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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步驟；惟考量地球上面積陸地僅占29%，而海洋卻佔有71%，接續邀

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蕭丁訓前董事長、高雄港務分公司鍾英鳳副總

經理接受專訪，提出他們在海陸轉接之港灣

工程、組織永續經營與管理的獨到見解與經

驗。因此本期專訪不僅是訪者暢談其人生歷

練的分享與智慧的傳承，也讓我們感受政府

積極推動綠色永續公路與港埠工程之想法與

用心，更了解各項推動策略與步驟。

　　台灣基礎建設的「量」已漸趨飽和，急

須向「質」提升，要作更細緻永續工程，須

提升營造公司的經驗與管理能力，監造者之

戮力誠心實踐更是成功之關鍵因素。本公司

參與公共建設非常多，如何減輕環境影響之

監造經驗與技術成果更是豐富，因此匯集成

專文數篇，提供工程先進參考，內容涵蓋隧

道、橋梁、軌道、園區開發及港灣等不同類

別，從工程面臨不同的挑戰，如風災衝擊的

重建或是遭遇施工障礙或是養灘造地、填海造陸等等，都可以讓讀者一

窺監造工程師以樸實敬天的態度秉持誠信與專業守護我們每一件工程。

　　面臨全球極端氣候之威脅，永續發展是目前趨

勢。所謂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指

在保護環境的前提下滿足當代人生活品質，又不減

損後代人需求的發展模式(1983年布倫特蘭委員會

定義)，迄今永續發展逐漸成為世界各國追求發展

須遵循之共同典範，「永續公共工程」之核心理念

則在強調公共工程除具備專業技能外，尚需同時兼

顧「環境保育」、「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三個面向，將其融入到工程規設、施工、營運，全

生命週期的每一個階段當中，因永續之「環境」、

「經濟」、「社會」三個面向太廣，且施工階段面

臨最大問題是「環境保育」，本期僅將本公司近年

參與公共建設所累積的對「環境保育」之施工監造

部分探討。

　　本期中華技術以「監造-永續工程的守護者」

作為主題，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共生共榮，因土木

工程最顯著「行」的交通設施，大部分均在陸地上

進行，本期特地安排專訪公路總局趙興華局長，暢

談公路總局在永續工程減碳理念，在各工程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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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公路總局局長   

趙興華
談 台灣公路之建設

與未來發展



1
人
物
專
訪

No.104│October, 2014 │7

貳、訪談紀要

問：局長歷任交通部科長、簡任技正、公

路總局主任秘書及副局長等職務，於交通

部各項職務的任內，局長曾經有哪些印象

深刻的建設及事件？

答：過去在部裡，督導過中山高汐五高架、第

二高速公路建設、北宜高速公路新建，來局也

負責過老舊橋梁改建、莫拉克重建、西濱及東

西向快速公路、蘇花南迴改善等建設，建設目

的是希望有正面效益，但若風險控管不足，就

有可能產生災害，例如：

■95年12月3日：一輛隸屬高雄鳳山的八方通

運公司的遊覽車，搭載高雄市鼎金國民小學45

名家長會的家長、學生及志工，在結束旅遊準

備回家時，於台南縣楠西鄉南188鄉道梅嶺路

段失控翻車，最後墜入20多公尺深的溪谷，共

計造成車上22人死亡、24人輕重傷。

■97年9月14日：強烈颱風辛樂克在中台灣降

下超大豪雨，大甲溪溪水迅速暴漲，水位接近

警戒線位置，被列為危橋的后豐大橋，於晚上

坍塌，轎車、計程車和休旅車3台分別先後隨

斷橋掉入湍急的溪中。造成2死、4失蹤，此次

斷橋事件的原因，可能是河床落差與自來水水

管埋設產生的落差水躍，使橋墩的基樁裸露。

■99年10月21日：受到梅姬颱風外圍環流與

東北季風共伴影響，蘇花公路降下超大豪雨，

造成大量土石崩塌沖毀，行經該路段而受困的

大小車約有30輛、逾500人受困，創意旅行社

的遊覽車搭載21名來自中國廣東珠海的旅行團

員，在台9線蘇花公路114.5公里附近遇到瞬間

暴雨造成的大量坍方，疑似遭到落石擊中並且

壹、前言

　　公路總局是個有著優良傳統但是業務繁雜的單位，包含了公路的興建養護、老舊橋梁改

建、省道改善工程、莫拉克災損復建、公路監理業務、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的推動等。局

長趙興華為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歷任交通部科長、簡任技正、公路總局主任秘

書及副局長等職務，資歷完整，學驗俱豐，於民國103年5月接下掌舵公路總局這項重任。

　　趙局長從公以來優越之工作表現，獲得各級長官的肯定，是交通部部長葉匡時口中「同時

具有才幹、能力及品格的人才」，實為大家學習的典範。本期專輯很榮幸訪問到趙局長，跟我

們暢談過去的經歷、當下的挑戰以及未來的期許，並分享將如何帶領同仁創造新格局、新視

野，提供嶄新的服務，讓公路總局晉升為「幸福公路的連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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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功的三部曲是：隨順因緣、把握因緣、創

造因緣。

見有機緣宜把握，沒有機緣要營造，機緣未熟

不強求。隨順因緣，善緣來了，要好好把握，

盡力去做。

2.能要、該要的才要；不能要，不該要的絕對

不要。

要求同仁切記

    公路總局組織龐大，但同仁向心力足，惟

待遇、福利較其他公務機關不好，這部分的問

墜海，車上臺灣民眾與中國大陸遊客共計26人

失蹤。

　　今(103)年6月10日省道台62甲線往瑞芳方

向3號隧道內，瑞芳分局交通隊警員在處理一

起車禍時，遭後方聯結車追撞受重傷，經送醫

急救，仍因傷重不治，事發原因疑為失速打滑

所致，惟能否以交控管制防制。

    近來因受全球氣候之快速變遷影響，造成

氣候變化大且難預測，復以日本311地震引發

海嘯等複合性災害為鑑，對於災害之預防，亦

從多方面思考。

    在發展公共運輸及觀光方面，遊覽車從

98年底7,740輛增加到去年底15,187輛，幾增

一倍，公車從一萬輛不到增加到一萬五千輛

(15,084)，大客車營運安全控管就顯得更重

要。

問：公路總局之業務範圍包括公路工程、

公路監理，局長需帶領六千多名員

工，綜理我國各項公路交通建設、公

路監理業務，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挑

戰，局長是以怎樣的態度或方法來面

對？

答：借用聖嚴法師所提

(左1)周允文專案協理  (左2)林明華副總經理                                                           (中)趙興華局長  (右3)吳文嘉協理  (右2)楊世琛協理  (右1)許玉明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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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需要靠組改來解決。

    業務事項雖僅為公路及監理，但涉及廣

大，要做好風險控管、以科學方法面對：

1.防災面：從流域管理、風險管理思考出發，

目前已發展到全天候強降雨自動偵測暨高風險

路段預警系統。

2.管理面：已建置橋梁、邊坡、鋪面、挖掘等

管理系統，強化養護作業。

3.服務面：建置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公

車動態系統、省道交通即時資訊系統，提供用

路人服務。

4.教育面：包括大型車駕駛定期訓練、道安扎

根等，以及局內同仁升遷與訓練結合，提升同

仁本職知識能力。

5.工程進度控管：局內主計單位建有經費預算

管控系統，可以瞭解各項工程最前端預算執行

狀況，從而瞭解細節進度及執行成效。

(左1)周允文專案協理  (左2)林明華副總經理                                                           (中)趙興華局長  (右3)吳文嘉協理  (右2)楊世琛協理  (右1)許玉明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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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於國內老舊橋梁的整建與防災工程

是目前我們國內公路相當重要的課

題，局長未來對這項工作的推動有怎

樣的看法？

答：

■老舊橋梁整建

　　「定期檢測、發現問題、及早改善」，

是本局橋梁維管之施政主軸，本局依據「公路

養護手冊」定期對橋梁進行檢測，並於地震及

颱風豪雨後辦理特別檢測，檢測重點在掌握橋

梁結構安全，篩選出須補強或整建橋梁，陸續

納入「省道老舊受損橋梁緊急改建計畫」(經

費231億元，47座橋梁)及「省道橋梁耐震補強

緊急工程建設計畫」(經費85億元，399座橋

梁)，目前已全數改善完成。

　　本局刻正辦理之「省道改善計畫」，於

102年至104年間編列38億元，預計再辦理110

座橋梁的耐震補強。另外為提高跨河橋梁之

耐洪能力，配合水利單位治理期程辦理橋梁改

建，自103年起預計分7年辦理14座橋梁改建

工程，45億元經費。以上共計400億元經費，

辦理570座橋梁的改建或補強。

　　橋梁為鋼材及鋼筋混凝土組成之構造物，

會隨氣候及環境之交替而逐漸老舊劣化，故需

定期巡檢，並籌措足額經費適時改善，方能延

長橋梁之使用年限，確保通行安全。

■ 防災工程

　　本局於101年啟動山區公路邊坡採分級管

理機制：共分A、B、C、D等4級，實施不同強

度預警封路作業、保全駐點守視及朝巡制度。

　　102~103年辦理「山區防避災設施緊急改

善計畫」，經費23.18億元，其成果如下：(一)

一級監控重點路段已由47處(101年)減為44處

(102年)，預計103年後一級監控重點路段可再

減少為30處(減少幅度達36%)、(二)台18線阿

里山公路102年底已完成6座明隧道，可減少因

坍方阻斷交通次數30%、(三)完成省道176處地

錨檢測，提升邊坡安全、(四)台9線蘇花公路、

台8線中橫公路(花蓮端)易肇災路段調查評估

與災害控管計畫，已於103年6月底完成台9線

蘇花公路調查評估，另台8線及台14甲線預計

105年12月完成，屆時台9線蘇花公路、台8線

中橫公路(花蓮端)等重點路段改善後，預計可

縮短預警封路作業時間50%、(五)103年底預計

增設135處CCTV及30處CMS，即時掌握路況並

將訊息傳遞用路人。

　　就中央地調所地質災害潛勢圖資辦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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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衝，而是要經常地停一下或者轉個彎思考，

