區

西區的有442株；尊重現有植生的概念

為前提。

3.  規劃五種水生植物於淺水植物區，吸引

更多水棲動物蒞臨迎曦湖畔，增添水岸

生態契機與景觀深度(圖22)。

圖22 水岸植栽分區

圖23 南大門入口意象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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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華航園區、專案管理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管理部／資深協理／黃健中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管理部／正工程師／王冠文 2

促參工程專案管理
─以「華航園區開
發新建工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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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為活化資產效益，將桃園國際機場旅館用地以促參方式徵求民間機構參與投
資，由華航園區股份有限公司於2006年獲選，本公司則藉由競標擔任「華航園區開發工程
新建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總顧問，協助業主打造創造優質營運環境及提升跨國企業總
部形象之華航園區，及興建四星級國際觀光飯店，提供過境旅客與桃園航空城周邊商務住
宿、餐飲服務。

本公司以PMBOK體系2004年版之九大知識主要架構內容，建立有系統之管理流程並落
實執行，以協助業主需求確認、協助遴選設計及監造建築師、執行設計審查及諮詢等設計
管理、提供分標策略、協助遴選施工廠商、施工督導及履約管理。尤其因開發時程緊迫，
且時值國際金融風暴原物料價格大幅上漲之際，本公司提供業主邊設計邊施工之分標策
略，得以縮短工期；並實施價值工程建議行政中心及國際觀光旅館構造由鋼構改採RC結構
興建，大幅節省興建成本，使工程得以順利如期完工。

本工程系統化專案管理之成果效益已具體反映於如期如質完工、減省業主成本約4.5
億、全程零工安事故，並受國家建築金質獎、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國際專案管理
學會台灣分會「2011 專案管理最佳實務競賽獎(工程組)」等多項獎項肯定。基此，提供本
案之專案管理經驗，以供業界參酌。(詳圖1)

圖1 本公司工作團隊及獲獎照片

21

壹、專案介紹

一、 專案緣起

交通部為活化資產效益，將桃園國際機場

旅館用地以促參方式徵求民間機構參與投資。

依招商條件，興建寬限期為3年，整體興建營運

期限為50年。民間機構於3年內須完成現有機場

旅館拆除，並依投資計畫完成全數設施。中華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航公司)所投資子

公司「華航園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業主)」

於2006年參與評比，獲選為最優申請人。

本公司於2006年11月參與競標獲選擔任

全案專案管理技術服務總顧問，協助業主辦理

投資執行計畫書、國際觀光旅館籌設申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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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桃園國際機場原過境旅館拆除前照片

圖2 基地位置圖

計監造建築師遴選、設計審查及諮詢，以及拆

除、新建、裝修、相關附屬設施等工程之招商

及施工階段督導及履約管理作業。

二、 基地位置及特性

本案基地位於國道二號道路進入桃園國際

機場前端位置，面積約4.7公頃，配合桃園航空

城國家門戶意象塑造，興建設施必須以嶄新而

具現代感之建築形式設計，以突顯國家門戶特

有的視覺景觀意象。(詳圖2)

三、 工程概要

本案開發上，計畫以前瞻性之規劃設計，

整合華航公司原分散於北部地區各地辦公處

所，提供充足、舒適及完善生活機能之辦公空

間，創造優質營運環境。同時藉由現代化建築

手法塑造與提升跨國企業總部形象；另拆除原

過境旅館(詳圖3)，興建四星級國際觀光飯店，

提供過境旅客與桃園航空城周邊商務住宿、餐

飲服務。

本案開發總樓地板面積為111,154 m2，開

發總經費約新台幣 45億8千6百萬元。主要工程

項目包含「華航園區」及「國際觀光旅館」二

大部分(詳圖4、圖5)：

(一) 華航園區

規劃上，以「小型都市」

為出發點，結合「辦公」、「訓

練」、「住宿」三大功能，形塑

自給自足的多元化園區。空間

上，滿足航務、訓練、服務、業

務等單位集中辦公，以及機師飛

行訓練、空服組員客艙訓練、水

陸緊急訓練等需求，並規劃華航

博物館、紀念品販售、銀行、員

工餐廳、便利商店、交誼廳、游

泳池、球場及洗衣店等設施。

主要建物有華航營運總部

行政中心（地下2層、地上7層，

23,140m2）、航訓大樓（地下2

層、地上4層，8,721m2）、組

員中心（地下2層、地上6層，

49,398m2）。

(二) 國際觀光旅館

規劃興建四星級國際觀光旅館（地下1

層、地上8層，29,895m2）。空間上，規劃

360間客房、中西式餐廳、健身房、室內游

泳池、宴會廳及國際會議廳等設施，提供

過境旅客及機組員現代化之會議、住宿、

餐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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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案管理

一、 專案啟始

(一) 成立專案組織

專案伊始，依契約規定及實際任務所

需，成立專案組織，辦理任務分組。組織

中規劃設計管理組、專案管理組及施工督

導組負責各階段專業面向之技術及管理課

題，由本公司各技術部門協助技術支援，

計畫經理負責統籌管理，辦理橫向聯繫溝

通及技術整合。

圖4 全區工程規模示意圖

圖5 全區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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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初始就各階段風險因子進行風險

辨識，並研擬處置策略(詳表2)，主要風險

重要課題如下：

1. 開發期程限制

三年開發期程內，須完成舊有建物拆

除、設計及施工，時程緊迫。

2. 原物料價格影響興建成本

於2007年陸續發包主體及裝修工程，

時值國際金融風暴，國際油價、原物料價

(二) 編製專案管理執行計畫

依專案任務規劃各項工作里程碑、範

疇、成果及應達成之品質保證，編訂專案

管理執行計畫，做為專案執行依據。專案

管理執行計畫採以PMBOK體系2004年版

之九大知識主要架構內容，應用於專案啟

始、規劃、執行、管制及結案等五大階段

執行作業，建立管理流程。(詳表1)

 (三) 研析專案風險及重要課題

表1 專案執行作業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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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本規劃

依本工程開發量體需求、結構形式、

室內外裝修等級、機電、消防、空調、電

梯、景觀等資料，概估工程成本，藉由本

公司資料庫掌握營建市場波動行情，配合

預定開發期程，管控各分標及總成本，並

訂定年度預算分配。

(三) 權責劃分

訂定行政流程，製作相關管理

表單，各階段作業項目依業主、專案

管理、設計/監造單位及承商辦理權

責劃分，使工程團隊得以依循。

三、專案採購發包

(一) 發包策略及分標規劃

因開發時程緊迫，分標模式採

土建/機電工程一標，華園總部三棟

大樓裝修及旅館裝修各一標，以邊設

計邊施工方式執行。解決傳統標先設

計後施工方式，無法符合計畫時程問

題。(詳圖6、圖7)

(二) 徵選建築設計/監造團隊廠商

本專案調查國內18家知名建築師事務

所業績，彙整相關資料，作為招標作業前

甄選資格訂定參考。依工程規模及特性，

建議設計團隊須結合國外建築師，並就資

格審查及分階段評選，提供建議及執行

方式。

(三) 徵選施工團隊廠商

工程招標階段，專案蒐集國內前50

大營造業廠商、前26大室內裝修業廠商資

格大幅波動，有效運用有限工程經費如質

如期完工，成為重大挑戰。

3. 分標進度及品質控管

因進度考量，須特別考量發包計畫及

分標整合，以兼顧進度及品質。

二、 專案規劃

(一) 時程規劃

依2009年12月完工目標擬定分標時

程，建立各階段分工結構圖及其作業關

係，並考量基地環境限制、建管行政時

程、不會出工之年節假日、颱風等因素，

規劃整體工程預定進度表，訂定檢視里程

碑，分別納入技術服務標及工程標等契約

中管理。

表2 專案風險及建議處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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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節省工期構想

表3 廠商財務狀況訪查表

圖6 分標策略構想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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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文件送審管制表

料，據以建議土建/機電標（第一標）、室

內裝修標(第二標)之廠商資格。另外，採公

開招標及最低標發包方式，導入工程預付

款、物價調整等機制，以吸引廠商投標。

(詳表3)

四、 專案控管

(一) 進度管理

1.  建管行政進度管控：為避免發照等建管

時程影響工程施作，採下列方式管控：

(1)  詳細調查所需辦理建管行政、流程及送

審文件，建立送審管制表。

(2)   審查過程中，要求建築師與業管機關密

切溝通，加速核照進度。 

2.  設計進度管控

(1)  訂定設計進度里程碑，管控各階段設計

成果提送及核定時程，要求建築師提供

預估設計圖目錄；作業期間，檢核階段

性成果初稿，藉以控管設計進度及建築

師動員人力。

(2)  召開設計協調會議，追蹤例行議題，並

及時解決窒礙問題。設計審查採邊設計

邊審查及聯合會審方式，減少審查次

數，縮短設計審查時程。

3. 施工進度管控

(1)  管控施工文件送審，對於施工計畫、品

質計畫、型錄、樣品、大樣圖依規劃進

度表建立送審管控表，要求承商依進度

執行。(詳表4)

(2)  控管每日人、機、料動員及作業情形，

每週召開施工會議檢核實際施工進度。

有進度落後或異常情形發生時，要求

承商改善，並要求提出趕工計畫趲趕。

(詳表5)

No.100│

表4 文件送審管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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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10 5

表5 進度管制表

圖8 三級品管架構圖

圖9 現場抽驗及材料取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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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品質管制

1. 設計品質

制頒設計工作重點及送審流程，督導

設計團隊提出設計工作執行計畫書，以建

立設計自主品管制度。於執行面，建立設

計查核表、重大特定議題管制表、設計審

查管制表，召開設計會議，督導落實技師

簽證制度，針對設計作業異常項目進行診

斷控管等品管作業。

2. 施工品質

建立三級品管制度，由承商負責全面

自主品管品質管制，監造建築師負責品質保

證，業主及專案管理顧問負責品質查核。

(詳圖8、圖9)

(三) 成本控制

1. 設計階段成本管控

基本設計階段確認開發規模及整體開

發經費；細設階段確認各分標工程內容及

發包經費。(詳圖10)

2. 發包階段成本管控

建築師提供發包預算後，依實務經驗

及當時營建市場價格、原物料波動行情、市

場工班人力供需現況，提出各分標工程底價

建議。建議業主採公開招標及最低價決標，

藉由市場競價機制，降低發包成本。(詳圖

10)

3. 變更設計管控

針對各項變更設計，就變更之必要

性、合理性及責任歸屬分案彙整資料提報

業主，控管變更所衍生工程費用。

(四) 界面整合

1. 設計界面整合

督導設計團隊辦理設計界面套圖整合

作業，並由建築師進行建築、結構及機電

界面檢核，由本公司複核。

圖10 工程預算管理要項



3

146 │No.100│October  2013

專
題
報
導

採定期、不定期方式及於設計或施工排

程查檢點，舉行諮詢會議、設計工作會議、

設計審查會議、施工協調會議、收工會議、

介面協調會議及驗收、移交接管會議。

3. 處理即時及緊急事件

建立緊急應變組織及各聯繫窗口處理

緊急事項，週邊工程協調、專業諮詢則使

用Smart-PMIS專案管理資訊系統。

2. 施工界面整合

督導承商依設計介面整合成果辦理

SEM、CSD套圖，由監造建築師進行審查，

並藉由施工界面整合會議，確保現場界面

施工可據依執行。(詳圖11、圖12)

(五) 溝通協調

1. 建立專案溝通協調機制(詳圖13)

2. 舉行工程會議

圖12 施工界面整合會議

圖11 施工界面整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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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專案溝通機制

圖14 行政中心完工實景 圖16 航訓大樓完工實景

五、 驗收及回饋作業

(一) 竣工

控管承商完工階段應完成事項，包含

機電設備測試運轉、消防檢查、無障礙設

施檢查、電梯許可取得、使用執照請領、

送水送電及竣工圖、結算書等，預排列表

進度，於每週工地會議追蹤查核，確實掌

握竣工時間。

園區設施完工實景照片(詳圖14-21)。 圖15 組員中心完工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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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室內訓練空間完工實景

圖17 室內空間完工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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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國際觀光旅館大廳及會議廳實景

圖21 國際觀光旅館宴會廳及西式自助餐廳實景

圖19 國際觀光旅館完工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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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3.5億元。

(二) 價值工程

建議行政中心及國際觀光旅館構造由

鋼構改採RC結構興建執行價工調整，大幅

節省興建成本約達新台幣1.3億餘元。

(三) 綠建築應用執行效益

1.  藉由空調節能、照明節能、帷幕低輻射

玻璃及遮陽節能設計，每年為業主節省

500萬元電費(約1,665,450用電度數)。

2.  藉由雨水回收設計，每年為業主節省43

萬元水費（約37,609度用水）。

三、專案品質

通過各級督導單位品質查核，如民航局

施工督導、交通部審計處督導、交通部促參稽

核、桃園航站品質查核及工程會品質查核。

四、專案安衛管理

工程執行期間合計無災害日數為700天，全

案「零災害、零事故」。

肆、經驗學習分享

一、專案應用管理九大知識配合五大生命周

期管理操作執行方式

(一)   為使專案依照預定目標完成整體開發

工程，於計畫管理上，以PMBOK體系

架構，將專案五大生命週期各階段應

完成之範疇、里程碑、成果、品質、

成本管理相關要項，於專案管理工作

(二) 驗收

研擬驗收計畫，針對驗收範圍、驗

收分組、驗收程序、驗收方法及標準等詳

列，並協辦各項驗收紀錄、缺失改正列管

及複驗確認完成改正。

(三) 結案報告及回饋

編製專案管理工作成果報告書，確實

回饋本工程之技術與管理專業及執行中可

改善之處，供後續工程專案執行參考。

參、專案管理成果與效益

一、 專案進度

(一)   本案於2007年陸續發包主體及裝修工

程，時值國際金融風暴，國際油價、

原物料價格大幅波動之際，因完善督

導及採購策略合宜，各標工程未受金

融風暴影響，如期發包，並甄選出優

良廠商。

(二)   本案國際觀光旅館工程於2009年9月完

工，於2009年11月開始試營運；華航

園區工程於2009年12月完工，於2010

年3月正式搬遷營運，如期完成。各

標工程施工，均依契約里程碑如期完

成。

二、 專案成本

(一) 發包成本

採公開招標及最低標策略，其中，拆

除工程為業主增加收益新台幣901萬元；土

建/機電工程及裝修工程為業主節省經費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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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重點包含計畫之創新性、挑戰

性、周延性，時程控制、預算控制、品質

及安全管制、優良事蹟、顯著效益等。

三、零工安管理

本案施工期程短，工區各分標同步並行

施工，依業主期許目標，施工期間務必達零

災害、零事故。全案施工期程自2008年1月31

日~2009年12月31日止，總計施工中工地安全查

核缺失事項計1,740件，督導建築師列管，承商

限期完成改正，順利達成零工安目標。

為達成零工安目標，在施工安全督導上管

理方法提供操作經驗如下：

(一)   督導建築師確實審查承商所提送安

衛、環保計畫，依據計畫辦理每週定

期檢查後，提報專案列管複查。

(二)  督導承商及監造建築師指派專責安衛

工程師，辦理自主安全衛生檢查及現

場監造查驗。

(三)  督導承商於開工前、新雇或更替作業

工班時，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   督導工程團隊成立工地安衛協議組織

區分權責，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因應

工地突發危害事件。

(五)   督導承商於每週施工協調會，就施工

中、預計進場施工項目，提報自主安

全檢查重點、檢查頻率及執行成果報

告。

(六)   督導承商於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

時，提報防災防颱計畫，加強工區排

水路疏濬、低漥地及可能積水位置增

執行計畫中，依分屬階層歸類，編寫

專案執行作業管理流程表。

(二)   依專案工作推展，於生命週期中進入

下一階段作業時，隨著工作範疇內容

逐步細化及設計團隊、施工團隊的新

加入，在各階段開始作業前，配合專

案目標檢視原訂專案執行計畫，視需

要辦理調整。就各工作團隊承攬工作

履約項目，督導工作團隊提出工作執

行計畫及品質計畫，並確立權責分工

原則，使各階段作業可如期順利推

動，確保專案目標達成。

二、工程獎項爭取

本案於開發啟始階段即計畫爭取各類工程

獎項，經業主、本公司專案團隊及參與工程所

有廠商共同努力，獲獎成果豐碩。

依各獎項審核要項於設計、施工階段即應

預作規劃，作為未來參與各獎項之上位策略，

繼而凝聚業主及所有參與工作團隊共識，作為

團隊榮譽爭取之目標。就本工程獲獎獎項審核

重點，提供爭取經驗如下：

(一) 建築金質獎(規劃設計類)

審核重點包含個案規劃設計特色、開

發理念、土地利用計畫、基地環境規劃、

建築設計及公共設施銜接設計等。

(二) 建築金質獎(施工品質類)

審核重點包含施工品質特色、工程設

計概要說明、施工品質管理、管理維護辦

法及公共設施銜接施工等。

(三) 工程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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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要求承商依整體計畫時程排定三週進

度，並每週召開追蹤檢討會議。

(三)   針對工續上影響裝修工程施工項目，

如帷幕及機電工程，要求裝修承商預

訂各樓層各空間裝修時程表，排定介

面配合時程，列管追蹤。

(四)   就介面設計疑義，召開專案會議邀請設

計單位列席即時澄清，順利推動工進。

(五)   每日收工會議，協助各標廠商於施工

面及介面上之整合及溝通。

設排水泵浦設施，圍籬、鷹架、模版

及其他臨時性設施加強固定，於颱風

侵襲期間派員留守應變。

(七)   督導承商進場施工工班，依工種穿著不

同顏色背心以利辨識，每日進場施工人

員，於大門管制點須辦理登錄列管，於

工區施工時，一律配戴安全帽。

(八)   督導承商於使用吊掛、動火或危險品

設備施工時，應檢具相關機具、操作

人員合格證明，危險品或設備並應於

明顯處標示使用說明。

(九)   督導建築師於承商辦理吊掛、動火、

密閉空間、高架作業，須督導承商完

成作業流程提報及檢查表查核。

(十)   針對一般工程工安事件高發生率之防

墜、感電危害，督導承商加強危害防護

設施及工地告示，並由監造建築師加強

檢查頻度，每週施工會議提報列管。

四、 分標介面整合、工序協調管理及專案管

控策略

本工程主體及裝修工程採分包方式，於分

標介面、工續銜接上管理及協調，對工程進度

及品質，成為計畫重大挑戰。

在整合上採取管理方式如下：

(一)   施工階段，要求各標承商提出整體計

畫，就所應辦理計畫書、施工圖、材

料、型錄送審文件及各分項工程預定

施工時程提報列管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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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三鐵共構、軌道延伸機制、土地開發機制、彈性PC軌枕防振軌道、站橋

分離結構、全方位生活服務中心、無遮簷人行道、綠覆率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鐵道工程部／協理／何泰源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鐵道工程部／技術經理／歐文爵 2

臺灣鐵路立體化
建設之經驗
回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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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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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各地方政府競相爭取鐵路立體化改建計畫，期營造帶動都市更新發展的契

機，故本文針對鐵道工程部近年參與之鐵路地下化及高架化之兩標竿工程-南港鐵路地下

化工程(以下簡稱南港專案)及臺中鐵路高架化工程(以下簡稱臺中專案)，介紹其特色及主

要創新技術，並分享辦理經驗。

南港專案臺鐵隧道已於民國100年完工通車，因設計及施工難度甚高的CL304標路段

甫獲中國工程師學會102年工程優良獎，故特以該路段為主，連帶介紹周邊鄰標及整體計

畫主要特色、做法及探討計畫成功之原因。而臺中專案刻正施工中，乃考量為減緩政府

財政負擔，將都會區鐵路立體化計畫由地下化改為高架化之範例，故特就如何減振降噪

及進行站區規劃、景觀考量等做說明，並針對計畫執行中所面臨問題進行探討。希望本

文所提出之經驗回饋與建議能對臺灣軌道建設之推動有所助益。

21

壹、前言

於民國72年，交通部成立「臺北市區地下

鐵路工程處」(地鐵處)，開始進行台北市區鐵路

地下化工程，自台北車站地下化工程後接續辦

理松山專案、萬板專案、南港專案等大臺北都

會區之鐵路改善工程，並已於民國100年完工通

車。對達成都市紋理之縫合、促進其更新與發

展、改善其交通與市容、提升鐵路之營運安全

及便利性等效益卓著。

臺灣鐵路早期肩負經濟與運輸動脈之重責

大任，隨著其他運具之競爭及社會演進發展，

鐵路運輸系統已成為現今最有效率、最舒適、

最安全、最便捷及最環保的綠能大眾交通工

具。近年來，都會區鐵路改建更將車站結合都

市發展、觀光休閒、金融資訊、地標地景等進

行整體設計，使其具備多元發展價值，故各地

方政府競相爭取鐵路改建工程計畫，期成為帶

動都市更新發展的契機。本公司為順應時代潮

流，及配合我國未來交通運輸政策，並考量鐵

路建設除技術獨特外，亦是工程界面最繁複、

整合工作最多且最難的專業技術，故於民國88

年8月將獨立南港專案計畫改制為鐵道工程部，

期在既有堅強的實務經驗和技術基礎上，建立

一支專業服務團隊，持續不斷提昇技術及紮根

服務，以取代過往臨時任務組成的模式。另交

通部為執行全國重大鐵路改建工程之綜合規

劃、設計與施工等工作，於民國91年亦將地鐵

處更名為「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鐵工局)。

因本公司已提前準備好就定位，故能順利的協

助鐵工局及臺鐵局進行後續鐵路新、改建相關

業務。

鐵道工程部長期投入全臺鐵路與車站之

新建、改建及效能提升等工作，已於本季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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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部分的設計工作，總共獲得公共工程金質

獎等共十三座獎項，尤其設計及施工難度甚高

的CL304標路段(介於南港車站東側至研究院路

間)，甫獲中國工程師學會102年工程優良獎，

故特就該路段、周邊鄰標及整體計畫主要特色

及做法說明如下。

一、	複雜的三鐵共構隧道及車站

本計畫台北市區部分含臺鐵、高鐵、捷運

隧道工程，於施工中又要維持既有軌道營運，

沿施工廊帶內要容納四種軌道系統是很困難

的。南港車站前後路段平面圖詳圖2，其中臺鐵

及高鐵隧道自基隆路起為各雙軌之平行隧道(斷

面H)，過松山車站往東逐漸變化為高鐵在上、

臺鐵在下之共構隧道(斷面G)。然後順勢降低臺

鐵隧道，使其自南港、汐止交界之大坑溪下方

穿越，高鐵隧道則逐步爬升，擬自大坑溪上方

跨越，俾進入其汐止基地(斷面F至A)。兩者在南

港車站處之高程差足以容納一穿堂層，並供與

忠孝東路側捷運站間之轉乘(斷面E西側CL305標

範圍)。另捷運自南港車站以東則向北斜交穿越

高鐵及臺鐵共構隧道中間形成三鐵上下共構(斷

94、99期提出多項專題報導，並將所累積之創

新技術與思維及未來展望等，提出摘要說明供

各界參考[1]，本文主要針對鐵路立體化建設中

足以代表地下化及高架化之標竿工程-南港鐵路

地下化工程及臺中鐵路高架化工程，介紹其特

色，並試著進行經驗之傳承。

貳、都會區鐵路地下化標竿工程-
南港專案經驗傳承

本公司歷經協助辦理臺北車站地下化、松

山專案、萬板專案工程後，於84年接辦東延南

港工程(簡稱南港專案)綜合規劃[2]。該專案自

基隆路口(松山專案引道口)起，向東經松山、南

港、汐止、五堵、七堵止，全長約19.4公里，其

工程範圍如圖1所示，總工程經費830億元，已

於100年10月23日竣工。自97年南港專案通車

完成整體鐵路地下化，臺北市政府稅收每年增

加近20億元，顯示鐵路地下化對促進地方繁榮

之效益卓著。

本計畫規模大且複雜，本公司後續亦參與

圖1 南港專案工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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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D)，穿越後再平行共構(斷面C,B)至研究院路

及南港路口設南港展覽館站(BL18站)。

二、利用工程手段減少用地徵收及房屋拆遷

(一)  由併行隧道改為上下共構：為避免拆

遷向陽路西側大量建築物，松山車站

往東逐漸變化為高鐵在上、臺鐵在下

之共構隧道。

(二)  辦理多次臨時軌切換：為減少拆遷南

港車站至研究院路間兩側之建築物，

又必須在該廊帶塞入「四鐵」，設計

時絞盡腦汁，最後在鐵工局南港施工

區、軌道及系統機電自辦工程隊全力

支持下，以進行六次軌道切換(圖3，

第1,1-1,2,2A,2B及2C等階段)及分階段

施工之方式，順利完工。

圖2 南港專案南港站兩側隧道變化示意圖(HSR高鐵/TRA臺鐵/MRT捷運)

圖3 南港站兩側軌道切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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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局部開挖區設置臨時軌道支承版：

配合前述軌道切換，須進行分階段施

工，為減少車站東側之拆遷，配合第

2B階段，須施築一段臨時軌道支承

版；配合第2A及2C階段，亦須施築一

段臨時軌道支承版(圖4)。為減少向陽

路西側之拆遷，車站西側配合第3階

段，亦須施築一段臨時軌道支承版(圖

5)。

三、考量未來發展，留設多項軌道建設延伸

機制

(一)  留設高鐵未來跨越大坑溪，進入汐止

基地之引道及跨河橋之橋台。

(二)  南港車站東端留設北宜直鐵延伸機

制，如留月台空間、留軌道分岔隧道

口(圖6)、將捷運BL18站至誠正國中間

地下連通道於施工前預先施作托底(圖

7，對應圖6編號5)，俾利將來北宜隧

道施工；另原誠正國中至南港車站間

未來北宜隧道後來變更為與第三軌隧

道共用(圖6編號2)。目前本公司正協助

辦理北宜直鐵案綜合規劃及基本設計

中，相信未來東部地區的交通改善將

指日可待。

(三)  原於捷運BL18站東端留設捷運延伸汐

止機制，後於施工中變更為留設南港

至汐止樟樹灣間增設臺鐵第三軌隧道

機制(圖6編號1，圖8，圖9)。因此，

於誠正國中前之隧道結構變得異常複

雜，最上有高鐵引道，中間為空層，

最下有臺鐵隧道，考量未來南側及北

側各約200M長之側牆及連續壁須敲

圖5 南港站西側第3階段軌道支承版(斜線部分)示意圖

圖4 南港站東側第2A及2C階段軌道支承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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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俾與第三軌隧道連通，故巧妙規

劃中間空層，使成中空梁之型式，以

利應付將來連通後之巨幅跨度，並由

本公司先行完成銜接段設計(含所有預

留機制)，由鐵工局先行執行臺鐵雙軌

及高鐵雙軌上下共構結構(臺鐵地下雙

軌已先通車)，再由臺鐵局施築北側銜

接口，未來再由北宜直鐵施工單位完

成南側銜接口。其餘路段第三軌隧道

則已由本公司完成綜合規劃及基本設

計，目前北側路段已於今年10月20日

完工。

(四)  既有七堵調車場擴建吸納南港客車場

業務後，七堵車站變成了西部幹線之

始發站，原七堵調車場貨運及南港貨

場部分業務轉至新設之五堵貨場(圖

10、11)，原於七堵調車場至五堵貨場

間增設一股貨運專用線，後於施工期

間變更為可兼辦客運之第三股軌道(圖

圖6 南港站東端預留北宜隧道及第三軌隧道機制平面示意圖

圖7 配合捷運通道先施築未來北宜兼第三軌隧道托底  

      頂板

圖8 增設臺鐵第三軌隧道機制 (對應圖6編號3)

圖9 增設臺鐵第三軌隧道機制 (對應圖6編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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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後續已一併將汐止及五堵地區高

架軌道變更為三軌。

(五)  捷運改為以民生線來延伸汐止，配合

臺鐵捷運化計畫已增設之汐科園站或

設計中之樟樹灣站未來都可與其轉

乘。

四、預留土地開發機制

(一)  留設南港車站BOT及OT開發機制(圖

13、14，留設往上構築高樓機制、各

棟間設高架人行通廊及商場，刻正施

工中)。松山車站亦於規劃時留有相關

機制。

(二)  配合都市計畫，留設站區可供開發土

地及可供設置轉運站土地，並留設原

南港客車場及南港貨場區可供開發土

地；另原有大型工業廠房如瓶蓋工

圖11 五堵貨場東端 圖12 七堵至五堵間第三軌(為百福車站未完工時照片)

圖10 五堵貨場西端

廠、南港輪胎、聯華麵粉廠及僑泰興

麵粉廠等大型廠房，均有轉型意願，

故台北市政府擬藉由都市計畫變更方

式賦予鐵路沿線土地使用新機能，

並展現地方全新風貌，以積極發展南

港為「生技中心、軟體中心、會展中

心、文創中心、站區中心」等五大中

心。

(三)  施工期間，配合隧道北側南港輪胎

廠、公賣局瓶蓋工廠、僑泰興麵粉

廠…等未來土地開發案，進行變更設

計，於車站預留銜接機制，在車站地

下結構預留可敲除牆(Knock-out panel)

供地下連通、檢討地下車站頂板可供

其施作高架通廊，請參考當時南港輪

胎公司所提之開發構想圖(圖15)。

(四)  配合南港客車場及貨場遷移至七堵調

車場，進行七堵調車場擴建，並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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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南港車站初期建設透視圖

圖14 南港車站BOT建設透視圖(由潤泰旭展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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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配合南港輪胎公司沿線開發規劃及連通車站構想進行機制預留(南港輪胎公司提供)

圖16 七堵調車場及七堵車站全區透視圖

圖17 七堵車站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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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七堵前後站，及於站區留設大量

商場(圖16~18)，同時回饋靠光明路側

土地予基隆市政府進行開發及回饋站

前大樓部分空間予地方使用。

圖18 七堵站前大樓透視圖(與七堵車站間為旅客廊道及商場)

圖19 台北機廠原址

圖20 富岡基地鳥瞰圖

(五)  因高鐵隧道介於臺鐵隧道與其台北機

廠間，故台北機廠(圖19)應予遷建，

本公司已協助於桃園富岡新建基地(圖

20)，未來原台北機廠用地位於都市精

華區，應可有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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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特殊檢討事項

(一)  高鐵原考量僅於南港設整備站，並進

入汐止橫科基地，故將其配置於地下

一層，工作人員逕由地面層進入地下

一層。後於兩端隧道施工期間方欲將

其變更為營運輔助站，故相對配置已

無法變動，將來旅客必須由地面層先

到達地下二層之穿堂層，再依需求分

別進入地下一層之高鐵層、地下三層

之臺鐵層，或直接由地下二層捷運連

通廣場往南走到位於忠孝東路下方之

捷運站。

(二)  配合前述圖15之開發案，未來於南港

公園設下沉廣場，並與車站穿堂層連

通後，對前述之旅客進出動線應會有

顯著改善，惟後續開發者應特別注意

該銜接口之防洪機制。

六、計畫成功的主要原因探討

(一)  用地徵收及房屋拆遷量最少化：充分

利用工程手段，善用公有土地。

(二)  軌道及系統機電自辦隊人力充足：鐵

路改建範圍尚未擴及全台，專業核心

技術及人員，歷經台北地下車站案、

松延案、板延案後正值巔峰，故尚能

應付本案施工中之多次切換需求。

(三)  臨時軌道支承版應用得宜：如前述，

因當時軌道切換容易執行，開挖區上

方僅配置最少量之支承版，且恰能留

設多處開孔供施工使用，方不致影響

地下隧道施工工進。

(四)  綜合規劃時妥善提出三鐵(臺鐵、高

鐵、捷運)共構之經費分攤及產權分配

原則，並已協調各方認可，有利後續計

畫執行。

(五) 延伸及擴充機制之妥善預留：宏觀的規

劃，將交通、都市更新、土地開發等各

方之需求都能適當考量，故中央、地

方及民間一條心，轉化各方為計畫推動

之助力。也因前景可期，松山及南港車

站BOT案也於地下化完成後毫無時差的

順利由民間接手繼續興建，已大幅改善

如萬板專案完成多年後，板橋站方見

商機、萬華站上方BOT方招商成功之狀

況。

(六)  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通力配合：配合鐵

路地下化東延南港，中央與地方亦非

常努力配合進行該地區之建設，如

鐵路沿線之都市計畫變更、南港經

貿園區、高鐵南港整備站改為營運輔

助站、捷運南港延伸線及文湖線之通

車與轉乘、捷運南港站之聯合開發、

臺鐵南港站之BOT/OT開發、國道3號

南港聯絡道、因象神及納莉風災而配

合進行大坑溪堤防之加高及增設抽水

站、本計畫引道及所有出入口亦全面

提昇防洪標準等，都是促成南港地區

欣欣向榮的要因；另七堵調車場之擴

建雖曾引起當地民眾抗議，因為台北

市要鐵路地下化，卻造成了七堵的負

擔，且前後站到底要併在何處也有爭

議，後經協調各方都能高瞻遠矚，方

能造就目前繁榮景象，可供其他地區

鐵路立體化建設之借鏡參考。

參、都會區鐵路高架化標竿工程-
台中專案經驗傳承

臺中市區鐵路原擬地下化，本部門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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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南港專案設計後期，亦順利取得設計服務工

作，後因政府財政困難，計畫變更，全線改為

高架捷運化計畫，並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

計畫範圍如圖21，全長約21.7公里，將改建豐

原、潭子、太原、臺中及大慶等五個既有車站

為高架車站，並增設豐南、頭家厝、松竹、精

武、五權等五個高架車站，與捷運綠線G4、

G13站可轉乘，共同形成一個環狀捷運網。經

此地下化改為高架化之轉折，本部門在執行本

案設計時，特別站在台中市民的觀點，首重建

設與景觀之融合，提升正面效益，並減少對環

境之負面衝擊，除讓沿線居民享受捷運化的便

利，亦可當作其他都會區執行鐵路高架化之範

本，也可讓各都會區能接受以優質鐵路高架化

建設取代價昂之地下化工程，以減緩政府財政

負擔。

本高架計畫目前刻正施工中，預計104年底

高架通車，106年全線完工。茲臚列主要設計原

則、設計手法、計畫執行中曾面臨問題之探討

等，供各界參考，說明如下。

一、善用公有土地減少布設臨時軌道及臨

時車站

一般執行鐵路立體化時，多須先於旁邊

增設臨時軌、臨時站，再於原地進行立體化工

程，如圖22構想二，本案原由他公司辦理之

規劃亦如此，本公司接辦細設後，考量原台中

省轄市範圍鐵路旁已有綠園道，故提出了變更

案，逕將高架橋改設於綠園道位置，而施工中

則使用既有軌營運 (如圖22構想一)，大幅減

少臨時軌及臨時站工程，效益卓著；且同時減

少了三處須跨越臨時軌設置之高架橋，大幅減

少施工風險，並利都市景觀；該路線調整更使

高架車站遠離古蹟車站及月台，有利其安全維

護[3]。 

二、使用兼顧經濟性之減振無道碴軌道

鐵路立體化方案由地下化改為高架化，除

了景觀衝擊，民眾最疑慮的應是噪音與振動問

題，本案全線使用由本公司研發之「彈性PC軌

枕防振軌道」(圖23)，該型軌道力學性質及減

振效果優良，並已廣泛應用於南港專案(汐止

高架鐵路工程、汐止山岳隧道段、南港及松山

隧道段)及沙崙支線等工程，施工容易、工期

易掌握，通車以來應用成效良好；除鋼軌及道

岔外之所有材料，皆已本土化，無專利問題，

圖21 台中鐵路高架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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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原橋梁造型概念圖

有利維修與備料，且經濟又實惠。另亦全線佈

設長銲鋼軌以取消接頭，使鋼軌平滑化，減少

噪音。

三、妥善規劃兼顧功能與造型之橋梁建設

於本案細設競標時，本部門即提出了藝術

化、優質化及減少對環境衝擊的橋梁造型概念，

如圖24；於細設時，經與業主研討後進行微

調，目前已順利施工中，整體造型平順、曲線優

美(圖25)，相信未來台中市民將能引以為傲。

圖22 鐵路高架化維持營運示意圖

混凝土道床 彈性PC軌枕 鋼軌扣結裝置 底部彈性材 端部彈性材

圖23 彈性PC軌枕防振軌道主要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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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已完成橋梁之外觀造型

圖26 隔音牆透視圖

休閒、金融資訊、地標地景等，並須系統性整

合不同運輸需求，達成無縫轉乘，其已從單一

交通服務轉型為涵蓋食、衣、住、行、育、樂

的全方位生活服務中心。因此，本計畫對車站

地區都市問題的思考更注意開放空間的地景品

質，創造出深具吸引力的都市空間，使市民不

但因交通需要才經過本地區，同時也形成一個

目的性的都市活動地點。

配合臺中鐵路高架工程，臺中車站將結合

客運轉運站、地下停車場、前後站廣場及周邊

道路開闢、商業大樓開發、鐵道文化園區等，

形成充滿商業與文化動力的高效率都市中心，

並以完整情境保存古蹟及再利用規劃，成為集

合交通、文化與都市活動為一體之站區設計，

塑造成大臺中地區新地標(圖27)。

而配合捷運化所增設或其他既有站改建之

通勤車站，主要以輕巧為主，融入比鄰之社區

景象，以創造和諧的視覺感受，造型儘量簡潔

明亮、節能減碳。

設計時著重造型、使用經驗、車站構件

及設備的一致性，將旅運設施標準化，並考量

通用設計，以方便市民熟悉使用；但又須因地

制宜，考量各站都市空間特性、自然條件的差

異、各地點特色典故等，同中求異，凸顯其自

明性(圖28、29)。

四、設置視覺通透之隔音牆

為防制輪軌噪音，已依噪音影響評估結

果檢討隔音牆設置地點、長度及高度，並配合

結構型式、受體建物高度及與音源距離等進行

調整。隔音牆於列車車窗以下部分，採用具吸

音材質之吸音板，以降低多重反射音之影響；

於超出列車車窗以上部分，則考量採用透明材

質，以利乘客仍能欣賞美麗的都市景觀(圖26)。

採用波浪交錯變化的竹編式預鑄護欄，除施工

快速，亦呼應原設計概念中的縱向舞動感。隔

音牆高於安全走道部分往內折，除隔音外，亦

達原設計概念中縮減視覺量體之功能。

五、車站節點考量轉乘便利，兼顧都市發展

需求，並營造地標建築[3]

隨著時代演進，車站已由早期以交通功能

為主，逐漸變化到目前須結合都市發展、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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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台中車站透視圖

圖28 松竹車站透視圖(下方為松竹站，上方為捷運G4站)

圖29 太原車站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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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針對本案，無遮簷人行道規定應予變通

六、鐵路高架後，地面的線性開放空間成為貫

穿大臺中市的新園道，並與臺中既有綠園

道系統相連，將設立自行車道予以串聯，

提供更多元的都市活動。橋下空間除考量

地方與臺鐵局發展需求，亦充分留設居民

活動空間，立墩時預留兩側既有道路將來

橋下連通之可能。

七、計畫執行中面臨問題探討

(一)  站區空間需求及配置：鐵路包含運

務、工務、機務、電務等各專業，改

建後之新車站空間須符合車站營運基

本需求，且須留設未來商務開發之契

機，因量體受限，最後臺鐵局決定除

各站運務需求者設於新站內，其餘辦

公需求移至距車站500m外或距簡易站

200m外；而配置部分，在旅客動線旁

配置商場或辦公室？採單一收費閘門

(利管理)，或仿捷運站多設入口(利方

便)？廁所設於付費區或非付費區？等

常亦見仁見智，故站區空間之協商須

有足夠時間。

(二)  橋下空間及原臺鐵範圍之騰空廊帶如

何利用應儘速協商：於配合鐵路立體

化之都市計畫變更時，宜就站區建蔽

率及容積率之訂定、沿線台鐵多目標

開發構想、臺鐵局回饋土地之區位及

多寡、市府擬使用範圍及項目之構想

(含使用臺鐵局管有土地須有償撥用

部分)進行協商確定，以利計畫順利執

行。

(三)  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審議：一般都市

計畫常會要求臨計畫道路須退縮特定

距離設置無遮簷人行道(本案要求大於

4m)及法定空地須達相當大比例之綠

覆率 (本案要求大於50%)等，惟如圖

30之檢討，前者會使橋梁之橋面版違

反規定，除非再往外徵收用地將計畫

道路外移，後經協商，務實的以留設

適當寬度之連續性通道取代之；後者

會使月台範圍橋面下遮陰區域必須設

置大量植栽，除不易存活，且站區預

留之未來多目標開發區或機車、自行

車停放區恐須要種草。以上無法符合

都市計畫事項雖於都市設計審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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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設置與步行距離檢討等將務實考

量，這些項目無法完全符合相關法

規，故可依建築法99條，以鐵路車

站之雜項工作物申請許可，免申請建

照；但站體部分，則主要受前述第

(三)點之影響，採一般建照或特種建

照之差異應有限。

(五)  為利本案車站儘速施工，考量採用建

築法99條申請建築許可之月台及雨棚

等工程可優先施作(圖31)。因除台中

站外其餘九站皆採站橋分離構造，已

將橋梁部分提前發包施工，並於橋梁

標明確要求交付車站標接續施工之時

程，只要橋梁標交付，其上方之月台

及特殊造型雨棚(施工圖繪製及施工工

藝難度高，工期較長)可優先施作。而

須申請一般建照之橋下站體及機房部

內進行檢討，並提出設計方案供研討

終獲核定，惟後續請照時，仍須配合

再辦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設計審議變

更。因都市計畫為上位計畫，而鐵路

建設確有其特殊性，建議未來於配合

鐵路改建之都市計畫內容中，能加註

如”經……同意者不在此限”之彈性

語句，可較利計畫執行。

 (四)  建照申請方式：一般地下車站皆因其

特殊性，有甚多項目無法符合建築

法，故皆申請特種進築物建築許可；

而高架車站則有爭議性。依本部已順

利執行多個鐵路車站設計之經驗，因

鐵路月台不設自動灑水系統，以避免

觸高壓電風險、無法每1500m設防火

區劃，且為利量體輕巧及景觀，因高

架月台已具避難平台功能，故直通樓

圖31 站橋分離，月台及雨棚配合橋梁優先施作

圖32 烏日高架延伸線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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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傳統鐵路之縱向切割，各都會區常設

置地下道或陸橋以取代平交道來改善交通，惟

又增加橫向之切割，確實阻礙了都市之發展。

配合鐵路立體化建設，應設法進行雙向之縫

合，即在可接受之交通服務水準下，一併取消

地下道或陸橋。依目前案例，有於規劃階段被

要求保留之橫交設施，於設計階段經檢討都市

發展性後順應民意改為廢除(圖33)；另也有橫交

陸橋與鐵路高架化直接衝突，於施工過程必須

拆除，並增設臨時平交道，但因既有陸橋交通

量大，若拆橋後再做地下道，恐如前述另形成

橫向切割；若改為平面路口，則須妥慎進行交

通衝擊評估及平面道路相關設計 (圖34)。                   

二、汽車停車場應設在近處或遠方?