各項的工程技術都不是難題也都有方法克服；

但對於不同民意間的整合則需要有相當溝通藝

術和協調技巧，這個部分是要學習的。因此我

經常藉由邀請專家講習、實務參與等方式來訓

練同仁，尤其是新進的同仁。

　　舉例來說，公路總局有個慣例，我會要求

考試分發到總局的新進工程司必須到第一線工

務段實習6個月，讓資深的工程司帶領參與各

項基層實務的工作，當然包括了和民眾或者其

他單位的會勘與互動，讓同仁知道什麼是溝通

協調，從基層的事務逐步建立新進同仁多元的

思考模式，日後回到總局在業務處理上則會比

較週延。

　　對於大型的公路建設推動所要面對的單

位則更廣泛，要處理議題也更複雜，我們則是

發揮團隊精神，由各個組室針對議題種類(像

環境、用地、交通、勞工安全等)，分別和民

眾、社團、主管機關說明、協商、調整、修

正，一次又一次而且是提早進行，讓各界能充

分瞭解並接受我們推動建設目的。

　　舉最近本局推動的兩項大型工程為例，一

個現已經執行中的蘇花改工程、另一個是10月

剛開工的淡江大橋新建工程，這兩項工程都是

民眾期待很久但也是爭議最多的。所以我們先

查，以確認本局轄管路段各易致災邊坡並建檔

管理，目前已清查1,615處，實施不同強度的養

護巡查及預警封路作業。

問：因社會進步或人民意識抬頭，現在工程

建設面臨的環境比以往日趨困難，不

管是環境、古蹟及生態保護或是住民

協調都必須逐一克服，局長對於未來

的土木人、青年工程司的發展有何期

待與建議？

答：廣諮博採、妥善溝通—多元的意見無法

避免，藉由不斷的溝通與協調整合出共識的方

案。

　　公路建設多尋求「經濟發展」、「環境永

續」與「社會公義」三大目標間之平衡，而這

三大原則背後都有著關心或者切身有關的群眾

及民意代表，在現今多元的社會環境下，每個

人或團體都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不同族群的

意見不盡相同甚至是對立的，但站在政府的立

場基本上都必需去傾聽與瞭解，同時為了政策

目標進一步去溝通和協調，在大原則不變的情

形下，綜合各方的意見求同存異，逐步推動完

成各項建設。

　　換言之，現在的公路建設不是硬梆梆的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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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規劃、環境評估作業都是提前兩、三年甚

至更早就開始進行；工程推動的政策目標很明

確就是「一條安全回家的路」(蘇花改)、「連

結淡水河兩岸生活圈，疏解交通瓶頸」(淡江

大橋)，但期間所遇到最大的難題是如何消弭

民間團體對於工程建設所造成環境、生態、文

史破壞的疑慮，以及主管機關對於各項環境保

護和文史保存的相關規定要求。因此我們的思

維是「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如何平衡的

問題，同也必須兼顧到「社會公義」，所以我

們進行無數次的對外溝通協調，包括協商會

(正式、非正式)、說明會、公聽會，將各方面

的意見彙整在內部召開大大小小的工作會、研

商會等，將推動的策略及方式進行修正調整後

再次和外界溝通。而參與的人上至部長下到業

務承辦同仁，打的是團體戰，最後在絕大多數

人的共識下將兩大重大工程建設逐步地推展，

而且即便是在施工階段及未來完工營運階段也

都將秉持前面的作法繼續辦理。

問：對於公路永續設計、施工的概念，局

長有何期許，未來怎樣的推動方案？

蘇花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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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公路建設以永續發展及環境保護為基本規

劃原則

　　行政院於99年2月22日核定「國土空間

發展策略計畫」，作為各部門施政在空間面

向的最高政策指導綱領，因應該計畫以三生

(生產、生活、生態)為整體國土發展之架構，

其特色為「生產」著重於「快速」(快)，「生

活」著重於「悠閒」(慢)，「生態」係著重於

「寧靜」(止)，未來公路建設將融入生產、生

活、生態發展觀念，並考量國土保育、綠色運

輸與產經發展等3個層面，以符合永續發展與

節能減碳目標。

未來公路系統規劃之展望

■ 國土保育與公路建設

　　依據「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發展目標

與構想，對於位在「中央山脈保育軸」、「東

部優質生活產業軸」、「山坡地及山區」及

「沿海及河口地區」範圍之公路建設規劃，將

加強納入國土保育理念，在環境敏感地區之公

路將以強化安全維護與管理取代新闢或拓寬之

手法，作為上位政策與指導方針。

■ 綠色運輸與公路建設

　　「永續運輸」係指在環境保護、經濟發展

和社會公平之基礎上，進行全面性的運輸系統

規劃與發展；而「綠色運輸」則為永續運輸之

一環，以環境保護為主要考量，主張對環境友

善、低污染的運輸方式；綠色運輸系統具有溫

室氣體減量、使用能源密集度及污染密度低等

特性，相對公路建設，包括步行、自行車與公

共運具等3類綠色運具，著重於創

造適合行人、自行車與公共運輸的

整體公路運輸環境，並藉以達到節

能減碳效果。

■ 產經發展與公路建設

　　公路建設係國家基礎建設，可及性最高，

現有產經活動及陸路貨物運輸大致仍以公路系

統為主，為創造理想產業經濟發展環境，未來

公路建設應配合產經發展需求，將各類型重要

開發計畫，納入(運輸需求)模式預測基礎情境

進行整合規劃考量，以期減少壅塞，縮短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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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透過全生命週期管理的概念，建立因

地制宜、符合成本效益的風險管理模式，以預

防減緩的手段（採取技術性與組織性的措施、

強化相關的教育訓練）、介入及反應的方法

（採取有效性措施、針對突發事件與危機的管

理）、恢復既有功能（復建、從事風險轉移）

等機制，由以往被動的搶災模式，轉變為前瞻

性風險管理，達到風險減少與災害管理目標。

三、落實「碳足跡」估算，推動台9線蘇花

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碳足跡盤查與規劃計

畫，作為國內第一項示範工程

　　伴隨國際碳管理趨勢，我國環境保護署現

階段也逐漸由組織型碳盤查轉而開始重視並推

動碳足跡盤查，但目前的對象主要是以消費性

產品為主，如食品、家電用品等，並未對開發

行為(如公共工程)訂定相應的管理程序，至今

國內亦無工程碳排放量盤查之執行經驗。

　　為因應政府推動低碳公共工程的政策，基

於交通部運研所100年度「交通運輸工程碳排

放量推估模式建立與效益分析之研究」計畫所

發展之工程碳排放量評估架構，本局擬定辦理

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碳足跡盤查

與規劃計畫。最後綜合本計畫推動碳足跡盤查

之意義及可能影響的層面進行多面向分析，提

出本試驗性計畫的合理執行範圍與預期成果，

時間，增加物流品質及速度，並提高貨物競爭

力及時間價值及整體公路系統機動性。

二、面對極端氣候快速變遷，公路建設以全生

命週期整體發展思考及管養模式，並循序穩健

施作，維持良好工程品質，並提升公路設施安

全性，強化公路管養業務。

　　生命週期為一種產品從原物料開始，至

最終處置的期間。就工程而言為整個分析投

資期間的時間，即設施出生到拆除重建的時

間。生命週期可分為規劃（Planning）、設

計（Design）、施工（Construction）、維護

（Maintenance）等 4個階段。

　　早期於規劃、設計階段大多僅以施工成本

或施工簡易性為最佳方案選擇之考量，未能將

規劃設計之考慮重點延伸至維護成本，而僅考

慮規劃、設計、施工 3 個階段所產生之最佳經

濟方案，卻可能造成後續維護不易或維護成本

增加的情況。

　　現有公路建設計畫，皆係考量整體生命週

期，於規劃、設計階段，除施工之工期、成本

與技術可行性外，對未來營運階段之防救災、

交通管理、維護效率及維護成本一併考慮，而

能符合最大生命週期成本效益之目標，達到真

正經濟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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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計畫成為國內第一個啟動道路工程碳足跡

盤查的試驗性計畫，其實質意義在於順應國際

規範與國內政策發展趨勢、了解蘇花改工程碳

排放量，並於分年盤查過程中逐年檢討並落實

減碳措施，展現蘇花改工程節能減碳之積極作

為、提升整體環境友善形象。此外，本計畫產

出的道路碳足跡盤查結果，將是對於我國道路

工程碳足跡具有代表性的調查結果，除可作為

其他道路工程碳足跡盤查與碳管理的示範計

畫，其內容所產出之數據資料更可補充、增強

我國道路工程碳排放量推估模式，對於未來道

路工程碳排放量推估有更為長遠的貢獻。

問：局長對於我國交通公路建設之未來發

展，有何期許及願景？

答：

一、公路建設攸關國計民生至鉅，為國土空

作為後續順利執行完成本計畫、達成既定目標

之基礎。

■第一階段：於招標公告前，完成承

包商配合蘇花改工程碳足跡盤查之應

配合事項規劃，並據以擬訂契約條款

及配合款項，作為蘇花改各新建工程

採購招標公告之內容。

■第二階段：於前述新建工程決標、

開工前，完成蘇花改工程碳足跡盤查

計畫，包括各級組織配合的機制與程序，以及

相關表單的設計。

■第三階段：於新建工程開工、施工過程之

初，首先辦理起始會議，邀集主管機關、監造

單位及承包商主管共同與會，說明碳足跡盤查

機制、各級機關的權責範圍及後續推動流程，

作為實際推動碳足跡盤查的基礎。而後視包商

分包複雜程度辦理至少一次教育訓練，協助承

包商(營造單位)向下包廠商說明碳足跡盤查配

合事項及資料蒐集與填報方式，而後則逐期、

逐年進行階段性盤查資料彙整、查核，再分年

委請查驗單位進行初步結果預審，以利於工程

完工後於最短時間提出碳足跡查證申請，經查

驗單位審查通過後取得查驗證書。

　　上述推動將使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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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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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行環境，形成城鎮及社區的悠遊網絡，營

造整體慢活與優質生活的氛圍。

二、「幸福公路的連結者」 — 本局未來三年

最重要的交通建設包括：

■ 推動並完成「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

善計畫」、「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

畫」以增進東部地區聯外公路系統之安全性、

穩定性與可靠度品質提升部分。

■ 「西濱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東西向

快速公路健全路網改善計畫」，以健全更完善

之快速公路網；另加速推動「淡江大橋及其連

絡道路新建工程」，擴大快速公路服務範圍，

並可配合景觀、觀光及遊憩活動，使其成為北

部地區新地標。

■ 持續辦理「省道改善計畫」、「台2丙線興

建及改善計畫」及配合相關河川流域治理計畫

改建省道橋梁，以改善省道公路瓶頸路段、完

整路網及提昇其使用效率。

間發展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因此，台灣地區幾

乎可謂每10年進行一整體性、大規模的公路系

統設施普查，而本局去(102)年2月間已完成最

新之「台灣地區公路整體規劃」，除滿足多層

次運輸功能為目標外，並視區域環境特性與未

來發展需求審慎評估，訂定完善的公路建設計

畫。未來發展目標如下：

■ 西部地區公路發展目標，應著重於路網完

整、瓶頸改善及提昇使用效率：在歷經數十年

努力，目前西部地區高、快速公路路網已逐漸

完備，未來將加強高、快速公路系統整合，包

括排除國道系統現存瓶頸路段、完整串連西濱

快速公路作為貨物運輸主要公路及國道替代道

路、逐步推動未完成之東西向快速公路形成棋

盤式快速公路網。

■ 東部地區公路發展目標，強化聯外公路系

統應提升安全性與可靠性：未來東部地區除應

著重公路系統瓶頸改善外，考量其受到環境限

制，在區域永續與觀光發展的願景目標下，

其公路建設思維應有別於西部地區，以地景保

護為基本原則，並維護居民交通需求及居住環

境，針對蘇花公路及南迴公路等東部地區聯外

公路系統進行必要之改善，以增進其安全性、

穩定性與可靠度；另以慢活為觀光發展定位的

東部地區，各地區具有不同的特色與景觀，則

以自行車路網加以串聯，並配合建構舒適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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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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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感謝趙局長在百忙之餘接受專訪，和我們

分享豐富的經歷與未來的期許。現今工程建設

面臨的環境不同以往，更多的課題不時地考驗

著我們工程從業人員之應變能力，然而藉由本

次的訪談，吾輩當可從中汲取養分，獲取面對

未來挑戰的力量。

　　「公路」乃國之動脈，「公路總局」便為

心臟，趙局長擘劃宏圖與願景，帶領著自許為

「幸福公路的連結者」的團隊，可想見的是，

公路總局即將為台灣預備好向前衝刺的康莊大

道！

■ 補助縣(市)政府辦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

建設計畫(公路系統)」，以健全生活圈道路路

網，提升其服務功能。

■ 積極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以期

達到公路公共運輸載客量每年成長5%、105年

公共運輸使用率達18%之目標。

三、配合上位政策，打造「環境永續」、「社

會公義」與「經濟發展」的優質生活環境，進

一步推動便捷生活、基礎建設、帶動觀光等全

方位交通建設，讓生活在台灣的民眾能感受到

幸福的公路交通。

(左1)許玉明副理  (左2)周允文專案協理  (左3)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3)趙興華局長  (右2)吳文嘉協理  (右1)楊世琛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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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   

蕭丁訓
談 臺灣港埠之建設

與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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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如何採取有效的創新管理策略以因應

多變的國際港埠競爭環境，突破臺灣

港口穩健發展的瓶頸，是一個緊要而

迫切的問題，可否請董事長先談談臺

灣港埠經營面臨哪些的挑戰？

答：目前臺灣港埠經營面臨的挑戰可以分成

內、外兩個部分；在外部問題方面，因應國際

船舶大型化趨勢，形成樞紐港地位與硬體設施

之擴充競爭，大型船隻僅可停靠深水港，再加

上全球航運市場航商聯盟，使全球航線面臨軸

心化趨勢，迫使臺灣面臨被邊緣化之挑戰。另

外則是兩岸雖開放直航，惟行駛兩岸航線仍有

侷限，使經營彈性受限。

　　在內部的問題方面，包括了深水碼頭不足

及腹地太小，應更加積極規劃擴充硬體設施，

因應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擴大自由貿易港區

面積與興建倉儲設施與招商，隨著兩岸快捷客

貨業務興起，研擬港埠設施與海關之相關檢疫

與通關等配套措施。隨著航港體制改革，港務

公司成立後，原各港務局轉調人員大量退離，

造成港務公司人才斷層危機，因此組織變革後

之人力移轉與人力資源規劃，以培養優秀港務

人才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壹、前言

　　蕭丁訓董事長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系商學博士，民國59年經建特考乙等企業管理

人員工商管理組及格取得公務人員資格，自此投入臺灣港務的服務工作，歷經基隆港務局倉庫

管理員、基隆港務局機具所主任、基隆港務局資訊室主任、基隆港務局業務組組長、臺中港務

局主任秘書、臺中港務局港務長、臺中港務局副局長、花蓮港務局局長、基隆港務局局長及高

雄港務局局長等職務。從基層歷練起，使得蕭董事長成為一個能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全方

位港務經營與港埠建設推動的舵手。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1年3月1日正式成立，迄今已經有兩年餘了，蕭丁訓博士是

首任董事長，本期刊很榮幸訪問蕭董事長。在本期專輯特別請蕭董事長從我們現今面臨的港務

發展挑戰談臺灣港務經營發展的策略以及願景，以下是訪談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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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港貨櫃量與旅客人數在去(102)年都

開出紅盤，以九九四萬TEU成績，成為千萬

TEU大港指日可待，期許高雄港能夠衝破一○

一○萬TEU大關，如此應該可保住第十三大港

口排名。

　　在「搶攻自貿」部分，因應政府積極規劃

「自由經濟示範區」之動力下，高雄港已成功

推行成為LME 遞交港，將可為未來經濟產生實

質助力，甚至作為搭配宣傳臺灣特色產業之外

交工具，增進臺灣與國際間之溝通及互動，搭

配港務公司現正籌備設立之國際物流子公司營

運計畫，未來可運用自貿港區之優勢，回饋予

高雄港更多運量，建立循環互長之永續關係。

並透過建置關港貿資訊系統單一窗口系統，提

供航港資源整合、資訊加值與客製化服務，推

動自貿港區升級，創造自由經濟，智慧運籌之

無縫接軌新環境。

　　在「發展都會港岸」部分，目前臺灣四

大港口皆具備容納大型船舶及旅客之條件，未

來除了持續推動基隆港及高雄港成為郵輪母港

外，臺中港及花蓮港亦有完善港埠資源可供大

型郵輪泊靠，適合發展環島郵輪航線，因此，

港務公司將持續以港群概念統籌規劃各港之觀

光發展，與地方觀光遊憩資源相結合，開發水

岸遊憩與觀光，並透過積極行銷推廣旅運業

務，提升臺灣港埠整體客運服務品質。

　　

問：董事長對於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未

來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有何策略目標與

想法？

答：臺灣位於越太平洋航線與亞歐航線的交會

點，也是東亞地區主要的貿易與轉運中心，這

個絕佳的地理優勢，讓臺灣港口不僅成為東亞

經貿活動的門戶，更是全球前往中國與東亞經

商的跳板。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就

是要發揮臺灣港口的既有優勢，將其建設成為

符合航運與都市發展需要，且具資訊化、自動

化與符合綠色運輸的現代化商港，港務公司未

來經營策略可分為四大目標，分別為「強化本

業」、「搶攻自貿」、「發展都會港岸」，與

「優化人力」。

　　在「強化本業」部分，除了統籌各港商

港設施及聯外道路新建、整建工程計畫外，透

過辦理各項行銷獎勵方案，並參與各項招商活

動，吸引國內外業者來港投資，另一方面，推

行「公共貨櫃碼頭服務方案」提升原有自營碼

頭營運能力及績效，並提升公用碼頭服務，吸

引航商轉口貨櫃來臺，促使港口營運成長。此

外，配合政府「推動綠運輸，改善環境品質，

善盡世界公民責任」政策，進行港口及船舶各

項交通污染物減量研究，以打造綠色港口。藉

由港勤子公司之成立，整合各港港勤拖船船隊

以提升港勤服務品質，推動核心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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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優化人力」部分，因應未來各項業