站區須考量各交通運具之轉乘，惟各運具

與車站入口間之距離與順序，常亦各有立場。

於台中計畫之通勤站，考量主要進出者為搭鐵

分，僅為不承載列車載重之一般RC建

物，規模不大，可接續於取得建照後

施工。 

(六)  鐵路高架延伸烏日案課題：因地方民

意積極爭取鐵路高架能延伸至烏日(圖

32)，在未成案前，為呼應民意訴求，

本案已於大慶站以南高架橋上留設未

來延伸機制，以利俟將來周邊之高鐵

台中站特定區開發，以及鐵路高架、

捷運綠線通車後，若經衡量地方交通

發展確有需求時，可順利接續辦理。

肆、其他經驗回饋

一、鐵路立體化後，橫交地下道及陸橋是否

保留?

圖35 臺中通勤站人車動線示意圖

圖33 臺南小東路地下道 圖34 臺中文心南路陸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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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建設之本意，多是為了繁榮地

方，故以往常擇於可能路段先行施工，以宣誓施

政決心。唯依目前人民愈來愈關切公共事務之趨

勢，建議能於施工前與在地住民妥善溝通，俟都

市計畫變更完成，並取得所需用地後再行動工為

妥，以利減少紛爭，形成多贏局面。

伍、結語

台灣世曦鐵道工程部專業服務範疇涵蓋市

區鐵路立體化、鐵路捷運化、鐵路支線建設、

鐵路雙軌化、車站更新、鐵路調車廠及機廠、

鐵路橋梁、環島鐵路電氣化等軌道相關工程之

規劃、設計、施工監造及專案管理等，本文特

別介紹最成功的鐵路地下化工程-南港專案之

綜合規劃完整性，除其工程複雜性高、並以減

少徵收拆遷為最高原則，更充分考量未來發展

性，預留延伸機制、開發機制，乃中央地方通

力合作之經典案例。故妥善的綜合規劃，就好

比具優良基因之細胞，經進行一連串優質的細

胞分裂後，可造就整個都市之進化與榮景。

另亦對中華技術94、99期介紹過之臺中

鐵路高架案再適當介紹，除希望本優質高架化

工程案例，可供後續都會區鐵路立體化工程參

考外，其主要重點在補充計畫執行中所面臨問

題之探討。最後也綜合性的提出了五點經驗回

饋，希望能對後續相關建設之執行順遂有所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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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離車站入口自近而遠分別為自行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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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臨停區(圖35)。而南港車站規模大，站區上方

留有BOT大樓機制，原都設審要求將未來開發所

需之停車場設在最西端，以鼓勵民眾搭乘大眾

運輸，但後來BOT廠商依其未來開發及服務對象

特性重新檢討，於開發大樓旁另設停車場，以

符實需。

三、站區開發怎麼做?誰來做?何時做?

車站立體化後，原平面大量軌道區及站體

上方常為可開發區域，可逕於車站上面加蓋高

樓，亦可先配合鐵路立體化，僅完成通車必要

條件，再留設未來開發銜接機制。依目前政府

財政狀況，一般會採後者。若站區素地多，宜

將開發區留於素地，再於車站預留連通機制即

可；若欲於車站上方開發，則宜如南港站般分

階段施工較妥，惟大樓與車站共構要注意減振

(舒適性)及結構系統(安全性)之妥適性[4]，並

宜談妥經費分攤及產權分配原則。而且目前依

TIF(稅金增額融資)概念，地方政府應邀集臺鐵

局及沿線潛在發展單位，妥善研擬都市計畫及

都市更新構想，使土地開發儘速配合軌道建設

啟動，中央儘速完成立體化，消弭平交道，完

成都市縫合，地方再依其配套之都市擘劃接續

建設，方能竟其功。

四、計畫兩端是否須延伸?何時延伸?

每個鐵路立體化計畫，其兩端地區之民意

都會有要求延伸之聲浪。妥適留下可行銜接機

制，採階段性施工，應為目前較務實之作法。

五、何時為計畫動工之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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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輕軌之啟航─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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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環狀輕軌第一階段優先通車營運路段長度8.7公里，設置14座車站及1座機廠，其
中13座為地面車站，1座為高架車站。候車站設計考量高雄氣候的特性，並結合都市景觀塑
造，公共藝術配合各站區域環境特色而設置，使候車站成為一生動的活動場景。

本計畫已於民國102年2月動工，開啟國內第一條輕軌建設的新頁，預計104年10月第
一階段完工通車。屆時將可串聯高雄港區相關水岸之建設據點，活絡高雄觀光資源，並帶
動沿線地區商業發展。同時做為國內其他城市發展輕軌的示範，這也是本計畫的期許。

全線軌道採標準軌距1,435mm且為長焊鋼軌，地面段主線為埋置式軌道，臨港線路段
則鋪設埋置式植草軌道，高架段改施築減振抑噪軌道。軌道路基設計參考原土層的Ev2值，
而有不同的路基處理，以確保使用年限內不須重大維修。

人性化的低底盤輕軌列車，由五個車廂組成，可容納250人，隨運量成長，未來可加組
兩個單元的模組化車廂。營運初期(民國108年前)班距7.5分鐘，而後縮短至6分鐘。第一階
段全線採用無架空線系統，以減輕架空線對整體都市景觀及天際線等環境視覺之衝擊，同
時對於輕軌列車外觀特別要求，塑造輕軌成為美麗的高雄移動新地標，且新構築之輕軌其
綠覆率可達85%，將充分展現高雄「水之都‧綠之軌」新意象。

國內輕軌之啟航─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

1 2 3 4

壹、計畫緣由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計畫」係行政院

97年03月20日核定同意興建，原規劃採民間參

與興建營運移轉(BOT)方式辦理，全線路線長度

19.6公里，設置32處候車站，一座維修機廠，

總建設經費122.01億元。核定計畫經費預估，

民間投資至少52.95億元，政府投資48.54億元，

營運特許期限為38年(包括4年興建期，34年營

運期)，惟本建設案歷經98、99年2次辦理公告

招商，招商作業並不順利，無廠商參與投標。

為避免再度延宕此重大交通建設之興建期程，

經評估結果，將民間參與興建策略，改由政府

自辦興建後，再委託民間經營(OT)方式營運，繼

續推動本案。

高雄縣市於99年12月25日合併升格，都市

發展變化大，配合中央推動海空經貿城計畫，

高雄港區重大建設已相繼開發，將於103年陸續

啟用，其中包括：駁二文創特區、海洋文化及

流行音樂中心、高雄港客運中心暨港務大樓整

體開發計畫、高雄世界貿易展覽中心、高雄軟

體科學園區、多功能經貿區、中鋼總部、高雄

DC21開發計畫。

配合上述高雄港區經貿發展需求及公共運

輸整體規劃，須修正環狀輕軌部分路線，使其

行經高雄港水岸地區，串聯各項建設據點，包

括：全台灣最美麗的水岸圖書館―市圖總館、

亞洲最棒台灣第一的港灣娛樂城―海洋文化及

流行音樂中心、台灣第一個獲得綠建築標章的

公共建築―高雄世界貿易展覽中心、海洋旅客

進出的高雄門戶―港運中心以及六星級的帆船

飯店等新灣區建築地標，企圖將亞洲新灣區打

造成為最璀璨、交通最便利的高雄新核心(如圖

1(a)，圖1(b))。藉由輕軌引進人潮，帶動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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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a) 輕軌串聯港區各開發案

圖1(b) 輕軌開創大高雄城市軌道運輸

地區之商業發展，充分展現國際海洋城市的特

色，並提升城市競爭力的優勢。

為建構大高雄都會區軌道運輸路網，本

輕軌路線，將可轉乘現有營運中的捷運紅、橘

線，以及施工中的鐵路地下化工程，形成完整

的綠色運輸系統，以推動現代化城市永續經營

的理念，建立大高雄都會區軌道運輸的新里

程碑。

高雄環狀輕軌是台灣第一條經行政院核定

的輕軌系統，總建設經費高達165.37億元，其

中市府爭取中央補助經費63.63億元。預估高雄

環狀輕軌建設將發揮以下主要功能與效益：

一、彰顯交通運輸功能

配合高雄市公共運輸整體發展政策-建置六

大轉運中心，縮短山城-都會核心距離，促進城

鄉發展，達成30分鐘生活圈之目標。旅客搭乘

輕軌可於捷運紅橘線(O1西子灣站、R6凱旋站、

R13凹仔底站)、臺鐵通勤站(鼓山、美術館、大

順站)轉乘至鄰近區域。

二、提升土地使用強度

輕軌捷運車站為人潮聚集的地點，輕軌通

車後，勢將帶動其周邊的土地開發，在有限的

土地資源下，土地必須做最有效的利用，以充

分發揮其商業效益。

三、強化成本經濟效益

環狀輕軌捷運串聯了捷運紅、橘線及鐵路

捷運化後的各車站，形成高雄都會區的最重要

大眾運輸路網，讓旅客的轉乘更方便。相對大

眾運輸工具而言，是以低成本的造價發揮了相

乘的效益。

四、活絡高雄觀光資源

輕軌捷運通車後，將與捷運紅橘線、高

鐵、台鐵等車站無縫接軌，使輕鬆行、自由行

的旅客更為方便。高雄大都會區既有的觀光勝

地，配合精心塑造的亞洲新灣區，預期將吸引

旅客接踵而至，無疑的輕軌亦將肩負起帶動高

雄觀光發展的使命。 

貳、計畫概要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起於凱旋三路與一心路

口北側之臺鐵前鎮調車場，沿凱旋路旁之臺鐵

臨港線路廊往南佈設輕軌設施，直至凱旋四路

南端終點後，右轉進入成功二路續往北行，於

成功路與新光路交叉路口C8車站後，沿著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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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計畫」修正計畫路線圖 圖3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第一階段路線示意圖

元，公告底價金額為新台幣58億元，已於102年

2月動工，預計104年10月完工通車。

其餘自C14站至C36站為第二階段，路線長

約13.4公里，設置22處候車站及1處駐車場。將

配合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臺鐵捷運化-高雄

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興建期程，於106年底鐵

路地下化工程完工後，賡續辦理本案第二階段

工程，預計108年12月完工通車，屆時輕軌環狀

路線亦告形成。

參、執行方式

本計畫分以下兩階段執行：

路前行，至新田路、英雄路交叉路口處左轉，

利用現有自行車道路廊，經光榮碼頭跨越愛河

至真愛碼頭，進入駁二特區，至七賢三路口轉

臨海二路至C14車站，可與捷運橘線O1(西子灣

站)轉乘。路線續佈設於目前為自行車道之臨

港線鐵路路廊，往北沿臺鐵園道至美術館後不

久，即東轉行經市立聯合醫院後於農十六銜接

大順一路，再續沿大順一～三路往東南方向前

行，最後於中正路口西南隅之凱旋公園佈設軌

道，銜接凱旋二路旁之臺鐵臨港線路廊後，沿

路廊接回起點，路線全長約22.1公里，預定設置

36處候車站，詳如圖2所示。

其中C1站～C14站路段，設置14處候車站

及1座機廠，全長約8.7公里，為第一階段工程，

詳圖3所示。工程公告預算金額為新台幣65.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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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設計顧問服務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100年底，辦理高

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基本設計顧問委託技術服

務案公告招標，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於民國100年 12 月26日投標，經開標及評選

後，列為第一優勝序位之廠商，並於101年1月

9日簽約及正式啟動，全力展開基本設計工作，

本案基本設計工作包含原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

設基本設計顧問委託技術服務案、第一次擴充

契約案及第二次擴充契約案之工作服務範圍所

規定之工作項目，其內容包含：

(一) 先期調查作業

細項工作有控制測量及地形測量、地

質調查工作、管線調查工作、沿線橋梁調

查及建議、其他工程資料蒐集及分析等，

含路型與轉乘資料調查分析、建議及路型

審議工作。

(二) 營運需求

包括輕軌系統初步營運安全分析、輕

軌營運服務指標分析等，並含駐車場選址

評估分析。

(三) 土木、建築、水電環控及軌道基本

設計

工作項目含製作工程圖說(含需地範

圍圖)及進行相關規劃設計、設計準則及規

範，以及完成軌道基本設計。

(四) 機電系統基本設計

包括系統需求分析與選擇建議、變電

站設置規劃、負載潮流分析、牽引動力集

電方式分析、整合輕軌號誌與平面道路號

誌規劃作業、自動收費系統型式分析、專

用無線電系統分析等。

(五) 招標策略研擬及招標文件準備

工作內容含招標策略研擬、研擬招標

文件、協助審標等。

(六) 計畫管理

包括管理計畫、興建成本估計、計畫

時程管控、工務管理標準作業程序等。

(七) 其他相關工作

依業主指示辦理與本服務案有關之

工作。

(八)  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理建議

說明書。

為 配 合 業 主 招 標 期 程 ， 基 設 時 程 由 正

常11個月壓縮為5.5個月。本計畫第一階段

統包工程於101年6月8日召開廠商說明會，

6月29日上網公開閱覽，至102年1月4日順

利 完 成 最 有 利 標 廠 商 評 選 ， 由 共 同 投 標 廠

商CAF (CONSTRUCCIONES Y AUXILIAR DE 

FERROCARRILES S.A.) 西班牙鐵路建設和協助

股份有限公司、長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評選勝

出，獲選為最有利標廠商。

二、專案管理服務

本項服務工作經開標及評選後，亦由本公

司得標，接續基本設計之工作重點，辦理施工

中的專案管理、審查統包商細部設計、督導監

造及機電驗證與認證等事項，其中監造工作則

由捷運局另委託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承辦。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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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限制條件等。系統之設計，除考量安全耐

用外，尚須注意造型美觀及避免對當地景觀環

境之衝擊。對旅客、員工及行人與汽、機車用

路人等之安全應充分納入系統之整體規劃、設

計、營運與維修考量。材料選用應符合防蝕、

防火、耐候、耐久等品質要求，以確保系統整

體運轉穩定、安全與維修便利。並將友善城市

無障礙空間之概念納入設計。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第一階段，採用分之百

低地板(底盤)輕軌列車，方便年長及身心障礙

者搭乘。並引進最新之無架空線系統，以減輕

架空線對整體都市景觀及天際線等環境視覺之

衝擊。針對車輛與運量因應部分，依行政院核

定之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修正計畫之數據檢

討辦理。該計畫基本營運資料建議營運初期採

用寬度2.65公尺、車身長度30~36公尺之模組化

輕軌車廂，並以每平方公尺立位5人計算，推估

每輛車可容納250人(含座位與立位)；隨著運量

成長，可加組兩個單元的模組化車廂，使車廂

容量提高為360人。初步試算之基本營運資料

如表1。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修正計畫建議之車

隊規模(Fleet-Size)指總車輛數，包括尖峰時段所

需的車輛數及備用、維修中的車輛數。其中，

備用、維修車輛數以尖峰營運列車數的10%予

以估算，據此，輔以相關資料及公式，初估民

國103年底第一階段V型線營運所需的30~36m長

電車總數為9輛，民國108年底大環線全線通車

營運所需之總車輛數增為24輛，其後再隨營運

計畫之調整，至民國116年將24輛輕軌電車全部

加長為40~45m之終極規模。上述初步試算之營

運計畫彙整如表2所示。

工作服務範圍包含：

(一) 建立各階段、各工作項目之審查、核

定、或備查等作業流程

(二)設計之諮詢及審查

(三)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

(四)機電驗證與認證

遵循EN50126標準規範及相關國際標

準規範，進行機電系統及營運前各項作業

審查與監督，使機電系統於設計、興建及

營運等各階段，均能滿足其特定安全性、

功能性及綱要性之要求。機電系統驗證與

認證範圍包括車輛、通訊、號誌、供電、

自動收費、機廠設備及其外部介面。

(五)營運機構籌設

擬 定 營 運 機 構 設 立 計 畫 及 營 運 計

畫書、研擬營運勞務招標文件、協助審

標等。

(六)其他配合事項

肆、設計考量與依據

輕軌系統係指有人駕駛、使用導引、電力

驅動之客運運輸系統，可因地制宜，同一路線

可單獨或混合採用專用路權、隔離路權、共用

路權；相較於高運量或中運量鋼軌鋼輪捷運，

輕軌系統之車輛具軸重較輕、車輛界限較小、

轉彎及爬坡能力較強、制動能力較高之特性。

本計畫採用傳統鋼輪、鋼軌系統，1435mm標

準軌距及長銲鋼軌，設計時考量高雄地區之氣

象、水文、環境、交通及特性與路線上既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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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營運路線之設計營運班距及總車隊規模

路線別 分析項目 104~108年 109~115年 116年以後

最大承載

區間

初期最大旅客承載量P1max(人次/時) 627 2,559 3,129

末期最大旅客承載量P2max(人次/時) 770 3,040 4,268

列車編組車廂數(n) 1 1 1

初期尖峰班距h1=(60α×CV×n)/P1max 30.4 7.5 8.8

末期尖峰班距h2=(60α×CV×n)/P2max 24.7 6.3 6.4

設計班距(分鐘) 7.5 6.0 6.0

V型線或

大環線

V型線/大環線營運班距h(分鐘) 7.5 12 (=6×2) 12 (=6×2)

往返時間T=(T0+ｔt) (分鐘) 54.8 130.8 130.8

尖峰時間列車需求Ｎ=T/h 8 11 11

最大區間旅客承載量P1max(人次/時) 770 1,459 2,291

路線容量Co (座位/小時/方向) 2,000 1,250 1,805

回饋尖峰旅客承載率α=P/Co 0.37 1.17 1.27

C型線/大環線尖峰車輛需求總(Ｎc1) 8 11 11

環東

水岸線

區間車營運班距h(分鐘) - 12(=6×2) 12 (=6×2)

往返時間T=(T0+ｔt) (分鐘) - 108.9 108.9

尖峰時間列車需求Ｎ=T/h - 10 10

最大區間旅客承載量P1max(人次/時) - 3,040 4,268

路線容量C0 (座位/小時/方向)[註1] - 2,500 3,610

回饋尖峰旅客承載率α=P/Co - 1.22 1.18

區間車尖峰車輛需求總(Ｎc2) - 10 10

總路網

尖峰車輛需求總數(Ｎc) 8 21 21

備用維修車輛比例[註2] 10% 10% 10%

備用維修車輛數(Ｎr) 1 3 3

車隊規模Ｎf =Ｎc+Ｎr(輛) 9 24 24

[註1]環東水岸線之路線容量加計大環線提供之服務容量(立位密度5人/m2)。

[註2]備用維修車輛數係以尖峰列車需求數之10%，採無條件進位法估計之。

表1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修正計畫初步試算之基本營運資料

通車階段 V型線(C1 C14) 大環線(C1 C1) 環東水岸線(C22 C14)

行駛方向 順時針往西 逆時針往東 順時針 逆時針 順時針往南 逆時針往北

行駛區間 C1→C14 C14→C1 C1→C2→C1 C1→C35→C1 C22→C14 C14→C22

路線長度(L) 8.6公里 8.6公里 22.1公里 22.1公里 17.7公里 17.7公里

平均營運速率(Vo) 21.1km/hr 21.1km/hr 21.6km/hr 21.6km/hr 21.0km/hr 21.0 km/hr

場站調度時間(Tt) 3分鐘 3分鐘 4分鐘 4分鐘 4分鐘 4分鐘

往返行駛時間(To) 54.8分鐘 130.8分鐘 108.9分鐘

每節車輛容量(Cv) 250人/輛 250人/輛 250人/輛 250人/輛 250人/輛 250人/輛

承載係數(α) 1.27 1.27 1.27 1.27 1.27 1.27

最大承載區間 - C20→C21[註] C30→C31

最大旅客承

載量(Pmax)

110年 - 1,191人/hr 2,557人/hr

120年 - 2,046人/hr 3,877人/hr

[註]大環線之最大旅客承載量係環東水岸線以外區段之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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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軌道配置

圖5 槽狀軌41GPU

圖6 埋置式軌道

圖7 埋置式植草軌道

梁，考量環境衝擊影響則採用減振抑噪軌

道型式。

(二) 鋼軌之選用

鋼 軌 型 號 之 選 用 主 要 以 槽 狀 軌

41GPU(如圖5)及鋼軌50E6為主，本計畫

需考量經系統整合後（特別是無架空線車

輛系統中採地面供電者，其車體下方集電

設施之配置及尺寸，或需搭配鋼輪之選

用），再依其整合成果選取最適化鋼軌，

常見的埋置式軌道與植草式軌道之案例如

圖6及圖7。目前歐洲輕軌亦有廣泛採用

Ri59和Ri60等型號之鋼軌。

(三) 軌道基礎設計

輕軌埋置式軌道結構的組成由上而下

通常是軌道、軌道版、軌道版基礎及路基

(sub-base)，如圖8所示，軌道版及其下之基

礎須根據路基地盤反力係數K30或應變模數

Ev2值之大小設計之。因此在設計軌道版結

構之前，必須了解沿線路基土壤的力學特

性。茲說明如下：

伍、主要工程內容

基 本 設 計 之 主 要 工 程 內 容 包 括 ： 軌 道

工程、機電系統、建築與公共藝術、橋梁工

程、水電環控等設施，以下僅針對前四項詳

加說明。

一、軌道工程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第一階段）軌道基

本設計主要條件有：車輛採無架空線系統、

路線最大坡度5.5%，平面最小轉彎半徑25公

尺、鋼輪/鋼軌型式之系統、軌距採用標準軌距

1435mm及長銲鋼軌、全線為平面路段及高架路

段。軌道設計之細節敘述如下：

(一)軌道配置

輕軌路線大部分與一般道路共用路

權，為了避免軌道突出周圍路面，造成用

路人的障礙，將採埋置式(或稱嵌埋式)軌道

系統，軌道除頂部露出空氣外，其周邊藉

由黏彈性化合物(visco-elastic compound)的

包覆予以固定，無須軌道扣件。為了美化

道路景觀，埋置式軌道版中間部分亦可植

草綠化。本計畫第一階段的軌道配置詳圖4

所示，原則上一般平面道路及交會路段採

用埋置式軌道，行經台鐵臨港線路段則採

用植草式軌道，其中流行音樂中心路段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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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高雄地區工程地質分區

圖8 軌道結構與基礎示意(改自Laurence E. Daniels 2003)

1. 工程地質

本計畫區路線範圍為高雄市三民區、

苓雅區、鹽埕區、鼓山區、左營區等，其

平均高程約10公尺左右，屬平坦之地形。

高雄都會區可分為典寶－後勁溪平原

區、壽山－半屏山區、仁愛－前鎮河平原

區、高屏溪平原區等四個工程地質分區，

如圖9所示（中央地質調查所，2003）。經

進一步考慮沉積環境變遷、沉積物分佈特

性及標準貫入試驗N值後，典寶－後勁溪平

原區可細分為四個次區、仁愛－前鎮河平

原區分為七個次區，壽山－半屏山區分為

兩個次區，高屏溪平原區分為三個次區，

本計畫工程範圍則位於仁愛－前鎮河平原

區。

2. 沿線土壤條件

高雄都會區地表下淺層2~12公尺不等

深度內多屬於粉土質黏土層，標準貫入試

驗N值大多小於10。其中，鹽埕區原為魚

塭，後因港口繁榮而填土為商業區，地表

下10公尺內多含貝殼或腐木，標準貫入試

驗N值約在2~7。

3. 路基承載力評估

為管控軌道版基礎之承載力，各國均

提出不同之指標，如地盤反力係數K30、應

變模數Ev2或動態應變模數Evd，並限制兩

次循環加載之應變模數Ev2 / Ev1比值，目

的在減少因車輪反覆載重引起的塑性變形

(plastic shakedown)。

輕軌軌道系統及路基如圖10，依「高

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綜合規劃報告」（高

雄市政府捷運局，2008）建議，輕軌道版

基礎須滿足Ev2≧120 MPa之條件。台灣高

鐵對軌道版基礎之要求為Ev2≧80 MPa且

Ev2/Ev1<2.3。經收集其他國家輕軌規範，主

線上之軌道版基礎要求多為Ev2≧80 MPa，

於平面道路交會段則為Ev2≧100 MPa；日

本則規定無道碴軌道之路床K30≧110 MPa/

m。至於路基之原土層，「高雄環狀輕軌

捷運建設綜合規劃報告」要求原土層應達

Ev2≧45~60 MPa，而其他國家輕軌規範對

原土層之要求多為Ev2≧40MPa。另本計畫

系統顧問根據歐洲經驗，建議採用以下原

則作為判斷原土層是否適合作為路基：



3

No.100│October  2013 │183

專
題
報
導

及時間，以降低施工對交通及民眾生活之

衝擊，故針對軟弱土層之處理工法應以施

工快速、降低噪音為主。經參酌各國規範

及研究成果，初步建議當軌道版基礎及路

基遭遇軟弱粘土層而有長期壓密沉陷疑慮

時，應以攪拌改良為主、置換為輔，以減

少棄土方之問題；若無長期壓密沉陷疑

慮，則以淺層置換為主、格網加勁為輔，

如表3所示。

(四) 管線遷移與軌道排水

1. 管線遷移計畫

依輕軌線形與道路配置之相互動線

關係(如圖11)，研析線形與道路是否可調

整以避開受衝突之重大管線。工區內既有

◆→ Ev2 > 20MPa 且

◆→ Ev2/Ev1 ≦ 2

若原土層無法滿足上述標準，則需針

對列車應力顯著影響範圍內之原土層內進

行處理（一般為30至50cm，視系統特性而

定），以提高其勁度與強度。惟不同的列

車與軌道系統各有其特定之承載力與變形

容許值，未來將由軌道廠商根據列車經道

版傳遞至基礎之載重，進一步分析決定基

礎所需之強度與勁度，以控制軌道之差異

沉陷量，並確保其在壽年內不需要重大的

維護與更新工作。

輕軌工程於都會區中施工，應避免

大挖大填，工法選擇應考量縮小施工範圍

資料來源：Detail Track Section, C1~C4 Final 

圖10 輕軌軌道系統及路基示意

表3 軌道路基處理工法

工法

名稱
淺層攪拌工法 格網加勁工法 置換工法

工

法

特

點

1.  就地攪拌固結材料與原土後，

夯實回填。

2. 棄土量少。

3. 適用於淺層軟弱黏土改良。

4. 需有場地供暫置固結材料。

1.  淺挖至適當深度後，鋪設格

網，將原土分層夯實。

2. 棄土量少。

3. 適用於淺層疏鬆砂土改良

4. 需有場地暫置挖出之土方。

1.  挖除影響範圍深度內之不良土

方，以CLSM或結構回填替代。

2. 需另購土方，棄土量大

3. 適用於土層範圍較廣。

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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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下水道，須配合辦理遷移復舊或設施

保護等。

2. 排水

本工程範圍內相關新建排水系統，依

據交通部100年12月29日頒布「輕軌系統

建設及車輛技術標準規範」之規定辦理(如

圖12及圖13)；即輕軌系統之排水設計應

比照市區道路設計標準及周邊設施之設計

標準。

二、機電系統

系統機電包含車輛系統、通訊系統、供電

系統、自動收費系統、號誌系統、維修設備、

行控中心等。

(一) 輕軌車輛

高雄輕軌車輛主要規格如表4所列。

高雄輕軌列車外型如圖14及圖15所示，內

裝設計如圖16及圖17。
圖11 管線受輕軌影響範圍示意

圖12 配合道路現狀進行排水規劃

圖13 槽型鋼軌鑿孔

資料來源：CAF高雄輕軌車輛外部設計

圖14 高雄輕軌列車外型圖A

資料來源：CAF高雄輕軌車輛外部設計

圖15 高雄輕軌列車外型圖B

資料來源：CAF高雄輕軌車輛內裝設計

圖16 高雄輕軌列車立面正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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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TSS失效不會影響行車用電，DTSS、

TSS1相互備援，TSS6須依系統特性設置滿足備

援。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TSS供電引

接規劃如圖19。

TSS內部空間規劃如下：

標準TSS：長15m*寬7m *高4m

DTSS+TSS1：長17m*寬10m*高4m

TSS2：長13m*寬9m *高4m

TSS6：長15m*寬10m*高4m

TSS5須考量半地下化設計

(二) 供電系統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共設

置DTSS+TSS1、TSS2~TSS6計6座牽引變電

站，每一TSS引接台電22.8kV雙回路供電。

牽引變電站配置位置詳圖18。

表4 高雄輕軌車輛主要規格

規格項目 說明 規格項目 說明

系統型式 鋼輪鋼軌，標準軌距1435mm 載客量
座位坐滿+

立位5人/m2時載客量 250人

車身高度 3.80 公尺以下 軸重 小於 13噸

車身材質 金屬 車身寬度 2.65 公尺

急衝度 (Jerk) 1.3 m/sec3 加速度 1.3 m/sec2

正常/緊急減速度 0.8～1.5 /2.70 m/sec2 車門入口處地板高 350 公厘(距軌道頂面)

輪椅上下車處 兩處 車上驗票機 設於中央握把

門寬 雙扇1.3公尺，單扇0.8公尺 車廂月台高度差 ±25 mm

駕駛室 前後兩端均設 車間通道 無車間通道門

動力供應方式 電力，無架空線/架空線(機廠) 車廂內裝特別需求
1. 無障礙環境
2. 腳踏車固定架

推進最大坡度 千分之六十 最小轉彎半徑 25公尺

資料來源：CAF高雄輕軌車輛內裝設計

圖17 高雄輕軌列車內裝設計圖

圖18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TSS配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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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號誌系統

輕軌號誌提供列車位置偵測，控制器

回傳路口號誌及輕軌號誌至高雄市智慧運

輸中心，輕軌行控中心僅接收輕軌號誌狀

態，無ATP、ATS及列車自動識別，站間橫

渡線為非電動轉轍器，端點站及機廠為電

動轉轍器，於道旁設置聯鎖控制設備，全

線僅於機廠變電站有一號誌設備室。設計

架構如圖20。

正線行車完全由司機員主控(目視駕

駛)，行控中心僅可執行機廠調車控制，無

正線進路設定能力。

(四) 通訊系統

高雄輕軌之通訊系統設計與操作，

應以全線路網為設計基礎，設計時並須考

量未來擴充性。系統將涵蓋所有區域（列

車、候車站、軌道、機廠/維修工廠/行控中

心等），圖21為通訊系統之架構圖。

電話系統：行控中心裝設一套電子數

位用戶交換機，語音傳輸以 IP 形式處理

(Voice over IP)。

旅客資訊顯示系統：提供車站點矩陣

資訊顯示器，行控中心編輯台選擇顯示器

插入即時及預錄之任何訊息(如：誤點、

商業廣告、乘客須知、緊急訊息、列車訊

息、政令宣導等訊息)。

數位無線電通訊系統：採分時多工

(TDMA)數位式無線電系統(符合歐洲電信標

準協會(ETSI)所制定之標準)，並利用乙太

網路光纖骨幹網路的介面。

時鐘系統：提供輕軌捷運路網標準時

鐘信號，由行控中心設備房內母鐘產生經

圖20 高雄環狀輕軌號誌架構

圖19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TSS供電引接圖

圖21 輕軌捷運通訊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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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證分「單程票」及「電子票證」；

電子票證之設計應符合安全及保全等準則

且便於使用，並能配合區域性票證系統之

整合。「單程票」及「電子票證」之交易

流程如圖23。

三、建築及公共藝術

(一) 建築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候車

站建築設計之工作範圍為14座候車站(C1-

C14)及6座牽引動力變電站(TSS1-TSS6)，

其中13座為地面車站， 1座為高架車站

(C11)；牽引動力變電站4座為平面型(TSS2-

TSS4，TSS6)，1座為半地下式(TSS5)，1座

位於機廠內與廠區變電站共構(TSS1)。圖

24為車站及牽引動力變電站位置。

由傳輸網路傳至各輕軌捷運系統內各廠站

之時鐘設備。

通訊光纖傳輸系統：傳輸行控中心、

各廠站及相關附屬建築物(例如TSS)間之所

有語音、資料、影像及監控訊號。本系統

包括行車路線上下行之光纜及Gigabit (GbE)

乙太網路系統。

閉路電視系統：影像訊號經由Gigabit 

(GbE)乙太網路傳輸，並提供IP (Internet 

Protocol) 網路攝影機。

(五) 自動收費系統

高雄環狀輕軌自動收費系統及設備

須在安全及可信賴的環境下運作。即所有

與票證相關之設備須能獨立運作、具自我

檢查功能；停電時需有資料暫存、資料傳

輸、狀況自動回報及不正確使用之自動警

報功能。自動收費系統整體系統架構如圖

22。

圖22 高雄環狀輕軌自動收費系統整體系統架構圖

圖23 「單程票」及「電子票證」之交易流程

圖24 路線、候車站及牽引動力變電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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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橋梁設計

既有的臺鐵跨越愛河(橋墩橋齡約46年，橋

長約96M，橋寬約4M，如圖27)，上部結構為鋼

U型梁，現為人行/腳踏車道使用。基本設計原

考量移除舊橋上部結構，保留臺鐵舊橋墩；新

建的輕軌新橋(含上部結構與下部結構)，採河中

不落墩方式。另考量鄰近民宅之減振抑噪，加

設隔音牆。進入細部設計階段，因舊鐵橋被指

定為暫定古蹟，設計方式仍保留臺鐵舊橋墩，

上部結構則考量保留作為人行/自行車橋。後續

設計方案須經文資委員會審查，初步橋形意象

如圖28所示。         

　　候車站的設計需考量高雄熱帶氣候的

特性，同時候車站也需結合都市景觀塑

造，並考量遮雨、遮蔭，與材料耐久性、

防蝕性，將候車站與人行道、自行車道做

整體設計考量(如圖25)。

 (二)公共藝術

    整體公共藝術將配合各站區域環境特

色，以點串連成線的方式(圖26)，訴說高雄

的歷史和特色，並藉人們與公共藝術的互

動，使候車站成為一生動的活動場景及教

育場所。            

圖27 愛河景觀橋位置

圖26 公共藝術設置位置

資料來源： 高雄輕軌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閻辰昌建築師

圖25 標準候車站示意

圖28 愛河橋橋形意象圖
(Grosvennor Bridge_摘自London Photo Routes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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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建構完整的低碳大眾運輸系統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分成兩階段執行，第一

階段與第二階段預計分別於104年10月及108

年12月完工通車。屆時將與營運中的捷運紅橘

線及臺鐵捷運化工程，形成完整的低碳大眾運

輸系統，並結合「亞洲新灣區」計畫的四大國

際級建設，成為高雄市邁向偉大城市的新里程

碑。

二、塑造美麗高雄新地標

高雄輕軌捷運的基本設計，考量了高雄

地區之氣象、水文、環境、交通等特性，進行

整體的規劃、設計、營運與維修。除注意安全

耐用外，對於都市景觀的營造亦著墨甚深。譬

如嚴謹要求列車的外觀與候車站公共藝術、鋪

設埋置式植草軌道以及引進最新之無架空線系

統，均可顯示捷運局對塑造輕軌成為美麗高雄

新地標的用心。

三、注意軟弱路基的處理

高雄輕軌第一階段路線經過地區，屬軟弱

至中硬的粉質黏土且地下水位高，其標準貫入

試驗的N值約在2~7，局部路段軌道在長期承受

車輪的反覆載重下，路基可能產生較大的塑性

變形，影響日後的維修。細設階段統包商應對

軌道版及其下基礎的設計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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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Kaohsiung LRT (Phase I) 

Project, SENER/CAF, 20 Au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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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經濟成長減緩，政府歲入擴大受限，提供民眾之公共建設服務，不能

因財政因素而停止或中斷。如何透過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有效引導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

設，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為一重要課題。對於具有政策優先性、必要性及公益性之公共

建設與服務，政府必須以預算支出取得公共服務者，未來可思考參酌國外經驗導入PFI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以結合民間參與，引進民間資金及效率，並加速公共建設

提供服務之實現。

本文探討英國PFI及分析採PFI推動長期照護機構之相關議題，最後提出對國內推動

PFI之建議。

321

壹、英國PFI簡介

國際上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分特

許權及PFI兩大系統[1]。而我國促參法於2000

年制定當時，係採行特許權系統。1990年代開

始，歐美國家相繼陷入經濟不景氣及失業率攀

高窘境，英國為振興經濟自1992年提出PFI，其

所謂PFI係指政府與民間機構以長期契約方式約

定，由民間機構投資公共設施興建，完成後政

府再向民間機構購買符合原契約約定品質之公

共服務，並給付相對費用之一種民參模式。

一、 推動成果

依據英國財政部統計，截至2012年3月底

PFI已簽約計畫高達717筆，累積投資額為547

億英鎊[2]。實施項目涵蓋交通、環保、醫院、

學校、監獄、政府辦公室及社區開發等。以總

資本投入排序，衛生與醫療相關項目為主要項

目，其次為國防及教育。若依各類別統計，則

以教育類型166件占第一，詳表1。英國採PFI所

推動的公共建設，與我國依促參法所推動之公

共建設觀念有所差異；英國依PFI所推動的公共

建設無搭配附屬事業或商業開發，僅引入民間

資金投入必要公共建設本身，故其類別以教育

為主。

PFI施行過程中，英國定期針對該制度進行

檢討及相關作業流程之改善，於2012年12月，

英國財政部長發表演說，提出PF2的概念，就現

行PFI實施狀況進行改革與檢討，未來以PFI推動

公共建設之政策不變，惟檢討方向朝縮短採購

過程、軟性物業管理(Soft Facility Management)

抽離PFI合約、政府定期公布PFI債務金額、重新

檢討適合移轉風險之類型、改變專案公司的資

本結構與公司治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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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採用PFI模式時並非僅以興建成本

高低作為選商唯一的考量，而是綜合評估興建

及營運全生命週期成本(Life Cycle Cost , LCC)，

採用PFI時，是否較傳統採購方式者為低；意即

須就政府角度判斷該採購，是否具VfM(Value for 

Money , 公帑節省價值[4])。

英國PFI作業流程，主要分為策略綱要計

畫書(Strategic Outline Case , SOC)、綱要計畫書

(Outline Business Case , OBC)、計畫審查、競爭

性協商、評選、全計畫書(Full Business Case , 

FBC)、簽約等階段，如圖1所示[5]。

表1 英國PFI計畫類型統計表

部門
2001年09月 2012年03月

計畫數 投資額(百萬英鎊) 計畫數 投資額(百萬英鎊)

 醫療 105 2,502 118 11,614

 國防 37 1,868 46 9,131

 教育 69 1,167 166 7,731

 運輸 
註 58 8,289 62 7,349

 蘇格蘭政府 56 1,865 85 5,692

 新農業部 8 249 28 3,843

 社區及地方政府 0 0 64 2,240

 北愛爾蘭政府 22 130 39 1,999

 勞工及退休金 7 835 4 1,085

 國稅局 9 464 8 862

 內政部 39 1,379 25 850

 最高法院 7 208 23 798

 威爾斯國民代表大會 11 309 24 543

 文化、媒體及體育部 3 7 17 348

 通信總部 1 330 1 331

 財政部 1 118 1 141

 外交及聯邦事務部 4 62 2 91

 商業、創新與技能部 8 185 1 21

 皇家檢察署 2 58 1 18

 內閣辦公室 1 10 1 12

 能源及環境變遷部 0 0 1 4

 公共記錄辦公室 1 0 0 0

合計 449 20,033 717 54,712.1 

註：2001 交通及地方政府計畫數合併計算

二、 作業流程

PFI特色為強調政府向民間機構採購服務，

以獲取民間機構提供符合需求之公共服務，營

運後依服務品質予以付款，未達績效或資產無

法提供服務時則有扣款機制，而非單獨取得公

共建設資產之所有權。故採購階段，政府須提

出成果規範、績效評估及付款機制，此三項要

素相互影響，為PFI之特色及成功關鍵因素。

廠商所提供之成果應依循成果規範相關規定，

政府藉由績效評估衡量廠商於服務期間所提供

之服務品質，再依績效評估之結果配合付款機

制，予以評估決定付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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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VfM作業機制 (HM Treasury , 2006) [6]

VfM為測試某一相同的基準下，具最高價值

的採購方式；意指政府在相同負擔下，若民間

辦理能提供較政府自辦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時，

則由民間辦理。依英國VfM制度，自策略評估階

段起至完成專業發包前須執行定性分析及定量

分析，隨不同規劃時間，分為三階段測試。 

第一階段：於策略綱要計畫書階段，以VfM

評估該計畫是否具採行PFI可行性，因屬規劃初

期，未有詳細數據資料，故先以過去採購經驗

搭配定性分析，進行評估，提供主辦機關決定

採購方式的參考，並確認地方政府實行PFI的能

力與技術。

第二階段：於綱要計畫書階段，為確認該

計畫經第一階段規劃適合發展PFI計畫後，在個

案階段仍具可行性，並對該個案採購過程有充

分了解。於綱要計畫書進行計畫評估時，依據

規劃資料，將產生專屬個案議題，應針對該議

題進行分析；除定性分析外，將取得計畫詳細

規劃內容，更新定量分析。

第三階段：全計畫書撰擬期間須執行VfM

檢核，主要目標為了解整個採購具完整且健全

的競爭機制，同時確認廠商投標規劃內容，仍

使該計畫具有VfM，並決定計畫架構和財務規劃

安排的合理性。且在計畫完成發包前，確認風

險皆以妥善分攤。該階段應至少執行兩次VfM檢

核。VfM作業流程請詳圖2 [5]。

經過三階段逐步更新估計值，透過持續檢

測，以確定該計畫未因不同階段之假設變更，

而喪失VfM，亦可確保不會發生危及PFI交易的

市場失靈及舞弊事項。如果每一階段PFI無法提

供最佳的VfM，將不能確保公部門資金的靈活

性，因此將另為適當之處理。

圖1 英國PFI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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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階段─採購評估階段

第三階段應考量「市場失靈」、「效

率」及「風險移轉」三大主題。探討市場

失靈，主要是因為希望藉由PFI採購過程中

的競爭性，使服務品質能維持長期良好狀

態。好的採購是能夠在過程中保有市場參

與的意願，例如採購程序的時效性、投標

金額等。為確認採購規劃，本階段特別注

意風險移轉，探究風險是否合理移轉，以

保有計畫之可行性。

(二) 定量分析 

為了解計畫採PFI辦理時，與傳統採

購之差異，主辦機關必須在相同服務水準

下，針對傳統採購-公部門比較基準(Public 

Sector Comparator , PSC)及PFI方案進行成

本比較，評估內容如表2所示，VfM定義如

圖3所示。定量分析的目標在於提供決策參

考、調整成本以配合風險調整的結果及作

為採購政策的依據。因此，執行量化分析

時，需審慎思考如何量化PFI方案和傳統採

購方案的成本，評估的重要依據是在資料

之合理性及預估金額。

 (一) 定性分析(HM Treasury , 2006) [6]

1. 第一階段─計畫評估階段

參 考 英 國 V f M 作 業 手 冊 ， 定 性 分

析主要分為「可行性 (V i ab i l i t y )」、

「有利性(Desirability)」、「可達成性

(Achievability)」。第一階段分析為計畫評

估階段，主要了解計畫是否適合以PFI方式

辦理。可行性，是指是否適合以長期合約

方式發包；有利性，主要評估PFI的預期效

益是否超過成本；可達成性，主要考量PFI

是否能如預期執行?

2. 第二階段─個案評估階段

第二階段定性分析，除展開第一階

段議題外，亦須針對規劃內容探討相關議

題。英國VfM作業手冊強調，第二階段分析

時，工作小組應該仔細的考量將軟性物業

管理移轉到民間機構時的優點，如果不包

含軟性服務時，應先確認會不會影響VfM

的達成。如果計畫應包含軟性服務時，則

應考量整體優點是否會大於因而產生的成

本。

圖 2 VfM評估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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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付款機制

PFI計畫特色，係政府支付民間機構的金

額應與民間機構提供之服務相符。因此政府對

於機構提供服務狀況需有妥善之管理與監督機

制，同時連結付款機制與績效評估機制。付款

機制連結到資產可用度(Availability)、服務表現

(Performance)及物價指數等。例如民間機構因

故無法提供契約規定之服務項目，則針對該服

務項目，酌予扣減付款金額，付款機制作業流

程，如圖4所示。

民間機構為獲得每月穩定款項，在此機制

下將著重服務品質及管理工作，故付款機制具

鼓勵廠商提供良好服務之效果。英國政府PFI付

款架構是採單一付款(Unitary Charge)為基礎，

單一付款係配合該計畫財務評估設算，計算計

畫期間廠商投入之成本加計合理之投資報酬率

後，政府應支付給民間機構的基礎金額。基本

公式如下：

英國為確保政府於合約期間能確實創造

VfM，於2007年之後要求所有PFI契約，若合約

涉及軟體設施服務，則營運後每5至7年要求進

行價值評測機制包含標竿法(Benchmarking)或市

場測試法(Market Testing)，以檢討政府付款的合

理性，並作為修約依據及讓政府付款更為合理

化[8]。

有關風險成本，英國目前係以樂觀偏

差值(Optimism Bias)處理[7]，所謂樂觀偏

差值指由於對未來工程評估過分樂觀，產

生評估者對於專案成本的低估與專案效益

的高估。VfM作業手冊中提到前樂觀偏差值

及後樂觀偏差值，分別為綱要計畫書和全

計畫書之間的差異比率(相當於規劃工程成

本與分包金額的差異)及完工成本和全計畫

書的差異（相當於實際完工金額與分包金

額的差異）。英國自1992年實行PFI以來，

目前已完成相關資料庫建置，如樂觀偏差

值，已依建築類型透過統計資料及專家意

見，建置參考調整比例。台灣執行VfM計算

尚無資料庫可供參考，初期可藉由專家訪

談，蒐集偏差資訊，就長期而言，仍應建

置完整資料庫。

圖3 VfM定義

表 2 VfM定量評估內容

傳統採購(A)
(公部門比較基準值PSC)

PFI方案(B)

相同特許期、同一服務水準，且經風險值調整所需之

全生命週期成本、其他收入、交易成本、稅負調整

數、假設範圍變更成本及其他間接因素等項目成本淨

現值總額。

政府在特許期間內給付單一費率的總額、公部門交

易成本、假設範圍變更成本及間接VfM因素等項目

成本淨現值合計總額。

資料來源：(HM Treasury , 2007)

淨每月付款金額 = 

每月單一付款–不可用度扣款- 服務品質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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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央政府預算分配

依據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社會福利支

出於2014年及2013年度歲出預算分別為4,242億

元(21.9%)及4,390億元(22.6%)，顯見我國政策

對於社會福利之重視，支出減少主要係減列中

央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等經費所致[11]。

目前我國政府社會福利包含社會保險、社會救

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及醫療保健等五項。

然檢視社會福利歲出結構顯示，社會保險支出

之2013年預算為2,969億元(15.6%)，較2012

年度增加84億元，且為社會福利支出之主要項

目。進一步檢視內政部社會司(2011年至2013

年)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4年)之單位

預算，如表3，2014年預計分配於老人福利經費

為42.8億元。老人福利服務經費逐年增長，主因

貳、PFI推動長期照護初探

前行政院陳冲院長指示運用PFI，

針對未具自償性但有儘早實現必要之公

共建設，擇定長期照護設施為PFI示範

案件類別之一[9]。依據經建會「中華民

國2012年至2060年人口推計」報告，

推估於2018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佔

總人口比例超過14%，我國將邁入高齡

社會；2025年此比率將再超過20%，

我國將成為超高齡社會。為因應我國高齡化與

失能人口成長帶來長期照顧需求的增加，須建

構完整長期照顧體系，所以政府近年來積極推

動相關方案，且於2007年行政院核定「我國長

期照顧十年計畫~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

畫」(2007-2016年)，及「長期照護服務法」(草

案)，以發展完善長期照護制度。

鑒於「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尚待立法

通過，長期照護相關法令未來屬衛生福利部主

管，惟目前提供之各類長照服務因於地方分屬

社會局及衛生局，依法令所提供服務如圖5所

示，分為居家式、社區式與機構式；且相關法

令對於服務提供者之申請資格亦有所限制。

 

資料來源：台灣世曦彙整 , 2012 [5]
圖4 付款機制作業流程圖

圖5 長期照護服務型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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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我國長期照護十年計畫總經費，惟該經費

分4年辦理[12]，截至2013年已編列62%，未來

如何因應高齡化社會與新型態之長期照護服務

模式，重新全面性檢視預算來源與分配為未來

推動長期照護之不可或缺因素之一，或可採PFI

模式以提供老人更佳長期照護服務品質。

二、 採PFI推動長期照護機構之相關議題

(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規應鬆綁

PFI在國內屬新觀念新模式，推動之

初，如欲採長照PFI，仍會遭遇許多重點項

目需要克服。依據現行相關法令規範私人

或團體申請設立長期照護設施(如：長期照

護機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及護理之家

等)時，僅限於獨立、小型設立或財團法人

型態，並未開放以公司型態經營長期照護

設施。且依據老人福利法第37條第1項規

定，老人福利機構不得兼營營利行為或利

用其事業為任何不當之宣傳。因法令明定

不可兼營營利行為，故將減少現行企業對

於長期照護設施之投資誘因。若可開放公

司型態亦可投資經營長期照護設施，將有

利於PFI計畫之推動。

(二) 融資機構─民間機構融資之取得

公共建設投資之初需龐大經費，英國

PFI計畫融資之取得，可採專案融資；日本

PFI計畫之融資取得，業於日本PFI法中明

文規範，民間機構取得之公共建設營運權

視為「準物權」，民間機構可將其取得PFI

計畫之營運權(特許權)向銀行申請貸款。但

台灣法制與銀行制度相較英、日制度對民

間機構誘因較弱，如何提高融資作法，仍

須與相關單位充分溝通。

(三)   服務提供者─降低現有產業結構生態

之改變

分析英國經驗得知，導入PFI後，將

可能造成既有產業結構調整，多為正向改

變，惟英國政府仍希望降低全面性產業影

響，故對PFI採總量管制，且關注產業結構

調整之議題。長期照護類別之推動將受現

行既得利益者之影響，因現行長期照護設

施經營者慣於於現有之模式即可營利，對

其而言無須導入PFI新模式，故推動前應與

現行長期照謢設施經營者充分溝通，聽取

對新模式之實務建議，俾利PFI示範計畫之

推動。同時，應針對導入PFI可能之影響，

進行全面性評估。

(四) 主辦機關─機關財源籌措之可能議題

由民間機構先行以自有資金興建，嗣

後政府再就民間機構所投入之營運、維修

等服務，支付服務對價，將涉及政府未來

會計年度之財政負擔，應進行效益評估，

並於計畫循程序奉核定後，依預算編製規

定編列相關預算，予以充分揭露。預算法

第9條規定，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內

之支出者，應於預算書中列表說明，對於

國庫有重大影響者，並應向立法院報告；

依預算法第39條規定，繼續經費預算編製

及於預算書之表達；另預算法第34條規

定，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

表3 老人福利經費近四年單位預算
單位／千元

年度 2011 2012 2013 2014

老人福利服務經費 2,212,168 2,739,491 2,777,957 4,28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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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

益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

之說明，始得編列概算及預算案，並送立

法院備查。中央政府各機關皆應依上開預

算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如採行PFI模式辦理民參計畫時，因政

府於契約期間需支付服務對價，將涉及長

期預算編列問題，現行預算法第7-9、34、

39條雖可作為編列長期預算之依據，但已

有類似計畫顯示，中央政府補助經費在納

入地方政府歲出預算時，遭地方議會刪除

或凍結，以及地方政府編列繼續經費時，

遭地方議會刪除的情況。故如因採用PFI模

式而與民間業者簽訂超過連續4年以上之對

價支付契約，依現行預算法第33條授權制

訂之「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

第4條規定，雖得按實際需要編擬，不受四

個會計年度期程之限制，但立法機關依照

預算法第8條規定，其對政府機關所需支用

之經費得予未來承諾之授權仍以四個會計

年度為限。因此，縱然預算法對於編列長

期預算已有法源依據，但地方政府與議會

對於前揭法律之適用解釋不同時，將可能

增加以PFI模式執行之變數，故以PFI模式

實施前應充分與立法或民意機關溝通。

(五) PFI主管機關─施行法令未完善

財政部為推動PFI已就「政府購買公

共服務型促參計畫作業原則(草案)」(以下

簡稱「作業原則草案」)函報行政院，後續

將依行政院指示續處。作業原則草案如圖

6。作業原則草案係奠基於促參法架構下，

然PFI與促參法為兩種不同民參系統，若將

PFI納入促參法推動，在促參法第27、29、

50-53條規定下恐與PFI推動原意相悖。建

議再行考量執行PFI之適用法規。

若未來依PFI作業原則推動長期照護，實際

執行時可能遇到之議題如下：

1. 預評估作業

未來PFI可否包含附屬事業?若可，財

務可行性之定義與指標為何?會增加適用採

PFI的複雜度。

2. 政府財政負擔

長照政策推動涉及中央對地方之補

助，未來國內長照PFI案件須考量國家財政

負擔能力及政府付款能力，然目前政策評

估內容尚未制定，此情況下，對於政府控

管國家財政能力，難有合理控管機制，恐

不利長照PFI案件之啟動。 

3. 財務評估角度

PFI之財務評估，係以政府觀點比較

政府傳統採購與PFI採購方式之公帑節省效

果。與促參法可行性評估，依投資者角度

評估計畫財務可行性，有所不同。似較難

依促參法可行性評估撰寫PFI執行相關評估

作業。

4. 招商作業

廠商投標時，相關財務計畫應作為政

府再次檢查VfM之依據，已確立採PFI之正

當性。另，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時，涉及政

府付款；本作業原則未提及付款方式及民

間機構之績效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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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PFI計畫辦理流程(促參計畫作業原則草案)



3

200 │No.100│October  2013

專
題
報
導

圖7 建議PFI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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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 在政府財政預算限制下，可將不涉及公權力執行之長期照顧服務交由民間來提供

長期契約訂定成果規範
依據安養照顧、長期照顧之營運模式，訂定餐食提供標準、環境衛生標準、社工人員及
服務員養護服務、醫療保健、生活輔導之準則，故成果規範可以客觀衡量。

財源規劃
預算來自「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一般性補助編列(中央社福補助編列)」、「地方自籌款
(地方福利服務編列)」，經評估採用PFI可增加本計畫VfM。

付費機制 合約設計時依據「核心服務使用量、核心服務績效、支援服務績效及其它誘因」付款。

價格調整機制
於本計畫期間內配合市場變化，訂有價格調整機制，保障政府負擔能力與民間機構之利
潤可有調整空間，免除部分財務風險。

有利性
長期照顧專業服務交由民間營運對政府有好處，政府可有效移轉部分風險給民間機構，
更可引進民間資金、技術及創意，更快速達成目標

具創新及增進效益之優勢
經評估本計畫委由民間營運 ，於設施設計或提供服務模式可有創新之應用，例如應用民
間機構之創新醫療儀器資源。

付費機制具提升民間服務
水準誘因

合約設計時依據「核心服務使用量、核心服務績效、支援服務績效及其它誘因」付款，
可強化民間機構提升服務水準之誘因。

興建營運各階段介面具整
合效益

本計畫由民間機構興建並營運，具整合長期照護機構設計、興建和營運各介面效益。

具風險合理分攤之效益
經評估本計畫之定價及風險管理能藉由風險矩陣將風險合理分攤。

可達成性 遴選具備能力及資格之廠商提供長期照顧服務、建立穩定財源收入使計畫持續推行

民間參與之誘因及競爭性 本計畫的整體價值，高於廠商自行投資之成本，具民間參與之誘因。

民間完成計畫之財務及技
術能力

現行屏東縣老人安養護機構共計59家；護理之家共計21家，從市場能證明，民間機構擁
有提供完成計畫之能力及技術。

市場接受之程度
現行屏東縣老人安養護機構及護理之家佔床率約70％-80％，且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於
未來年度將大幅增加，本計畫具有市場可行性。

主辦機關之計畫管理能力
因長期照護機構興辦未有重大技術門檻，主辦機關擁有本計畫採購和後續管理週期所需
的能力和資源。

參、以長期照護模擬PFI作業 

財政部現行草擬「作業原則草案」仍在研

討階段，因此本文採較開放的角度探究，PFI作

業建議流程詳如圖7所示，續以PFI提供長期照

護做為模擬案例。

 一、政策評估報告

有關建議PFI計畫政策評估報告之評估項

目，建議可參採英國推動PFI計畫前之策略計畫

書(SOC)，至少要納入：1.目標、2.需求內容、

3.經濟、4.風險與計畫管理、5.參與誘因及6.財

政負擔能力等六面向，尤以財政負擔能力最為

重要，詳圖8[13]。

二、 VfM

以下預擬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改採PFI

推動為例，參酌英國VfM作業內容架構，提出定

性及定量分析內容如表4及圖9所示。 

圖8 政策評估報告項目

表4 模擬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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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架構完善的VfM機制，確保採PFI之合理

性；

二、付款機制需搭配價值檢視，以確保政府付

款的合理性；

三、試推動小型示範案例，2-3年後檢視政府財

政負擔能力及思考合宜的退場機制；

四、積極推廣物業管理(Facility Management)的

觀念，以落實PFI的營運管理效能，讓相關產業

結構朝向良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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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電子城牆─
新一代錄影監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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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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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主要城市為反恐及治安需求，設置閉路電視錄影監視系統已蔚為趨勢。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亦逐步建置閉路電視錄影監視系統，並於102年3月啟用「臺北市錄影監

視系統」，在11,500處治安要點，配置13,699套各式攝影機錄影監視系統，以作為守護臺

北市民安全及保障治安的電子城牆，在偵防暴力、竊盜案件極具成效；系統已繼語音通

聯記錄偵查之後，成為最新一代犯罪偵查與破案的最佳利器。本文謹就系統工程實務作

剖析整理，以提供業界工程參考。

1 2 3 4 5 6 7

壹、前言

自民國88年起，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各里

辦公室及警察局分別於巷弄及公共場所陸續設

置錄影監視系統，由於民政局及警察局各自管

理之錄影監視系統，採用設備規格不同、啟用

時間不同且獨立運作，因系統軟、硬體設備老

舊，經常發生攝錄影像不清晰、訊號傳輸不良

或設備維護不易等情形。

為有效延伸治安觸角、發揮預防、嚇阻犯

罪行為及蒐集犯罪事證等效能，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爰於民國96年開始著手辦理臺北市錄影監

視系統計畫，工程範圍如圖1所示。藉由最先進

電子科技、數位錄放監控設備及傳輸網路，建

構臺北市治安電子城牆，於臺北市重要路段及

路口設置網路及攝影機，建置錄影監視系統並

結合車牌辨識功能，以利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10
圖1  工程範圍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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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治安要點主要統計各分局轄區93~96

年間「竊盜」與「暴力」之十萬人口比，如表

1所示[2]。治安要點除竊盜與暴力刑案發生處

所外，尚須考量人口密度及轄區面積；市民、

鄰里長及民意代表等需求。為考量交通及治安

因素，並兼顧各里間平衡性，依優先順序彙整

統計後，第1順位計11,750處、第2順位計3,685

處、第3順位計1,825處，合計17,260處。依據

各項具體數據占整體數量之比例，以各分局所

調查之第1順位11,750處設置地點及數量，作

為分配總數，再依各分局分配之數量，採「總

量管制、合理配置」原則，攝影機設置地點

計11,500處，其數量分配為：竊盜案件部分為

1,750處；暴力案件部分為1,750處；人口比例分

配7,000處；面積比例分配1,000處。

二、攝影機佈設

依上述治安特性需求分析，本系統於各分

局治安地點最終配置攝影數量統計，如表2所

示；攝影機架設地點設置原因分為七項，其統

計如表3所示[1]。

表1  「竊盜」與「暴力」之十萬人口比

類別

分局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竊盜 暴力 竊盜 暴力 竊盜 暴力 竊盜 暴力

大同分局 1502.61 68.23 1361.42 41.52 1258.8 55.18 1093.06 41.1

萬華分局 1355.26 66.38 1315.19 57.12 986.08 50.31 1012.52 49.05

中山分局 1835.59 102.8 1696.28 61.32 1501.99 67.81 1135.9 38.35

大安分局 1382.11 64.26 1219.11 42.58 1122.08 45.34 920.69 30.84

中正一分局 3314.03 74.06 3032.92 55.48 2496.57 59.34 2060.27 60.89

中正二分局 1217.96 35.32 1121.34 30.21 888.16 39.41 677.72 24.59

松山分局 1182.35 44.71 950.58 33.33 747.74 28.74 666.97 19.98

信義分局 1061.88 26.98 938.08 23.74 899.5 26.39 772.9 19.99

士林分局 944.45 39.78 807.39 18.03 773.66 26.39 732.19 17.38

北投分局 561.43 19.28 517.18 19.32 514.86 13.67 491.14 21.21

文山一分局 681.46 17.68 597.99 11.94 568.12 20.49 468.58 17.28

文山二分局 662.47 21.83 654.57 22.57 597.26 24.76 501.89 14.23

南港分局 981.85 22.11 953.84 25.66 737.04 15.02 706.69 20.27

內湖分局 655.67 13.44 586.96 12.24 435.36 7.6 431.21 12.45

勤務指揮中心、14個分局及94個派出所，可透

過網路傳輸有效蒐集完整即時影像資訊，掌握

治安要點動態即時影像、車牌辨識及提供事件

發生之歷史影像調閱或查詢，可立即還原當時

影像，以預防犯罪動機、快速打擊犯罪及提升

破案率[1]。

本文謹就本系統工程規設、施工及監造技

術作一綜整剖述，包含治安要點分析、整體系

統架構、導入智慧影像處理技術、施工期間遭

遇困難與對策、系統效益及未來展望。

貳、治安特殊需求分析與攝影機
佈設

一、治安要點分析

為能有效嚇阻犯罪，依據治安要點分布設

置攝影機，一旦案件發生即可透過錄影監視系統

調閱清晰影像，追查嫌犯容貌、特徵、車牌與逃

逸路線，有效延伸治安觸角，提升破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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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周延的系統架構

一、整體系統架構

本系統為提供市警局各單位勤務作業時影

像調閱需求，因此對於攝影機之選用、影像儲

存格式及傳輸網路架構等考量要點，以符合低

成本、高資安、易調閱、易維運、易擴充等為

建置目標，其整體系統架構如圖2所示。

二、攝影機規格選用

攝影機為取得清晰影像，設置時須考量背

景環境因素，包含背景明亮度、取像大小、景

深、背景物移動速度及鏡頭選用等，且須配合

現場安裝方式才能發揮監視最大效益，考量安

裝原則如下：

表2 分局治安地點配置攝影數量統計

類別

分局
竊盜 暴力 人口分配 面積 小計

大同分局 157 186 336 21 700

萬華分局 140 201 513 33 887

中山分局 185 244 581 50 1,060

大安分局 139 165 837 43 1,184

中正一分局 327 225 132 13 697

中正二分局 117 117 293 15 542

松山分局 107 114 561 34 816

信義分局 110 88 610 41 849

士林分局 98 92 764 229 1,183

北投分局 63 66 666 209 1,004

文山第一分局 70 61 342 94 567

文山第二分局 73 75 355 22 525

南港分局 101 75 303 80 559

內湖分局 63 41 707 116 927

合計 1,750 1,750 7,000 1,000 11,500

表3 攝影機架設地點設置原因統計

代號 設置原因 數量 比例

A
曾經發生(強盜、搶奪等)暴力犯罪處所，經評估可能再次發生者（如偏僻

地點或巷弄等）
1,176 10.2%

B 住宅竊盜、汽、機車失竊案發生率密集之區域 4,451 38.7%

C 治安顧慮要點（如金融機構、公務機關及重要處所等）路段 2,551 22.2%

D 重要道路、幹道交叉路口及堤防出入口 2,426 21.1%

E 聯外橋梁、道路 225 2.0%

F 行人地下道 55 0.5%

G 其他處所 61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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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鄰里攝影機(TYPE A)

鄰里攝影機(TYPE A，如圖3所示)，攝

影機單元採用彩色全天耐候型攝影機，以

拍攝鄰里巷道即時全景畫面為主；拍攝車

牌為輔。本攝影機利用路燈光源做補光，

可與手動伸縮鏡頭搭配使用，安裝時應避

免監視死角，主要以了解人/車移動物體與

週遭環境間互動關係。

(二) 車牌攝影機(TYPE B)

車牌攝影機(TYPE B，如圖4所示)，攝

影機單元採用彩色全天耐候型攝影機，以拍

攝肉眼辨識行進中汽車車牌為主，為達汽車

車牌可目視辨識目的，安裝時應考量拍攝區

光線、拍攝角度及高度、安裝位置。此外對

於拍攝雙線道、車速較快且照明不足路段，

本攝影機利用紅外線光源做補光，可與手動

紅外線伸縮鏡頭搭配使用。

(三) 百萬畫素攝影機

分固定式及旋轉式兩種：

1. 固定式(TYPE C)

固定式攝影機(TYPE C，如圖5所示)，

攝影機單元採用彩色全天耐候型IP(Internet 

Protocol, IP)網路攝影機，於3車道道路、車

速較快且照明不足路段，以拍攝3車道全景

為主；車牌畫面為輔，本攝影機利用紅外

線光源做補光，可與手動紅外線伸縮鏡頭

搭配使用。

圖2 整體系統架構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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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旋轉式(TYPE C-1)

旋轉式攝影機(TYPE C-1，如圖6所

示)，攝影機單元採用彩色全天耐候型IP網

路攝影機，以拍攝選出之80處重要路段，

另增加旋轉雲臺及電動伸縮鏡頭組成具有

旋轉功能之百萬畫素攝影機。配合既有照

明路段，以拍攝全景為主，本攝影機利用

路燈光源做補光，可與遙控伸縮鏡頭搭配

使用。

(四) 車牌辨識系統

於臺北市聯外橋梁、重要道路設置44

套車牌辨識(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LPR)

攝影機，如圖7所示，須以1個車道為拍攝涵

蓋範圍，本攝影機利用紅外線光源做補光。

表4 M-JPEG及MPEG-4特性、優缺點及適用性比較[3]

壓縮
技術

M-JPEG MPEG-4

特性

多個JPEG畫面連續組成影片檔，影片各框格畫面間

不再進行關聯壓縮處理，壓縮比低，不受漏掉某一

畫面影響影像品質，如圖8所示。

每隔固定幅數，以全畫面壓縮，中間則以改變部

分才傳送，如圖8所示。故其壓縮率高，惟若其中

少一個畫面，無法還原完整影像。

優點
可將串流視訊切割播放，硬體資源消耗少，頻寬不

穩對影像錄影品質影響小。

使用較低頻寬即可得較佳影像解析度，適合將數

位化視訊流在頻寬有限環境中傳輸。

缺點
頻寬需求比MPEG-4來得高，但每秒傳送幅數相對比

MPEG-4低。

頻寬不穩定環境，會產生馬賽克現象，破壞錄影

品質。

適用
講究影像清晰應用場合，如目前各種錄影機都支援

M-JPEG格式錄影、車牌辨識系統影像辨識等。

應用於視頻電話、視頻電子郵件、移動通信、電

子新聞等多媒體通信領域。硬體廠商在市場上產

品多以MPEG-4技術開發。

 三、影像壓縮技術與儲存調閱架構

(一) 影像壓縮技術頻寬需求

閉路電視影像傳輸頻寬需求，主要取

決於影像壓縮技術及影像錄影儲存設備容

量方式等因素，考量分析如下：

1. 影像壓縮技術

影像壓縮技術不斷演進，種類包含

JPEG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Wavelet、MPEG-2、JPEG2000、MPEG-4、

H .264等，市場產品以支援M-JPEG及

MPEG-4影像壓縮技術為主流，針對影像壓

縮特性、優缺點及適用環境等比較，如表4

所示。

圖3 鄰里攝影機

(TYPE A)

圖4 車牌攝影機

(TYPE B)

圖5 固定式攝影機

(TYPE C)

圖6 旋轉式攝影機

(TYPE C-1)

圖7 LPR攝影機



3

210 │No.100│October  2013

專
題
報
導

圖8  M-JPEG、MPEG-4及H.264影像壓縮技術示意圖[3]

表5 不同影像壓縮技術對傳輸速率、儲存容量需求比較表[3]

壓縮技術
H.264 MPEG-4 M-JPEG

CIF 4CIF 百萬畫素 CIF 4CIF CIF 4CIF

傳輸速率(30FPS) 0.9Mbps 1.2Mbps 8Mbps 1.2Mbps 2Mbps 5Mbps 10Mbps

傳輸速率(FPS) 30Kbps 40Kbps 256Kbps 40Kbps 64Kbps 105Kbps 350Kbps

儲存容量/每幀 4KB 5KB 32KB 5KB 8KB 13KB 40KB

儲存容量/30幀/每天 10GB 13GB 83GB 13GB 21GB 35GB 100GB

壓縮率 200：1 150：1 10：1

註：CIF：352×240 Pixels；4CIF：704×480 Pixels；百萬畫素:1280×960 Pixels

H.264又稱MPEG4-10或先進視頻編碼

(Advanced Video Coding, AVC)，是由ITU-

T(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視

頻編碼專家組(Video Coding Experts Group, 

VCEG)和ISO/IEC動態圖像專家組(Moving 

Picture Expert Group, MPEG)聯合組成的聯合

視頻組(Joint Video Team, JVT)提出的高度壓

縮數字視頻編解碼器標準，其特性如下：

(1)  利用大運算量來換取高壓縮率及高畫質。

(2)  H.264為最新訂定之國際標準，具多項

獨特優點，包括：高壓縮率、高品質視

訊、抗錯性及網路傳輸功能的加強。

(3)  壓縮率為MPEG-2的2倍以上，MPEG-4

的1.5~2倍。H.264/AVC可運用其高複雜

度與高效能特性，提供新的應用領域與

商機。 

2. 頻寬需求比較

針對目前市場上較常用M-JPEG、

MPEG-4及H.264發展壓縮技術比較，不同壓

縮技術及影像傳輸品質比較，如表5所示。

(二) 影像儲存調閱架構

監視系統除提供即時監視外，須考量

錄影儲存功能及影像品質，錄影技術則採

數位化方式，以滿足各單位對影像之擷取

需求。

1. 儲存調閱系統架構

依現行技術，影像儲存、調閱系統架

構主要可分為下列兩類：

(1) 前端分散式儲存系統

前端攝影機之影像，於現場利用數位

錄影機(Digital Video Recoder, DVR)直接壓

縮後立即錄存，同時將即時之影像進行複

製並回傳中心。若須調閱歷史影像，再複

製現場錄存檔案回傳至中心儲存，以利進

行系統分析，系統架構如圖9所示。



3

No.100│October  2013 │211

專
題
報
導

(2) 後端集中式儲存系統

影像於現場端影像編碼器(Dig i t a l 

Video Server, DVS)壓縮後立即回傳，並於收

容視訊之機房網路錄影主機(Network Video 

Recorder, NVR)儲存，各單位可直接於網路

上隨時調閱，系統架構如圖10所示。

2. 系統架構特性比較

兩種不同系統架構使用特性及傳輸需

求，分析比較如表6所示。

3. 系統比較建議

本工程因攝影機及儲存等設備數量龐

大，影像調閱作業需求大部分集中於派出

所，因此採用後端集中式儲存系統架構，

儲存設備NVR設置於派出所；另本系統具

動態擴充彈性，未來新增攝影機時，僅須

在各機房端增設NVR即可，

隨時滿足各種影像加值分析

應用及擷取影像需求，且本

系統提供圖控伺服器進行影

像視訊調閱及設備組態管

理，並採圖形化界面以利各

單位操作人員進行影像調

閱，系統架構如圖11所示。

四、傳輸網路系統建立

本系統攝影機數量龐

大且分佈範圍廣，包含主要

道路、街道及巷弄，為使本

系統攝影機影像符合品質需

求，提供臺北市警局、各分

局及各派出所影像調閱及錄

存，在臺北市政府推動臺北

市光纖網路建置完成之前，

傳輸網路系統採用自建及租

用兩種方案進行評估選用，

優缺點比較如表7所示。考

量各電信業者已在臺北市建

立完整傳輸網路，且自建傳

輸網路風險較高，如表8所

示，故本系統傳輸網路採租

用方式，並以公開招標最低

價格標決標，以取得最優惠

之租用費率。

圖9 影像前端分散式儲存系統架構圖[3]