務發展涉及人力、組織、法令規章與資源整合

等層面，港務公司將持續進行人力結構重組、

組織變革、建立人才培訓機制，並協調相關

部會修改法令，儲備人才板凳深度，優化人力

素質，打造公司內部與各港之垂直與水平整合

溝通平台，落實「對內協調分工，對外統合競

爭」之精神。

　　未來，港務公司將以臺灣港口為核心，以

船為橋梁，港港相連，區區連動，並持續學習

國外標竿港口之發展經驗以及國際性港埠集團

之經營模式，提升臺灣港群多角化經營能力，

開發、開展、開創多元化業務，挑戰逆境，創

造價值，將臺灣之經濟腹地延伸至大陸、東南

亞、東北亞地區，最終到全世界，達成港務公

司「以創新為核心，走向世界，成為全球卓越

港埠經營集團」之願景。

問：董事長對於臺灣港務客運、貨運發展

與未來方向以及如何走出去參與國際

化的競爭有怎樣的想法？

答：臺灣在東南亞及東北亞的中心，所以有機

會成為郵輪中心，策略上要跟大陸連結，大家

都知道有陸上的黑貓，也就是快遞，未來港務

公司要做海上的黑貓，透過海運，臺灣的農、

漁、牧及3C產品，五個鐘頭可以到達福州的

平壇，四天可以到達上海，從上海進去再沿著

長江流域，流經上海、江蘇、安徽、江西、湖

南、湖北、重慶、四川、雲南、青海、西藏等

11個省級行政區，沿途居住有中國百分之三十

人口，其腹地遼闊商機無限。

　　港務公司將逐漸透過資產開發、入股轉

投資、策略聯盟等方式走出去參與國際化的競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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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以前較被動，現在則是要主動積極地跟著

時代的腳步、與時俱進走出去，尋求業務範

圍的多角化經營。主要包括：國際物流相關業

務、由港埠業務水平延伸之郵輪碼頭、娛樂購

物等新業務，以及走向國際港埠經營管理的地

區多角化等，希望藉此提高非核心業務收入比

重。不管是從商流、物流、金流及資訊流，我

們都要做，要做一條龍的服務。

　　為強化港區土地及既有設施的利用，以吸

引國內外觀光旅客及國際級產業進駐，充分發

揮港區土地效益，推展各港客運及觀光遊憩機

能，掌握觀光旅遊商機，港務公司投入各項旅

運碼頭設施之興建及更新，基隆港新海港大樓

投資經費為新台幣62.39 億元，預計於106年6 

月完工啟用，而高雄港港埠旅運大樓部分則投

入新台幣43.86 億元興建，亦將於106年6月完

工啟用，臺中港18 號碼頭新建工程則將於105 

年完工啟用，持續興建旅運設施、推廣旅運業

務，尋求合作契機是短期策略。在長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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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都想，那就會什麼都做不到，如孔明借東

風、草船借箭，各港都要知道自己港域的特

色，各港分工發揮優勢，創造價值。例如高雄

港為我國第一大港，波蘭格但斯克港港務管理

公司副董事長Marek Pietruszewski曾經來訪高

雄港，看到我們高雄港擁有各項先進的設備與

設施非常的驚奇，這表示我們還是持續地在進

步，高雄港也與格但斯克港（Gdask）簽訂姊

妹港締盟書，締盟書之主要內容為：高雄港與

格但斯克港共同為促進雙方瞭解與友誼及拓展

兩港貿易，建立長久友好關係，此項締盟將促

進兩港彼此間營運業務拓展及港埠管理與技術

交流；同時亦將加強中華民國與波蘭的傳統友

誼，在相互合作及敦睦友好基礎上共同努力，

增進兩港繁榮與發展。

問：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對於郵輪產業

的發展想法？

答：隨著亞洲經濟起飛，旅遊需求成倍數成

長，例如上海郵輪產業近幾年快速成長，越來

越多國際郵輪公司以上海吳淞港為母港，吳淞

港明年有望取代新加坡，成為亞洲第一大郵輪

母港。

　　在103年6月16日港務公司與美國加勒比

海皇家郵輪，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設立公

將朝向策略聯盟及產業資源整合邁進，與兩岸

三地、國際港埠及郵輪業者共同開創打造國際

郵輪經濟圈共創商機。

問：臺灣各港間將來彼此要如何的分工，創

造價值？

答：過去花蓮、基隆、台中及高雄四個港各管

各的，有些工作互相競爭左手打右手，公司成

立迄今2年4個月，前兩年談的、做的都是內部

整合，四個港要整合成一個公司，不管在資源

分配、組織制度、管理規章上不能再像以前，

一個公司四個制度，要進行盤整讓公司成為一

個完整的個體，可以一致對外。

　　政府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設置六海一空

一農業生技園區（基隆港、臺北港、臺中港、

高雄港、蘇澳港、安平港、桃園航空自由貿易

港區以及農業生技園區）八個實體園區，計畫

以法規鬆綁為主，租稅優惠為輔，鬆綁臺灣與

國際之間的貨物、人才、資金流通，並以智慧

物流、國際健康、農業加值、金融服務及教育

創新五大「示範事業」為重點，全面釋放臺灣

經濟活力，臺灣港務公司各港的發展將配合政

府的政策，積極活絡我國的經濟。

　　此外各港在業務發展上不能什麼都要、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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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投資新台幣10億元共同建設RCCL澎湖金龍

頭郵輪碼頭，我方持股49％，並於9月正式簽

約，預計105年4月完工啟用。這項合作，雙

方歷經五、六次談判，規劃將碼頭長度從200

多米擴建到600多米，水深從7.5米浚深到10.5

米，屆時皇家加勒比海可載客4千餘人的22萬

噸最大型郵輪，將可直接停靠澎湖，使澎湖成

為東方夏威夷，這是港務公司決心一定要推動

成功的計畫。

後記

　　此次的專訪，承蒙蕭丁訓董事長百忙之中

撥冗接受我們的專訪，我們非常由衷的感謝，

從其言談，我們知道因為有像蕭董事長這樣的

堅毅與睿智的舵手，臺灣港務建設正向世界級

的目標邁進，找到自己的定位，展現前所未有

的競爭力，迎向未來。

(左1)彭國源經理  (左2)周允文專案協理  (左3)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3)阮振興資深協理  (右2)蔡同宏計畫經理  (右1)陳懿佐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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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高雄港務分公司副總經理   

鍾英鳳
談 高雄港埠之建設與

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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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副總經理是在什麼機緣下進入高雄港

務局為民服務？

答：學校畢業後，基於地緣關係，並考量可以

就近照料雙親之家庭因素下，經高普考考試選

擇至當時高雄港務局服務。自基層工程監工開

始歷經監工、設計、規劃、營運管理等業務，

並歷任高雄港務局繪圖員、工務員、幫工程

司、副工程司、正工程司、設計科長、規劃科

長等職務，其後轉為推動工程實務之港工處副

處長、工務組組長、總工程司，迄至101年3月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掛牌成立，擔任助

理副總經理並兼任高雄港務分公司副總經理。

職務生涯至目前為止，在港務局服務已近30

年。目前正積極推動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

第二期工程、南星計畫、旅運服務中心、港區

碼頭改建…等，同時也協助擘劃臺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與世界知名美國皇家加勒比海郵輪集

團共同投資建設澎湖郵輪碼頭及週邊水岸旅遊

設施開發計畫。

問：副總從事港務服務期間推動那些重要

的建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是什麼？

答：我在港務局服務期間經歷較重大之工程計

畫包括高雄港第四、第五、洲際貨櫃中心一、

二期計畫、第二、三、四貨櫃碼頭改建加深、

安平港商港區第一期工程計畫、南星土地開發

計畫、高雄港埠旅運中心及高雄港聯外高架道

路等計畫，尤其是安平港商港區第一期工程計

畫為自規劃設計階段迄至完成興建營運均完整

參與。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94年擔任規劃

科長，所推動之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該

計畫於規劃階段，面臨民眾及各方對於選線、

工址、高架及地下等方案，經過多次之協調溝

通。其中涉及民眾拆屋還地更是面臨各方種種

之質疑，包括在高雄港務局辦公處所面對數百

抗議民眾前接下民眾陳情書最為記憶深刻，也

學習到許多的觀念。

壹、前言

　　鍾英鳳副總經理為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所碩士，民國73年即投入臺灣港務服

務工作，從基層歷練起，具有豐富港灣工程專業資歷與管理長才，多年來協助擘劃高雄港之港

埠相關建設，建樹卓著，其優越之工作表現，獲得各級長官肯定，實為大家學習的模範。本期

刊很榮幸訪問到鍾副總經理，和我們一起分享高雄港的發展、轉型，以及相關港務經營理念與

願景，以下是訪談的概要。

貳、訪談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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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結合旅運及辦公空間，以國際競圖之方式

辦理高雄港埠旅運中心興建工程。接下來為提

昇高雄港之競爭力，正推動高雄港洲際貨櫃中

心計畫、南星土地開發計畫、物流倉庫之興

建…等，預計於5年內政府將投資高達新台幣

400億元以上建設高雄港，這是高雄港前所未

有大規模之投資興建階段，目前各項計畫也正

順利推動中。

問：副總對於目前時興的永續發展與綠色

港灣概念，高雄港的相關發展策略與

因應作為？

　　我學習到政府推動各項工程計畫時，並不

可能滿足各方之訴求，唯有以維護廣大公眾利

益前提下，試圖瞭解陳情抗議民眾訴求，並經

仔細評估及溝通後予以堅定明確之回覆，達到

政府施政通達民意需求之雙贏的目的。最忌諱

聽取單方面之意見而修改規劃。同時從這個事

件也更加深刻體認到，任何計畫必須於規劃階

段詳細調查及多方協調溝通，並實際了解民意

之需求，如此施工階段的阻力也就相對可減少

許多。高港高架道路計畫經過8年之努力，現

在土地問題獲得解決，道路工程也順利地推動

中。

問：在副總服務期間有哪些工作，是副總

認為最具意義的成就？

答：在台南安平港第一期工程計畫設計階段，

導入減廢、資源再利用、儘量使用現有材料

之觀念下，以原消波塊、廢混凝土塊、浚填平

衡，並與工業局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協調等符合

節能環保概念進行工程設計及施工。 貴公司

負責本案規劃設計時也配合落實此一理念，節

省了將近30~40億元工程經費。碼頭改建方面

基於工法之創新，於第二貨櫃中心引入統包之

觀念，進行碼頭12公尺水深改建為14.5公尺。

另外在配合高雄港轉型及型塑高雄港地標之觀

林明華副總經理                                                                                                                                                                                      鍾英鳳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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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百年公司世間少有，如何永續經營為目前