圖10 影像後端集中式儲存系統架構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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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自建傳輸系統及租用傳輸系統優缺點比較表[2]

架構

特性
前端分散式儲存系統 後端集中式儲存系統

優點

‧ 幹線傳輸滿足頻寬，另提供其他警

務、市政用

‧ 區域傳輸每處治安要點上傳速度2Mbps

頻寬大

‧管線系統使用年限較長

‧ 利用電信公司、有線電視業者既有管線延伸，避免重複

投資

‧小部分管道開挖或架設，風險因素較低

‧管道協調單位少，工期較易掌握

‧ 電路租用由電信公司或有線電視業者包含管線維護，不

需由公部門辦理管線維護，且維護品質較佳

缺點

‧ 管線重複投資，維護較不易

‧ 大部分管道重新開挖或架設，風險因

素較高

‧管道協調單位多，工期不易掌握

‧ 儲存設備設置於各派出所佔用空間，

需投入人力及經費辦理管線維護

‧租用傳輸頻寬，僅可滿足本系統使用

‧ 區域傳輸每處治安要點上傳速度1Mbps頻寬較小

表6 影像錄存架構方案特性及頻寬需求分析比較

架構

特性
前端分散式儲存系統 後端集中式儲存系統

佈設安裝

方式

‧ 錄影設備佈設於前端現場，一般以4~16支攝影

機共用一台錄影設備。

‧ 佈設地點分散，且現場體積大。

‧ 現場端僅設影像壓縮設備或採網路攝影機，安

裝簡易，錄影主機共同安裝集中於機房。

影像調閱

能力

‧ 歷史影像以至現場直接複製取用為主，透過網

路調閱為輔。

‧ 無法提供同時調閱多路清晰影像。

‧ 各工作站直接連至機房進行影像瀏覽、擷取或

調閱。

‧ 可同時服務多人多路同時存取。

設備安裝

管理維護

‧ 現場設備體積大，空間取得不易，增加施工難

度，影響市容觀瞻。

‧ 影像錄存設備較不適戶外高熱、高濕之環境條

件，故障率高，且數量龐大，不易管理維護。

‧ 錄存設備集中於機房，設備易管理、維護、安

全性高，惟需尋找較大機房空間安裝設備。

‧ 現場設備體積小，較不影響景觀。

延伸加值

應用能力

‧ 影像調閱不便，後端監視平台加值功能受限。

‧ 無法針對特定影像設定延長錄影時間，錄影容

量不易擴充。

‧ 錄存設備可採用高性能伺服器，易於提供影像

比對、加值應用。

‧ 易於擴充錄影設備及容量。

‧ 可針對特定攝影機延長錄影時間。

傳輸頻寬

需求

‧ 由於即時影像經常以輪跳方式監控，故每一錄

影設備僅需即時傳回一路影像頻寬即可，相同

頻寬可得到最多影像顯示張數。

‧ 所有影像需同時傳回機房，機房端需較大之頻

寬，降低即時影像每秒顯示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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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自建傳輸網路風險[2]

壓縮技術 M-JPEG

1. 道路挖掘

1.道路挖掘許可證申請進度較不易掌握影響工期

2.須密切注意道路挖掘管制區範圍

3.須辦理各管線單位現場會勘

4.須於施工前提送交通維持計畫增加作業時程

2. 橋梁、堤防附掛

1.預留管路數各區間不同

2.通管不易

3.管障不易排除

3. 雨水下水道附掛

1.屬暫時性提供纜線附掛之權宜措施

2.側溝管路無相關圖資，須於現場施作時方能確認

3.目前暫掛電信業者進行纜線優化，經常改接，容易造成誤剪

4. 捷運管路附掛

1.主線管路橫越軌道至月台預留管路不足

2.引進車站管路不足

3.施工時間短(01:30~04:30AM)，須較長工期

5. 共同管道附掛 系統不完整，目前已完成長度短，不敷本工程使用

肆、導入智慧影像處理技術

一、智慧影像辨識搜尋

本系統於市警局勤務指揮中心建置21套67

吋數位光處理(Digital Light Processing, DLP)投影

設備組成顯示牆，如圖12、13所示，提供電子

地圖顯示、即時影像監視、歷史影像調閱及影

像分析等功能，為節省大量影像搜尋時間及特

殊地點偵測，本系統導入智慧影像處理技術。

圖11 影像儲存、調閱及管理整體系統架構圖[3]

智慧影像分析系統目前能針對特定場景的

一段影片進行影像處理分析，如圖14所示，可

從影片之特定片段中每一影像畫面分析搜索出

鎖定之目標物(例如汽車、機車、行人等)及其

顏色、車型大小或不正常的行進軌跡(逆向、不

正常轉向)，如圖15所示。透過快速辨識，可大

幅節省人員查看影像時間，並透過自動告警通

知，強化安全監視。

智慧影像分析主要功能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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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車輛/行人偵測

監測目標區內人員數量，在全景監控

攝影機監控畫面中，若人數超過預設值，

可提示監控中心值班人員前往查看，如圖

16所示。

(二) 特定方向移動物體偵測功能

可按特定方向運動物件進行探測，

例如：車輛朝特定方向行駛時產生告警通

知，如圖17所示。

(三) 遺留物偵測功能

可透過警戒區域之設定，監控非法遺

留物，例如：非法張貼廣告或遺留其他危

險物品等；一旦發現非法遺留物，將觸發

警報，如圖18所示。

(四) 特定型態物件偵測

對攝影機拍攝範圍內物體進行探測，

可設定區域範圍、尺寸、偏心率、方向和

顏色等，辨識出特定物體，如圖19所示。

圖12 DLP投影顯示牆(1)

圖14 智慧影像分析/搜尋系統

圖16 車輛/行人偵測功能畫面

圖13 DLP投影顯示牆(2)

圖15 影像處理分析結果畫面

圖17 特定方向移動物體偵測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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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特定型態物件偵測功能畫面

圖18 遺留物偵測功能畫面

圖20 警戒區域偵測功能畫面

圖21 同心圓及暴風路徑追蹤電子地圖

(五) 警戒區域偵測

可在監視範圍內，設置特定禁止進入

之警戒區域；一旦移動目標穿越警戒線，

即發送警報並在螢幕框示該目標，如圖20

所示。

二、影像追蹤與地理資訊系統整合運用

影像追蹤主要為整合110報案系統、地理資

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及設

置於聯外道路重要路段車牌辨識系統，如圖21

所示；建立如同心圓及暴風路徑追蹤理論，由

內而外快速偵防電子追蹤網路。

(一) 有效率搜查與追蹤特定車輛

當勤務指揮中心值勤員警完成報案點

位資料輸入後，110報案系統會送出事件經

緯度，本系統讀取事件經緯度後，立即顯

示報案地點附近的攝影機位置，配合後端

強大影像儲存及管理系統，結合「前端車

牌辨識器」與「地理資訊系統」，分析贓

車行進軌跡搜查出特定車輛行車路線與習

性，提供案發或事故現場相關影像資源，

有效協助員警迅速完成現場影像偵查與線

索分析作業，大幅提升員警偵辦破案率。

(二)  更精確的警力勤務派遣及系統性的巡

邏方式

本系統充分結合110報案系統與地理資

訊系統，利用攝影機群組管理及巡邏路線

設定，有效提供執勤員警進行更精確之警

力派遣作業，員警可選擇以手動或自動巡

邏方式進行e化視訊巡邏，可大幅增加巡邏

速度及密度，靈活地調整巡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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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各種電力引接方式

(2)  須先確認設備安裝位置→現場無手孔

(或手孔降埋)無法供電，重新移設攝影

機。

(3)  現場有低壓手孔，因路平專案道路已完

成路平鋪設，受專案管制3年內不得申

挖。

(4)  確認低壓手孔可供電，待台電公司發包

後再申請路證進行管道開挖施工。

(5)  依臺北市政府規定，管道開挖後路面須

全面銑鋪，所費不貲。

(二) 電信引接(不同供裝方式)

整體傳輸系統採區域傳輸網路及幹線

傳輸網路，市警局、14個分局、94個派出

所採幹線傳輸網路，而現場13,699處攝影

機影像儲存通訊則採區域傳輸網路。

電信網路系統由電信公司負責建置，

包含區域傳輸網路及幹線傳輸網路進行現

場勘測、系統設計、施工、路證申請、管

道、佈纜、電信設備安裝測試等。由於電

信公司在臺北市電信供裝普及率甚高，如

受路平專案影響無法開挖部分，採架空線

路或無線傳輸網路完成供裝作業外，皆採

可靠度最高的管線挖埋方式供裝。

寬頻電力線 (Broadband over Power 

Line, BPL)傳輸工法，對於攝影機裝設於

道路號誌桿之點位，受限法規無法架空供

裝或路平管制無法開挖等因素，致路口端

非對稱數位用戶線路(Asymmetric Digital 

伍、施工困難與對策

本 工 程 於 施 工 過 程 中 ， 主 要 的 困 難 為

電力、電信引接，以及視訊品質，唯在施工

團隊努力合作下，皆能逐一克服解決，茲分

述如下：

一、設備建置

(一) 電力引接

攝影機設置位置均於各道路路口、巷

弄、分隔島及各道路治安要點上，因上述

地點大都無電源可供攝影機使用。依臺北

市一般戶外設備供電方式，台電公司均採

包燈制及電錶供電等二種方式；如依該方

式申請供電作業，本案實無法如期完成。

經不斷與台電公司協商後同意以：A.交通

號誌電源引接；B.一般用戶接戶點引接；

C.機關供電引接(以上為免外線工法)；及

D.低壓手孔外線開挖等不同引電方式供

電，如圖22所示。

1.  免外線工法：需協調住戶管理委員會、

住宅用戶及交通號誌業管單位同意。

此部分均須取得同意書方可進行用電

申請。

2. 低壓手孔外線開挖供電工法

(1)  須先確認設備安裝位置→找出現場台電

手孔位置→至台電公司套繪電力圖資，

確認是否有低壓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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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BPL傳輸工法

陸、系統效益分析

一、錄影監視系統效益

(一) 防制犯罪發生

各式攝影機能夠全時監控追蹤犯罪

事件，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因而在

11,500處治安要點形成防衛空間，有效嚇

阻不法行為防制犯罪發生，保護市民免於

恐懼，提升民眾的安全感。

(二) 還原案發或事故現場

透過系統強大影像儲存及管理功能提

供案發或事故現場相關影像資料，以利員

警進行現場還原作業，協助犯罪偵查。

(三) 提升員警辦案效能

透過系統各項智慧功能及結合110報案

系統，授權員警於地理資訊系統(GIS)地圖事

件發生處，以同心圓迅速調閱偵辦事件周圍

影像，追蹤嫌犯路徑，大幅提升辦案效能。

(四) 精確的警力勤務派遣系統

透過系統強大影像儲存及管

理，結合110報案系統與地理資訊系

統(GIS)，勤務派遣人員將能更精確

有效執行派遣作業。

(五) 機動規劃系統性視訊巡邏

透過攝影機群組管理及巡邏路

線設定，提供值班或備勤員警增加

一層巡邏網進行視訊巡邏，大幅提

升巡邏速度及密度並可靈活調整巡

邏範圍，彌補巡邏警力不足。

Subscriber Line, ADSL)無法直接佈放實體線

至DVS設備時，則利用路口號誌已佈放之

控制線，採用BPL(每個交控控制箱內至少

設置1部BPL設備，以橋接模式與其他BPL

設備通訊)以佈建電力線方式來完成設備

界接通訊，惟實務上BPL頻道易受線路品

質及電源干擾，有可能造成低傳輸速率及

傳輸率不穩定狀況，故一般實體層傳輸速

率設定，建議仍應維持36Mbps以上(up to 

200Mbps)，以確保BPL線路品質，如圖23

所示。

二、視訊品質改善

由於部分影響視訊影像回傳品質變數，較

難於系統開發過程進行推估及檢視，如錄影過

程影像發生不連續、遲滯(Lag)現象或未錄等狀

態，須經過不斷分析及系統間連線運作機制檢

討。除檢討系統端設備之參數、韌體改善外，本

系統影像係透過電信公司1M及2M頻寬上傳，經

長時間觀察傳輸網路品質時，發現系統影像遺

失訊號影像之現象，部分係因現場需求採BPL工

法、銅纜長度與機房間距離過長、及纜線老化

衰減等主要因素所致，易使傳輸電路品質不穩

定造成圖框損失(Frame Loss)或封包損失(Packet 

Loss)，在電信公司配合進行改善後，整體傳輸

網路品質穩定度已有效改善且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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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錄影監視系統與犯罪偵防成效

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在未建置

前，刑事案件之偵辦雖已運用既有監

視器，惟成效有限。以2008年為例，

運用其破獲之件數僅123件，但從2010

年8月開始運用本案建置錄影監視系

統後，2011年即大幅成長7.5倍達923

件，2012年又比前1年提升4.2倍達

3,864件(如圖24所示)[4]。

就暴力案件發生部分，以臺北市

2012年3、4月為例，連續發生銀行強

盜及槍擊案，皆能迅速偵破[4]。2008

年發生563件，平均每天發生1.54件，

破獲率85%，但從2010年8月錄影監視

系統開始運用後，發生數即大幅下降，

2012年發生161件，平均每天發生0.44

件，破獲率則提升至112%，如圖25所

示(含破他縣市案件及積案)。

竊盜犯罪影響家戶安全甚鉅，造

成市民恐懼，但破案率低，2008年發

生2,208件，破獲率僅34.5%，從2010

年8月錄影監視系統開始運用後，發生

數即大幅下降，2012年發生1,122件，

下降達50.8%，其中2010年打破過去破

獲率一直低於40%的界線，2012年已

達77.6%，呈大幅上升趨勢，錄影監視

系統對住宅竊盜偵防顯著成效，如圖

26所示。

錄影監視系統2011年全力推廣運

用後，高破獲率增加了對犯罪者被逮捕

的風險，有效降低犯罪率，搶奪案件數

亦大幅下降，由相關數據證明，錄影監

視系統對搶奪案件的犯罪者具高度嚇阻

性，發揮相當大的建置成效，2012年

破獲率更高達百分之百。

圖24 錄影監視系統破獲刑事案數

圖25 暴力案件發生/破獲統計圖

圖26 住宅竊盜發生/破獲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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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展望

繼語音通聯記錄偵查之後，錄影監視系統

已成為另一種犯罪偵查及破案之最有利工具。

各治安要點之鏡頭彷彿鷹眼般銳利地俯視大街

小巷，全程如實記錄經過的人、車、移動物體

及事件發生的經過，以影像還原事實，釐清真

相，提供全年無休的守護服務，24小時保衛人

民的安全，它的存在已讓犯罪者怯步，迫使不

法無所遁形，使市民安居樂業，建構臺北市成

為幸福樂活的優質城市。

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採用影像數位化平

台，建置成效卓著，大幅提昇破案率，惟全面

採用數位影像，亦須考量影像畫質提升、節省

傳輸頻寬及影像加值應用的需求等要點。因

此，在數位影像平台之技術發展，考量百萬畫

素以上攝影機，在特殊應用上亦有千萬畫素之

產品；另未來臺北市政府建置完成光纖網路，

網路傳輸系統應可逐步切換為租用光纖網路，

且可藉由提昇攝影機畫素及傳輸頻寬來優化影

像品質，並節省傳輸網路租用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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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繪科技日新月異，帶來了發展機會也帶來競爭，台灣世曦 (前身為「中華顧問工程

司」)自1969年成立以來，即為因應國內公共工程建設需要針對測量需求提供專業服務，

不僅是國土測繪資訊的使用者，也是測繪資料的生產者。近年來測繪設備及技術不斷推

陳出新，各式應用發展不可限量，展望未來增加服務之廣度與深度，除加強支援規設作

業提供完善之地理倉儲環境，並導入3D數位城市、發展行動裝置APP(Mobile application)

應用，結合工程資訊建立全生命週期管理平台創新加值，以期提昇公司整體競爭優勢，

攜手共創測繪空間資訊新時代。

1 2 3 4 5 6

壹、前言

測量是一切工程的先鋒，是工程建設的

基礎，因此測量成果之良窳，關係國家各項建

設之品質與發展。古人以「經天緯地，端始測

量」，來描述測量在工程所扮演的角色，可說

雖不中亦不遠矣。

台灣世曦在工程顧問業中最早提供測繪

專業服務，40餘年來，測繪業務隨著政府推動

國土資訊及工程建設需求成長茁壯，除參與國

內多項重大建設諸如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高

速鐵路、捷運、科園、工業區等工程建設外，

也承辦國家及各縣市基本圖資製作，如圖1。

於國外亦協助提供測量顧問服務，包括如：沙

烏地阿拉伯(Sulayyil-Najran)公路施工測量顧問

(1976)、印尼移墾計畫測量工程顧問(1983)等。

且為配合業務推動及整合專職作業，於1985年

圖1 航測計畫實例

高速鐵路航測 像片基本圖測製 通用版電子地圖測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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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術整

合應用，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專題報導以提供

讀者能更瞭解測繪空間資訊技術之多元發展及

未來趨勢。

貳、測繪技術發展

測繪作業主要是以各種量測儀器設備與方

法來蒐集空間上的物件關係，讓使用者不必親

臨也能透過蒐集到的資訊對現場有一定程度的

瞭解。過去因使用需求及應用層面較低，以及

設備技術的限制，測繪成果多以2D地形圖呈現

為主。隨著測繪設備的精進、技術的提升，以

及資訊數位化的發展，使用需求面因而擴大。

因此，相對的空間資訊蒐集也更為廣泛，成果

的展現也更多元，舉凡於空間上的各種資訊，

包括物件的影像、位置、形態、屬性、關係…

等，均可予以蒐集轉化，並以三維方式呈現給

不同的需求者使用。

因應三維空間應用之發展趨勢，傳統地面

測量(經緯儀、平板、皮尺)之紙圖成果已不敷使

用，取而代之的三次元數值測量(GPS、全站式測

距經緯儀)數位圖檔成果，提供三維空間位置的

資訊。地形成果不僅包含地形的三維資訊，甚至

可針對建物的空間位置資訊予以量測產製3D地

形圖(如圖2)，建立三維工程設計所需之3D基礎

在第一土木部內成立測量組，後為因應需求日

殷之航測發展，於1999年提昇為航空測量中心

成為獨立部門；於2003年再結合上游航遙測及

下游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成立地

理資訊部，提供之整合性空間資訊服務，為國

內工程顧問界首創新例。2008年更名為地理空

間資訊部(簡稱空資部)，擴大服務範圍。

空資部於公司內本著支援服務之立場，除

協助規設部門提供測繪及地理資訊服務外，另

為配合規設需求，建置公司「GIS支援網」，提

供圖資查詢、下載服務。「GIS支援網」未來將

規劃為全公司之地理資料倉儲中心，持續運用

各項資源，增加圖資服務內容，以提昇使用之

便利性。

近年來空資部積極參與政府與民間各項相

關計畫，整合了航遙測與GIS之技術服務。在技

術研發分析、流程制定、規範研擬等皆已累積

豐厚的實務經驗。因應未來多樣之移動量測載

具(空載、車載、船載)及遙測設備(GPS、攝影、

光達)，過往之測繪技術已經隨之改變，空間資

訊系統也由傳統二維平面的地理資訊系統逐漸

朝向三維GIS的整合性系統發展，三維數位城市

(Cyber City)及其相關技術和應用更是空間資訊

領域熱門的研究課題。隨著智慧型手機及平板

裝置日漸普及，搭配可隨處連線之移動網路，

大量行動裝置APP應用服務便因此產生，已成

為個人以及企業重要的資

訊接收傳遞管道。因此本

（100）期專輯以「共創

測繪空間資訊新時代」為

專題，內容包含近年的測

繪技術發展、3D數位城

市導向、行動裝置APP應

用及公司內GIS支援網服

務，一方面分享本公司在

測繪空間資訊相關課題之

經驗及技術，期能與規
圖2 Civil 3D建置3D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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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應用直觀的三維空間檢視設計工程與環境

的關係，可降低工程與現地的衝突發生，以及增

加工程解說效用。

近年來新型量測設備不斷推陳出新，如：

光達(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LiDAR)、行

動式測繪系統(Mobile Mapping System，MMS)、

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

等，航遙測技術方法更是發展快速且不同於以

往。本公司航測製圖設備亦歷經類比式立體測

圖儀、解析立體測圖儀、影像立體測圖儀等變

遷過程(如圖3)，且不斷開發相應之量測製圖技

術，如光達點雲DEM製作(圖4)、街景攝影測量

車數化道路及資料屬性建置 (圖5)，以及三維城

市建模技術等。

隨著數位化科技的發展，地形圖於數位

化後，可以數位形式儲存和傳遞，並可對地圖

內容進行編輯及檢索，以及疊加不同的資訊圖

層，藉由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平台使其應用層面

更為廣泛。近年來空資部垂直整合GIS與測繪技

術，針對雨污水下水道管理、道路管理、人行

道、公共設施管理、戶政門牌及都市計畫管理

等提供GIS資料庫建置與系統開發維護之整合性

服務。同時對於工程建設亦研究開發以全生命

週期管理的觀點介入，建置工程全生命週期管

理資訊系統平台，於資料蒐集、測量成果、設

計成果、竣工等各階段即開始整合建置各項圖

圖4 光達點雲DEM製作

圖5 攝影測量車數化道路及資料屬性建置

類比式立體測圖儀(Kern PG2)

解析立體測圖儀(Wild BC3)

影像立體測圖儀(Leica DP)

圖3 航測立體測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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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工程全生命週期管理圖台架構

資，並結合後續的管理、營運、維護等資料管

理，以發揮工程資訊與實體結合之最大效用 (如

圖6)。目前亦針對智慧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

機、平板電腦等)研究開發APP程式，透過行動

端的即時性，進行資料更新及互動，達到資訊

流通快捷便利的功效。

 參、3D數位城市導向

數位城市應用範圍相當廣泛，例如都市

規劃、城市導覽、地政、防救災、環境影響評

估、都市通風或節能模擬、無線通訊、不動產

以及各種適地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

等。「空間資訊」是數位城市之核心適地性服

務，也是發展智慧城市的關鍵技術，其中「圖

資」是空間資訊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完整的

圖資可提供更完善的資訊服務。大規模圖資的

生產多半使用航測技術，航測製圖過程是三維

量測，然而傳統製程僅產出二維地形圖，造成

資訊損失。因此航測製圖現行系統需強化及延

伸，方能滿足適地性服務之三維應用需求。

國際組織OGC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將數位城市模型區分成5個等級的多層次細緻程

度(Level of Detail, LOD)，從0級到4級：第0級表

現區域的模型，僅顯現地形與影像；第1級表現

最簡化的積木式立體房屋模型；第2級的房屋則

包括了屋頂的細結構及牆面的紋理；第3級表現

了建築物的細緻構造；第4級顯現了建築物的內

部結構。就一個都市尺度而言，第2級是合理的

要求，第3級針對特殊的地標，第4級則屬於與

室內設計或相關的特殊應用。

因應未來三維地理資訊之應用需求，本公

司自2009年起與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辦理「三維航測製圖全方案」產學合作研發計

畫，主要完成研發三維模型及影像之LOD處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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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航測屋頂結構線產製建物模型

圖9 臺北市內湖科學園區三維城市於Skyline平台展示

圖8 臺北市博愛特區三維城市建模成果

產製技術，以提升多維物件模型顯示效率，並

開發視覺化三維模型動態瀏覽顯示技術，並連

結三維物件與屬性，供動態查詢使用。

使用數位空照影像結合現有航測製圖系

統，發展線上三維房屋模型重建系統雛型，加

入少量的人工處理即可產生三維模型(如圖7)。

本公司於2010年辦理「臺北市3D航測數值地形

圖重製工作案」3年計畫，將建物高程、樓層數

等資訊保留於地形圖檔內，透過應用程式之自

動提取，可迅速構建全市之LOD2房屋模型，加

上建物材質敷貼後，整合於三維互動展示平台 

(如圖8、9)。

以三維數字城市實現的願景來看，需有

平台(軟體)、模型(物件)、資訊(物件屬性)的組

成，加上以應用目的導向的客製化功能開發。

空資部產製之環境背景圖資(地形圖、數值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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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DEM/DSM、正射影像)，為各式工程設計之

基礎資料。未來希望透過與設計單位的協同作

業，並結合新世代測繪技術，例如光達點雲成

果轉製設施模型、高重疊航空影像匹配點雲轉

製(房屋)模型等，與設計成果搭配加值運用。

肆、行動裝置APP應用

地理資訊系統(GIS)應用的加速，受惠於

Google及手機平板APP的發展，早期GIS系統環

境受限於專業軟體及基礎資料流通不便，但自

從Google Map及Google Earth推出後，人們瞭解

到空間訊息的掌握是如此簡單及易操作性後，

間接使GIS的應用普及化及便利性受到市場的肯

定，繼以平板電腦及智慧手機的廣泛使用後，

GIS的應用再度擴充至即時性及便利性，現今

Mobile GIS化已經是App的時代。茲將Mobile 

GIS應用環境、時機、便利性，及本公司在行動

裝置GIS APP的應用成果，說明如后。

一、戶外工具的普級化

近年來戶外行動裝置的進步神速，早期

PDA只提供64M的記憶體，在通訊上必須連結手

機的GPRS、外接GPS及照像機；現今簡單的智

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已經將3G通訊、GPS及照

像機整合為單一裝置，介面上也可以多指觸控

及手指滑動方式來取代鍵盤輸入。早期的WAP

手機也可以接續GIS資料，

本公司在i-Mode時期即推

出高速公路即時路況及停

車場資訊，但現在各通訊

廠商在手機服務上已經是

基本服務，未來隨著智慧

電視、智慧手錶等之陸續

發展，工具的普遍性速度

將超過GIS應用的範圍。

二、圖資雲及雲端計算服務的到臨

當Google Map及Google Earth推出後，人們

發現生活的便利性可以利用地圖來達成，例如

汽車導航、尋找住址、單車路徑記錄、旅遊行

程記錄、房屋實價登錄地圖等，Google的成功

推動了更多廠商投入圖資雲的資料建置、巨量

資料計算及雲端計算服務，Microsoft、ESRI、

Nokia建置全球性免費圖資，內政部資訊中心也

推動台灣地區圖資雲服務，GIS軟體廠商也開發

各種GIS APP API供應用戶端服務開發商使用，

圖資的服務是由雲端伺服器提供資料及計算，

雲服務將是GIS應用的新革命時代。以ESRI為

例，GIS軟體已經銳變成APP形式，即使再複雜

的分析，也可以用平板電腦結合雲端地理資料

庫來完成，而過去這些工作可能要工作站才能

完成。

三、Mobile GIS的應用

Mobile GIS應用領域甚多，以下由本公司的

案例來作說明。

(一)  資訊的整合性：雲端資料庫的優點為

資訊取得的便利性，以圖10之淡水河

地理資訊平台為例，提供了新北市內

雨量站、水位站、抽水站即時資訊，

這些資訊的來源可能是市府、氣象

局、河川局等，過去資訊內容都整合

圖10 新北市淡水河水情地理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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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救災指揮中心，工

作人員或指揮官只能由

電話取得最新資訊；但

APP的應用，可以供全

部工作人員在戶外取得

最新災害及水情資訊，

特別是區域型強降雨

時，在防救災指揮中心

尚未成立之前，Mobile 

APP就可提供現場即時

之空間資訊。

(二)  作業的時效性：Mobile 

APP所創造出來的最大

效益是時效性，以地方

政府的違建拆報為例，

若能迅速完成現勘及查

報動作，則可減少後續

民眾抗爭的阻礙，圖

11是本公司為桃園縣

政府開發之「桃園縣行

動化道路查報APP」，

在民眾通報4小時內，即可完成道路補

修及回報工作，使民眾有感政府效率的

提昇，因此榮獲交通部「第五屆道安創

新貢獻獎」及台灣地理學會第九屆金圖

獎「最佳應用系統獎」。相同環境也應

用在苗栗縣「工業用地及已登記工廠查

詢登錄電腦系統」計畫，如圖12所示。

(三)  雲資料庫的取得：當工程在進行現場會

勘時，常需攜帶相關圖說，但資料未必

能完全掌握，且圖資年期久遠，未必所

有人都能清楚瞭解。本公司所開發之新

北市污水工程查詢APP，除能查詢管線

地理位置及屬性資料外，更能依空間

位置即時索閱雲資料庫中之各項工程圖

說，如圖13所示。

(四)  空間資訊編輯：有些地理資料的建

置，需仰賴現地人員以圖紙方式記

錄，但在本公司所開發之苗栗縣戶政

門牌位置APP，戶所人員可以利用平板

電腦在現地依實際情形，進行門牌位

圖13 新北市污水地理資訊APP工程圖說查詢

圖12 苗栗縣工業用地及已登記工廠查詢APP

圖11 桃園縣行動化道路查報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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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GIS支援網

                圖14 苗栗縣門牌號碼及其位置行動查報系統

置新增、刪除及預備整編工作，減少

戶外記錄後室內登載工作，如圖14所

示。

四、Mobile GIS改變未來生活

GIS的APP應用仍在發展階段，未來將有更

多成功案例，而簡易的空間定位與查詢服務，

將由資訊服務廠商提供，後續隨著圖資雲的普

及，更多的GIS分析APP會與生活結合，例如

行車導航不再以最短路徑為優先選項，而是會

與即時路況結合，並在導航過程中改變最佳路

線，這些應用產品會很快在生活中實現，空資

部已預作準備，迎接未來民生需求之Mobile GIS

業務。

伍、GIS支援網服務

一、GIS支援網發展緣由及現況說明

本公司於2001年首度發展第一代GIS支援

網，當時於Intranet提供簡易之圖資下載。2003

年整合了陸續添購的伺服器與WebGIS軟體，將

系統操作介面改以網際網路地圖作為GIS圖資收

納平台(如圖15)，並逐漸收納更多類型之地理空

間圖資供同仁使用。

整體而言，本公司發展GIS支援網之主要目

的有：

(一)  提供公司內一個整合性、共享性的GIS

資料庫，當業務上有任何地圖或影像

處理上的需求時，皆可透過本網站取

得相關資源。

(二)  合法取得全國電子地圖及新版衛星影

像圖檔，於公司網路內提供同仁下載

使用。

(三)  尊重智慧財產權－同仁在報告上使用

合法取得之地圖，可避免侵權的情事

發生。

GIS支援網經過多年來的維運，已收集相當

多種類之圖資(如圖16、17)，包含1/5,000向量

式電子地圖、SPOT及福衛二號衛星影像、航照

正射影像、1/25,000經建版地圖、數值地質圖、

全國40米數值高程資料 (DEM)等，自提供上線

服務以來，統計公司同仁下載圖幅數，自2007

年至今每年平均約5,500餘幅圖檔，增進同仁作

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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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IS支援網主要功能特色與後續發展方向

(一)  發布地圖服務、製作圖磚快取(Map 

Tiled Cache)

GIS支援網以WebGIS圖台為主要的呈

現方式，配合ESRI ArcGIS Server軟體之改

版升級，已全面建立地圖服務快取（類似

圖19 AutoCAD外掛套疊GIS支援網服務

圖18 GIS支援網底圖切換

Google 地圖網站機制）、

提供9類底圖切換服務(如圖

18)，以提升瀏覽效能。

(二) 整合CAD軟體

CAD軟體為公司同仁主

要之使用工具，新版GIS支

援網提供在AutoCAD環境中

直接套疊地圖服務，包括電

子地圖、福衛二號影像、經

建版地形圖、地質圖等(如

圖19)。

(三) 雙視窗影像變遷比對查詢

隨著影像圖資日漸豐富，不同年度影

像比對之需求亦隨之增加，新版GIS支援

網提供不同年度∕不同類型之影像變遷比

對功能，使用者進行圖面操作（平移、放

大、縮小）時可相互連動呈現同一地區不

同年份之現地影像，如圖20所示。

圖16 1/25,000經建版地形圖掃描影像 圖17 40米數值高程資料(以暈渲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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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行動化平台開發

近年來行動裝置之技術發展且普及率

日益成熟，空資部已在數個專案中建置APP

系統，平台涵蓋Android及iOS，主要的應

用面有：圖台瀏覽、案件查報、管線申挖

等。對公司同仁而言，GIS支援網在手持∕

平板裝置上之應用面向可能有：業務展示

∕討論或現地勘查，運用GIS支援網所收集

之最新圖資，搭配個人加註的點位或範圍

資訊，於現勘場所快速呈現相關圖資。

(五) 圖資多元化

內政部資訊中心國土資訊圖資服務平

台TGOS（Taiwan Geospatial One Stop）為

國家空間資料流通的單一窗口，運用網路

蒐尋分散在各地之空間資訊，藉此建立空

間資料共享平台。TGOS多年來的彙整，

目前已發布數個地圖服務供國內各單位使

用。公司GIS支援網將於2013年申請介接

「全國門牌地址定位服務」及國土測繪中

心「通用版電子地圖圖磚服務」，此外亦

將研擬介接內政部地政司行政區域圖資、

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鑽探資料庫，以擴大

同仁服務應用之範圍。

陸、結論

縱觀本公司測量發展歷程，配合工程建

設之規設需求，由傳統地面測量擴展到航空測

量，資料結構由類比走向數位，呈現方式由二

維平面到三維空間，並結合下游地理資訊技術

提供了多元的應用與服務。

近年來隨著測繪軟硬體設備不斷推陳出

新，相對應的技術發展及加值應用更是不可限

量。測繪空間資訊未來發展方向，將朝向結合

工程BIM的應用，以提升整體附加價值。另政府

推動國土資訊多年，已建立很好的基礎環境，

導入多元資訊之智慧城市的時機已經成熟。為

因應未來之發展，對城市建模技術研發，地理

資訊之公共設施管線、交通旅遊、地政管理、

圖20 雙視窗影像變遷比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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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門牌、都市計畫、防災資訊及各式便民系

統等市政管理平台的智慧城市業務，有很大的

業務拓展空間。

知識加值的時代來臨，異業結合將能創造

新知應用，運用地理空間資訊平台技術整合各

專業領域以提供空間統計分析、展示及最佳決

策支援，是知識加值的創新產品。因此，誰能

掌握先機及善用空間資訊者，將能取得優勢贏

得商機。空資部將秉持此一原則，求新求變，

共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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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智慧交通
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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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交通控制系統自民國90年起歷數年度計畫之建置與加值擴充，以「都市交

通控制系統標準化軟體」為基礎，建立交控中心資料蒐集、處理及發布之系統架構，並

進行軟體擴充之功能加值，如濃霧偵測器與水位偵測器之控制、整合性之動態地圖監控

等，發展號誌管理系統，包含適應性號誌控制、簡易式動態時制查表、緊急救援車輛觸

動號誌系統等，另外還建立影像式事件自動偵測及事件監控系統等，透過上述功能之開

發加值，發展成為深具新北市特色之交通控制系統。

1 2 3 4 5 6 7

壹、新北市交通控制系統發展歷程

新北市自民國92年起積極推動智慧型運輸

系統建置，在先進交通管理系統(ATMS)與先進

旅行者資訊系統(ATIS)等方面已有許多豐碩成

果，歷年亦配合交通部辦理執行「E化交通-智

慧交控系統」計畫，運用標準化軟體及都市交

通控制通訊協定進行交控系統之建置與擴充，

在交通控制、交通資訊等方面展現效益成果，

如圖1所示。

早期新北市交控系統發展主要著重在於境

內各鄉鎮主要平面幹道的控制，相關策略包含

智慧化號誌管理、車流交通資訊蒐集、即時交

通資訊發布以及與鄰近縣市之資訊交換等。

近年來新北市部分區域路網密集、人口快

速增長，交通往來頻繁，平面道路系統日趨壅

塞，因此有許多重要的高架快速道路建置工程

都陸續建置，例如台1省道高架、台62線、台

64線、台65線快速道路及新北市側環河快速道

路等，希望透過這些快速道路的通車能降低通

過性車流對市區道路造成的壅塞與衝擊。然而

新闢道路也會帶來新的衝擊與問題，因此藉由

交通控制系統的布設，透過動態的交通控制策

略、資料蒐集與時制重整等方法，執行台64線

匝道平面號誌進行適應性控制、易肇事路口建

置影像事件偵測系統及雪隧替代路徑台9線旅行

時間推估等，改善道路壅塞並加強即時監控。

此外，新北市幅員廣闊，鄰近鄉鎮市間交

通往來頻繁，部分幹道及聯絡道路之車流量於

尖峰時刻早已超過道路容量；境內各交流道與

平面道路交會處成為交通瓶頸點，每逢假日，

各遊憩觀光區聯外幹道車潮湧現，亦產生回堵

現象，鑒於此，新北市政府歷年來針對各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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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新北市交通控制系統演進