公司最重要之課題。隨著永續發展與綠色港灣

概念逐漸受到關注，高雄港不僅需在經營方面

要求永續，同時也要在環境永續中更為努力。

以前港埠是關在圍牆，給民眾之觀感是距離、

隔閡。現在高雄港對於永續及綠色港灣積極推

動中，分別就旅運、貨運、港口環境及城市/

社區發展等4大構面進行。諸如推動舊港區開

發成親水商業區、綠化港區、船舶進港減速、

換油，碼頭設置岸電設備，櫃場裝卸機具油改

電，獎勵汰換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裝卸及

運輸機具等措施，推動污水系統及便捷之交通

網，並配合政府「推動綠運輸，改善環境品

質，善盡世界公民責任」政策，進行港口及船

舶各項交通污染物減量研究，等打造綠色港口

等許多全面性之方案，以達成綠色環保、節能

減碳及永續發展的目標。在洲際二期計畫工程

於規劃設計階段，我們已經導入這樣的綠色環

保與永續發展概念，也特別規劃10%用地設置

「綠帶」。希望透過推動綠色港灣的成功經驗

與成果，行銷國際舞台增加能見度，並展示高

雄港營運理念與永續價值，吸引全球對於環保

及永續具有相同價值理念的企業一同合作。

林明華副總經理                                                                                                                                                                                      鍾英鳳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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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副總對於高雄港如果要成為亞太地區

貨櫃運輸之樞紐港，我們還要再作那

些努力，需要整合那些資源才能達成

這個目標？

答：要成為樞紐港有其先天及後天之條件，先

天之條件包括地理位置、區域經濟，後天包括

港埠設施、經營與服務。高雄港先天地理位置

優越，但近幾來來貨物裝卸量成長不如預期。

雖是鄰近港口興起及中國大陸磁吸效應外，國

內產業外移導致進出口貨量之成長不大，致競

爭力不如以往。所以要成為樞紐港除了推動高

雄港各項硬體建設外，亦需積極提昇如資訊、

行銷及服務等軟體方面。如配合政府所推動之

「自由經濟示範區」，以前店後廠之觀念來增

加臺灣產業之生產量，同時搭配高雄港已成為

LME 遞交港，發展相關物流產業；推行「公用

貨櫃碼頭方案」提升營運能力及績效，並提升

公用碼頭服務項目，吸引航商轉口貨櫃來臺，

促使港口營運成長等。目前本公司現正籌備設

立國際物流子公司，未來可運用自貿港區優

勢，來進行產業加值及物流並回饋高雄港更多

運量，建立循環互長之永續關係。此外，透過

建置關港貿資訊單一窗口系統，提供航港資源

整合、資訊加值與客製化服務，推動自貿港區

升級，創造自由經濟、智慧運籌之無縫接軌新

環境，可讓高雄港朝向亞太地區貨櫃運輸樞紐

港的目標更往前邁進一步。更重要的是參與各

項招商活動，吸引國內外業者來港投資。

問：副總長期服務於港務公司，身膺高雄

港重要港務推動角色，對於未來高雄

港轉型與再造推動工作，有何期許？

答：任何工程建設應該走在業務需求前，不能

等有需求再去建設，如此將喪失競爭之先機；

所以工程建設要前瞻性之業務規劃及工程規劃

為依據，並以創造需求之角度來看，才能讓港

埠發展永續經營並更具前瞻性。對於航商而

言，樞紐港之選擇有許多考量因素，其中，港

埠之軟硬體設施（包括航道水域、水深、後線

作業空間等硬體，及資訊、金融、物流等多元

性之軟體服務），將成為航商評估泊靠港埠首

要基本條件。面臨國際船舶大型化趨勢，高雄

港深水碼頭與腹地不足，更應及早積極規劃硬

體設施擴充，以待後續業務服務機會。目前高

雄港後續的工程建設願景已經規劃至2040年，

我們希望以更前瞻性的眼光，持續投資建設高

雄港埠設施，並永續經營發展。

　　再者，綠色港口或生態港(EcoPort)已成為

全球港口轉型的指標，世界上許多高吞吐量

港口已通過歐洲海港組織(ESPO)生態港口的認

證，如阿姆斯特丹港、倫敦港、斯德哥爾摩

港、奧斯陸港等66個港口，高雄港為我國首

先完成歐洲海港組織生態港口第一階段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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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公司成立後，原港務局轉調人員大量離退，

人力青黃不接，相關經驗傳承無法有效落實，

造成許多業務無法順利推動。因此除引進新進

人員外，將以工作圈及師徒制之方式將資深員

工之專業及經驗傳承給新進從業人員。另為因

應公司多元化與國際化發展理念，相關工務行

政及管理將朝向E化、資訊化方面發展。

　　要走國際化，必須有外資之投入，因此如

何吸引外資投資高雄港，增加高雄港腹地之深

度及廣度，是目前當務之急。所以行銷經營相

關領域人才也是公司目前積極招募的對象，為

公司相關業務拓展之先鋒準備。

問：對於未來年輕的工程師，副總有怎樣

的勉勵與期許？

答：現在年輕朋友接受新資訊來源變得多元也

豐富，但發現很多年輕朋友常是「宅男宅女」

熱衷於電腦網路遊戲，或是當個”低頭族”，

一機在手，沉湎其上。所接收的多是一些短訊

淺談輿論，或是花費很多時間在網路上交談聊

天，鮮少有機會沉穩下來，閱讀吸收具建設性

的知識，並去思考問題與解決方法。所以年輕

工程師應該「多讀」、「多看」、「多想」。

其實「多讀」是養成自己的一個好方法，透

過閱讀，廣博涉獵各領域之學問與經驗，可以

未來除積極搶先成為亞太地區第一個生態港口

外，亦盼望以綠色港群之概念，帶動臺灣整體

港口之永續發展。

　　「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為臺灣邁向自

由經濟之重要契機與前導，高港公司將配合自

由經濟示範區政策與階段性作法，以「前店後

廠」概念，透過港口自貿及區外工廠之地方產

業鏈結，形成產業聚落，促進倉儲物流與發

展。此外，擴大自由貿易港區面積與興建倉儲

設施亦是刻不容緩。因此，如何推廣自貿港區

利基並招商相關產業進駐港區，也是高港公司

後續提升營運績效之重要任務。

　　隨著兩岸快捷客貨業務興起，港埠設施

必須配合因應兩岸開放三通、觀光旅遊及簽

訂ECFA 後，民眾及企業遞送民生物品需求殷

切，小額貿易市場逐漸發展，運用客貨兩用船

之機動特性，興起兩岸快捷客貨業務發展，達

到「人通、貨通、物流通」之兩岸產業對接成

果。因應兩岸快捷客貨業務興起，並配合政府

推行「綠色快捷通道」政策，目前是以台南安

平港作為兩岸農特產品鏈結之首要推行港口，

除需強化相關港埠設施外，其與海關相關檢疫

及通關等配套措施亦將配合調整。

　　另外，人力資源是公司最大資產也是經營

成長的動力來源，因應航港體制組織變革，港



1
人
物
專
訪

No.104│October, 2014 │35

讓自己較有機會去深入了解問題。「多看」，

藉由參觀不同之工程來瞭解各項工程精華及奧

妙之處，取得規劃、設計及施工之精髓。在讀

與看之後，必須思考所讀所看有無可供借鏡之

處、改善之處、有無可用於本身、公司或國家

社會之處；並應勇於提出問題，藉以培養思考

與分析的能力。年輕工程師不要怕吃苦，要勇

於接受挑戰，走出室外，多去看看一些工程的

興建歷程，從中了解規劃設計與施工的得失，

並養成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技能，提升自信

心。另外，也建議年輕朋友在自我成長之餘，

更要以積極樂觀心態處世，抱持「凡事盡其在

我，無愧於心」之觀念，不必過分看重職位與

報酬，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價值與視界。

後記

　　感謝鍾副總經理在公忙之餘接受專訪，暢

談高雄港的服務理念與目標，以及對高雄港未

來建設的藍圖及願景。

　　這次的專訪我們充分感受到鍾副總經理對

於未來高雄港工程建設目標---前瞻、環保、永

續之期待與魄力，也獲得他多年來許多寶貴見

解與經驗傳知，瞭解鍾副總經理之高瞻遠矚擘

劃理念，其來有自。我們衷心期待，新的亞太

地區貨櫃運輸樞紐港-高雄港即將到來。

(左1)蔡同宏計畫經理  (左2)阮振興資深協理  (左3)鍾英鳳副總經理  (右3)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2)彭國源經理  (右1)陳懿佐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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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REPORTS

關鍵詞：陸上軌道工法、沉箱、台車、鋼製托盤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資深處長／王錦榮  1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副處長／羅勝方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經理／彭國源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計畫經理／蔡同宏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工務所主任／葉錦璋 5

港灣工程
沉箱陸上軌道工法
之施工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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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海堤、岸線碼頭興建一般多採用「浮船塢工法」製作沉箱，我國重要施政計畫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第二標岸線工程首次引進「陸上軌道工法」建