程師負責維護交控系統之硬體設備，於交控中

心檢查各伺服器運作狀態，路側設備則確保通

訊設備之正常，確保路側設備與交控中心正常

連線。輪值操作員則是負責交控中心之0800電

話接聽、基本系統操作與報表印製等工作。

二、	中心硬體架構

(一)中央電腦系統

新北市交通控制系統之硬體設備架構

包含交控中心系統硬體分交控系統、資訊

發布與處理、數位監控系統、設備通訊、

大投影幕畫面輸出以及中心網路，有關系

統架構如圖3。由通訊系統扮演路側設備

與交控中心連結的橋梁，將路側設備資訊

蒐集至交控中心，轉由交控系統應用程式

主機執行交控模組程式與各項交控策略。

同時由數位監控系統負責收錄路口監視器

(CCTV)影像，並由資訊發布功能將CCTV影

像、即時路段績效與各項即時交通資訊發

布予用路人知悉。交控中心對外網路則是

採用GSN之線路，並於對外閘道口設置UTM

提供系統完整資訊安全防護。

要幹道、聯絡道進行幹道時制重整工作，以

「號誌時制重整標準作業程序」為核心，進行

路口車流資料收集分析，並藉由軟體之輔助產

生最佳時制計畫後，下載至路口並進行微調以

達到改善之效果，進而提升各路口/路段之服務

績效。

貳、新北市交通控制中心運作架構

一、中心營運

新北市交通控制中心(簡稱交控中心，如圖

2)運用交通控制系統之各項設備，以即時疏導

交通嚴重壅塞問題，加速交通事故之處理及提

供行旅交通資訊，維護市轄內道路之暢通，增

進行車安全。

交控中心編組上主要可分為維運負責人、

交通工程師、系統工程師與輪值操作員。由維

運負責人綜整交控中心維護、營運、管理、操

作之相關事項。於平日上、下午尖峰時間與假

日時間設置交通工程師一席，負責監控新北市

境內重要路況，對於所發生的事件實施交控策

略，以紓解因事件所產生的交通問題。系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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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新北市交通控制中心

圖3 新北市交控系統中央電腦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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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誌控制器
共1267組

車輛偵測器
共128組

資訊可變標誌
共84組

路況監視器
共98組

自動車輛辨識器
共35組

適應性交控偵測器
共30組

濃霧偵測器
共1組

水位偵測器
共3組

圖4 新北市交通控制系統路側偵測設備

參、新北市交通控制系統功能

新北市交通控制系統歷經數年度計畫之

建置與加值擴充，以交通部最新修訂之「都市

交通控制系統標準化軟體」為基礎，發展成為

深具新北市特色之交通控制系統，包含資料蒐

集、資訊處理與發布以及號誌管理系統等。

一、資料收集系統

資料收集系統由布設於新北市各區之路側

偵測設備所構成，各項設備將偵測之即時交通

資料回傳至交控中心，進行後續之資料處理。

(一)交通資料監視與蒐集

路況監測最主要之目的是讓交控中心

藉交通監測充分瞭解道路交通狀況，即時

監視交通異常現象之地點與原因，並蒐集

道路相關交通資訊，將相關訊息快速地提

供給用路人。新北市交控系統透過VD、

(二)路側硬體設備規模

新北市交控中心轄管之路側設備包含

八大類，截至101年底各設備種類與數量

如圖4所示。號誌控制器已連線交控中心約

1267組，可提供遠端路口號誌控制功能，

車輛偵測器(VD)已設置於128處路段，用

以蒐集道路即時交通資訊，資訊可變標誌

(CMS)共設置84座，用以顯示路況、宣導資

訊，路況監視器(CCTV)於98處重要路口設

置，用以監控路口即時影像，自動車輛辨

識器(AVI)於重要路段設置35組，用以偵測

車牌，作為旅行時間推估的資料；另於採

用適應性號誌控制之路口設置交控偵測器

30組，以蒐集路口各分支流量、延滯長度

等即時資料回傳交控中心進行號誌時制運

算。此外，由於金九地區容易發生多霧情

況，設置有濃霧偵測器，用以偵測可見度

以作為該地天候資訊發布資料來源。二重

疏洪道則因防汛期間容易發生積水、淹水

情況，設置有3座水位高度偵測設備，即時

偵測二重疏洪道水位高度資訊，提供周邊

道路交通導引策略執行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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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路、縣民大道及新北環河快速道路路

段之旅行時間資訊系統建置，藉由所布設

之AVI設備蒐集比對車牌資料，推估現在到

達路徑迄點之車輛其行駛整條路徑之旅行

時間後，再結合即時VD資料、歷史旅行時

間及歷史VD資料，預估由現在出發之車輛

到達迄點之旅行時間(如圖5)，有效提升路

段旅行時間資訊之準確性。

(二)路段績效推估

交控系統將設置於路段上之VD偵測回

傳之即時交通資料，進行路段績效評估，

利用服務績效門檻值判斷該路段之服務水

準，並連動鄰近之CMS，發布路況，並轉

換為電子地圖顯示模式，提供交控中心營

運人員進行壅塞地點監控。

(三)影像式事件自動偵測系統

影像式事件自動偵測係利用現有道路

攝影機所提供資訊，並結合先進影像處理

技術以進行道路事件之即時偵知，將能提

升交通管理之自動化與效率化，進而降低

人力成本及提高交控中心對於事故處理之

應變能力。

系統擷取所有納入系統偵測之CCTV影

像，並透過事件偵測演算法進行影像處理

與分析，處理流程如圖6，若系統於預先所

設定偵側區域內過濾出異常事件時，將立

即以聲音警報方式向行控中心操作人員告

警，以提醒其監控該具攝影機影像畫面，

進而縮短事件處理之反應時間，系統之應

用範圍可包括隧道、高架道路及路口等區

域。

CCTV及AVI等路側設備進行交通監控與資

料蒐集。

(二)水位偵測及交通導引系統

新北市二重疏洪道提供西側之五股

鄉、新莊市與東側之蘆洲市、新莊市之交

通聯繫功能，於疏洪功能啟動時需封閉二

重疏洪道時，須對原本欲行駛該路徑之駕

駛人進行疏導，以避免因尋找替代道路造

成車流混亂與交通安全顧慮。交控系統設

置之水位偵測器布設目的係水位高度到達

警戒門檻值，二重疏洪道開始實施管制，

即能透過「交通導引策略系統」之設定連

動鄰近CMS，提早通知用路人改道至五股

市區道路或利用新莊地區越堤道至其他地

區之即時交通管制訊息，發揮替代道路疏

導功用。

二、資訊處理系統

交控中心整合網路通訊系統與後端資料

庫，彙整交通資料進行分析、融合及運算，推

估路段旅行時間、服務績效及壅塞或事件告警

等，提供交控中心後續之交通控制決策評估。

(一)旅行時間資訊

新北市目前已完成台9線北宜公路新店

至頭城、新店區祥和路及安康路及板橋區

圖5 CMS發布旅行時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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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發布系統

交通資訊發布策略主要係建立一有效的先

進用路人資訊系統ATIS，藉由設置於路側之交

通資料蒐集設備，將道路交通資訊予以蒐集、

分析，透過資訊可變標誌、交通資訊網站、路

況廣播及其他交通資訊加值服務，預先告知行

駛中之用路人關於前方路段的交通情況，或提

供準備上路之民眾進行行前旅行規劃之用，提

供有意義且即時之資訊，來保障用路人之安全

與提昇道路服務效率。

(一)新北市即時交通資訊網

網站發布的部分內容如圖7，包

含：即時路段績效(除新北市外另包

含高速公路)、即時路況影像、車輛

偵測器資料、資訊可變標誌即時發佈

之內容、旅行時間資訊、濃霧偵測資

訊、水位偵測資訊、路況事件資訊、

定點活動訊息及高速公路路況影像

等。

(二)資訊可變標誌(CMS)

資訊可變標誌可配合交控策略

進行即時交通資訊發布，讓用路人提

早預知前方路況，作為改道決策之參

考。

1. 路況資訊發布

透過資訊可變標誌發布事件資

訊及道路績效資訊，利用車輛偵測器

蒐集車流速率，再以文字「順暢、車

多、壅塞」描述道路績效；將旅行時

間資訊系統計算完成之路段旅行時

間，發布於CMS(如圖8)，供用路人參

考。此外，配合金九地區之濃霧偵測

器偵測結果，CMS可自動發布濃霧訊

息，以及二重疏洪道之水位偵測自動發布

交通導引資訊。

2. 替代路徑資訊發布

新北市目前在區域通勤路廊及淡水河

沿線之跨河橋梁發布替代路徑資訊，整合

橋梁布設之車輛偵測與路況監視設備，於

重要路段決策點布設資訊可變標誌，顯示

各座橋梁之即時路況資訊(如圖9)，提供用

路人交通決策資訊。

圖6 事件自動偵測流程示意圖

圖7 新北市即時交通資訊網站(http://atis.ntpc.gov.tw/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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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號誌管理系統

號誌管理系統於新北市境內高速公路交流

道連接路段進行號誌控制，可針對46處路口進

行簡易式動態查表功能，因此可即時調整時制

計畫提升路段服務水準，縮短旅行時間，成效

良好。

(一)適應性號誌控制 

以台64線快速道路匝道銜接之平面路

口為主，自八里起包含臺北港端、八里交

流道、觀音山交流道、五股二交流道、新

五路-中興路-工商路及新店端共7處路口(如

圖10)，建置適應性號誌控制系統。

藉由影像式偵測器偵測車流之等候線

長度、流量、空間佔有率等資料，再利用

二元決策邏輯每2秒決定是否延長現行時相

之綠燈。適應性號誌控制執行結果顯示，

大部分路口之停等延滯均減少，改善幅度

尤以車流變化大的假日更佳。

(二) 簡易式動態查表控制

為增加定時式號制控制的應用彈性，

並簡化動態查表之運作繁瑣的新式號誌控

制策略，動態查表運作方式係預先因應各

時段交通特性，設計多套時制計畫，並輔

以VD即時蒐集道路交通資料，並回傳交控

中心進行流量之預測分析，再依據相關門

檻值進行判定，選擇對應時段之時制計畫

及其啟動與結束時機。

(三)緊急救援車輛觸動號誌

新北市耕莘醫院週邊實施緊急車輛觸

動號誌控制，使救護車可優先通行路口。

緊急車輛觸動號誌控制係利用GPS定位再透

圖8 CMS顯示路況資訊

圖9 CMS發布橋梁即時路況

圖10 新北市適應性號誌控制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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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誌故障回傳系統主要透過外部偵測

的方式，擷取號誌輸出之RS232埠或乾接

點，採用RS232偵測者為判讀控制器所輸出

燈態顯示內容，採用乾接點偵測者則判斷

控制器的黃、紅燈號輸出接點，以偵測號

誌閃光、無法變燈或是市電異常的情況，

透過簡訊方式回報交控中心(如圖11)。

此系統因透過外部偵測的方式，不會

發生因號誌控制器微電腦故障而無法偵知

設備狀態情況發生，交控中心人員可於故

障的第一時間掌握且立即派工處理，有效

降低處理時間。

五、事件監控系統

以往交控中心人員處理突發事件時，必須

到各子系統進行操作控制，有鑑於此操作流程

繁瑣，於新北環河快速道路交控系統擴充工程

計畫中，建置事件處理與監控系統。透過單一

介面可以輸入事件資訊，設定即時交通資訊網

跑馬燈提示訊息、即時交通資訊網緊急告警訊

息並且控制路側設備，主要控制的項目包含有

號誌時制的調整及資訊可變標誌內容顯示。

號誌時制的設定一般均採用定時控制，事

件發生可能造成用路環境的改變以致於發生壅

塞現象。透過事件處理與監控系統，交通工程

師可動態調整號誌時比，並於事件發生上游資

訊可變標誌顯示路況資訊與改道訊息，提醒用

路人提早改道。當事件結束時，只要透過幾道

簡易程序即可將動態調整控制的項目恢復為原

訂排程計畫，可以有效降低交通工程師系統操

作之繁雜度。

過GPRS將緊急車輛資訊傳回交控中心，傳

送優先通行要求，而交控中心則運算是否

延長之綠燈秒數、或是否截斷紅燈，並將

指令下載至路口控制號誌器，進行路口號

誌燈號的即時控制。

(四)號誌故障回傳系統

新北市交控中心於100年度建置號誌故

障回傳系統。傳統號誌控制器偵測硬體故

障方式採用自主偵測方式，透過控制器微

電腦自我偵測各項該系統採用外部偵測方

式，再透過GPRS或是實體線路回傳交控中

心，每月必須具有固定傳輸費用。

圖11 地圖監控號誌故障與故障通報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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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歷年號誌時制重整績效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自94年起配合交通部辦

理執行「E化交通-智慧交控系統」計畫，以「號

誌時制重整標準作業程序」為核心，已針對汐

止、板橋、永和、中和、新莊、淡水、三重、

蘆洲、八里、土城、鶯歌及新店等地區進行主

要幹道之路口號誌時制重整工作，時制改善後

分別以幹道旅行時間及路口平均停等延滯作為

績效指標，統計歷年執行結果可降低路口延滯

約2~4%，減少路段旅行時間約2~10%，有效提

升路口號誌運作績效。

伍、未來展望

新北市於92年起至102年度之交控系統擴充

著重於設備建置與交通資訊蒐集與發布，並且

試辦多項動態號誌控制之創新功能，然現場設

備布設受限於新北市幅員廣大，僅能先於重要

路段，故較為零散，29個區並未完全都有設備

布設，因此建立完整交控系統，從發布替代道

路相關資訊之角度考量，蒐集完整道路狀況並

於相關決策點發布路況資訊，維護與延續歷年

擴充交控中心資訊系統計畫案成果，使民眾能

確切感受交通改善成效，未來並將研擬與台北

市、高速公路進行跨單位、跨區域之路網整合

協調控制，並持續進行交控資訊系統軟硬體擴

充，以朝向發展成為新北市多功能交通控制中

心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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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閉式煤炭倉儲設施主要由卸煤機、廊道式輸送機、梭動機(Tripper car)、刮煤機

(Reclaimer)、煤倉、發貨站、地磅、洗車池、水霧抑塵及監控系統等組成，操作方式係

以設置於碼頭上方之螺旋式卸煤機及輸送機系統，將煤炭自載運貨船上輸送至發貨站出

貨或進入煤倉暫存。貨主取貨時，利用煤倉內之刮煤機、輸送機輸送至發貨站卸煤裝載

於貨車，煤炭之進倉、出倉完全以密閉式機械設備輸送，除了提高裝卸效率外，有效地

減少裝卸過程粉塵飄散、降低環境污染，符合國內最新環保法規。本文以本公司辦理之

「台中港104號碼頭密閉式煤炭倉儲設施工程」興建為例，說明密閉式煤炭倉儲設計需

求、設施及選用原則。

321

圖1 船邊提貨機具及污染情形

壹、煤炭裝卸碼頭操作作業現況

煤炭(或大宗散雜貨等)在碼頭之裝卸，目前

共有三種作業型態，包括船邊提貨、簡易設備

裝卸及密閉式自動化機械式裝卸作業，三種作

業型態說明如下：

一、船邊提貨作業

除以船舶自備之裝卸設備卸貨外，亦利

用承攬商自備之吊桿、怪手、裝卸漏斗、抓斗

等裝卸設備卸貨，此種作業方式裝卸過程極易

造成粉塵飄散；另業者為加速裝卸速率，作業

時通常將貨物堆置於碼頭面，作業完畢後之煤

料、廢鐵、木屑、礦砂等之細微顆粒殘留於碼

頭面上隨風飛散，造成碼頭作業區的嚴重污

染，不符合環保法規，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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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簡易設備裝卸方式 圖3 密閉式自動化機械裝卸作業

三、密閉式自動化機械裝卸作業

以自動化裝卸機械設備、密閉式輸送機及

煤倉進行煤炭裝卸、儲存及出貨，如圖3所示，

除了符合最新環保法令規定外，亦能提高裝卸

效率，為現代化煤炭碼頭裝卸作業型態。

二、簡易設備裝卸作業

以船舶自備吊桿抓斗將貨物卸載至移動

式卸料斗，利用輸送機直接輸送至煤倉發貨站

內，將煤炭卸至卡車上直接出貨，如圖2。此作

業型態，採用密閉式輸送機、於抓斗卸貨至大

型漏斗及煤炭轉運處皆設有防止粉塵逸散之灑

水設施，且直接出貨，煤炭不落地，作業完畢

後煤料細微顆粒不會殘留於碼頭面上，尚能符

合環保署100年修訂頒布之「固定污染源逸散性

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屬

在工程經費及碼頭後線土地受限情形下之權宜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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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密閉式煤炭倉儲設置案例

承如前節煤炭裝卸碼頭作業型態之說明，

密閉式煤炭倉儲為低污染、現代化、高效率之

作業型態，基於環境永續、保護生態之理念推

廣，以下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

理業主安順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之台中港104號碼

頭密閉式煤炭倉儲設施工程之設計內容分別探

討說明。

一、計畫背景

臺中港在96年之煤炭裝卸量高達2,336萬

噸，其中台電公司專用碼頭煤炭裝卸量為1,864

萬噸，其餘約472萬噸係以船邊提貨方式裝卸，

造成碼頭環境污染。爰此，臺中港務分公司為

提高裝卸效率、減少環境污染，遂依商港法與

商港棧埠管理規則，公告出租第104號碼頭岸肩

暨後線土地，提供民間業者合作興建密閉式煤

炭倉儲設施及自動化卸煤機械設備，解決現有

船邊卸煤方式之碼頭污染問題，並藉以增進經

濟效益，提昇臺中港埠競爭力。案經安順裝卸

股份有限公司以最低保證運量每年220萬噸得標

後，於民國98年6月簽約，並接續進行設計及施

工，自102年7月起試營運。

二、營業計畫與免租年限

本計畫總投資興建成本包括合作興建之

固定設施費用及自購之自動化卸煤機械設施費

用，依「交通部臺中港務局出租臺中港第104

號碼頭岸肩暨後線土地合作興建公司承租密閉

式煤炭倉儲設施租賃契約」之規定，免租年限

係以投資額(僅考慮固定設施所需負擔之興建成

本)、現金流入(係考量依裝卸儲轉量衍生之裝卸

及倉儲收入)，扣除土地使用費、管理費、人事

費、設備維護費、鋪面成本、建物租金、照明

設備租金、保險費、水電費、行政費、雜費、

開辦費及相關稅捐等，以當年度台灣銀行基本

放款利率基準，並參考「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

價月總指數」最近六個月平均漲跌幅度計算，

計算結果本計畫之免租使用年限約為21年6個

月，並以工程結算調整免租使用年限。

三、設計需求

本計畫基地設計可停泊為60,000噸級貨

輪碼頭，其岸肩及後線土地基地面積分別約為

9,450平方公尺及28,921平方公尺。計畫以初期

營運量2,200,000噸及最大營運量3,000,000噸為

規劃目標。進行煤炭卸貨速率、發貨能力、倉

儲能力、刮煤機速率、煤倉容量及入出倉輸送

機容量規劃設計。

(一)煤炭卸貨速率

碼頭可作業天數約176天/年，卸船機

最低卸貨速率(TTS (Through-the Ship) MIN. 

PER HOUR)約710噸/小時。於額定卸貨速率

F.D.R 2000噸/時，在不考量移倉及準備時

間情況下，60,000噸級貨輪靠港時間為30

小時。

(二)發貨能力

發貨站每年可發貨天數為224天，每日

15小時，發貨時間07:00至22:00，於每一

散裝車道出貨能力約180噸/小時，共設置6

車道。

(三)倉儲能力

以60,000噸級2船班作業期間為考量，

煤倉最小儲存量約100,000噸。

(四)刮煤機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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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密閉式煤炭倉配置

圖5 煤炭裝卸流程

以最大發貨速率1,080噸/小時，刮煤機

額定操作速率約為1,300噸/小時。

(五)煤倉容量規劃

煤倉內部尺寸為58.6公尺x180公尺，

縱向兩側之擋牆高度約12 公尺，中間擋牆

(二個煤堆之中間擋牆)高度約10公尺及刮煤

機外部軌道之跨距約64 公尺，本計畫煤倉

容量約120,000噸，如圖4。

(六)輸送機規劃

輸送機容量Q=60*G*A*V，比重G，截

面積A，輸送速度V。

選用入倉皮帶輸送機為2,200噸/小

時，出倉皮帶輸送機為1,300噸/小時。

四、煤炭裝卸流程

本計畫之煤炭裝卸流程，包括：進倉、直

接出貨、出倉，其流程如圖5，說明如下：

(一) 進倉：螺旋式卸煤機自貨船取貨、以輸

送機輸送(於皮帶輸送機上裝設自清式

磁選機與計量設備，將金屬部分排出及

計量)，並以兩向分料滑槽設備（Two-

way Damper）將煤碳輸送至煤倉上

方，由梭動機(Tripper Car)分料至煤倉

內儲存。

(二) 直接出貨：螺旋式卸煤機自貨船取貨、

以輸送機輸送並以兩向分料滑槽設備

（Two-way Damper）將煤炭直接輸送至

發貨站，經由兩向分料滑槽設備下至車

道之儲料桶，將煤炭卸載至卡車上。

(三) 出倉：刮煤機(Reclaimer)刮起倉內之煤

炭、以輸送機輸送至發貨站之分料滑槽

設備，下料至車道之儲料桶，將煤炭卸

載至卡車上。

五、工程配置

依照上述進、出貨、儲存及裝卸需求，且

考量未來可擴充性，計畫之工程配置如圖6，整

體設施項目及規格如表1所示。

六、設備之選用

(一)  螺旋式卸船機(SCREW TYPE SHIP 

UNLO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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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台中港104號碼頭密閉式煤炭倉儲設施工程配置

不連續式，其特性說明如下：

(1)  連續式卸煤機：如螺旋式(Screw type)，

卸煤機之挖掘頭(Digging head)與輸送設

1. 卸船機型式

依作業特性，卸煤機可分為連續式與

表1 台中港104號碼頭密閉式煤炭倉儲主要設施

設備名稱 說  明 數量

卸船機(Ship Unloader) 螺旋式，額定輸送量2,200噸／小時 1部

入倉輸送機 槽型皮帶式，額定輸送量2,200噸／小時，含自清式磁選機、電子式計量器 4部

梭動機(Tripper car) 槽型皮帶式，往復式，自動/手動，額定輸送量2,200噸／小時 1部

密閉式煤倉 總容量約12萬噸，分成兩個儲倉 1座

刮煤機(Reclaimer) 門式(PORTAL TYPE)，額定輸送量1,300噸／小時 1部

出倉輸送機 槽型皮帶式，額定輸送量1,300噸／小時 2部

分料輸送機 槽型皮帶式，額定輸送量1,300噸／小時 1部

發貨站 5個車道，180噸儲料桶5只，每車道出貨容量180噸／小時‧ 1式

儀控設施

圖控系統，複聯式（Redundant）控制系統，包括安全開關、現場儀表設備

及控制箱、梭動機控制系統、輸送設備整合監控系統、煤倉管理資訊系統

(MIS) 

1式

地磅 坑式全電子式，數位型，荷重60噸及車牌辨識系統 5座

環保設施 洗車設備、水霧抑塵設施 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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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煤機選用

卸煤機之選用必須滿足下列要素，包

括卸貨速率及停靠船型。本計畫選用螺旋

式卸煤機，其構造及照片如圖8。於設計

上需要注意卸煤機軌道接續方式、安裝精

度、碼頭面平整度、卸煤機與岸肩輸送機

相對位置及消防通道、操作監控系統及電

力電纜設置位置。

備之作業，可長時間連續作業，效率及

環境保護相對較高。螺旋式卸煤機初置

成本較高，其挖掘頭(Digging head)如有

損壞，修護成本亦較高。

(2)  不 連 續 式 卸 煤 機 ： 如 抓 斗 式 ( G r a b 

type)，詳圖7，卸煤機抓斗與輸送設備

之作業間歇進行，藉抓斗來回週期性運

作，具較高操作可靠性、易維護性且價

格較低，但操作效率及環境保護較差，

不及連續式。

圖7 抓斗式卸煤機(GRAB TYPE SHIP UNLOADER)

圖8 螺旋式卸煤機(SCREW TYPE SHIP UNLOADER)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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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刮煤機(Reclaimer)

1. 刮煤機型式及選用

刮煤機型式可分為門式(Portal type)、

半門式(Semi- Portal type)、橋式(Bridge 

type)、圓形(Circular type)、輪斗式(Wheel 

type)。其中，刮煤機之選用主要考量要

素，包括：儲倉型式(煤倉配置、倉容)、刮

煤速率及造價成本。於設計上需要注意刮

煤機軌道規格及接續式、梭動機滑槽落料

位置及維修通道配置。

2. 刮煤機自動化作業

本計畫依據配置與儲倉型式需求，選

用門式(Portal type)刮煤機，煤倉刮煤機配

置剖面及照片如圖9。其運作主要藉由裝

在刮料臂(Boom)的偵測器，進行煤料堆位

置、型式及端點的偵測，並將資料回饋至

系統，以進行自動化刮煤作業。

圖9 煤倉門式刮煤機配置剖面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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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輸送機(Conveyor)

1. 輸送機型式及選用

固定密閉型大宗散裝貨物輸送機型

式，有密閉廊道式輸送機及雨罩式輸送機

二種，如圖10，基於密閉廊道式輸送機之

環保性較佳及易於維護保養等因素，本計

畫採用密閉廊道式輸送機設計。

2. 密閉式輸送機規格

依據輸送作業需求，分為入倉段及出

倉段輸送機，本計畫輸送機規格如表2。設

備組成包括特多龍(EP)皮帶、重載型電焊

鋼構且以橡膠包覆皮帶輪、滾輪、垂直重

力式緊帶裝置、清潔器及V型刮料器皮帶清

潔器、皮帶逆止器、驅動裝置(含減速器、

馬達、聯軸器及基座)、滑槽、安全裝置(安

全保護開關，包括速度開關、拉線開關、

偏斜開關、緊帶裝置、極限開關、堵料開

關、警報器與警示燈)等。

(四)監控系統

本計畫監控系統除控制及監視煤炭

輸送系統、梭動機、煤塵抑制系統、發貨

站設備，及將刮煤機及卸船機之自動 /手

動控制、連鎖及遠端監視等功能整合納入

外。另將煤倉管理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與前述監控系統

整合，提供完整之煤倉監控及倉儲管理系

統，如圖11。

圖10 固定密閉型輸送機型式

表2  輸送機規格一覽表

編號 輸送機角度
皮帶寬
(mm)

輸送機長度
(m)

輸送容量
(T/hr)

輸送機馬力
(kw)

皮帶材質
皮帶最大張力

(kg)

BC-01 00 1600 247 2200 90 EP 3410

BC-02 15.50 1600 106 2200 270 EP 9489

BC-03 150/00 1600 233 2200 200 EP 7310

BC-04 5.50/00 1400 70 1300 55 EP 2384

BC-05 00/90 1400 218 1300 55 EP 2527

BC-06 100 1400 90 1300 140 EP 6037

BC-07 00 1400 13.5 1300 22 EP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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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煤倉監控及倉儲管理系統

參、結語

環境過度污染進而導致全球氣侯變遷已是

不爭的事實，在二十世紀及二十一世紀工業活

動的急遽擴張，大量工業生產及消費，造成環

境高度污染，其中散裝作業之碼頭污染非常嚴

重，因此環保署於民國100年修訂通過「固定

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

理辦法」，其中第7條即明訂公私場所從事易

致粒狀污染物逸散之製程、操作或裝卸作業，

應設置或採行有效收集或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

之設施，包括設置圍封式集氣系統、局部集氣

系統、採用密閉式作業、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

作、於作業期間灑水使物料保持濕潤等方式。

爰此，國內各散雜貨碼頭須有防止污染之

整套裝卸設備，才能滿足新環保法規需求，安

順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之台中港104號碼頭密閉式

煤炭倉儲設施，除了完全滿足最新環保法規，

有效控制裝卸過程粉塵飄散、降低環境污染

外，利用自動化之螺旋式卸煤機、刮煤機、輸

送機、發貨站設備進行高效率裝卸作業，足可

做為國內各散雜貨碼頭裝卸作業改善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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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創國內施工新紀元
─機場捷運青山路陡
坡段大跨徑大曲率橋
梁支撐先進工法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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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重大交通工程自第二高速公路、北宜高速公路、東西向快速公路、高速鐵路工

程等建設陸續完成後，包含城鎮間之區域道路及捷運工程等用地已漸趨難尋，故近年來

交通建設路線之規劃、設計及施工之基礎條件較以往更趨於困難，如近期完工通車之中

山高速公路五股楊梅段拓寬等工程，無一不是需克服特殊地形、特殊路線及多種施工障

礙之工程，其施工條件除跳脫以往設計條件外，更需面臨艱難嚴苛之環境以及依賴特殊

設備及工法方能完竣。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CE01D施工標雖僅長約

3.3公里，但是主要工程項目除包括山岳隧道外，高架橋梁段主要由支撐先進工法、懸臂

節塊工法及場鑄工法三種型式所構成，基礎型式分為沉箱式基礎、樁基礎、井筒式基礎

等類型，而施工中之邊坡保護措施更分為格框式護坡、竹削式護坡及組裝橫板條等多元

施工法。本文將以該工程為例，針對陡坡段大跨徑、大曲率橋梁採用支撐先進工法探討

高架橋施作之成功案例作整體性介紹，並以施工中面臨困難之挑戰及採取之對策作概要

性之說明，以提供作為未來工程界相關工程之參考。

1 2 3 4

壹、前言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簡稱機

場捷運，為服務桃園國際機場聯外交通為主之

大眾捷運系統。起自台北車站，經由桃園國際

機場、止於中壢市，其中CE01D施工標雖僅長約

3.3公里長，但是約有96%位在丘陵地，為克服

路線之地形高差及陡峭邊坡地形(圖1)，主要工

程項目除山岳隧道外，高架橋梁段主要由支撐

先進工法、懸臂節塊工法及場鑄工法三種型式

所構成，基礎型式分為沉箱式基礎、樁基礎、

井筒式基礎等類型，而施工中之邊坡保護措施

更分為格框式護坡、竹削式護坡及組裝橫板條

等施工方式多元且複雜。而橋梁工法中，為了

減少落墩，並儘量減少大量拆遷民宅及降低對

青山路交通衝擊等因素，以及須克服橋面平均

高度約達36公尺之難度，故橋梁上部結構約有

70%採用較安全可靠之支撐先進工法。

圖1 陡峭邊坡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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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程概述

一、工程內容

機場捷運CE01D施工標，工程範圍自省道

台一線天祥街口(里程A6 1+017) 至工程終點(里

程A6 4+318)止，由高架橋、明挖隧道及山岳隧

道等結構工程串連組成，該路線段工程於中山

路與天祥街口附近轉向，以高架橋沿青山路側

邊坡佈設，跨越啞口坑溪、青山路，於長庚大

學前，改採明挖覆蓋隧道及直徑6.2公尺之山岳

隧道穿越山麓，於文化一路銜接CU01標之A7車

站，全長3,301公尺(圖2)。

主體工程自民國98年2月開始進行橋墩興

建工程至102年4月結構完成，前後歷時約3年

2個月。

高架橋梁段主要由支撐先進工法、懸臂節

塊工法及場鑄工法三種型式所構成，基礎共49

座，結構型式分別為沉箱式基礎5座、樁基礎23

座、井筒式基礎21座(主要結構項目，如表1)。

二、特殊地形、路線與橋梁配置概述

本標段高架橋梁總長為2,453公尺，施工路

線係沿著青山路路側邊坡上行設置高架橋梁，

跨越啞口坑溪、青山路，因計畫路線係沿著

路側邊坡上行，其路線長度約有96%位在丘陵

地，且沿線之地形從25公尺爬升至250公尺，落

差達225公尺，路線縱坡坡度達4.93%，橋面平

均高度約達36公尺(最高橋面高度為45.9公尺)，

圖2 橋梁配置平面圖

表1 主要結構項目分類表

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契約數量

1 假設 施工棧檣 m2 7,934

2

下部結構

全套管基樁D=1.5m 支 233

3 全套管基樁D=1m 支 183

4 沉箱基礎 座 5

5 樁基礎 座 23

6 井式基礎 座 21

7 竹削護坡 座 15

8 墩柱帽梁 座 43

9

上部結構

支撐先進及逐跨架設工法 跨 32

10 場撐 跨 7

11 懸臂節塊 塊 115

12

隧道工程

山岳隧道開挖 m 1413

13 山岳隧道(仰拱襯砌) m 1413

14 山岳隧道(頂拱襯砌) m 1413

15 箱型明挖覆蓋隧道 m 136.4



3

No.100│October  2013 │255

專
題
報
導

響，且受路線線型之限制較少，初期

雖機械成本較高，惟如橋長達一定規

模時，其造價則較一般工法為經濟，

故採用支撐先進工法為主要選擇工法

之一。

(二)  支撐先進工法係將系統模板組立於支

撐架上，並於完成每一橋孔之鋼筋綁

紮、預力鋼腱配置、混凝土澆置及施

拉預力後，將整組支撐先進工作車、

模板及支撐鋼架推進至下一跨定位，

再構築整跨徑之橋梁，如此逐跨循環

施築直至全部橋梁完成為止。

(三)  本工法自1955年德國首次採用，國

內於民國80年首次於北二高桃園內環

線之大湳高架橋引進使用，隨後國內

橋梁採用本工法設計施工，包括南二

高的台南環線及高雄環線、第二高速

公路、北宜高速公路、東西向快速公

路、高速鐵路工程等均曾採用(圖4)。

高架橋上部結構屬支撐先進工法橋梁者共有16

單元計30跨，合計總長1,585公尺，多為兩跨連

續且具極小曲率半徑之高架橋梁，最大單元跨

徑配置為兩跨60公尺之連續箱型梁，部分施工

路線最小曲率半徑為450公尺，為大跨徑、大曲

率橋梁之結構，且非全部連貫，其間隔有兩段

懸臂工法橋梁，共分為三階段施工，分別為：

第一階段施工，墩柱編號P036~P046，計5

單元，10跨。

第二階段施工，墩柱編號P049~P061，計7

單元，12跨。

第三階段施工，墩柱編號P064~P072，計4

單元，8跨。

其間須跨越之兩段大跨徑懸臂橋長度分別

為(60M+100M+70M)=230M、(70M+105M+70M) 

=245M，故本工程支撐先進工作設備尚須克服

無法連貫施工之困難(圖3)。

參、支撐先進工法選用之評估

一、工法簡介

(一)  為克服地勢險惡地形或都市交通流量

大的地區，並為提高品質、縮短工

期、降低成本，故採用施工機械化，

具有週期循環性，施工品質較易控

制，施工時不受橋下地形或交通之影 圖4 工作車全貌

圖3 橋梁配置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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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先進工法(Advancing Shoring Method)係

將系統模板組立於支撐架(工作車)上，並於完成

每一橋孔之鋼筋綁紮、預力鋼腱配置，混凝土

澆置並施拉預力後，將整組支撐鋼架及模板推

移至下一橋孔，再構築整跨徑之橋梁，如此逐

孔反複施築直至全部橋梁完成為止(圖5)。

二、工法優點  

(一)  毋需架設地面支撐(支撐托架除外)，適

合都市區域，跨越鐵、公路或河川、

深谷時採用。

(二)  系統化、機械化、自動化施工，工人

熟練度高，減少影響施工安全的不確

定因素，施工的規劃與管理較容易，

進度與品質亦容易控制。

(三)  施工機械作業便捷，重覆操作，節省

大量人力，減低成本，縮短工期。

(四)  可利用已完成橋面作為人員、材料與

機械之運輸通道，減少鄰近環境的污

染與衝擊。

(五)  於特殊天候影響期間尚可架設篷架、

施工不受天候影響，易於掌握工期。

三、工法適用性

一般而言，支撐先進工法因須配合推進或

支撐架、模板之施工設備機械化循環性施工，

圖5 工作車推進施工順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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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工作車主要設備說明表

主梁（Main Girders）

主梁設有兩組，分置橋墩之左、右兩側，為箱梁結構，製造時將主梁分成

數段，便於運送，組合時再以高拉力螺栓將各段結合連接。

鼻梁（Nose）

鼻梁係延伸裝設於主梁前後兩端，作為支撐設備向前一跨推進時使用，一

般為桁架結構，與主梁結合處為固定方式連結；然而為求推進過程順利，

與主梁結合處亦可以設計插銷連結，便於旋轉。

支撐托架 (Supporting Bracket)

支撐托架為裝置於橋墩上之桁架結構，為支持主梁之重要設備，至少需設

置三套，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結構施工階段，其中兩套支承需須能承受工

作車及混凝土等全部之荷重，另一套則用於工作車推進階段預備移動至下

一單元之先導。

支撐橫梁系統 (Cross Beams）

支撐橫梁結構採懸臂梁方式與主梁結合，與主梁結合處採活動式，以利主

梁推進時作為調整空間之利用。於垂直主梁方向間隔4或6公尺，裝設支撐

橫梁系統，主要將結構體、模板等荷重傳遞至主梁。

(三)  跨徑配置：箱型梁橋，主跨徑配置一

般在35～50公尺間，若跨徑大至60公

尺部分必須加設臨時支撐。

(四)  考量工作車組裝場地位置：工作車施

作起始位置，一般建議由低點往高點

推進，視工作車主梁推進能量、摩擦

力及煞車系統而定，縱坡以不超過2％

為原則。

四、主要設備說明

工作車主要設備說明，如表2。

上部結構須採等斷面設計，因此較適用於中跨

徑橋梁。惟該工法仍有其適用性條件之限制。

就適用性及經濟性而言，採用支撐先進工

法所須考慮事項敘述如下：

(一)  路線線形：平面線形之曲率半徑宜大

於400公尺。

(二)  橋梁規模：本工法橋長1200公尺以上

時，方具經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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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模板（Outer Formwork）