造並運載沉箱，實為港灣工程界一大創舉。本文旨在介紹陸上軌道工法沉箱製作場地規

劃、建置，以及沉箱製作與運輸作業流程，並以第二標工程為例，扼要說明陸上軌道工

法相關施工特性，期為後續相關工程建設之參酌。

港灣工程
沉箱陸上軌道工法
之施工實務

壹、前言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依開發區位

與執行期程之不同，區分為近程計畫及長程計

畫，其中近程計畫又分二期開發(詳圖1)。近程

計畫第一期工程目前已全數完工竣事；第二期

工程刻正積極展開。

洲際二期計畫將提供石化油品儲(轉)運中

心、貨櫃中心、散雜貨碼頭及物流中心等基礎

設施需求，並肩負提昇高雄港港埠競爭力及經

濟發展重要地位，預期可活化整合緊鄰高雄市

區港灣資源，將具高危險性石化碼頭及儲槽由

中島區搬遷至外港區，原舊港區土地將重新開

發成為親水遊憩區，促成港市再造，塑造具璀

璨風貌且多元價值的都會港灣，成為高雄港市

再造之新契機。

洲際二期計畫位於高雄港二港口南側，南

起南星近程計畫，北至二港口北防波堤以南，

東靠近高雄港洲際一期工程，西臨台灣海峽。

計畫主要內容包括外廓防波堤、岸線、浚挖回

填、港勤船渠、區內及外環道路、附屬建築等

工程。其中又以外廓防波堤、岸線碼頭之沉箱

製作與拖放為計畫中最具特色及關鍵性之施工

要項。

本文謹就洲際二期計畫第二標工程陸上軌

道工法製作場規劃、建置，以及沉箱製作與運

輸作業等，逐一探討說明。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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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區域示意圖

圖2 洲際二期計畫第二標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表1 第二標沉箱規模數量一覽表

編號 尺寸(寬×長) 高度(m) 重量(Ton) 數量(座) 安放位置說明

CA01 19.0m×23.9m 21.5 6,817 94 S5碼頭端部、S6~S13碼頭

CA02 19.45m×21.45m 21.5 5,963 2 S5~S6及S7~S8碼頭轉角交接處

CA03 19.45m×21.95m 21.5 6,303 1 S13～S14碼頭轉角交接處

CA04 18.0m×23.9m 19.5 5,655 20 S14~S15碼頭

CA04A 18.0m×23.9m 19.5 5,658 47 S16~S19碼頭

CA05 18.45m×19.95m 19.5 4,706 1 S15與S16碼頭轉角交接處

CA06 20.45m×22.45m 19.5 5,569 1 S19碼頭與西護岸轉角處

CA07 15.0m×24.0m 16.5 3,939 17 西護岸

CA08 15.0m×23.85m 15.0 3,413 1 西護岸末端與西海堤交接處

CA09 18.95m×18.95m 14.5 3,062 2 S5碼頭端部與東護岸銜接段

CA10 15.0m×18.95m 9.5 1,592 1 S5碼頭端部與東護岸銜接段

總　計 187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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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便於有效量產沉箱且充分利用場地，亦可因

地制宜設置縱、橫向轉置軌道，利用台車轉運

沉箱，並配合臨時碼頭搭岸設施，將沉箱由陸

地運送至浮台船，再由浮台船進行沉箱出塢作

業並儲放。

參、陸上軌道工法規劃與配置

一、沉箱陸上軌道工法場地配置

軌道工法沉箱製作場地因應沉箱製作及運

輸需求，主要可分為沉箱製作區(配置橫向軌

道)、後線工料作業區及中央轉換區(配置縱向

軌道，含後線鋼製托盤避讓區)及臨時接駁碼頭

(含沉箱製作場前端止水冠牆、沉箱出運接駁

搭岸、擋水閘門及相關繫靠設施等)四個主要

部份。後線工料作業區須考量每一分區可完整

容納2座沉箱同時生產之鋼筋加工與模板暫置

空間。

鑒於陸上軌道工法沉箱接駁浮台船所處水

域需達靜穩要求，故本工程乃將二港口既有工

作船渠出口封堵，阻隔外海湧浪傳遞至船渠水

域，並敲除4座既有圓形沉箱，騰出沉箱拖放出

口航道，詳圖3。隨後再將原工作船渠東側岸壁

改建為臨時接駁碼頭(含沉箱製作場前緣止水冠

牆、擋水閘門、沉箱出運接駁搭岸及相關繫靠

設施等)及後續浮台船接駁沉箱之坐底區(約1.2m

厚卵石鋪設填地，長寬約為77m*60m)，接續

進行沉箱製作場縱橫兩向軌道梁及區域排水建

置，相關場地配置詳圖4，照片1為本工程沉箱

製作場地建置階段空拍即景。

二、場地基礎地質改良

第二標工程選用軌道工法製作場地為洲際

一期計畫浚填而成，原地層地質主要由細沙、

粉土質細沙、低塑性沙質粉土與粉土質粘土所

貳、沉箱製作工法擇定

洲際二期計畫岸線工程位於高雄港第二港

口南側水域，各項工程平面配置詳如圖2。

洲際二期計畫岸線工程主要為岸線碼頭建

置，沉箱數量多達187座，相關規模、型式詳表

1所示。

沉箱之製作常需考量(1)施工區域地形、

地質、水深狀況；(2)施工腹地規模，施工場地

是否有適宜碼頭及後線工料堆置場地；(3)工區

海象及交通聯外道路運輸；(4)施工設備及工程

規模等，從而選擇一套因地制宜，並可兼顧經

濟、安全、效率之製作工法。

常見沉箱製作工法計有(1)浮船塢工法或二

次加高工法(2)沉箱渠工法（沙灘工法）(3)抽砂

下水法(4)滑道下水工法 (5)氣囊工法(6)陸上軌

道工法等。目前以浮船塢工法最為普遍，然浮

船塢工法製作沉箱需完全仰賴浮台船機於海上

施工，而符合沉箱噸位之大型浮台船國內數量

有限，且施工作業深受海象影響，即如施工水

域未達靜穩需求將無法施作。有鑑於此，近年

來沉箱製作與運載已研發新式陸上軌道工法，

套用系統廠製化概念，使沉箱改於陸上製作，

降低浮台船機依賴性亦解決因海象不佳影響施

作之虞。更甚者，將可能遭遇天候影響之牆身

滑模階段，於陸上設置棚蓋遮蔽，降低天雨影

響施作及施工品質。

洲際二期計畫岸線工程CA01沉箱重達6,817

噸(94座)，施工當時國內、外大型浮台船不易

取得，考量承商自有工材(鋼管樁)可資用於「陸

上軌道工法」軌道區地改作業，且承商自有浮

台船(榮吉號)亦可用於沉箱海陸移駁作業，爰擇

定以「陸上軌道工法」製作並移駁沉箱。「陸

上軌道工法」主要係於陸地上構築數處軌道梁

場，配合推動台車及千斤頂設置運載沉箱。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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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沉箱施工場區整建示意圖

            圖4 陸上軌道工法場地配置示意圖 (單位：m)

組成，細料含量預估在10%~25%間，因填築新

生地土層具含水量高、SPT-N值低，屬短期沉

積軟弱土層，故後續進行工程開發時，在原地

層及回填土層本身預期將遭遇沉陷、承載力、

開挖穩定等問題。爰考量地層狀況、填土料源

性質、需改良深度及成效、施工成本、工期及

對周遭環境影響等，最後選定於沉箱製作基地

打設端口為開放式之鋼管樁(樁徑80cm，厚度

14mm)進行地質改良。沉箱製作場區範圍內計施

設348支25m長(橫向軌道區間距為2.75m，縱向

軌道區間距2.3m及2.28m(加密設置))鋼管樁進行

地質改良(Soil Improvement)，加固土層增

加其承載力、降低沉陷發生，且可避免因

不均勻沉陷，造成沉箱破壞或運送過程受

阻。

依據理論計算式推估樁端極限承載力

Qp=300NAp=2754KN= 275.4 t，茲參酌日

本土木學會及鋼管樁協會於樁承載力係以

載重試驗進行驗證【1, 2】，並推估相關經

驗法則(詳圖5、圖6)，略述如次：

當N(樁端地層SPT-N值)=(N1+N2，avg)/2=18

D(椿徑)=0.8 m

N1(樁端處SPT-N值)=19

L(樁長)=25 m

N2(樁端上端4D處SPT-N值)=17

Ap(樁端面積)=0.51 m2

N2，avg(樁端上端4D範圍內平均SPT-N值)=16.9

Navg(基樁入土全長之平均SPT-N值)=13.8

經 換 算 樁 等 值 貫 入 承 載 層 長 度

L=[5D(N1+N2)/2]/N2,avg=4.27m，樁貫入比(L/

D)=5.4，再將樁貫入比代入大口徑鋼管樁樁載重

試驗閉塞率成果【2】，求得閉塞率η(樁載重試

驗樁端荷重/300Nap)約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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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 陸上軌道工法場地即景

圖5 鋼管樁樁端為開放式之承載力貫入比

      換算示意圖【1】

圖6 大口徑鋼管樁樁載重試驗閉塞率

      成果示意圖【2】

實 務 上 推 估 樁 端 試 驗 極 限 承 載 力 為

Qp,test=η×300NAp，惟考量打樁施工品質及樁

材折舊，故該樁端極限承載力需再乘上一折減

係數α=0.95，故Qp,test=α×η×300NAp=0.95

×1.1×300×18×0.51=2877.9KN=287.8t，大於

理論計算值Qp(=275.4t)。

綜上，經參酌日本相關研究試驗實績推估

樁端承載力為287.8t，此與理論計算式所得樁端

承載力(275.4t)相當，故評估本工程鋼管樁樁端

承載力值確可達規劃設計需求。另再檢算場地

軌道梁下方鋼管樁承載力，已知QU (樁極限承

載力)= 300NAp+2NavgAs= 449t，茲參酌「港灣

構造物設計準則」建議摩擦樁常時FS=2.5，地震

時FS=2.0，可得樁容許承載力常時約為179.6t，

地震時225t。經結構程式分析檢算得知樁最大

反力約167t，小於樁容許承載力179.6t(常時)，

故得知鋼管樁之承載能力無虞。

三、臨時接駁碼頭規劃與建置

本工程臨時接駁碼頭建置乃採護岸結構形

式，以13m長(TYPE Ⅲ型)鋼板樁貫入海床面下

約7m(施工總縱長約150m)進行止水，並配合於

鋼板樁頂部下方1.4m處設置高耐索拉桿(間距

3m)及樁側型鋼圍梁等，將鋼板樁設施繫固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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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設之沉箱製作場地鋼管樁帽上，增加整體結

構穩定性。其後，再於鋼板樁面海陸兩側(臨海

水及面向場地兩側)水下架設模板、組立鋼筋，

並場鑄沉箱製作場前端「冠牆」結構，冠牆後

側再依序填充回填砂、鋪設70cm厚級配及30cm

厚點焊鋼絲網場鑄混凝土，詳圖7。

前述護岸結構主要功能為擋浪並穩固沉

箱製作區；而中央轉換區前端則設置臨時接駁

碼頭「搭岸」，搭岸結構配合縱向區軌道梁設

置，為縱向六道RC基座突牆(含兩側端牆)，並

於臨水側設計梯形凹槽造型，用以銜接浮台船

側處新增鋼製承座渡板，再於其上鋪設台車軌

道，以利沉箱平順荷載，運行接駁上浮台船。

另為利於浮台船平順接駁沉箱及船體臨泊定

位、安全穩定等需求，搭岸前方設置有一浮台

船坐底區，坐底區南側亦施設二處鋼管樁群與

碰墊設施，作為浮台船臨泊定位緩衝設施。搭

岸前緣處亦配置五處防撞鋼板，避免船體反覆

碰撞致搭岸RC面側受損，搭岸水平方向端部採

喇叭口漸變處理，用以減緩並消除浮台船靠岸

時之衝撞受力。此外，搭岸後方亦設置四處繫

纜曲柱等繫靠措施，俟浮台船近岸時，牽引船

纜繫固於其上，避免浮台船因水域

浪湧飄移晃動，詳圖8。

四、沉箱製作區規劃與建置

臨時接駁碼頭後方即為沉箱製

作及轉置區，以中央轉換區為界，

規劃左右兩側為沉箱製作區(橫向)，

每區可同時生產2座沉箱。配合本工

程各型沉箱規模及台車承載能量需

求，沉箱製作區規劃六道RC基座軌

道梁(寬1.5m，深0.9m，縱長26m)，

其上再鋪設兩列I型鋼軌及箝器，以

供軌道台車運行，詳圖9。

另外，為利沉箱製作時，相關

施工機具作業空間及所用資材〔鋼筋、內外(隔

艙)模板系統及附屬設施等〕加工及臨時組立之

堆存需求，沉箱製作區後方亦各配置乙處工料

用資暫置基地，後方並新設一列貨櫃組合屋統

籌收納相關施工五金，統稱為沉箱後線工料作

業區。

五、中央轉換區規劃與建置

中央轉換區主要為承接橫向軌道台車所運

送沉箱，轉置為縱向台車運載，並接駁登上浮

台船。配合本案各型沉箱規模及台車承載能量

需求，中央轉換區配合縱橫轉運需求，規劃橫

向六道RC，縱向五道方形棋盤狀RC基座軌道

(寬1.5m，深0.9m，縱長26m)，其上再鋪設＋字

型鋼軌及箝器，以供縱橫兩向軌道台車轉置運

行，詳圖9。

六、沉箱鋼製托盤

鑒於沉箱型式繁複，各艙室隔梁位置不

一，為求配置於六道軌道梁上之台車能均勻

承載沉箱荷重，本工程特別規劃4座鋼製托盤

圖7 臨時接駁碼頭冠牆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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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臨時接駁碼頭搭岸結構配置示意圖

圖9 沉箱運載縱橫向軌道配置示意圖

2.  容許撓度：L/360

3.   主梁跨距(懸空部分)L=150 cm  主梁間

隔=450/2=225 cm

4.  跨距面積=1.5×2.25=3.375 M2

5.  總荷重

=3.375×WP2=3.375×18,015=60,800 kg

6.  單位荷重ω=60,800/150=405 kg/cm

(24m*26m，ASTM A36材質)鋪設於台車上方，

將各型式沉箱荷重均配至軌道台車承載，同時

兼為沉箱製作之底模，詳圖10。

鋼製托盤在澆置區主梁受力分析如次：

1.   設計容許彎曲應力(長期)=0.6fy=1,500 

k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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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鋼製托盤結構配置與實體即景

7.  彎曲力矩

=wL2/8=405×1502/8=1,139,062 kg-cm

8.  主梁H250×250×9×14 檢核

H 2 5 0 × 2 5 0 × 9 × 1 4  斷 面 性 能 ：

IX=10,700 ZX=860 cm3

七、沉箱陸上軌道工法場地建置時程

本工程於2013年11月中旬開始進行沉箱

製作場前置作業（含整地、放樣、場區規劃及

材料進場等），並於11月底開始施打鋼管樁，

及至2014年4月初陸續完成製作場基礎地坪及

AB兩區沉箱製作區施作。臨時接駁碼頭各分項

工程及其附屬設備，如冠牆、臨時接駁碼頭搭

岸、沉箱後線工料作業區及場區排水照明設備

等，約於2014年6月底相繼完成。在沉箱製作場

建置期間，由於國內規劃陸上軌道工法建置實

務經驗略嫌不足，且本工程為國內首次引進新

工法(綜整參酌國外數個施工案例)，幸賴工程團

隊群策群力、積極研議工序調整與改良，終能

順利完成建置。總計第二標工程完成沉箱製作

場地設置約歷經7個月。照片2~3為軌道工法場

地製作流程及完工後即景。

八、軌道工法台車設備

第二標工程另一特色為採用軌道台車(含頂

昇千斤頂)載運沉箱結構，該台車系統亦已成功

應用於山東青島海灣大橋、福州莆田市湄州灣

東吳港，以及全世界最長跨海大橋-廣東中山港

珠澳大橋等工程。

軌道台車分為主動(自走式)及被動(佩掛式)

兩類，主動台車除配置油壓千斤頂系統(最大頂

昇高度10cm)外，亦有電動驅動輪轉設備，可讓

台車於負載沉箱情形下前行，達到移運目的。

被動台車則僅設置油壓千斤頂系統，佩掛於主

動台車後方，增加一列台車總體乘載能力。台

車運於負載下之行進速率約1.3m/min，空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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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 軌道工法場地製作流程

照片3 軌道工法完工即景

乘載能量需求，將若干個台車利用卡板定位串

聯，組成一列台車移運設備，增加負載沉箱能

力。台車驅動之相關輪轉及軸承設備採用特殊

材質及熱處裡技術，如雙面密封滾動軸承，阻

絕漏油耗能；鋼製輪轉齒輪自體產生油膜保

護，無需例行維養等。另外精細巧妙的機械及

動力結構組合設計，減少台車設備高度，降低

沉箱製作場及軌道梁基座高度，增加沉箱運載

整體結構系統之穩定性。

可達2.6m/min。本工程橫移台車計有6列(每列14

部，總計84部)，每列台車配置10部主動台車、

4部被動台車；縱移台車為5列(每列17部，總計

85部)，每列台車配置12部主動台車、5部被動

台車，每部台車所配備之油壓千斤頂實際最大

工作承載力為83噸 (設計最大可承載120噸)，詳

圖11。

每一座台車為一獨立承運單元，可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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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主(被)動台車構件配置示意圖

圖12 台車系統裝配完成現況

台車油壓千斤頂可在頂昇狀態下隨台車移

動，且為更確保沉箱整體重量平均傳遞至台車

千斤頂，除於沉箱下方設置鋼製托盤外，再於

各列台車上方與托盤間加裝鋼製分配梁緩衝受

力，亦有避免因千斤頂處應力集中導致托盤損

壞之效用。另為避免台車運載沉箱過程中因油

壓系統故障，衍致沉箱傾斜下陷破壞之虞，特

別於台車車架上方左右設置一活動橡膠輔助墊

塊，可於油壓千斤頂頂昇沉箱後，自動從台車

兩側推入千斤頂與台車車架頂面間隙。當油壓

千斤頂因意外卸載時，其上之分配梁可座落於

橡膠墊上，避免結構受損。此外，頂昇千斤頂

系統亦有萬向軸承設計，用以承受偏載，惟其

偏斜率須小於5%。

台車車輪四點均勻負載沉箱荷重，並配合

同步恆壓浮動之油壓頂昇控制系統，形成四點

支撐三區均衡受力，確保沉箱承載運行安全穩

定性。當沉箱運轉至定位時，利用油壓差動原

理，並藉由控制差動閥開關量之大小，均衡平

穩卸載沉箱，避免軌道梁基座因沉箱衝擊力受

損。相關台車系統裝配完成現況詳圖12。

另外，為確保整列台車平穩直線運行需

求，各單元台車不產生偏斜，且兩列台車組運

行不致產生”八字型”偏斜之虞，每單元台車

高度誤差≤2mm，車輪軸向平行度誤差≤1mm。

九、軌道工法場地沉陷監測

為確保沉箱運載過程中，沉箱製作區場

地、軌道、浮台船坐底區等結構不致因承載力

不足造成差異沉陷，危及施工安全。本工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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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沉箱製作區場地及浮台船坐底區沉陷監測配置示意圖(單位：m)