外模板包含底模、腹板模、懸臂板模等，整跨距之外模系統，配合機具推

移需要，以縱軸中心線分割成左、右側對稱構造，除了橋墩週邊模板為特

殊尺寸構造外，其餘每單元標準模板皆以4或6公尺長材料配合組成。

內模板（Inner Formwork）

內模包括頂模、腹版模、支撐桿件、模板移動工作車、軌道等設備，每一

內模組裝單元長也為4公尺或6公尺。

推進設備系統（Launching System）

推進設備系統包括有控制主梁前進之設備、控制主梁可水平方向橫移之滑

動裝置，及可往復夾推並具煞車功能之設備。

內模台車（Inner Formwork Cart）

主要為拆卸內模並移動至定位後組立內模之自動化設備，為模板自動化作

業工程中不可或缺之設備之一。

肆、支撐先進設備推進施工 

一、設備製作考量

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CE01D施工標之

承攬廠商，支撐先進工作設備係委由Weicon工

程顧問公司辦理設計，並由國內之新峰機械股

份有限公司在台灣製造及組裝，由黑石工程有

限公司負責施工。

(一) 工作車設計時考量施工條件

施工團隊在包含施工、設計及監造

等多元專業成員之結合下，全力對於本套

支撐先進設備於施工面臨問題及設備結構

之設計、製作方面先行考量及模擬各種樣

態，做大量之分析與實體模型模擬後，大

致歸類為以下問題作為本設備設計之基本

要件。

1、 橋梁最大跨徑(S)=60M，最小曲率半徑

(R)=4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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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鼻梁及模版   結構鋼材：A36 等級

  (Fy=250MPa)

2、採用設計軟體

(1)  PROKON – 結構分析軟體設計分析鋼

細部接頭、鋼筋混凝土、預力混凝土。

(2)  以STAAD.Pro – 結構分析與設計軟體檢

核彈性模型體及設計支承。

(3)  以Microsoft Office Excel and VBAExcel 

試算表作處理分析。

3、 工作車設備結構設計包含結構荷重、風

力、地震力之檢核，整套設備總重量達

1580公噸，為國內曾使用工作車之最

(如表3、表4、圖8)。

2、 橋梁偏心跨徑 e=1.0m，支撐

大梁受力不均，設備主梁採

較保守設計，以安全荷重加

載20％設計。

3、 考量工期因素，採一部工作

車施工，因最長橋梁結構單

元為兩跨皆為60公尺跨徑之

連續梁結構(施工單元長為

72M+48M)，該工作車主梁

長74M，另為適用空推穿越

105M跨徑長之懸臂工法大

跨徑路段，採前後皆為40M

之鼻梁，總長計154M(圖

6)。

4、 橋墩高度達20~40公尺，高

度甚高且高低變化大，帽梁

為喇叭頭設計，故不採傳統

之支撐式托架，而以懸吊扣

件吊掛托架，將所有施工荷

載 (含工作車及橋梁結構)藉

由托架傳遞至帽梁承擔。 

5、 工址最低處為交通繁忙之台一省道，且

鄰近大樓，工作車組裝受限腹地不足

(圖7)，故採由高處往低處方向推進漸進

施工，其推進中之煞車系統設計，將極

為重要。

(二) 設備載重設計及結構安全檢核

1、主要材料

(1)主大樑及托架   結構鋼材：A572等級

  (Fy=345MPa)

       圖6 工作車尺寸示意圖

           圖7 位於交通繁忙之台一省道，且鄰近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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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主要設備結構設計參數表

結構

荷重

主要箱型鋼樑荷重= selfweight * 1.3

推進鼻梁荷重 = selfweight*1.2 

內模版荷重= 16 kN/m

外模版荷重= 34 kN/m

側向載重(側向

混凝土壓力)
混凝土密度: γc= 25 kN/m3，澆置速率比R=3.0 ，混凝土平均溫度T=16oC 計算

風力 依據AASHTO-LRFD 極限設計法 p160 = 2.4 kPa ， p70 = 0.44 kPa (採 0.5kPa) 計算

地震力

依據台灣鐵路橋梁設計規範，回歸期為475 年之工址地表加速度為Sd=0.5g，計算對應靜態

分析之水平力Fh。

針對施工期約三年之臨時設備設計，考慮回歸期為30年所對應之水平地震力為靜態分析之水

平設計力

˙kh = Sd/3.25*Fa*W  (採Fa=1.2 )  ˙kh=0.185*W  (採 0.2W)

計算載重：Qi

載重係數：γi (=1.25 )

標稱強度或結構或對於特殊載重結構構件之抵抗力：Rn 

Rn不確定因素係數：φ

強度檢核：γi. Qi≦ φ .Rn

設計檢核之需求/容量比DC = Q/Rr ≦ Limit

表4 工作車各主要構件重量表

項次 部 位 名 稱 重量

1 主梁(Main Girder) 525   Tons

2 鼻梁(Nose) 150   Tons

3 橫梁(Cross Beam) 90   Tons

4 工作台車(Support Chair) 60   Tons

5 托架(Support Bracket) 330  Tons

6 外模(outer Formwork) 287  Tons

7 內模(Inner Formwork) 138  Tons

設 備 總 重 量 1580  Tons

圖8 工作車與一般工作車比較示意圖

(三) 對既有結構物衝擊之安全檢核

1. 托架對帽梁混凝土承壓應力檢核

本支撐先進設備採懸吊扣件吊掛托架，將

所有施工荷載 (含工作車及橋梁結構)藉由

托架傳遞至帽梁承擔，須先檢核該載重是

否影響橋墩結構安全。

2. 工作車推進對墩柱結構衝擊安全檢核

支撐先進工作車推進階段，產生之水平

及垂直負荷，須檢核其對既有墩柱結構

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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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工作車推進作業注意事項

階段一

1.完成預力施拉作業。  

2.下降工作車至推進高程。

3.拆除橫梁連接插銷。

4.橫移工作車至推進位置。(必須注意安全性並逐步進行)

5.橫移完成後鎖定橫移油壓缸。

階段二

6. 驅動前方旋轉油壓缸，轉動鼻梁至適當角度以準備進入前方之托架台

車。

(注意：最大旋轉角度限制為10度，必須嚴格遵守！)

7.完成角度調整後務必鎖定旋轉油壓缸。

(注意：必須隨時注意旋轉油壓缸是否正常運作!)

階段三

8.固定托架台車之角度，使鼻梁順利進入台車椅座。

9.推進工作車使鼻梁進入下一個托架台車。

10. 確認兩側鼻梁前端均已完全進入，並座落於托架台車上(輔以導向機制

以發揮束制功能) 。

11.解除後方旋轉油壓缸之鎖定(以利自由轉動) 。

(注意：此時所有台車之橫移油壓缸以及前方轉動油壓缸必須是鎖定狀態)

階段四

12.左右兩側交替向前推進工作車。

(注意1：此時後方尾梁因向前推進，將自動產生旋轉角度) 

(注意2：基本上兩側工作車應儘可能同時同步向前推進，如實際操作不容

許時，則兩側工作車推進之進度差異最大不可超過一個跨距)

(三)  托架組拆操作人員之高空作業安全

維護、吊車設備安全、能量之考量

及維護。

(四)  工作車穿越青山路段，下方車道之安

全防護。

(五)  曲率半徑小路段、空推過懸臂段之推

進作業注意事項。

表5為推進過程之八階段24步驟推進作業注

意事項(表5)。

二、施工步驟

於施工前進行模擬動態施工模式，就各層

面可能發生之問題及危害提出研商，針對施工

階段提出下列應注意事項。

(一)  工作車降模、推進、頂升、閉合階段

操作人員之高空作業安全維護。

(二) 推進過程中左、右兩側工作車之平衡

　　及下坡推進之速度限制。



3

262 │No.100│October  2013

專
題
報
導

階段五

13. 主梁進入下一個托架台車前以及尾梁尚未脫離尾部托架台車前，暫停推

進。

14.鎖定後方旋轉油壓缸。

15.鎖定後方旋轉油壓缸後，鬆解前方之旋轉油壓缸。 

(注意：此時所有台車之橫移油壓缸以及後方轉動油壓缸務必是鎖定狀態!)

階段六

16.交互橫向移動前、後方托架台車，將鼻梁轉成直線。

17.鼻梁與主梁形成直線狀態後，鎖定前方之旋轉油壓設備。

18.鎖固前方托架台車之轉動機制，以利主梁進入台車。

階段七 

19. 台車鎖定轉動以及鼻梁一直線狀態後，則向前推進主梁以使工作車通過

托架台車。

20.於主梁進入台車後，釋放托架台車之轉動鎖定。

21.持績向前推進直到下一個單元位置。  

階段八

22.工作車完成推進後即進行橫移並閉合。

23.安裝鎖定所有橫梁插銷連接。

24. 驅動主油壓缸以頂昇主梁至澆置高程，以進行調模及鋼筋綁紮。

2. 制動及煞車系統量能檢核

以保守設計油壓煞車系統且採用自動

化遠端控制操作系統，現場並採用摩擦係

數較大之支承平面樹脂板控制工作車推進

之能量，於工作車組裝完成後，以現場實

際模擬測試方式反復操作，確認較原設計

之煞車系統安全係數高達4倍以上(圖10)。

三、施工挑戰與對策

(一) 陡坡下推

1.  縱向坡度最大達4.93%，須加強推進方向

之煞車機制，採油壓夾缸作為推進動力

及防滑設備之自動化操作設備，有其安

全考量之必要(圖9)。

圖9 工作車推進油壓夾缸 圖10 工作車煞車系統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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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推段

　　本工程B641,B633兩懸臂段橋梁處現地

動線不足、墩柱高度過高、考量工作車量

體龐大且拆卸、搬運再組裝之時程過久等

因素，選用空推越過(圖14、圖15)。

空推長度: 

B641單元  (60M +100M +70M)  三跨共

230M

B633 單元 (70M+ 105M+70M)  三跨共

245M

　　兩懸臂段空推施工，分別於100M及

105M之跨距中各設置臨時支撐塔柱乙處(圖

16)，以下就B633單元為例說明：

　　B633單元為三跨連續，共245M之懸臂

工法橋梁結構，空推方式分四階段完成(如

表6說明)：

(二) 大曲率轉彎

1. 工作車長達154M，曲線段推進時鼻梁、

尾梁將與橋墩發生衝突，主梁與鼻梁及尾

梁皆須配合曲率轉折，工作車須增設轉動

樞鈕機制(圖11)。

2. 主梁於推進時與托架之夾角變化過大，

工作台車必須設計轉軸以供旋轉(圖12)。

3. 主梁與鼻梁、尾梁於轉折後，因重心偏

離易發生傾覆之情況，工作台車必須設計

防傾覆裝置(圖13)。

圖11 工作車轉動機制設備

圖12 工作台車設計轉軸以供旋轉之設備

圖13 工作台車設計之防傾覆裝置

圖14 工作車空推作業(白天)

圖15 工作車空推作業(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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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空推四階段說明

第一階段  自P649推進至P648，計70M。 第二階段  自P648推進至臨時塔柱，計63M。

第三階段  自臨時塔柱推進至P647，計42M。 第四階段  自P647推進至P646，計70M。

表7 空推段困難與排除

遭 遇 問 題 處理方式及對策

1

工作車推出後就無法在半途閉合，受限於托架的

套數，每推一個跨徑後需等拆前一組托架，向前

一跨安裝好後方能繼續推車。

將所有工班分為托架拆卸、搬運及安裝小組，及工作車

推進小組，並搭配緊急支援小組提供物資、設備之支

援，採分班24小時日夜施工。

2
於懸臂柱頭節塊處，因結構型式不同，原吊掛托

架改以鋼絞線懸吊支撐托架。

進行托架懸吊設備安全檢核，確認安全無虞。

3

搭設臨時支撐塔柱受限地形限制，部分基礎落於

啞口坑溪側。

進行臨時支撐塔柱基礎之支承力及結構安全檢核，為增

加塔柱穩定度再增設4組鋼絞線斜拉並固定於兩側墩柱，

確認安全無虞。

4
推進至最小曲率半徑R=450處，鼻梁旋轉對工作

車整體設備平衡須特別注意。

進行工作車推進傾覆安全檢核，並確認安全無虞。

圖16 空推段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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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跨橋梁結構起，每跨平均施作天數已縮短

為約16天，其後尚經歷空推跨越二段懸臂橋路

段，及於接近中山路段之施工，因臨近數棟大

型社區，須配合住戶要求每日施作時間不能超

過晚上七時等影響工進之因素，本工法橋梁結

構最後仍能於預定期程內順利完成。

本工程之支撐先進工法面臨嚴苛環境條

件，為大陡坡、大跨徑、大曲率且非全部連貫

之橋梁施工方式，其面臨之種種問題可謂是集

挑戰該工法各種難題之大成，每一跨皆有每一

跨之問題待解決及克服，感念施工團隊日夜趕

工，全力以赴，最後仍能如期如質達成任務。

桃園國際機場捷運建設計畫CE01D施工標於民國

100年榮獲第十一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及勞委會勞

工安全衛生優良公共工程獎之雙料榮譽，支撐

先進工法橋梁之完成為該工程得獎之重要因素

之一。

參考文獻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細部

設計及施工監造顧問服務CE01標監造計畫

書」，2009年9月。

2.  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桃園國際機

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CE01D施工標支撐

先進工作車結構計算書」，2009年10月。

(四)空推段困難與排除

　　歷經兩懸臂段之空推過程，遭遇之困

難與排除對策，如表7。相關檢算資料雖經

保守估計及模擬推演，然而施工期間於第

一次空推段之B641處確也遇到初期意料不

到之問題，包括平移台車支距不足，工作

車鼻梁旋轉角度過大，且台車轉盤因大弓

角旋轉而使防傾裝置卡死，造成工作車無

法推進等施工障礙，經施工團隊日夜修改

相關設備後，歷經3日方順利完成解決，而

繼續推進。

伍、結語

支撐先進工法橋梁為本標工程要徑作業，

因本路段為山坡地形，縱坡極大，且路權線緊

鄰民房，施工腹地不足，加上橋墩高度甚高，

路線縱坡達4.93%，橋面平均高度約達36公尺，

且部分路段線形曲率小等因素，而該工作車設

備長達154M，托架設備總重達330 tons，故

其托架拆移裝設及工作車推進之困難度極高，

施工初期因工班技術不熟練，每跨施作天數約

46天，進度要徑落後最多達63天，經施工團隊

全力克服施工障礙及問題，並逐步修改部分設

備，再配合現地地形及施工條件一一克服前述

困難點，在以安全為先及準確管控每單元每一

施工步驟及界面作業皆如期完成為要件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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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改工程特色與
友善環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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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東部地區聯外交通之必要性，蘇花改計畫於民國97年推動，歷經兩年多與各界

溝通協商與折衝下，於民國100年進入施工階段。為減少施工對環境衝擊，蘇花改工程

長隧道利用舊北迴鐵路閒置隧道作為施工通道，以增闢多個工作面的方式來提升施工進

度，並首次於隧道內採用無線射頻辨識(RFID)及號誌系統管制工地人車作業。隧道為蘇

花改主要施工重點，隧道開挖採用鑽炸法施工，為掌握隧道前方地質情況，採隧道震波

探測法(TSP)、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法(RIP)，再搭配水平長距離鑽探，以降低施工風險。

施工階段擬訂隧道緊急應變計畫並定期舉辦演練，強化隧道防災整備及緊急狀況應變能

力。

蘇花改施工除採符合環境、生態等之需求作法，另亦須遵守環評承諾之要求，以降

低對環境與生態之衝擊。基此，蘇花改計畫設計與施工不論在環境友善或是工程技術，

甚至是勞工施作安全的措施上皆採前瞻作法，使本計畫具有多方面工程特色，可為未來

相關計畫之參考。

1 2 3 4

壹、計畫緣起

台灣東部地區現有北向聯外之台9線蘇花公

路蘇澳至崇德路段，因受地形、地質等天然條

件的限制，大部分路段彎急坡陡，路幅及線形

普遍不佳，行車服務水準與舒適性較差，且每

遇颱風豪雨經常坍方中斷，歷年來雖經公路總

局持續改善，行車品質仍難以提升。據統計蘇

花公路近五年的每年平均阻斷天數達45天，而

全年平均管制天數為68天。

基於東部地區民眾對於安全回家的路有殷

切的期盼，交通部乃於民國八十年代起推動國

道蘇花高速公路之建設，歷經十餘年規設與環

評作業，然因社會對此國道之開發仍有不同意

見，此項建設亦因而受阻。旋於97年9月交通部

在對於花蓮地區聯外道路須全面性檢討的前提

下，責成公路總局推動「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

段改善計畫」，希望秉持「經濟發展」、「環

境永續」、「安全穩定」與「社會公義」之原

則，重新檢討台9線蘇花公路現況與行車風險

之改善方案，歷經兩年多在棄而不捨的與各界

溝通、協調與折衝下，獲環保署環評審查委員

會於99年11月9日第200次會議有條件通過，行

政院並於99年12月16日核定建設計畫，得以全

面推展此東部民眾殷切期盼「一條安全回家的

路」的工程建設。

貳、工程範圍

蘇花改計畫推動係以安全可靠服務為基礎

目標，以路段災損阻斷及交通肇事頻率高路段

進行改善，改善工程採雙向雙車道規劃，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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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畫書、推動小組會議資訊、友善環

境作為(包括文化遺址搶救、珍貴老樹移植

及指標性生物保護等)及施工資訊平台等

資訊/資料均置入工程處網頁(交通部公路

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http://www.suhua.

gov.tw/default.aspx)，提供整合工程相關

資訊並設有CCTV(工地即時監控系統http://

hipcm.ceci.com.tw/Public/home.aspx?PD= 

P00025&ID=CNB1)，隨時可以從電腦端瞭

解工程進展情形。各施工標廠商端建置施

工監視系統及各監造端建置監造資訊管理

系統(監造資訊管理系統http://hipcm.ceci.

com.tw)，且於機關端設置本計畫專屬網頁

入口平台(詳圖3)，負責整合整體計畫執行

及管理資訊，並連結至監造端之監造資訊

管理系統。這是國內重大工程難得一次創

舉，資訊全國民眾皆可由資訊平台網站瞭

解蘇花改工程內涵，摒除以往工程資訊不

對外公開之現象。

(二)工地每週體檢作業

為促進承商對品質及工安工作之落實

執行，除各級單位定期稽(檢)查各標案工

程，每週逢星期四各標案之督導工務段、

監造單位與承商參加，逐一檢視工區各工

作面施工情形，並對工程施工品質及工地

交通、安衛、環境保護進行稽查，並開具

缺失改善項目，對經常重複缺失事項處以

推動蘇澳至東澳段、南澳至和平段及和中至大

清水等三個路段改善(詳圖1)，兼具工程減量、

環境友善及強化公路抗災性原則。

改善總長度為38.4公里，計有8座隧道(總長

23.4公里)、13座橋梁(總長8.4公里)及平面道路

(6.6公里)，共分九個土木標、三個機電標及一

個交控標。

參、工程特色

規劃設計基於全方位的思考，兼顧建設與

環保需求，施工並以「景觀、安全、永續」為

目標，造就本計畫多方面工程特色。以下針對

施工階段工程管理作為，以及工程監督等特色

介紹說明。

一、工程資訊管理

為使社會大眾了解蘇花改辦理情形，公

路總局以施工資訊全透明方式公開於蘇花改網

站，並建置施工資訊平台，提供整合工程資

訊。

(一)蘇花改施工資訊平台

蘇花改工程所建立之工程資料庫管理

系統(詳圖2)，係將計畫資訊全數公開，如

圖1 蘇花改工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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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嚴重者以工作面停工處置，同時責

成承商立即或限期改善完成後始可復工。

圖2 工程資料庫管理系統網頁(分標進度)

圖3 工程資料庫管理系統網頁(工地即時監控系統)

對於例假日施工管理，每月排定例

假日留守主管和工程師及通訊資料，並事

先提報蘇花改工程處和督導工務段。鑑於

營建工程施工經驗例假日發生工安的機率

較高，蘇花改工程處處長、副處長及一級

主管於例假日工地巡查，隨時讓各標案工

地維持戒備狀態，避免例假日施工團隊鬆

懈，並填寫各級主管暨蘇花公路改善工程

處主管訪視工地紀錄表，作為承商施工改

善之依據，對於工程品質及勞安管理頗具

成效。

二、隧道施工管理

隧道為蘇花改工程主要施工重點，為提

昇隧道工程施工技術及效率，採隧道全能作業

班輪進作業原則(亦稱為時段分班)，隧道開挖

及支撐作業一系列工作均由輪值的同一工班執

行，俾使工作持續流暢進行，避免作業中斷或

延遲。

圖4 隧道鑽炸法開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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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左右)，於地質變化較小區段則拉大探

測間距(約200~500m)，以系統性探測來預

測全線地質狀況。並根據TSP探測成果可能

出現弱帶之里程位置前20~30m再施作前進

探查孔(取心/不取心)確認；施工中隧道前

進鑽探以不取岩心前進探查為主，依鑽進

速率、孔內出水量等研判開挖面前方水文

地質條件，必要時提取岩心，以確認前方

地質狀況。

完成水平長距離鑽探後，將調查資料

套繪設計階段之地質圖說比對修正；若有

較大含水地層出現則再於地表適當位置施

作RIP進一步比對其分布範圍，透過RIP地

電阻瞭解破碎帶寬度大小、影響範圍及沿

著斷層破碎帶所衍生湧水問題，推估地下

水可能分布狀態。

(三)工地人車管制作業模式

蘇花改施工利用閒置台鐵舊北迴隧道

作為觀音及谷風隧道施工通道及增闢工作

面使用，首次採用無線射頻辨識技術(RFID)

於隧道工程，同時於各隧道口全天24小時

(一)隧道全能作業班輪進週檢討會 

隧道施工為一典型的輪進循環程序

(詳圖4)，每一輪進的開挖與支撐作業包括

一系列相同工項，為縮短每一輪進工時、

提高工率，將每一輪進施工分項製作開挖

循環時間統計表，並依岩體類別記錄所耗

工時，並統計每一輪所需時間，依統計數

據值可以看出異常作業工項，經檢討造成

施工延誤原因，並加以改善以縮短作業時

間。每週由處長主持召開隧道輪進週檢討

會，進行上週預定執行輪進檢討及落後原

因改善措施，並依地質風險評估建立下週

執行目標。

(二)隧道開挖面之前進地質探查作業

本工程參考設計階段成果製作「地質

風險管制圖」，另外蒐集東改及舊北迴鐵

路觀音隧道開挖資料，利用舊北迴觀音隧

道進行TSP或RIP探查，其主要目的皆為預

先掌握隧道開挖之前進地質狀況。預估前

方有地質弱帶即提前於隧道內施作TSP，

於可能地質弱帶前進行較密集之探測(間距

圖5 RFID人車定位及號誌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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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門禁管理，隧道人員車輛機具安全管

控定位系統(詳圖5)；主隧道施工車輛及施

工人員進出採人車分道及號誌人車管制，

避免隧道中發生交通事故，並設置施工緊

急通訊，隧道內裝設有線電話及設置廣播

系統，以確保施工人員安全。

由於台鐵舊北迴鐵路隧道，車道寬僅

有4公尺，僅能供一輛工程車單向通行。為

了解決隧道會車問題，原舊北迴鐵路隧道

擴挖8處避車彎，並設置紅綠燈施工號誌管

制(詳圖6)，另外洞口處、工作面交叉段橫

向施工導坑亦設置紅綠燈管制交通，並採

控制燈箱調整燈號運作時間及操控模式，

舉辦車輛行駛隧道交通安全講習，訂定隧

道內車輛行駛之交通規則，不遵守規定闖

紅燈者依懲處規定辦理。

圖6 舊北迴鐵路隧道施工通行道路設置紅綠燈號誌管制

圖7  中華電信網頁系統

      (隧道發生小型抽坍實際簡訊案例)

三、	施工緊急應變

蘇花改工程對各種可能發生之緊急事件，

先行擬訂各項處理與通報機制，並透過教育訓

練熟悉緊急應變處置方式，以健全災害防救體

系，並配合相關法令及要點，擬訂「緊急應變

(防救災)作業稽查機制」以有效管控與落實執行

緊急應變(防救災)作業。

(一)緊急應變通報系統

地震(震度4級以上)及遇有重大工程

災害事件發生，藉由中華電信網頁系統做

為緊急應變通報聯繫，利用電腦連上網際

網路以簡訊操作方式(詳圖7)，將災情簡

訊傳送通訊名冊，通報災害地點、工程名

稱、發生時間、災害情形(含死傷人數)、

目前處理狀況、通報單位、通報人姓名

及聯絡電話，依緊急應變組織及通報表

循序通報災情。

(二)重大「工程事故災害」或「天然災害」

之應變及備變作為演練

蘇花改工程防救緊急應變演練前先

編製演練腳本，由蘇花改工程處召開演練

前檢討會議以期符合實際災害情境模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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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隧道緊急應變演練

圖9 防汛搶險技術演練

通報機制，監造單位及承商為主要演練單

位，配合當地消防局及醫療機構聯合演

練，101年度及102年度均舉辦隧道及防汛

緊急應變計畫演練，對於施工期間之防災

應變均有實際成效 (詳圖8、圖9)。

四、工程監督管理執行

(一) 蘇花改推動小組

蘇花改計畫推動初期，交通部公路總

局特邀請中央工程機關、學者專家及工程

顧問公司代表等成立推動小組，並設置委

員十八人，會議原則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希望藉由產、官、學界相關興建長隧道之

經驗與意見的交流，提供交通部公路總局

建言，以為推動本計畫參考。

(二) 環境保護監督小組

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決議，施工期

間成立環境監督委員會，對於施工安全、

湧水、空氣污染、水污染、生態及文化資

產等議題進行監督。其成員為民間團體及

專家學者，設置委員十七人，監督小組會

議以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另外因應

民間團體要求，制定「台9線蘇花公路山

區路段改善計畫環境保護監督小組旁聽要

點」，監督小組開會時，民眾或團體可依

旁聽要點申請旁聽。

(三)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遵循環境

影響說明書及環評承諾之內容，確實執行

環境保護工作，於每季行政院環保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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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總隊辦理工地執行情形監督查核，實

為環境影響評估能否發揮，預防環境破壞

或污染之目的。

(四)勞工安全衛生伙伴計畫

為提昇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與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檢查所簽訂安全伙伴

計畫，共同組成「聯合稽查小組」以每年

至少實施聯合稽查工地10次之頻率執行聯

合稽查，以提昇施工團隊的工安意識，達

到全面杜絕職業災害發生之目標。

肆、環境及生態保護

為落實公路總局對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所承

諾事項及審查結論實施情形，蘇花改工程處針

對生物指標物種及生態環境推動研究計畫及環

境監測等，藉由環境影響評估監督現勘發現問

題，進行原因探討分析，即時提出因應對策，

降低對原有環境的影響。

一、環境保護

依規定每季填報「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論及承諾事項申報表」，記錄開發

工程進度、施工重點及環評變更歷程。每月由

委外環境監測公司依規劃監測點及監測項目提

送監測結果報告，以瞭解開發前後施工對環境

之影響。

(一)環評承諾事項申報

落實「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結論及承諾事項申報表」及「通過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開發計畫案之土石方處理方

式(總表及流向說明表)」填報，各路段監造

整合採取各標填報內容方式，再由監測團

隊彙整各路段填報內容，以掌握全計畫辦

理的狀況。

(二)環境監測

開發單位依開發行為及環境特性，訂

定環境監測之項目、參數、地點及頻率，

可區分為施工前、施工期間、營運期間等

3階段，施工期間又分為工區內及工區外

監測等項目。而監測報告也應依「環境影

響評估環境監測報告書格式」撰寫；並於

完成開發計畫所有監測工作後，提送變更

內容對照表，向環保主管機關辦理停止

監測。

二、生態保護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監測指標生物研究，主要

是藉由各類別指標物種現況調查、監測、及試

驗樣區施工前後環境變遷比較，研究期間101

年~109年以完整架構各層面所需立資訊。營運

階段生態、監測指標物種生物研究，主要是藉

由各類別指標物種監測結果，評估完工通車

後，道路使用對環境的干擾情況等層面。

(一)自然友善設計

台9線蘇花公路沿線植栽種類豐富，

人為干擾較少，在兼顧道路開發與自然生

態保護之原則下，依序以迴避、縮小、減

輕、補償之友善策略，進行工程之生態保

護設計。自然友善設計包括(1)道路工程設

計之迴避及縮小對策、(2)減輕道路致死

(Roadkill)之生態設計、(3)減輕道路照明對

生態影響之措施、(4)排水汙染減輕措施、

(5)道路結構增設動物利用之補償設施提供

鳥類、蝙蝠棲所、(6)表土/綠資材回收再利

用之補償措施、(7)原生植栽設計之棲地補

償措施、(8)工程擾動區之植栽移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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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太魯閣國家公園等二處最為特殊，為

求保護此二區域之生態環境不受工程因素

影響，以指標生物族群分布作為指標，訂

立施工/停復工之規範與標準作業流程，以

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1.指標生物選定考量

在陸域生態部分因鳥類分布廣泛，在

生態位階上又在食物鏈的後端，加上其容

易鑑定與進行觀察研究，因此選用鳥類作

為監測之評量指標。水域生態部分則以魚

類作為主要評估對象。

2.物種之篩選

本計畫為長期監測希望相關監測成

果能反應工程與環境之相關性，在指標物

(二)指標生物研究

工程的開發勢必對當地之自然生態環

境造成不同程度之影響，因此為降低對生

態環境之衝擊，蘇花改工程於設計階段透

過迴避、衝擊減輕及棲地補償等三個原則

逐一過濾評估，以期能對周圍生態之影響

降到最低程度，並設置生物廊道(詳圖10)。

指標生物研究工作包括沿線魚類、蝦蟹

類、台灣山羊、翼手目動物、鳥類(猛禽+

環頸雉)等調查，主要分為施工階段及營運

階段生態監測指標物種生物研究。

(三)生態干擾之停工機制

本計畫沿線以隧道形式經過多處自然

環境優良之區位，部分屬於公告之生態敏

感區位，其中以觀音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圖10 生物廊道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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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之選定鳥類主要利用群集分析結果，選

擇影響群集間高變量前20%之物種作為指

標，分別為白頭翁、麻雀、綠繡眼、小雨

燕、紅嘴黑鵯、洋燕及繡眼畫眉等7種，並

選擇區域內較具代表性之五色鳥與竹雞2

種，共篩選9種鳥類作為指標物種；水域生

態部分在東澳北溪經常性物種有粗首鱲、

湯鯉及日本禿頭鯊，大吻鰕虎則屬於出現

頻度次等之物種。其中粗首鱲屬人為放養

之外來物種，湯鯉主要棲息於河口地區，

此區域分布為其上溯覓食環境，而大吻鰕

虎、日本禿頭鯊為河海洄游性物種，多藉

由豐水期間洄游（以經濟部水利署之蘭陽

溪及南澳溪水情資料分析，每年8~10月為

其豐水期），因此評估豐水期期間之日本

禿頭鯊、大吻鰕虎及湯鯉等3種魚類作為豐

水期停工之指標物種。

3.停工標準

(1)既有之調查成果

本計畫之相關調查成果，在鳥類指標

物種數量上，觀音海岸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16次調查平均為194隻次，太魯閣國家

公園16次調查平均為124隻次。魚類指標生

物數量部分，在東澳北溪16次調查平均記

錄有46尾。

(2)停工標準界定

過去16次調查結果指標物種發現數量

平均值之50%作為標準值，在觀音海岸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為97隻次，太魯閣國

家公園為62隻次，東澳北溪水域生物之魚

類部分則為23尾，生態停工基準與警示值

詳表1。

伍、工程碳管理及遺址搶救

一、工程碳管理

蘇花改計畫為因應全球節能減碳的風潮，

除在工程設計上盡量採低碳設計，對於工程

實際施工所產生的碳排放量，亦採行「碳管

理」，並以分標、分年度的碳足跡實質盤查與

計算，期能在施工過程中全程控制碳排放量。

預期成果包括：道路工程碳足跡盤查程序

與方法的建立、盤查的執行與檢討、盤查結果

表1 生態停工基準與警示值

項目 物種(環境監測調查成果) 區位 停工基準值 警示值

陸域生態

白頭翁、麻雀、綠繡眼、小雨燕、紅嘴黑鵯、

洋燕、繡眼畫眉、五色鳥與竹雞等9種鳥類連

續2次調查數量(隻次)

觀音海岸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97

第
一
次
調
查
低
於
停
工
基
準
值

太魯閣國家公園 <62

水域生態
8～10月豐水期發現之日本禿頭鯊、大吻鰕虎

及湯鯉等3種魚類總和連續2次調查數量(尾)
東澳北溪 <23

海域生態

冬季浮游動物(橈足類幼生、哲水蚤、毛顎

類)單位個體量連續2次調查數量總和80% 

(ind./1000m3)

東澳溪 <75,731

南澳溪 <110,749

觀音海岸 <43,129

和平溪 <121,749

大清水溪 <117,417



3

276 │No.100│October  2013

專
題
報
導

建檔、碳足跡係數資料蒐集、碳足跡計算與分

析、減碳策略與成效研析，以及最後取得國際

碳足跡規範查證聲明並完成蘇花改計畫全線之

碳足跡與碳匯改變量評估。 

藉由工程碳足跡查證聲明之取得，除可直

接展現蘇花改計畫工程碳管理成效外，本計畫

執行碳足跡盤查之歷程與經驗，將可回饋於道

路工程碳排放量推估模式中，輔助道路工程主

管機關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掌握施工及營運階

段之排碳狀況，作為工程評選及減碳策略研擬

之參考，整體地提升我國道路工程甚至交通運

輸工程或公共工程的碳管理能力。

二、文化遺址搶救

根據調查蘇花改路線周遭500公尺範圍可能

經過之遺址有三處，分別為東澳遺址、武塔遺

址及漢本遺址。東澳遺址距蘇花改路線約200公

尺，施工時需進行監看作業。武塔遺址經搶救

發掘，出土文物量不大，已交由施工單位施工

(詳圖11)。

漢本遺址確認為一處史前遺址，位於宜蘭

縣南澳鄉澳花村漢本聚落附近，大致在漢本車

站南側與和平溪北岸之間，出土文物量豐富，

目前已經出土遺物分布南北約200公尺，東西寬

約50-70公尺，海拔高度在15-30公尺之間，從

遺物研判本遺址屬於金屬器時代十三行文化普

洛灣類型，年代約距今1000年上下，與早年學

者採集紀錄的描述一致。

陸、結語

蘇花改工程已於民國100年開始陸續發包施

工，建設一條「安全回家的路」是蘇花公路改

善的最主要目標，在施工過程中除對進度與品

質必須嚴格要求外，社會各界與政府機關對蘇

花改計畫有高於一般工程的期待。在施工期間

公務機關、學術單位及國內外團體陸續至工地

參訪，欲了解此重大工程施工情形。

蘇花改工程為遵守環評承諾，在執行工

程施工及管理具有獨特工程特色，藉由本文僅

能對部分特色概要描述，為民眾進一步了解蘇

花改工程的內涵，蘇花改工程處適時製作工程

施工紀錄影片及製作文宣，並定期於平面或網

路媒體投稿增進與民眾溝通，期盼給東部民眾

「一條安全回家的路」建設順利。

圖11 武塔遺址監看及漢本遺址發掘試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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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部公路總局(2010)，臺9線蘇花公路山

區路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澳~和平、

和中~大清水)生態環境調查報告書。

6.   中華民國大地技師公會(2013)，東部地區一

條安全回家的路-台9線蘇花改計畫，大地技

師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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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武塔遺址監看及漢本遺址發掘試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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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波堤、碼頭等為港灣工程常見之結構物，以重力式沉箱作為基礎者佔很大比例，

其中沉箱製作下水及拖放定位為最重要關鍵作業且攸關工程成敗，以「高雄港洲際二期

海堤及防波堤工程」為例，各式沉箱多達267座、動用之浮船塢達15,000噸、8,800噸及

4,600噸級各1艘，本文乃藉由國內各重大工程案例，如蘇澳港、安平港、永安港、高雄

港及九宮港等之施工監造過程，已累積豐富之實務經驗，在拖航部分甚至創下由高雄港

遠距拖航至澎湖、金門，及屏東鹽埔港拖扺東沙島等100%之成功案例，遂於每一施工環

節之工作程序經由不斷修正檢討，以建立合理之標準施工作業程序，俾作為未來設計或

施工監造參考之依據。

1 2 3 4

壹、沉箱製作

沉箱製作工法之選擇與下水方式息息相

關，需考量(1)施工區域之地形、地質、水深

及場地之大小，施工場地是否有適宜碼頭及後

線工料堆置場地。(2)海象及交通情況聯外道路

等、(3)施工設備、(4)工程規模及沉箱之形狀、

尺寸、數量、(5)料源取得等加以考量結果，從

而制定一套因地制宜並符合經濟、安全、效率

之沉箱製作設施需求。

一、沉箱製作下水工法之選擇

沉箱製作目前已知較常用之施工法有(1)浮

塢法、(2)沉箱渠工法（沙灘工法）、(3)抽砂下

水法、 (4)滑道下水工法 、(5)其他等。

在考量上述因素及工程品質、工期、成本

下等因素，以(1)浮塢法施工其成功率達100%

為普遍採用之趨勢，其中(2)沉箱渠工法需有適

當之地形水深與較寬廣之施作腹地。其餘(3) 、

(4)施工法亦各有其實際成功案例，分別說明如

下。

(一) 浮塢法製作沉箱

浮塢法製作沉箱係利用浮船塢可下沈

及上升之特性，於浮船塢上製作沉箱後，

將浮船塢下沈使沉箱自動浮起後拖離浮

船塢之方法。浮船塢之製作應依據沉箱尺

寸、重量、每循環所需製作沉箱之天數加

以考量。

1.  以 「 高 雄 港 洲 際 二 期 海 堤 及 防 波 堤

工程」為例，沉箱數量高達267座、

各式沉箱尺寸分別為(15~26 .45m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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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  浮船塢4,600 噸級、8,800噸級、15,000噸級

(由左至右)

照片2 浮船塢4,600 噸級、8,800噸級、15,000噸級

         (由左至右)

表1  沉箱製作採活動模板每一循環所需工時

        (以高雄港22.2X25X12.5m沉箱為例)

工作項目 工作天數

底版：放樣、組模、紮筋  4天

底版混凝土澆置 1天

內、外牆鋼筋組立、吊裝內模、外模 (調整

試車)
4天

內、外牆混凝土澆置 3天

拆模及回收昇高桿、沉箱出塢儲存及浮塢回

製作場
5天

合計 17天

2.  浮塢上製作沉箱注意事項：(1)若同時製

作2、3座沉箱時尚須注意沉箱製作空間

配置，沉箱距浮船塢兩側邊緣至少應有

2.5m寬左右之通道、(2)各式沉箱製作原

則上採同尺寸高度製作為宜，此因若兩

座沉箱間高度差異太大、重量差異甚至

達千噸以上時，僅靠浮船塢底部水艙系

統難以平衡而導致傾斜時，可能造成沉

箱製作採用之滑動模板因未呈水平狀態

致全面夾模失效，或沉箱出塢拖航之風

險增加應予留意。

3. 沉箱製作

沉箱製作通常配合滑動模板施作，較

之傳統固定模板工法可大量縮短工期，高

度愈高，可節省工期愈多。僅於數量較少

且在考量經濟效益前提方可能採用固定模

板施作，以高雄港中型沉箱22.2X25X12.5m

為例，底版厚60cm、沉箱製作採滑動模板

每一循環所需工時17天(如表1)。若採傳

統式固定模板施工，以每升層2m計，牆高

(12.5m－0.6m＝)11.9m、共分6層(含混凝土

養護期)所需工時約需53天以上；採活動模

板節省工期達36天(200%)。

X25m長X(7 .5 ~21m高)、沉箱重量為

1,840~6 ,820噸，重量隨其高度變化

而增加，而在浮船塢上製作沉箱之承

載能力、每循環製作沉箱所需工期影

響整個製作時程功率甚鉅，經考量整

體 契 約 工 期 等 因 素 結 果 ， 初 期 使 用

4,600噸級(尺寸45m×30m×3.8m)×1

艘 、 隨 後 加 入 1 5 , 0 0 0 噸 ( 尺 寸

105m×36m×6.4m)×1艘、8,800噸級

(尺寸88m×36m×4.8m)×1艘共計3艘，

如照片1、2所示，浮船塢上製作沉箱時

之實際容許承載力，可能因重複使用次

數頻繁而需考慮安全係數約1.2之折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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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滑動模板主要構造圖

照片3 浮船塢上製作沉箱

照片5 浮船塢上沉箱製作完成－內模拆除

照片4 浮船塢上製作沉箱－夜間施工

4. 沉箱製作流程

沉箱製作階段可分為七個步驟：(1)底

版放樣與鋼模組立、(2)鋼筋紮排、(3)內外

艙牆鋼模組立、(4)滑動模板之元件組裝、

(5) 箱壁混凝土澆置、(6)升模及重複第5.項

之動作、(7)內外模拆除及其他安全措施。

沉箱製作過程如照片3、4、5所示。

滑動模板主要構造(1)鋼模、(2)昇高

架、(3)昇高器、(4)昇高桿、(5)工作臺架、

(6)輔助設施等六大部分組成，如圖1所示。

其餘各階段之製作流程說明另詳「鍾英

鳳、林原養、陳介、陳謙武，第23屆海洋

工程研討會－重力式沉箱製作與拖放施工

法」。

滑動模板爬升原理乃藉由升高桿提供

傳遞反力至甲板，利用油壓千斤頂產生爬

升力量使模板順利往上升，油壓千斤頂每

次爬升高度約1吋左右、兩片模板並不呈直

立狀態，而係維持1/100左右之傾斜度以使

滑動模板順利爬升。

(二) 沉箱渠工法(沙灘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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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箱渠工法又稱沙灘工法，也是最傳

統式沉箱下水方式，需適當之地形水深與

地質條件下施作，即在適當臨水區域打設

鋼板樁圍堰(直立壁式沉箱渠)或土堤(自然

坡式沉箱渠)等以擋水、抽水設施製作沉

箱，選擇既易引水入渠而又不受颱風巨浪

侵襲之灘地施作，製作過程與陸上製作工

法無異，最大差別在當沉箱製作完成後，

採「破堤」方式引水入渠、待沉箱起浮後

以拖船拖離製作場地，再重複進行下一

循環。

沉箱渠之水深要求以當地最低低潮

位決定所需深度、應使港區最低潮時可使

沉箱起浮；例如，當地最低低潮位 CD －

1.0m、沉箱最低起浮深度4.0m，則渠底深

度至少需為CD－5.0m。沉箱渠之高度應自

原地表起算，以此進行鋼板樁或土堤等圍

堰之結構設計分析。

渠底鋪砂整平、打設PC混凝土、隨

後進行PE布鋪設、底版紮筋組模以免沉箱

起浮困難，後續製作方式與陸上製作程序

無異。沉箱出渠之拖離順序亦應事先詳擬

計畫，施工前應仔細考量沉箱於渠內之製

作數量、及位置應妥善規劃足夠之間距，

當沉箱渠預備破堤時開啟水閘門緩慢控制

引水速率入渠，起浮之前各沉箱間需以繩

索連結、設置橡膠輪胎、碰墊等防撞設備

以免沉箱間相互碰撞、破損，此點應予留

意。

(三) 抽砂下水法

沉箱於沙灘上製作，完成後需配合

抽砂船或挖土機等船機設備加以浚深至沉

箱起浮深度使沉箱下水，如灘地土質堅硬

則不適用抽沙法需改採挖土機施作，抽砂

下水時沉箱之入水角度應以平緩為宜，不

可因貪圖方便造成沉箱底部懸空之部分過

長，易使沉箱因而翻滾滅頂，安全之作法

為施工前先核算沉箱入水時安全傾斜角度

使回復力臂大於0，岸邊再輔以挖土機等機

具設備以協助順利下水，此工法曾於高雄

港洲際一期工程有實際成功案例。

(四) 滑道下水工法

顧名思義即在岸邊斜坡上鋪設軌道，

使製作完成之沉箱利用軌道斜坡下滑入水

至沉箱起浮深度後浮起之設施，滑道設置

之場所應選擇無巨浪侵襲平穩之水域，地

盤應堅實平整、可提供軌道所需之反力以

承受沉箱載重壓力，必要時應加以地盤改

良。軌道上另需設置所謂「台車」以推送

沉箱，軌道末端長度應延伸至低潮位時沉

箱最低起浮深度加50cm左右；滑道一端沒

入水中、一端設於岸上，滑道傾斜度不可

過陡以免控制困難約在3~5度左右，陸上端

設置門型吊車、絞車捲揚機等設備，台車

尾端需以鋼索固定，鋼索強度應足以承受

沉箱之拉力，緩慢放鬆鋼索因軌道傾斜度

關係使台車緩慢下滑，藉以運送沉箱，待

沉箱達起浮高度後以拖船脫離，台車則藉

由絞車拖回完成作業。

(五) 其他

除上述所提沉箱製作下水工法外，近

年東南亞地區亦有採用所謂「軌道工法」

之案例，與前述滑道下水工法亦有雷同之

處，惟最大差別處在於並非利用軌道之傾

斜度使其下水，而採軌道設置為水平，利

用軌道上配置台車及千斤頂平台裝置運送

沉箱，為便於大量製作沉箱且充分利用場

地需求，並設置轉換器使沉箱轉向置於台

車上運送，於接近至岸邊時再輔以既有之

浮船塢接駁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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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損、龜裂、脫落等缺陷，並清除各艙浮

什物，避免堵塞通水孔，及於內牆標示高

度以利觀測及控制。

為避免進、出水過程中各相鄰艙水壓

差過高，以不超過1.6m為原則，國內曾有

因抽水起浮過程中相鄰艙水壓過高導致隔

艙損毀案例。於各項設施檢查及設置妥善

後，即拖至儲存區暫存如(照片6、7)。

三、施工中防颱緊急應變措施

當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時一般尚約有2~3天之

應變期間，其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一) 空塢時

浮船塢製作場地應盡可能選擇於有良

二、沉箱出塢與座底

(一) 沉箱出塢前

應檢視沉箱各艙通水孔有無異物堵

塞，以免各艙進水過程中因相鄰艙異物阻

塞水壓差過高，可能導致之艙牆損毀，尤

以巨型沉箱20m高度以上更應注意。

(二) 沉箱儲存區水深與海床需求需符合

沉箱儲存區水深以沉箱坐底後，低潮

時水深需超過沉箱起浮深度、高潮時沉箱

頂高出水至少1m以上為原則。水深過淺將

使沉箱起浮發生困難，為避免沉箱坐底於

軟弱或不均勻土層產生不均勻沈陷，造成

沉箱受力不均勻，海床若屬軟弱不均勻土

質，應以10cm大小之卵石鋪築50cm厚作為

基礎為宜。

(三) 沉箱下水前強度需求

沉箱下水後，底版需承受反力，牆

體需抵抗水壓，故混凝土需達一定強度沉

箱方可出塢下水。規範要求強度達0.8fc’

方可下水坐底儲存。如遇製作高度超過約

20m高度以上之中大型沉箱，或需要於水

中加高時，施工者需特別注意勿提早下水

易導致沉箱受損。

此外，現場施工混凝土強度與水中養

生試體抗壓強度亦有落差，應於混凝土澆

置過程中，加作置放空氣中相同養護條件

之混凝土試體數組以供下水前核對強度之

參考。

(四) 沉箱出塢前外觀檢查

沉箱製作完成後出塢前，需檢查有無

照片6 浮船塢下沉

照片7 沉箱出塢坐底儲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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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沉箱拖放

沉箱拖放前應擬訂計畫，包括抽浮檢修、

箱頂準備作業、陸上及其他機具設備待命、及

拖航前之氣、海象資料蒐集、出塢、拖航所需

動員之船機性能、設備型式、數量、拖力計

算、沉放定位方法之流程、沉箱堤端之絞車設

備、碰墊、定位測量儀器、坐底前海床水深資

料校核及後續回填砂封頂作業等，說明如下。

一、沉箱拖放前準備

(一) 抽浮檢修

沉箱由儲存區預備拖放前，抽浮檢修

作業應先行查驗箱體外觀是否傾斜，並派

遣潛水伕進行水下檢查，檢視沉箱坐底情

形是否不均勻沉陷，不可強行打浮，國內

曾有因儲存區海床鬆軟沉箱下陷，而導致

底版起浮拉裂、沉箱損毀之案例。另抽浮

檢修時應控制鄰艙水壓差於1.6m內，避免

相鄰隔艙壓差太大損壞艙牆結構，並確實

檢視沉箱各部位是否滲漏水之情形，否則

極可能於拖航途中因大量滲水而沉沒。

(二) 沉箱頂準備

沉箱完成抽浮檢修並繫泊固定完成後

預備拖放到目的地前，應逐項檢查（1）沉

箱進水閘門、（2）箱頂安全網、（3）發

電機(抽水時備用)、（4）固定及移動式碰

墊、（5）測量瞄準用刻度尺等設備是否完

善。另於長程拖航時，沉箱頂宜以鋼蓋板

密封以防止海水漫入艙內，造成不穩。

(三) 陸上及其他機具準備

沉箱堤拖放施工一般多採端進法，

故於陸上端應備有沉箱定位、坐底所需輔

好遮蔽效應之防波堤內施工，當海上颱風

警報發布時，若浮塢上尚無沉箱製作應立

即將浮船塢拖抵有遮蔽之安全水域下沉繫

纜牢靠，並保持浮塢與海床約3m左右之適

當深度以免因波浪起浮撞擊艙底。

(二)  浮塢上滑動模板組立紮筋、及沉箱混

凝土澆置作業中

1.  滑動模板組立、紮筋中遇颱風警報發布

時應立即將所有模板構件、尚未綁紮鋼

筋等零星工料拆除並吊離船塢，浮船塢

於安全水域就地下沉避風浪。

2.  浮塢上沉箱混凝土澆置作業進行中時，

若可能澆置完成至預定高度時應儘速完

成，若無法澆置至預定高度時則應選擇

至有良好遮蔽之碼頭水域連同沉箱就

地下沉，唯應先行檢核下沉高度時之

外牆應力是否足夠，若沉箱高度過低則

外牆剛澆置混凝土強度不足將無法抵擋

水壓。

(三) 沉箱水中加高

1.  沉箱製作以在浮塢上製作最為穩定，整

體滑動模板昇高垂直度易於控制，不易

發生大片夾模之情況，如浮船塢承載力

不足，不得已採水中加高時，由於沉箱

浮體受風浪影響，平衡穩定性較差較容

易發生夾模現象，故需於可提供遮蔽作

用穩定水域中製作為宜，水深條件亦應

有足夠之深度不可觸底。

2.  沉箱水中加高時遭遇颱風之緊急處理，

若採就地下沉方式避颱，應事先檢核沉

箱最低起浮深度，底部應堅實平整以免

颱風過後起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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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機具設備，如履帶式堆土機、移動式輪

胎碰墊、測量儀器、擴音器、花桿、封塞

水門孔用之料具等，使坐底、定位順利進

行。

二、沉箱拖航

沉箱拖航前應確實掌握氣象、海象資料

之蒐集研判、沉箱起浮拖航作業、沉箱定位坐

底、及沉箱進水堵塞水門復原及填充等階段

作業。

(一) 沉箱拖航前氣象、海象資料研判

台灣地處亞熱帶、四面環海，每年

6~10月常遭受颱風威脅，一旦颱風形成，

海象不佳，故沉箱拖放前應確實掌握氣

象、海象資料研判，乃至實際拖航行動展

開攸關全體海上作

業人員生命財產安

全甚鉅，尤其長程

拖航風險相對增高

更應注意，沉箱拖

航應至少掌握拖航

期間及其前後1~2

天 氣 象 、 海 象 狀

況。在確定海象、

氣象良好情況下，

才可進行拖放沉箱

作業。通常風力6

級(10.8~13.8m/sec)

以上不可拖放，另各式輔助工作船隻如：

工作船、吊桿船等之耐波浪程度不一應分

別檢視之，例如小型組裝之8吋平底抽砂船

等之耐波性甚至小於1m；出海作業前應詳

知海象浪高，以免沉箱翻覆或工作人員被

強風吹落海。另因沉箱定位坐底後之保護

作業：艙內填砂、封頂及基礎護基方塊吊

排等後續作業，視沉箱大小至少需四、五

天以上，若未能及時進行後續穩固保護措

施，如此時遭遇颱風、大浪等侵襲損毀，

將使工期延宕及成本增加，故適宜拖航時

機之研判相當重要。

(二)  拖航船機配置、船速、潮流與水深

要求

1.  長、短程拖航所需之船機配置亦有差

異，基於各海域施工條件之不同，本文

所謂「短程拖航」係指港域內或鄰近水

域之短距離拖航，而「長程拖航」係指

拖航距離超過70浬以上(如高雄港至澎湖

龍門尖山港)而言，倘現有港域內無適當

水深、碼頭製作沉箱或因受限於其他料

源設備等因素影響，而需於他處製作完

成後再拖至目的地沉放之需要稱之；再

依拖航載具型式區分有2種，分述如下：

(1)  直接由拖船拖帶沉箱(如照片8)，俗稱

「裸拖」：箱頂作業需覆蓋鋼板、間隙

密封防止海水漫流滲入、抽水設備發電

機固定、防墜網、水閘門、傳動桿作動

等查驗確認無誤後再予拖航，此類型式

之拖航以早期(73~78年)LNG永安液化天

然氣建港填站工程所需沉箱計93座，係

於台南安平港製作完成後再拖扺高雄永

照片8 拖航船機配置

副拖船 主拖船

輔助工作船



3

286 │No.100│October  2013

專
題
報
導

安區沉放，航程約13~15浬、航速約2~3

節(knot)左右為代表。

(2)  以浮船塢(或平台船)搭載沉箱拖航：長

程拖航例如於高雄港製作完成後拖抵澎

湖龍門尖山、金門，甚至由屏東鹽埔漁

照片9 長程拖航高雄拖抵金門九宮港

照片11  長程拖航高雄拖抵澎湖龍門尖山港－沉箱預

備出塢

照片10 長程拖航高雄拖抵金門九宮港－浮塢下沉中

照片12  長程拖航高雄拖抵澎湖龍門尖山港－沉箱出

塢

拖航起、

訖點

拖航距

離(浬)

沉箱尺寸

長*寬*高(m)

拖船航速

、航程(hr)

實際使用船機設備 浮船塢(平台船)尺寸

長*寬*高(m)核算馬力最低需求

高雄港~

澎湖龍門港
70 25*18*9.5

4~5節、

14~16 hr

主拖船7,200HP

FD7000

62.4*40*25、底艙

4.0m高

3,408HP(船速4節)

6,657HP(船速5節)

註：拖航時假設箱前波高以

3.5m計算。

高雄港~

金門九宮港
168

25*14.1*12.5、

25*9.65*11.5

4~5節、

36~40 hr

主拖船7200HP、

副拖船500~1000HP、
FD7000

62.4*40*25、底艙

4.0m高

3,408HP(船速4節)

6,657HP(船速5節)

註：拖航時假設箱前波高以

3.5m計算。

屏東鹽埔港~

東沙島
240 3.50*3.50*3.50

4~5節、

48~55小時

主拖船(海揚8號馬力

2,200HP、總噸位：1998頓)

平台船合隆108

號、26*75*3.8
1,899HP(船速4節)

3,709HP(船速5節)

註：拖航時假設箱前波高以

3.0m計算。

表2 長程拖航主要船機配備總表

港拖扺東沙島等地，其風險相對短程拖

航增高，整體拖航之拖曳拉力及船機最

低馬力需求計算公式如式(1)~(3)，實際

案例整理如照片9、10、11、12及表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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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w/2g ) ×Cd× V2 × A （1） 

其中 A=B×（H+h’）

拖船馬力 HP=2.0×E.H.P （2）

E.H.P=T×V / 75=T×V ’ / 146 （3）

上式中

E.H.P ：有效馬力（Effective Horse Power）

V：拖行速度（m/sec）、

V’：拖行速度（節knot）

T： 拖拉力（kg）、T ’： 拖拉力（噸）

w：海水密度（1.03 t/m3）

g：重力加速度（9.8m/sec2）

Cd： 阻力係數0.06(流線型物體)~2.0(L型柱)

A：沉箱前進方向之浸水面積（m2）

B：沉箱寬度（ m）

H：箱前吃水深（m）

 h’：箱前波高（m）

　　由表3案例得知，實際使用船機設備較

推算最低馬力需求為高、馬力且與船速平

方成正比。長程拖航時除氣象因素外，拖

船馬力大小佔相當重要之地位，甚至影響

整體作業之成敗，其主要考量係因長程拖

航時程較長，在氣象或海象惡劣條件下拖

船需加速避風，或因較難以預期之波浪海

流之故，平均拖航航速亦較港內短程拖航

為高；另沉箱於浮船塢製作完成後，以浮

船塢(或平台船)搭載沉箱拖航至目的地，因

浮船塢本身水艙具平衡能力，海水不易漫

流入箱體，整體耐波浪之回復穩定性較直

接裸拖沉箱為佳，唯成本較高；另外被拖

帶之浮塢(或平台船)端兩側採用鋼纜因其具

較高之容許拉應力，與主拖纜繩成60度夾

角配置、並利用浮塢水艙系統調整被拖帶

浮體成約略水平狀態以利拖航，應注意不

得因拖帶鋼纜高度設置不當形成太大俯仰

角度，否則拖航時有翻覆之虞。

2.  依沉箱大小尺寸、航速計算所需拖拉

力：長短程拖航所需纜繩之拉斷力、長

度等因拖航浮體之慣性力作用下亦有所

不同，主拖纜繩長度通常較短程拖航為

長，端視被拖帶浮體之長度尺寸而定，

短程拖航航速約2~3節、長程拖航船速略

增至4~5節左右；船隻拖拉力計算可以式

(1)估計，實際案例計算結果以「安平港

外廓防波堤工程」為例，各式沉箱所需

拖船馬力計算及拖航船機性能配置如表

3、4所示。

項次
沉箱尺寸

寬×長×高(m)
箱前浸水面積

(m2)

拖拉力T ’
( ton)

最低拖船
馬力需求

(HP )

1 14×24.8×7.5 78.40 8.71 239

2 16×24.8×9.5 100.80 11.20 307

3 18×24.8×11.5 142.2 15.79 433

4 20×24.8×11.5 136.00 15.11 414

註 ：E.H.P=T×V / 75=T×V ’ / 146 ，港內拖航航速 V ’以2節(knot)計算，Cd 採2.0。

表3 各式沉箱尺寸拖力計算(以安平港外廓防波堤新建工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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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機具名稱 數量 規格或功率 備註

1 標誌定位船 1 海力號或D18吊桿船 一錨機具有四組捲筒，各捲筒有10T以上拉力

2 惠記T5拖輪 1 855HP 主拖輪

3 惠記T3拖輪 1 855HP 副拖輪

4 熊谷三號起錨船 1 300HP 輔助船隻

5 興隆L-1號 1 90HP 前導船

6 長輝參號 1 1000HP 輔助船隻

7 繫纜繩(200m) 1 ∮50mm 拖放設備

8 發電機 1 220V,125KW

9 抽水泵浦 6 ∮4”,5P STD8m,1.4m3/min

10 無線電對講機 6 IC-M1

11 擴音器 1 ER-56,DC12V 背肩式

12 鋼索 4 25mm∮

13 碰墊 31 20T、3.5T卡車車胎 固定式、移動式

表4 拖航船機配置(以安平港外廓防波堤新建工程為例)

航速增加，但要兼顧拖帶纜繩之負荷拉

力；另長程拖航時應特別注意拖帶纜繩

長度，約達150~200m(至少需2倍被拖

帶浮體船長以上) 以確保足夠之緩衝餘

裕，纜繩過短有被拉斷之虞，而港內短

程拖航約僅需30~50m即可。

整體拖航船機配置及工作執掌如下：

前導船：負責拖航路徑、水深探測、避免

觸底及引導。

主拖船：繫纜繩拖沉箱。

副拖船：輔助推頂沉箱。

護航工作船：位於兩側提供隨時支援。

4.  拖航所需纜繩拉力可依據公式（1）估

算結果選用，其種類有尼龍繩（Nylon 

Rope）、PP（Polypropylene Rope）、

PE（Polyethylene Rope） 等三種八股繩

（8-Strand Cross Braided Rope）及鋼纜，

3. 整體拖航船機設備配置及工作執掌說明

沉箱拖航過程中由於受到風力、波浪

飄移力、不規則波等外力作用影響，實際

拖船於整體拖帶系統過程中，拖船與被拖

帶之浮體(沉箱或浮船塢)間並非成一直線狀

態，以最危險之情況風向與波浪方向一致

發生時，分三種情況說明如下。

(1)  拖船方向與風浪成180度(頂浪)，整體

拖帶系統較穩定，被拖帶浮體飄移量較

小，航向較易維持，但航速將大受影

響，拖船馬力不足時拖帶系統將無法前

進而被海浪沖走。

(2)  拖船方向與風浪成0度(順浪)，雖航速大

幅增加，唯拖帶系統之相對間距拉大，

纜繩有可能因瞬間驟增負荷而遭拉斷。

(3)  拖船方向與風浪成90度(側浪)，拖船與

被拖帶之浮體(沉箱或浮船塢)間形成較

大偏移角度，船速降低甚至無法依原定

方向前進，解決方法為加大拖船馬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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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較多。由於測深時船隻受到波浪等因

素影響，示性波高(有義波高)50cm以上

時單音束測深儀至少需以湧浪補償器

(heave compensator) 之量測資料來加以

修正，而採多音束測深儀時，因每次量

測得水深資料為多點位掃描之橫斷面非

為點位水深，此水深橫斷面受前後傾

斜、左右搖擺影嚮，所量得之斜距必須

換算為垂直距離，因此需具備可同時量

測航向(heading)、前後傾斜、左右搖擺

之角度及上下起伏高度之船隻姿態收集

器(motion sensor)、及陀羅儀式的航向儀

(gyro-compass)等設備可達所需之精度。

三、沉箱安放定位與坐底

(一)  沉箱安放定位：採用標誌船（Target 

Boat）工法

纜繩之拉斷力（Breaking Strength依各廠

提供型錄核算之，表5為各種纜繩計算拉

力。拖航所用主拖纜為尼龍、PP或PE等

材質，以增加彈力避免驟然拉斷。繫泊

沉箱端為鋼纜呈60度正三角形分佈。沉

箱拖航作業所需船機設備配置情形如照

片13、14所示。

5.  水深要求及水深測量：沉箱最低起浮深

度依個別浮游曲線吃水深而定，應仔細

估算沉箱拖放所需到達時間當時潮位是

否有觸底之虞。而在水深測量部分，較

常採用者為迴聲儀(echo sounder)並配

合全球定位系統(GPS、DGPS)運用可快

速得知結果，迴聲儀依其頻率高低可分

為單音束及多音束(Single-beam, Multi-

beam echo sounder)2種，單音束音鼓頻

率標準約200KHz ，音鼓頻率愈低測深

範圍愈深；而多音束測深儀的音鼓因同

時具備許多音束，一次可量測的水深點

表5 各種纜繩拉力表

直徑

mm

長度

 m

八股繩

尼龍繩 PP繩 PE繩

重量 拉斷力 重量 拉斷力 重量 拉斷力

kg 噸 kg 噸 kg Grade A噸 Grade B 噸

50 200 313 39.8 248 19 252 20.2 15.9

55 200 379 47.5 299 23 304 24.2 19

60 200 451 55.8 356 27 363 28.4 22.3

65 200 528 64.8 418 31.7 425 33 25.9

照片13 異型沉箱拖航中 照片14 異型沉箱到達



3

290 │No.100│October  2013

專
題
報
導

更應慎重，進水作業前應詳加了解沉

箱浮游曲線圖，如需壓重混凝土亦須

完成施作至預定壓重厚度(如圖3)，

以確認箱體穩定性。茲以凸型沉箱為

例（榮工處，蘇澳港工程完工報告下

冊，1986），照片15顯示該異型沉箱

各階段進水過程係經過仔細核算後以

左、右來回沉降方式完成。

(二)  沉箱進水坐底後，經數次調整內艙水

位平衡後，關閉水閘門，經檢測沉箱法

線、間隙、四角高差等均符合規範要求

後，進行船隻解纜水門拆除等工作。

(三)  堵塞水門復原及填充：潛水伕拆卸水

閘門可回收供下次使用，留下孔洞自

箱內加裝水門蓋板，箱外以皂土或水

泥混凝土等填滿，最後拆除箱頂一切

沉箱拖至預定地後，傳統工法係利用岸上

挖土機、推土機等及具絞車捲揚機設備之起重

船校準位置，並配合各式輔助工作船隻推頂方

式定位，由於沉箱重量甚大動輒千噸以上，即

使在水中雖提供浮力可減輕重量，亦不易控制

沉箱定位精度；依據規範要求沉箱間隙不得大

於20cm、法線方向誤差不得大於25cm、四角高

差不得大於30cm，由於沉箱定位與進水坐底過

程耗時，且受到波浪外力作用影響易撞擊損毀

沉箱壁體結構，有鑒於此，於安平港西外廓防

波堤工程率先採用標誌船（Target Boat）定位工

法(如圖2)，其法為將沉箱繫纜於大型標誌船之

一側，再利用船本身絞車設備使沉箱就定位。

此法法線方向誤差可保持在15公分內，且具有

安全、快速又可避免沉箱壁過度碰撞損毀之功

效。俟達預定進水位坐底完成方可解除沉箱之

繫纜。

四、沉箱進水、堵塞水門復原及填充

(一)  為避免沉箱進水沈降過速，應分數階

段進水，並核算水閘門開啟高度及時

間，由指揮人員於箱頂配合岸上測量

校準人員，於適當時機令所有水門操

作人員漸進開啟水門，至沉箱底距基

礎50cm處時先關閉所有水門，再調

整內艙水位及校正定位無誤後，大量

進水使沉箱坐底。異形沉箱進水過程

照片15 凸型沉箱安放左右來回傾斜坐底

圖2 標誌船定位法

 

 
圖3 異型沉箱浮游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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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浮塢法製作沉箱為目前最普遍採用之工

法，技術亦已嫻熟，然由於科技知識提升，沉

箱製作高度與數量繁多，其他工法(如軌道工法)

等亦漸有被採納之趨勢，應詳加瞭解俟累積足

夠之施作經驗後，期能建立一套標準作業程序

以供遵循。

至於沉箱拖航部分係相當重要之一環，

尤以長程拖航時風浪影響為最重要考慮因素之

一；整體船機拖帶系統須預先詳細研擬周詳計

畫，應包括具備足夠之拖船馬力性能、採安全

之載具拖帶沉箱以增加穩定性、配合適當長度

及拉力之纜繩拖帶，並由具備豐富經驗之專業

操船技術人員為之以確保航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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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隨即進行箱內填充砂作業。

(四)  沉箱回填砂：填充材料可就近採用海

砂或其他碎石料等，但不得摻雜泥土

或有機物等，填充作業時均應注意鄰

艙之高差，不可超過相當1.6M之水

頭差壓力，回填設備通常以抽砂船為

之，管徑大小視需要而定，一般而

言，小型抽砂船隻耐波性較差應注意

其海象變化。排砂管應依規定布設警

示及照明設施。回填至設計高度後排

除污泥及積水，經震實後澆置封頂混

凝土、沉箱間隙回填卵、礫石，同時

沉箱海側、港側吊放護基方塊保護，

至此沉箱安放填充作業始告完成。

參、結論與建議

沉箱製作與拖放作業應兼顧工程品質、時

程、安全、經濟等因素方能達成目標，尤其於

颱風汛期期間工序安排攸關進度甚鉅，此亦為

港灣工程之特性，如何避免災損發生或使災損

降至最低有賴全體施工及監造團隊之智慧與努

力付出。

在異型沉箱之出塢進水及儲放等方面，為

較易疏忽及失敗之環節，施工監造者需對進、

出水系統及壓重混凝土詳細檢討後施作。在沉

箱定位方法，採用標誌船定位、船上再輔以絞

車設備，其定位後法線誤差可達15公分以內，

可獲致令人滿意之結果足供參考。



3 │中│華│技│術│

專
題
報
導

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292 │No.100│October  2013

關鍵詞：空側工程、維修棚廠、國際航廈、臺中航空站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辦處／協理／陳泓德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辦處／工務所主任／趙鴻裕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辦處／工程師／顏君行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辦處／工程師／楊青長 4

中部國際機場第一期
發展計畫第一階段
工程專題報導



3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No.100│October  2013 │293

中部國際機場於民國91年由水湳機場遷移至清泉崗機場，惟國內、國際線運輸量日

益增加，航站空間已日漸不敷使用，為配合中部地區國際空運，帶動地方發展及經濟繁

榮，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積極辦理相關建設，並推動中部國際機場整體規劃及第一期發展

計畫，整體目標預計可提供國內、國際線總年服務容量達255萬人次，對於各地往來臺灣

中部縣市可提供更便捷之空運服務，本文係針對此發展計畫各項主要工程之規劃構想與

施工特色加以說明。

1 2 3 4

壹、背景說明

民國91年11月11日奉行政院核定將水湳機

場遷移至清泉崗機場，隨後因應國際旅客運量

快速成長，及兩岸直航等社經環境變化，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研擬「中部國際機場整體規劃及

第一期發展計畫」，於民國98年7月3日奉行政

院同意辦理第一階段工程(包括陸側與空側工程

兩部分)。陸側工程內容為新建飛機維修棚廠、

國際航廈(如圖1所示)與污水處理廠；空側工程

包含滑行道新建、拓寬與相關助導航設施，藉

由空、陸側設施之整體更新提升國際機場之服

務品質。

圖1 臺中國際機場鳥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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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空間

(一) 航站諸元

貳、工程範圍

本計畫位於臺中市沙鹿區清泉崗國際機場

內，距離臺中市中心約15公里，工程平面及相

對位置圖如圖2所示。以下將就國際航廈及空側

與飛機維修棚廠工程兩部分進行說明。

參、國際航廈工程

一、國際航廈基地概述

本基地土地使用分區為「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專供國際機場、免稅商店、公車轉運

站及停車場使用，總樓地板面積35,000平方公

尺，法定建蔽率為60%，容積率為180%。

二、設計構想

本航廈之整體設計構想分為(一)綠能航廈、

(二)魅力臺中、(三)接軌國際等三部分，其內容

如圖3所示。

圖2 計畫工程平面位置圖

圖3 設計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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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站前道路：25公尺(四車道含安全島)

8.  輸送設備：電梯8座、電動手扶梯5座、

電動坡道2座

(二)  空間設計概要(各樓層平面圖如圖4所

示)

1.  地下一層：分為大客車旅客候車區、航

廈停車場、計程車招呼站。

2.  一層大廳：分為出入境大廳(出境

大廳如圖5)、開放式櫃台、商業

服務空間與行李提領區(如圖6)。

3.  二層入境：分為入境通道空間(如

圖7)、固定空橋(如圖8)、各項檢

查空間及商業服務空間。

4.  三層出境：出境分為出境空間、

行政空間、旅客及商業服務空間

(平面圖如圖9)，出境空間(含出

境候機區如圖10及五處登機門)

採挑高弧形屋頂及大型落地玻

璃，利用自然採光展現室內外親

合度，在出證照查驗區後，出境

候機區旁設有免稅店、兒童遊憩

區、貴賓室及網際網路服務，配

合挑高之空間設計，讓人彷彿置

身於購物百貨商場。

5.  四層行政區：本區為航站及相關

單位行政區，將旅客及辦公人員

的動線完全隔開，使進入國際機

場的所有人員通行順暢，其平面

圖如圖11所示。

圖4 空間設計概要(各樓層平面圖)

1.  站體：南北向長250公尺、東西向寬37

公尺

2.  停車場：汽車停車位180位、機車103

位、大客車停車位6位

3. 空橋：五座空橋、五處登機門

4. 樓層：地下一層、地上四層

5. 基地面積：80,331平方公尺

6. 總樓地板面積：40,818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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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出境大廳(一層)

圖6 行李提領區(一層)

圖7 入境通道(二層)

圖8 固定空橋(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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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候機區(三層)

圖11 四層平面圖

圖9 三層平面圖

(三) 動線設計概要

動線設計旨在創造簡潔的動線與明晰

的空間，建立運作效率與使用彈性的室內

環境，立體動線示意如圖12所示。

首先考量將旅客所有垂直動線集中於

航廈中央，做為航廈中心核心筒，從地下

一層至一樓出入境大廳，並藉由整個核心

筒區隔出境與入境，再利用樓層規劃分隔

出入境垂直動線，並按樓層需要設置直通

手扶梯，使旅客上下樓層時都在核心筒內

進行，可減少旅客於樓層間移動的時間與

距離。

行政人員由北側A電梯進入行政區，

通往地下一層至四層，不會跟旅客動線衝

突，動線流暢簡單，提升行政運作效率。

四、航廈工程特色

以下針對本工程較具特色的材料及設備系

統(屋頂版系統、外牆帷幕系統、預鑄輕質混凝

土牆、虹吸式雨水系統、空調儲冰系統、消防

放水型撒水設備)施工法加以介紹。

(一) 屋頂版系統

構材屬雙層式鋁鋅鋼板，中間填充防

火玻璃纖維棉，最上層鋪設擴張網或複合

鋁板，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

74條2款之屋頂規定，具有半小時防火時

效，其施工順序如圖13所示。

(二)  外牆帷幕系統(烤漆鋼板及玻璃帷幕)

1. 安裝固定繫件步驟

(1)  上部樓層的繫件用起重機吊至相應的樓

層指定地點上。
圖12 立體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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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定座安裝於主體鋼構

3. 下層板上方之固定座安裝

5. 上層板鋪設完成

7. 複合鋁板、擴張網之框架安裝

2. 下層板鋪設完成

4. 防火玻璃纖維棉鋪設

6. 上層板上方固定件安裝

8. 複合鋁板鋪設完成

圖13 屋頂版系統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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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查各單元模塊間距離，對整樓層各繫

件重複上述步驟。

(3)  底層繫件安裝後，續安裝下一樓繫件，

至安裝到屋頂水平面上。

2.  帷幕牆單元及板牆安裝過程示意圖與施

工照片如圖14~17所示。

 圖14 帷幕牆單元吊掛示意圖(一)

圖17 帷幕牆施工現況照片

圖15 帷幕牆單元吊掛示意圖(二)

圖16 帷幕牆單元吊掛示意圖(三)

(三) 預鑄輕質混凝土牆(萊特版)

本計畫中內隔間多採預鑄輕質混凝土

牆(俗稱萊特版），其特性、用途、施工過

程與照片，如圖18~21所示。

(四) 虹吸式雨水系統

1.  設置原由：國際機場屋頂面積大，考量

極端氣候瞬間降雨量大，為不影響建築

裝修工程及佔用過多樓地板面積設置管

圖18 萊特版材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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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間，故使用本項虹吸式雨水系統以有

效處理排水問題。

2.  特性說明：本系統係利用重力作用，在

管內產生局部真空而引致虹吸現象，可

加快排水流速；虹吸管道的直徑是重力

流管道的1/2至2/3，管道內沒有空氣，

系統為滿管流狀態。

3.  傳統雨水排放系統與虹吸式排放系統比

較如表1說明。

傳統雨水排放系統需求管線與設施

較多，虹吸式排放系統需求管線與設施較

少，可大幅增加建築物使用空間，兩者管

線與設施比較如圖22所示。

(五) 空調儲冰系統

1.  設置原由：本國際機場為公共運輸場所，

營運時間每日超過16小時，為符合LEED 

(綠建築評估系統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精神，且

有效節省未來機場營運電費支出，乃設置

水冷式滷水主機空調300RT/儲冰180RT及

儲冰容量潛熱500RT-HR二座。

2.  特性說明：利用夜間用電離峰時間製造

儲冰，透過中央控制系統於日間用電高

峰開啟融冰支援冰水主機空調系統。

3.  現場安裝水冷式滷水主機、儲冰槽與中

央控制系統PLC照片如圖23~25所示。

圖20 接縫處理

圖21 完成外觀

表1 傳統雨水排放系統與虹吸式排放系統比較表

傳統雨水排放系統 虹吸式排放系統 虹吸式排放系統優點

橫管要有一定之坡度 橫管無須坡度
廣泛使用於各類型建築物、更少的材

料、降低管材之管徑、節省安裝空

間、管道具有自潔能力、設計到施工

快捷

設置大量的雨水斗及立管 更少的雨水斗及立管

大量的地面開挖工作 更少的地面開挖工作

圖19 萊特版牆面組立



3

No.100│October  2013 │301

專
題
報
導

圖23 水冷式滷水主機空調300RT/儲冰180RT

圖24 儲冰容量潛熱500RT-HR二座

圖25 中央控制系統PLC

圖26 大流量出水口及探測器

圖27 消檢現場灑水測試照片

圖22 傳統雨水排放系統(左側)與虹吸式排放系統(右側)示意圖

(六) 消防放水型撒水設備

1.  設置原由：本機場出境大廳採挑高設計

以達建築機能及用途舒適性，此設計依

消防法規應設置放水型撒水設備。

2.  特性說明： 放水型撒水頭比一般撒水頭

放水量大，放射壓力也較高，防護半徑

也較廣，可有效防止初期火勢擴大與延

燒問題，能符合本場所之需求。

3. 現場測試照片如圖26、圖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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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空側與飛機維修棚廠工程

一、空側工程

(一) 空側工程概述

主要工程項目如下：

1.  航站區W滑行道及漢翔廠區東側W3滑行

道東移，彈庫南側W2滑行道南移。

2.  既有W、W2、W3滑行道淨空及轉彎半徑

改善

3. 航站區北側停機坪(約l.2公頃)

4. 停機位(D類停機位4～5架位)

5. 試車坪停機坪(約50,000m2)

(二) 空側工程施工介紹

1. 剛性道面施工

空側工程主要工項為剛性道面之新

建，施以抗彎強度700psi之水泥混凝土為

面層鋪築材料，厚度37公分，其下方為30 

公分厚之水泥處理級配底層料，再下則為

土壤道基(Subgrade)，剛性道面之施工流程

如圖28所示。

1. 道基級配底層鋪築、滾壓

圖28，接下一頁→

3. 高程與厚度查驗

5. 坍度與含氣量檢測

2. 鋼模與綴縫筋組立

4. 抗彎混凝土材料鋪築

6. 滾筒壓路機震動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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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道面掃紋

9. 鋸縫與填縫

8. 道面養護劑噴灑

10. 道面完成

圖29 道面下方埋設之PSCP管

圖28 剛性道面之施工流程

圖30 停機坪地表排水(  鑄鐵蓋位置)

2. 剛性道面排水

ICA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國際民航組織）建議停機區

之整地坡度須盡量小，考量排水需求最好

在0.5%以上，但不得大於1%。本計畫部分

擴增之停機坪道面，係為滑行道連接停機

位之道面，非屬停機區，故整地坡度可大

於1%，但應以1.5%為限。為提供道面快速

之排水，本次設計道面坡度最低處下方埋

設PSCP管(鋼襯預力混凝土管)與集水井(如

圖29所示)，搭配鑄鐵蓋提供表面水快速排

除之管道，鑄鐵蓋位置如圖30所示。

停機坪鑄鐵蓋可提供表面水快速排除

之管道，惟因航機鼻輪與主輪滑行之路線

為避免危險，不得經過鑄鐵蓋位置，故鑄

鐵蓋之存在成為規劃停機位的限制條件。

爰以接管使用單位臺中航空站建議，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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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版塊修復步驟流程

以確保日間航機滑行安全。

夜間施工時，各種機具與人員進入現

場，雖機場已處於關場狀態，但仍可能隨

時有醫療包機或其他緊急之航空器降落，

因此夜間施工過程，現場施工人員仍需與

塔台保持聯繫，否則可能發生航空器於降

落或滑行過程中撞擊施工機具而產生重大

飛安疑慮。

混凝土道面施工過程中，為配合施工

性，已將坍度設定在5公分以內，本身水分

含量已較少，再加上受外在天候如天氣炎

熱或強勁東北季風之影響，可能使混凝土

水分蒸發過快，而產生收縮裂縫。工程初

期曾發生道面澆置完成後出現類似裂縫，

而敲除部分道面版塊重新鋪築之情形。

當天候酷熱時，施工中常要求預拌

廠加入冰水冷卻混凝土溫度，確保混凝土

內、外溫度較為一致避免產生溫差裂縫；

另外於鋪築混凝土道面之前，亦可於水泥

混凝土級配底層表面進行灑水作業，避免

級配底層過度乾燥而吸取大量混凝土中水

後續停機坪區域之規劃是否可藉由道面之

坡度控制將地表水導排至機坪邊緣排水設

施，而不採用現行方式，俾使未來停機坪

之規劃更具彈性。

3. 既有產生裂縫之剛性道面版塊修復

空側工程項目主要其中之一為停機坪

破壞版塊修復。因版塊裂縫可能讓地面水

入滲於版塊與水泥處理級配底層之間流動

淘刷底層，並使底層流失，再加上航機反

覆應力加載，將使版塊的裂縫加劇沉陷並

影響航機滑行安全。本工程經過多次會同

各單位進行會勘，確認停機坪上破壞之版

塊位置與數量後進行版塊修復，步驟如圖

31所示。

4. 剛性道面日、夜間施工

依據機場作業守則，於航機滑行道淨

空範圍內皆不許有障礙物存在，故若須於

航機滑行淨空區內施工，應俟航空站關場

後方可進行夜間施工。另本工程規定距滑

行道兩側30公尺內之範圍應採夜間施工，

1. 標記損壞版塊

4. 破碎後現況

3. 怪手破碎

6. 重新滾壓夯實級配底層

2. 全斷面鋸切

5. 版塊底層掏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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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飛機維修棚廠1F平面圖

紅色虛線為地下室消防水箱範圍

零件室

消防機房

加工室

飛機維修區

機棚門

分，道面混凝土初凝之前亦應準確拿捏終

飾與掃紋時機，後續養護頻率亦應有所提

高，並盡量減少附近工區震動與道面載

重行為。

(三) 回饋建議

針對道面破壞與修復，因目前尚無明

確的規範，仍需召集相關單位會勘討論，

並決定修復方式。惟通常版塊破壞皆與底

部之級配流失有顯著之關係，重新鋪築前

應確實重新滾壓底部級配，並且完整執行

道面填縫作業，以減少滲水風險。整體修

復方式應與原來道面之型式一致，以避免

新舊道面版塊型式不同而產生局部應力集

中之情形。

停機坪之區域於日後規劃應遵循１%

之最大道面坡度來控制地表水導排至邊緣

排水設施，而不建議採用停機坪內增設鑄

鐵格柵蓋與地下排水管道之方式進行排

水，以利未來停機坪可以做出具有最大彈

性空間之停機位規劃，如此應可避免航機

於滑入停機坪時滾壓到鑄鐵格柵蓋之風

險。

二、飛機維修棚廠工程

(一) 維修棚廠簡介

本建築物分為大跨距單層鋼構維修機

棚及二棟三層RC地勤作業廠，一層為維修

區，平面圖詳如圖32，二層為辦公區，三

層為機房及備用辦公室，內部整體照片如

圖33，目前維修棚廠已由華信航空承租並

為該公司之維修ICAO C類航機之基地，維

修現況如圖34。

建築物結構分為大跨距單層鋼構維修

圖33 飛機維修棚廠工程

圖34 C類航機維修現況

機棚，及兩棟RC構造三層地勤作業廠，如

圖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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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9 消防泡塔

圖37 複層金屬屋頂板

圖36 機棚門背面

圖38 消防機房

圖35 建築物構造配置示意圖

(二) 維修棚廠重要設施

1.  機棚門：飛機維修棚廠因應飛機進出需

求 ， 於 東 側 設 置 一 橫 式 門 ， 長 寬 各 為

46.1*14m，以5片9.3*14m之門扇組成，背

面結構照片如圖36，馬達裝設於第一片門

扇上帶動其它門扇開啟關閉。

2.  消防設施：本建築物的防火要求與一般建

築物相同，為4層樓內需符合1小時防火時

效，二棟地勤作業廠屬RC構造物符合室內

輕隔間採具有1小時防火材料之要求，鋼構

部分則於鋼梁柱噴塗符合1小時防火時效之

防火漆，鋼構之外牆為符合1小時防火時效

之複層金屬板，屋頂為符合半小時防火時

效之複層金屬屋頂板，如圖37所示。

本建築物之消防設施包含消防水帶與

較特別之消防泡塔、泡沫滅火設施，消防

機房照片詳如圖38所示，另設置2座消防泡

塔，出水量最大達350GPM（加侖/分，1加

侖=3.785L），如圖39、40所示，故於地勤

作業廠地下室設置消防水箱（範圍示意詳圖

32），儲水量達1,400m3。泡沫滅火系統設置

於辦公室與維修區屋頂，為因應所需泡沫原液

量另設置7000公升泡沫原液槽1座，並進行消

防檢查試噴如圖41、42所示。

3.  機電設施：設置電力機房、電信機房，以

及1500KW(千瓦)緊急發電機，分別詳如圖

43~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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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中部國際機場第一期發展計畫第一階段工

程隨著飛機維修棚廠、空側工程到國際航廈新

建工程的完工，使得中部機場更具規模，航廈

內亦配備更完善的軟硬體設施可供旅客使用。

本機場因定位為中部區域性國際機場及兩岸直

航機場，屬當地國際進出門戶，雖然航廈腹地

有限，但透過縝密規劃設計打造出小巧精緻並

具有國際性航廈之功能與氛圍。

圖40 泡塔試噴水情形

圖41 7000公升泡沫原液槽

圖42 泡沫試噴現況

一、國際航廈具有鳥類翅膀與飛行的意象連接的

外觀造型概念，已成為中部地區海線新地

標。

二、隨新建飛機維修棚廠之完工啟用，可大幅提

升航機維修品質及效率，另滑行道寬度、轉

彎半徑改善及新停機坪完成，可提供國際航

機(D類航機，如B767、B757、A300)飛航營

運之使用。

三、綜上，本計畫完成將可提供135萬人次之國

際線年服務容量，再加上目前國內線120萬

人次年服務容量，總年服務容量將可達255

萬人次，對於往來兩岸及國際之商務人士、

觀光客，可提供更便捷、高效率的服務水

準，預期將帶動中彰投地區整體區域之經濟

成長。

圖43 電力機房

圖44 1500KW緊急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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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建築資訊模型、元件、建模、LOD、3D、工程應用、設施管理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協理／李萬利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技術經理／蔣定棟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副理／蘇瑞育 3

BIM
技術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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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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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資訊模型(BIM)觀念被軟體業者提出後，迅速的從建築擴展到整個營建產業，

從工程設計擴展到全生命週期。3D建模的軟體風起雲湧，各家軟體業者無不磨拳擦掌推

陳出新，雖然軟體功能、模型元件、資訊標準與資訊交換也都還有很大的改進及發展空

間，但已造成風潮。

考量建築質訊模型的應用範疇還會持續擴展，任何工程資訊都可以附著在3D模型元

件上，3D模型的應用有無限的想像。BIM的發展，勢將影響作業流程，甚至可能改變產業

分工，進而觸動產業結構的改變。

政府工程主管機關已經注意到BIM技術的進展，著手推動或試行。私部門的建築營造

業者也已啟動發展，建築資訊模型技術正方興未艾。

321

壹、前言

BIM 是個很時髦的名詞，它到底是什麼

呢？其實BIM的觀念早在1974年就出現了，

這個名詞也在1992年就見諸文獻。但在BIM

軟體還沒開發上市，硬體也還沒能配合的時

候，就只能是個想法而已。當CAD軟體已經

發展到了極限，資訊技術不斷推陳出新的時

候，BIM於焉誕生。最早問世的BIM軟體可能是

1987年Graphisoft公司以虛擬建築觀念推出的

ArchiCAD。

2003年 Autodesk公司發表題為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的白皮書，開宗明義揭櫫

三項基本理念：

一、建築資訊模型是一個資料庫，傳統工程圖

說只是資料庫的呈現方式之一；各不同專業使

用同一個資料庫，建置或讀取各種內容，包括

圖面、規範、成本、排程等，以各種不同的格

式表達；資料庫的建置與修改可以由各專業團

隊協作，協作修改過程應有清楚的紀錄。

二、工程的設計、施工、營運，必然歷經一連

串互動修改的過程，資料庫任何一方面的更改

應該一致的反應在各方面。

三、資料庫之資訊應該可被其他各相關專業重

覆利用。

基於上述理念，Autodesk要推動資訊技術

在建築產業的應用，認為BIM將導致建築業在設

計、施工、營運各方面提高品質、提高效率及

降低成本，這是這一波BIM風潮的濫觴；而在這

樣的理念下，BIM並不限於建築業，整個營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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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這個名詞很流行，但沒有明確的定

義。物件在狹義的建築、結構裡，很容易理

解，那是梁柱、樓板、牆、天花、樓梯、電

梯、門窗等實體元素，我們把它叫做元件。還

有一些虛體元件，如房間、開口等等；元件在

水電環控領域成了發電機、送風機、電燈、插

座、水管、風管、灑水頭、臉盆、馬桶等；在

土木工程領域是地形、路廊、土方、箱涵、擋

土牆等。除了這些實體元件外，還有很多設計

元素，也以物件的形式存在模型的檔案資料結

構裡，如結構的載重，束制條件，土木的定

線，機電系統的電流、壓降等。

建築資訊模型裡的物件都攜帶著資訊，最

基本就是它的幾何資訊，包括形狀、大小、位

置等。BIM軟體根據模型的幾何資訊，可呈現各

種2D、3D圖面。這是BIM的基本資料。要讓模

型彩現，通常需要物件之材料資訊。如果物件

攜帶著時間資訊，什麼時間建成，什麼時候拆

除，就可以呈現施工過程與進度，被稱為4D；

物件更可以攜帶廠牌、規範、價格、成本、使

用年限、維修過程等資訊，理想中，所有工程

資訊都可以掛在物件上，BIM模型的利用空間就

有無限的想像了。

二、元件

建築資訊模型是元件堆積而成的。元件從

哪裡來？通常應用軟體會提供一些基本元件，

這些元件當然無法滿足多元而變化無窮的設計

工作；因此一定同時提供建構元件的工具，由

使用者自行開發。目前開發元件可能是件煩人

的工作，但為增進效率，目前仍然是必要的工

作。也因此，元件專業服務網站已迅速崛起，

與商業採購關連而做有系統的服務。國外在推

動多年的演化下，相關網站已不勝枚舉，搜尋

網站都可搜得。

另一方面就建築業而言，建築物的許多

業的任何工程都可以應用。各大軟體公司搶搭

BIM列車，資訊技術大量引進，軟體紛紛出籠，

都號稱是BIM軟體，BIM一時風起雲湧，BIM觀

念迅速的從建築擴展到整個土建工程，再從傳

統的工程設計施工擴展到全生命週期的管理系

統。因此不在乎BIM是什麼字的縮寫，也不要再

說文解字一番，說穿了就是「資訊技術在營建

產業的重度應用」。

貳、建築資訊模型

一、數值模型

BIM模型觀念是從物件的參數化數值模型

出發的。過去，CAD的物件是點線面，而經由

點線面組成的2D圖形，是分離而零散的，舉例

而言，一片牆在平面圖上是兩條線，剖面圖上

也是兩條線，表達的是同一片牆，但在圖檔結

構裡卻毫無關聯。因此無法有效攜帶被模擬實

體物件的資訊。BIM數值模型則由「物件」組合

成設計，由物件攜帶各種資訊，包括物件本身

幾何資料、物件間相互關係及其他各種相關屬

性。建築資訊模型就是攜帶著各種資訊的物件

的堆積；元件如圖1所示。

圖1  參數化智慧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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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及傢俱設施等都是建築產業鏈的廠商所製

作生產的工業成品，如電扶梯、衛浴設備、扶

手欄杆、牆板天花等，在產業鏈的持續發展及

產品的行銷服務的需求下，預期廠商將會建立

該等產品元件，供設計者選用，屆時資源供給

將不再匱乏，並不斷更新而持續發展。舉例而

言，早就有電梯廠商在網站上建置他的產品模

型，介紹他的產品，只要你點選型號，就可以

加入到你的模型裡了。

三、Level of Development 或 Level of Detail

LOD是個一直被提起的話題，但在應用上

卻是含混不清的。是英文Level of Detail 的縮

寫，還是Level of Development 的縮寫，也含糊

以對，當這個詞被引進合約或規範時就引來更

多的誤解與紛擾。其實BIM 的LOD 字眼應是源

自美國建築師協會AIA的文件，其中LOD 這個字

眼是Level of Development 的縮寫，指模型在營

建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中所被期待的完成度。

AIA定義了以下五種發展程度(Level of 

Development，LOD)，其間差異在於模型中元

件數量、尺寸、形狀、位置、方向是「約略

的」、「正確的」、「精確

的」還是「實際的」。就過

去工程圖說的發展而言，在

概念設計階段，初步構想成

形，透過3D模型展示，算是

LOD 100；初步設計完成，

大約可以估出數量算是LOD 

200；細部設計完成，數量應

該是正確的，是LOD 300；

LOD 400 是個相當特殊的階

段，談到製造、組裝、細部

施作所需資訊，顯然是指施

工圖；LOD 500認為是實際數

量，則顯然是竣工圖說。綜

上所述，LOD與詳細程度沒有

直接關係。

舉例而言，作為營運階段設施管理的模型

與施工階段探究施工順序的模型所需要的詳細

程度顯然是兩碼子事。工程模型的詳細程度應

該回到建置模型的目的層面來思考。

參、BIM軟體簡介

理想的BIM模型，從建築物的規劃設計施工

到營運管理，不同階段不同領域的應用，勢非

單一軟體所能負荷。在不同階段、不同目的採

用不同的軟體，目前將來都可能是常態。各軟

體廠商間的競爭，正是進步的動力。目前市場

上常見的軟體，也各有所長，預期還有很大的

發展空間，值得注意。僅就本公司常用軟體，

分別簡介如下。

一、Revit Architecture/MEP/Structure

Revit 是目前最常見的建築軟體，如圖2。

1997年Charles Revit Software 公司成立，Revit

開始發展，2000年該公司更名為Revit科技股份

圖2  Revit應用於建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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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Revit 1.0版上市，只租不賣。2002

年歐特克以1.33億美元併購Revit公司，投入更

多的研究和發展。Revit Structure和Revit MEP相

繼加入，整合了結構和水電環控。2006年Revit 

Building更名為Revit Architecture。2013年開始

發行整套Building Design Suit。

Revit最重要的特點是所有元件、視圖和註

釋之間的關係模式，使得任何元件的改變會自動

傳播，保持模型內容的一致性。 例如，移動一

片牆時，其相鄰的牆，地板和屋頂會自動調整，

也更正相關的位置和尺寸標示，調整房間面積報

表，重繪相關剖面圖說等，因此，該模型將保持

所有文件的一致性。元件、視圖和標註之間的雙

向關聯性是Revit最顯著的特點。

Revit 提供團隊協作的機制，以所謂「中央

檔案」為共用資料庫，可以多人同時開啟後，另

存成「本機檔案」使用，而以工作集控制編輯

權，避免物件被不同的使用者同時編輯，如圖

3。Revit也模擬傳統2D製圖的環境，提供圖紙、

符號、表格、圖例等功能，以與傳統接軌。

但Revit 在3D上也還有很多限制，不能任意

斜切剖面，也做不到展開圖；過細的塑模和複

雜的智慧元件則會顯著的影響效能。

Revit MEP模組提供3D管線、設備等機械、

電氣設施的建模工具，可應用在配電、照明、

空調、給水、排水、火警、消防、監視等系

統，除此之外也提供風量計算等設計工具。

Revit Structure模組提供結構元件，以完成

結構塑模，它異於建築柱的結構柱品類，似乎

隱喻建築與結構各自建模的建議。但至少可利

用2D 或 3D 建築模型作為結構建模之參考，

在此基礎上獨立搭建結構 BIM 模型作為分析

使用。

二、Tekla

Tekla是一家芬蘭公司，成立於1966年。

Tekla Structures 從原名XSTEEL的軟體發展而

來，提供結構工程師處理混凝土結構、鋼結構

等較細緻的結構功能。Tekla Structures最擅長

於施工細節的建置，尤其是鋼結構之施工圖方

面，發展得非常完善，在業界有大量應用實

績。Tekla亦可進而導入控制系統，控制鋼筋彎

曲機，控制預鑄混凝土之生產。 

結構分析所需的非幾何資訊，如：荷載、

荷載組合、支承條件，亦可包括在結構模型

中。但目前一般BIM軟體均未提供結構分析功

能。而採用搭配傳統分析設計程式進行分析設

計。基於 BIM 技術的理想，3D建築模型與結

構模型應該要雙向連結的，亦即結構工程師直

接於建築模型上取得結構分析資訊，但目前由

BIM模型產生分析軟體之輸入資料仍有很大的

瓶頸，Tekla亦然。雖可從三維視覺模型產生

SAP2000、STAAD PRO、MIDAS等分析程式之

輸入檔案，但僅為梁、柱結構系統，至於版、

牆結構則尚未突破。

Tekla BIMsight是在2011年初推出的一個免

費軟體。可以藉由IFC格式，檢視多種BIM軟體

之模型，以進行設計和施工時的衝突檢測、檢

視與審查、註釋和標記紅線。

圖3  Revit 協同作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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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utodesk Naviswork

BIM設計軟體眾多，依據專業類別會有不

同的軟體，並產生不同的檔案格式。Naviswork

能匯入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BIM軟體格式，

Naviswork負擔了整合、瀏覽、審核的基本工

作，另外較進階的功能為衝突檢討、4D施工進

度模擬。初步來看Naviswork是設計師跨專業

整合的工具，也是業主單位成果體驗及審查的

工具。

Naviswork環境提供使用者在3D空間體驗

BIM設計成果，如圖4，設計者可自由標註設計

溝通意見，空間尺寸的量測，業主可留下審查

意見及追蹤。但目前台灣業主單位對於BIM的工

作要求是廠商的事情，業主尚不能意識到如何

運用BIM，如透過BIM成果檢視設計需求、驗證

空間使用機能達到預期目標等，業主的積極參

與可降低日後設計變更的頻率。

四、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

坐北朝南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歷久彌

新。建築物理的數值模擬則進一步提供量化的

數據。Ecotect 建築物理模擬及能源分析的軟

體，見圖5，作為建築設計節效益的評估工具，

Ecotect是一套非常直覺的分析軟體。支援特定

BIM模型格式，經過相關地理條件、物理條件、

材質屬性…等設定後，可做太陽輻射、熱、

光、聲、耗能評估，並以可視化方式呈現分析

成果。

雖然Ecotect分析精確度尚不如一些專業

分析軟體，且建築師對於分析數據判讀能力仍

相當有限，加上分析成果並不能與台灣綠建築

指標對應。但Ecotect在建築設計初期仍是相當

快速的節能評估工具，目前已慢慢被建築師所

接受。

五、Autodesk Civil 3D

Civil 3D 是Autodesk公司以AutoCad為平台

開發的BIM軟體，以3D地形為基礎，提供鐵公路

定線、路廊、整地、土石方、重力管線、壓力

管線等3D設計環境。由於AutoCad是過去被廣泛

採用的繪圖工具，其2D成圖的熟悉度最被廣大

使用者接受。

利用Civil 3D可將傳統的測量數據或地形

圖等高線轉換為3D地形，作為所有土木工程設

計的基本資料。配合鐵公路定線與縱坡、橫斷

面設計隨即完成道路參數化定義的三維模型；

可以利用內置的元件包括車道、人行道、邊溝

等，也可以根據業主需求或設計標準創建自己

的元件。Civil 3D可快速地計算現有地形和設

計地面間的土方量，並用以分析適當的挖填距

離。Civil 3D可以利用面向收集系統等工具，進

圖4 NavisWork漫遊模擬 圖5 Ecotect規劃節能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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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雨水分析和設計，以配置污水和雨水排水系

統，如圖6。可採用圖形輸入方式編輯管網或者

更改管道和結構物。

Revit®Architecture所做的建築模型可以插入

AutoCAD Civil 3D，以便整合建築提供的公用設

施、建物出入口等設計資訊。同樣，路工設計

者也可以將道路平剖面等資訊直接傳送給結構

或建築，以便配置結構物。

Autodesk geotechnical module(如圖7)，是一

家叫做Keynetix的英國公司開發的模組，在Civil 

3D上運作，從工地鑽探資料輸入起，應用於鑽

探孔、土層等之資料管理，到3D展示及圖說製

作。

六、Bentley公司產品

另一家工程軟體大廠Bentley公司出品的

MicroStation 3D塑模軟體，在功能上亦屬強大，

搭配的土木套裝Power Civil、RailTrack、下水道

系統SewerCad、地質資料庫gInt、RM Bridge等軟

體，也提供另一選擇。

七、CATIA

CATIA是法國達索系統（Dassault Systemes 

S.A.）公司開發的跨平台商業3維CAD設計軟

體。CATIA作為達索系統產品生命周期管理軟

體平台的核心，主要應用在航空工業和汽車工

業，美國波音飛機製造公司就是CATIA的重要用

戶。由於CATIA出色的曲面建模功能，許多汽車

設計製造公司常用其進行車身、車門、車頂等

組件的設計。將CATIA移植到建築業，應用於大

型而具有自由曲面的現代建築，已見其發揮功

能，未來亦具有很大的市場潛力。

B I M 模 型 必 須 在 軟 體 間 交 換 利 用 ， 如

圖8。這個需求不只是階段性，也存在於不

同專業間。因此1994年國際軟體互動聯盟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Interoperability，

IAI）發表了IFC（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

檔案共通格式，一般BIM軟體也多以IFC為交換

標的，可作為提交業主之模型格式。而一般BIM

軟體多可輸出IFC格式檔案，在軟體間交換時，

雖無法完全保持原有之資訊結構，一般幾何資

訊均可在軟體間傳遞。

2005年IA I改組為Bu i l d i n g SMART。

BuildingSMART及一些資訊廠商為了改善這個

問題，又提出OpenBIM的概念，可確保在通過

OpenBIM認證的軟體間資料可無縫接軌，後續發

展值得關注。

           圖6 Civil 3D 應用於汙水下水道管網配置

圖7 Keynetix 的3D鑽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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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BIM應用

一、工程全方位

3D建模應用在3D視覺溝通、管線衝突檢

查、空間配置的優化，是目前大家耳熟能詳的

加值功能，如圖9，而且是以前很難或做不到

的事。至於直接產製工程圖說、檢算工程數量

均為目前本公司已在進行之作業，甚至4D施工

程都是可想到的應用。在施工階段，應該有更

能發揮的效益等待施工團隊去發掘，如工法研

擬、備料、工序、施工機具空間模擬等。本公

司開發之視覺化鋼構工程吊裝管理系統可為範

例，如圖10。

二、設施管理系統

BIM模型歷經規劃階段、設計階段及施工階

段，資料的正確性及完整性已相當充足。然而

圖9 SAP結構分析軟體資料檔轉換成 Tekla 3D 模型    

     再併入 Revit 建築模型

圖10 本公司開發之視覺化鋼構工程吊裝管理系統

        圖8 BIM模型與傳統CSD套圖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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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BIM未來展望

回顧工程界三十年前，由手繪製圖至電

腦輔助設計CAD的歷程，也是起步蹣跚而漸次

發展，今天又面臨再一波工具上的大變革，但

這一波改變將不只是工具而已，由於工具的發

展，勢將影響作業流程，甚至可能改變產業分

工，進而觸動產業結構的改變。私部門的建

築、營造業界，已經感受到BIM 可能發揮的功

能，越來越多的業者開始採用。但BIM的門檻，

可能比CAD高，跟進或被淘汰是業界對未來的

選擇。

政府工程主管機關也已經注意到BIM技術

的進展，著手推動或試行。但BIM面臨的最大挑

戰卻是政府法規與採購制度，規劃、設計、發

包、施工的切分方式尤其使得BIM全生命週期應

用的理念難以連貫而斷裂。台北市政府與新北

市政府在某些工程個案中，

要求採用BIM技術，也是BIM

在公共工程上發揮功能的關

鍵。建築主管機關推動BIM

建築許可審核制度，可鼓勵

業界儘速抉擇導入BIM的時

機。目前新北市政府已著手

進行此項改革作業。

建築資訊模型(BIM)技

術正方興未艾，已經有人認

為它會是一場革命。

如何利用這個BIM模型繼續延續整個建築生命週

期，讓未來的營運管理團隊能夠利用它來執行

管理業務，是接下來重要的課題之一。且營運

管理團隊或物業管理公司通常不是工程專業背

景，不易了解工程圖說，更不易操作BIM軟體；

期待能夠將BIM概念導入設施管理，讓管理人員

碰到問題時，無論是查詢、作業、紀錄都在BIM

模型上進行，需要就BIM模型的運用進一步開發

軟體。

另一方面，智慧建築的發展已開始落實，

因此建築物的節能、智慧化、永續化的概念代

表著科技與生活的結合，而這個結合更是需要

一個具備全生命週期概念的管理系統，除了將

建築物的設計、施工及營運管理的細節一一記

錄，更需要以視覺化的管理方式來突破文字溝

通的障礙。針對未來使用與管理需求將BIM竣

工模型轉化為設施管理系統的模型，導入設施

管理系統，讓未來的使用者及管理者能夠掌握

完整的資訊，本公司BIM中心正持續發展BIM設

施管理系統VFOM，如圖11，開發完整的操作軟

體，期許工程得以永續經營。我們期待以BIM

竣工模型發展的BIM設施管理系統能夠越來越完

備，也讓智慧建築的應用越加廣泛。

圖11 本公司開發之設施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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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行 人：許瑞峯

‧主任委員：謝大墉

‧主      編：堵一強

第51期

中華民國90年7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許瑞峯

‧主任委員：謝大墉

‧主      編：堵一強

第52期

中華民國90年10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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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期

中華民國93年4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許瑞峯

‧主任委員：林振得

‧主      編：劉沈榮

第63期

中華民國93年7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許瑞峯

‧主任委員：林振得

‧主      編：劉沈榮

第64期

中華民國93年10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許瑞峯

‧主任委員：林振得

‧主      編：劉沈榮

第65期

中華民國94年1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許瑞峯

‧主任委員：林振得

‧主      編：劉沈榮

第66期

中華民國94年4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許瑞峯

‧主任委員：林振得

‧主      編：劉沈榮

第67期

中華民國94年7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許瑞峯

‧主任委員：林振得

‧主      編：劉沈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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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期

中華民國94年10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林振得

‧主任委員：林宏政

‧主      編：劉沈榮

第69期

中華民國95年1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林振得

‧主任委員：林宏政

‧主      編：劉沈榮

第70期

中華民國95年4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林振得

‧主任委員：林宏政

‧總      編：劉沈榮

第71期

中華民國95年7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林振得

‧主任委員：林宏政

‧總      編：劉沈榮

第72期

中華民國95年10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林振得

‧主任委員：林宏政

‧總      編：劉沈榮

第73期

中華民國96年1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林振得

‧主任委員：林宏政

‧總      編：劉沈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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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期

中華民國96年4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林振得

‧主任委員：林宏政

‧總      編：劉沈榮

第75期

中華民國96年7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林振得

‧主任委員：林宏政

‧總      編：劉沈榮

第76期

中華民國96年10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林振得

‧主任委員：林宏政

‧總      編：劉沈榮

第77期

中華民國97年1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林振得

‧主任委員：林宏政

‧總      編：劉沈榮

第78期

中華民國97年4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林振得

‧主任委員：林宏政

‧總      編：劉沈榮

第79期

中華民國97年7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張邱春

‧主任委員：林宏政

‧總      編：劉沈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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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期

中華民國97年10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朱福來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林宏政

‧總      編：劉沈榮

第81期／創刊20週年

中華民國98年1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朱福來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林宏政

‧總      編：劉沈榮

第82期

中華民國98年4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朱福來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劉沈榮

第83期

中華民國98年7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朱福來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李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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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期／CECI成立40週年

中華民國98年10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朱福來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李順敏

第85期

中華民國99年1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朱福來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李順敏

第86期

中華民國99年4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朱福來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李順敏

第87期

中華民國99年7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朱福來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李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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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期

中華民國99年10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朱福來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李順敏

第89期

中華民國100年1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朱福來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李順敏

第90期

中華民國100年4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朱福來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劉沈榮

第91期

中華民國100年7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黃洪才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劉沈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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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期

中華民國100年10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黃洪才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劉沈榮

第93期

中華民國101年1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黃洪才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劉沈榮

第94期

中華民國101年4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黃洪才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劉沈榮

第95期

中華民國101年7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黃洪才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劉沈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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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期

中華民國101年10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黃洪才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劉沈榮

第97期

中華民國102年1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廖慶隆

‧主任委員：黃洪才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劉沈榮

第98期

中華民國102年4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郭蔡文

‧主任委員：黃洪才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劉沈榮

第99期

中華民國102年7月出刊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發 行 人：郭蔡文

‧主任委員：黃洪才

編審小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

‧發 行 人：李建中

‧主任委員：張荻薇

‧總      編：劉沈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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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約格式
一、文      字：稿件應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中文及英文摘要以400字為限。

二、單      位：所有含因次之量須採用SI單位公制。

三、打      字：

來稿請使用電子檔（以Word編排）圖、文需以單欄橫向編排方式，共同排列在文稿內(過大的圖或表可以附件方式呈

現)，論文之長度 (含圖)字數限5-6,000字以內；左、右邊界2.5公分，上、下邊界3公分，內文字體為細明體12點字，行

距為1.5倍行高。

四、題目／作者：

論文題目宜簡明，作者姓名、任職機構、部門、職稱、技師科別列於論文題之下方，其服務部門及職稱以l，2，3編號

註記在首頁末，另附上作者之生活照高畫質之電子檔。

五、關  鍵  詞：在題目中須選出中文及英文二至四個關鍵詞，並置於作者姓名下方。

六、章節及標題：論文之章節標題須列於稿紙之中央對稱位置，且加編號。小節標題亦應加編號但必須從文稿之 

      左緣開始，例

      壹、　大標題（居中） 

　　　      一、　中標題（齊頭） 

　　　　      　（一）　子標題（齊頭） 

　　　　　　      　　1、　小標題（齊頭） 

　　　　　　　　　　      　（1）　次小標題（齊頭）

七、數學式：所有公式及方程式均須書寫清楚，其後標式號於圓括弧內。為清晰起見，每一式之上下須多空一列。

八、長度：論文之長度(含圖)，內文以不超過6,000字或其相當之長度為準(以A4規格約8頁(含圖)計算)。

九、插圖與圖表：不論在正文中或圖裡本身，所有圖表、照片必須附有編號及標題或簡短說明，其編號請用阿拉伯數

字，不加括號表示。如圖1、表2；Table 1、Figure 2，表的標題置於表的上方中間，圖的標題置於圖的下方中間。

十、符號：內文所有符號須於符號第一次出現時加以定義。

十一、參考文獻 ：

所有參考文獻須按其在文中出現之先後隨文註號碼於方括弧內，並依序完整列於文末；文中引用提及作者時請用全名，

未直接引用之文獻不得出現。

參考文獻之寫法須依下列格式：

(l)期刊

   林銘崇、王志成，「河口海岸地形變化之預測模式」，中國工程學刊，第六卷，第三期，第141-151頁 

   (1983)。

   Bazant，Z. P.，and  Oh，B. H.,“Strain-rate  effect in  rapid  triaxial loading of concrete，”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ASCE，Vol.108，No.5, pp.764-782(1982).

(2)書籍

   張德周，「契約與規範」，文笙書局，台北，第177-184頁(1987)。

   Zienkiewicz, O. C.,”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McGraw-Hill, London, pp.257-295(1977)·

(3)論文集

   蔡益超、李文友，「鋼筋混凝土T型梁火災後彎矩強度之分析與評估」，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71年年會論 

   文集， 臺北，第25-30頁(1982)。

   Nasu, M. and Tamura, T.,“Vibration test of the underground pipe with a comparatively large cross-se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World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Rome, Italy, pp.583-592(1973)·

(4)學位論文

   陳永松，「鋼筋混凝土錨座鋼筋握裹滑移之預測」，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台南(1982)。

   Lin, C. H.,“Rational for limits  to  reinforcement of tied concrete column,”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Texas (1984).

(5)研究報告

   劉長齡、劉佳明、徐享崑，「高屏溪流域水資源規劃系統分析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臺南水工試驗所研究 

   報告，No.53，台南 (1983)。

   Thompson, J. P.,“Fire resistanc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floors，”PCA Report, Chicago, U.S.A., pp.1-15(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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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技術」期刊出版第100期了，歷經25個年頭，這如同由剛

出生的嬰兒，現在都已經是茁壯的青少年了。

  　感謝各界對「中華技術」的支持與指導，讓這本刊物可以繼續

發行、往後它會默默地成長、成熟，以至於更加符合工程顧問業、

營造業、甚至於學術界的需求。

  　這一期特刊除了由本公司各技術部門發表一篇專題報導外，特

邀請友好讀者為我們撰文，給我們期許與祝福，我們相信「中華技

術」不僅現在發行第100期，往後更可以繼續發行幾個100期下去，

而我們也會更加用心提升文章品質，來讓大眾分享。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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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1491內湖區陽 
   光街323號10樓，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 101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首善之都的建設發展
出刊日：2014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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