圖14 沉箱製作區場地軌道監測配置示意圖

台船完成沉箱接駁後，需進行船艙排水自體起

浮(約需離海床面0.5m高) ，此時船體吃水深約

4.22~4.64m(平均約4.45m)，可符合載運最大沉

箱荷重吃水深需求(約4.1m)。搭岸面高程(EL：

+ 1.09m)高於工區平均高潮位(EL：+ 0.93m)，用

以避免工作船渠作業水域於常時即入侵中央轉

換區，損及台車軌道設備。另外，於搭岸端口

處沿中央轉換區五處縱向軌道6m處，亦設置乙

座鋼製擋水匣門，用以阻隔異常過高潮浪漫入

台車軌道場區，影響施工作業。

各場地每一次沉箱移運循環作業

後，針對預埋沉陷監測點位檢測其

座標、高程及沉陷量是否異常，以

確保沉箱移運作業安全無虞，詳圖

13~14。

肆、沉箱移運與接駁

一、沉箱移運規劃

陸 上 軌 道 工 法 場 地 建 置 高

程需綜整工區潮位水文資料，並

配合台車高度、浮台船規格(船

深、吃水深)釐定，根據高雄港

潮 位 資 料 顯 示 ， 港 區 平 均 潮 位

EL：+0.74m，平均高潮位EL：+ 

0.93m，平均低潮位EL：+ 0.51m，

平均潮差約0.42m；作業浮台船榮

吉號船深5.3m，載運最大沉箱荷重

時吃水深約需4.1m。

本工程浮台船渡板銜接搭岸

面高程為EL：+ 1.09m，台車軌

道底高程設置為EL：+ 1.225m，

RC支承墊塊高程為EL：+ 2.0m，

當浮台船赴搭岸處準備接駁沉箱

時，船體先藉由坐底區南側二處

RC鋼管樁群(含碰墊)進行臨泊定

位，再透過船纜牽引嵌合搭岸凹槽基座，並繫

固於搭岸前段左右各兩處繫纜曲柱上。此時進

行壓艙進水，讓浮台船緩緩坐底於預填海床面

上，並使浮台船甲板頂高程齊平於搭岸面(EL：

+ 1.09m)，俾利中央轉換區縱向台車沿搭岸與浮

台船之順接軌道將沉箱移運至浮台船上，完成

接駁作業。

浮 台 船 坐 底 時 ， 此 時 船 體 吃 水 深 約 達

4.72~5.14 m(平均潮位之吃水深約4.95m)，當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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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沉箱移運施工流程示意圖

二、沉箱移運荷載檢核

完成製作之沉箱由場區搭岸移運接駁至浮

台船上，如何確保承載效能無虞為本項作業成

功與否之重要關鍵，相關浮台船加裝渡板與船

體結構荷載能力檢核說明如次：

1.  設計容許應力：0.6Fy×4/3(短期)

2.  設計容許撓度：L/360 (L=1.4m)

3.  Fy=2.5 t/cm2　Fb=0.6Fy×4/3=2 t/cm2  

Fv=0.4Fy=1 t/cm2　P=21t

4.  E=2,040 t/cm2　A=164.94cm2 慣性矩

I=30322.79cm4 斷面模數S=671.6cm3

檢算台車行經渡板1 . 4M時所產生應力

得知a=0.6m，Qmax=P×(2L-a)/L=33t，fv=Q/

A=0.2t/cm2 < Fv。最大彎矩Mmax=P/2L×(L-

a/2)2=907.5t-cm，fb=M/S=1.35t/cm2 <Fb，且

撓曲變位δ=P/(142EI) ×(L-a) ×(3×L2-(L-

a)2)=0.01cm < 0.39cm(=L/360) ，故評估渡板與

船體於沉箱移運接駁期間其承載能力無虞。

三、沉箱移駁施工流程

沉箱製作區鋼製托盤定位後，將於其上進

行測量放樣、底板製作、牆身澆置(滑模)、養護

待運等四階段作業。其後橫向軌道台車將運送

沉箱至中央轉換區，並轉置為縱向台車運載，

接駁登上浮台船。由於潮位於漲潮轉退潮時，

水域相對沉穩，故沉箱接駁出塢時機係選定該

時距進行(約6小時)，避免浮台船坐底時因漲潮

額增浮力致船體微揚，影響船體與搭岸平順嵌

合精度。沉箱出塢暫置後，鋼製托盤將隨船返

還，經由臨時接駁碼頭搭岸，轉運回中央轉換

區，再利用縱向軌道將托盤移運至避讓區，以

利沉箱製作場另座沉箱隨之由橫向轉運至縱向

中央轉換區，接續臨登浮台船出塢，相關移運

流程示意詳圖15。照片4、5為本工程第一座沉

箱推移至榮吉號浮台船作業前後即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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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 第一座沉箱推移至榮吉號浮台船前即景

照片5 第一座沉箱推移至榮吉號浮台船完成後即景

沉箱底板、牆身、養護等製作作業(詳圖16)。

此工法於Step2(沉箱滑模)設置棚架，其主要功

能為隔艙模板、外模板、工作平台等相關滑模

設施可於棚架內預作組裝，待沉箱底板推移至

Step2棚架位置，定位模板後隨即可開始滑模。

如此可將沉箱生產線要徑縮短僅為滑模作業，

四、其他沉箱軌道工法比較

以越南河靜台塑山陽港建置為例，該港碼

頭與防波堤總長約8,094m，共計238座沉箱，

由三星物產承攬並採軌道工法運送沉箱至浮台

船，該工法特色在於隨縱向軌道區域配置沉箱

主要製作步驟，利用工廠生產一貫化概念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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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越南山陽港沉箱推移海陸接駁示意圖

圖16 越南山陽港沉箱施工步驟

圖17  越南山陽港滑軌與台車示意圖

陽港與洲際二期計畫岸線工程軌道工法經研析

比較，其優缺點比較詳表2、3。

越南三陽港軌道工法因施工場地需求較

大，考量目前台灣營運港口拓建施工用地受

限，較不適用。綜觀沉箱移駁陸上工法選定仍

須參酌沉箱數量是否符經濟效應、沉箱型式變

化多寡、施工場地配置是否足夠、施工碼頭有

無消波屏障等。另台車設備製作目前國內廠商

尚無實績，故設備購入與操作技術轉移亦須審

慎評估，本工程陸上軌道工法初期，係由台車

設備原廠技術人員進駐協助操作。

伍、結語

陸上軌道工法場地建置雖不需深奧的學理

背景，然嚴謹之施工規劃與管理卻不可或缺，

任一施工作業疏忽或工序錯置都將可能造成工

期延宕，其他施工作業動線受阻之窘境。規劃

作業關鍵主要在於搭岸接駁之結構穩固與軌道

台車精度控制，適時配合工區地質特性進行必

要的調整作業，達成兼顧結構安全及施工效率

目的，確保沉箱運載及接駁出塢過程，相關結

構受力及承載均可滿足原規劃設計需求。

相當約4天可生產一座沉箱，2條生產線一個月

約可量產12座大型沉箱，該工法頂升系統與本

工程陸上軌道工法約略相同，惟其軌道系統乃

採滑動鋼板(詳圖17)不同於洲際二期計畫岸線工

程，海陸接駁方式(詳圖18)亦不相同，而越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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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高雄港洲際二期計畫岸線工程軌道工法優缺點

高雄港洲際二期計畫岸線工程 備註

施工步驟

優︰ 橫向工區以縱向分隔，沉箱製作工作面受阻風

險可分散。

缺︰沉箱製作工率較低

台車移動

優︰ 台車頂升透過分配梁再經由鋼托盤頂升沉箱，

可適應不同型式沉箱。

缺︰推動馬達維護、電機等較受天候影響。

滑模

優︰ 國內經驗較為豐富，操作磨合期較少。模板可

調用至浮台船施作沉箱，軌道工法與浮台船工

法皆可適用。

缺︰ 組拆模板時間較長，受天候影響，混凝土澆置

動員人力較多。

沉箱海陸

接駁

優︰ 接駁跨接區間隙小，台車千斤頂移動過程無須

卸載，操作較為簡易。

缺︰ 浮台船須加裝鋼渡版，且搭岸碼頭須設置接駁

平台，以利浮台船與碼頭接合。

表2 越南山陽港軌道工法優缺點

越南山陽港 備註

施工步驟

優︰ 生產線一貫化作業(工廠化)，使沉箱製作關鍵僅落於滑模作

業，加快沉箱生產率。

缺︰碼頭後線施工場地須寬敞

台車移動

優︰ 每一台車水平移動皆有千斤頂為推力，頂升油壓缸較無錯

位風險。

缺︰ 台車屬滑板軌道，須維護滑板低阻性，滑板高程、位置誤

差更須嚴格要求。千斤頂承壓鋼板直接受力混凝土面，較

易集中載重造成龜裂損害。

滑模

優︰ 棚架系統可降低天候影響，同一型式沉箱可節省內、外艙

模組裝時間，亦可降低拆模工安風險。鋼筋樣架與材料輸

送方式提高作業效率與品質。

缺︰建置成本較高

沉箱海陸

接駁

優︰接駁碼頭型式簡單(一般護岸碼頭)

缺︰ 千斤頂頂升跨距變大，各型式沉箱須作應力分析，並考慮

沉箱底板加勁及滑軌摩擦變大等問題。水平拉力將使浮台

船與碼頭法線受擠壓造成跨接鋼板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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塭豐養殖漁業生產區面積約470公頃是屏東縣八個養殖漁業生產區之一，為莫拉克88風災重創區，本工程
亦為風災復舊重建之重要工程，漁業署積極鼓勵本地區養殖業者從事純海水養殖，以減少抽取地下水、減緩地
層下陷。因各養殖戶各自取水造成環境紊亂，乃有興建國內目前規模最大之「塭豐生產區海水統籌供應系統」
之構想，以統籌管理維護海水供應設施、提供養殖生產區穩定充足及水質良好之海水。由於系統啟用後養殖戶
就近接管，自動拆除原本佈滿排水溝、海堤上及道路下方，私設汲取海水之管線，回復排水溝之暢通及海堤上
美麗的景色，因此行政院莫拉克重建委員會製作88風災重建紀錄片時，特聘國家地理頻道劇組至工區拍攝以紀
錄這項具指標性的工程。

本工程主要分成取水管道、海水供應站及輸配水管道三大部分，取水管道包括陸海域管道及取水頭、海水
供應站包括前池與沉沙池及抽水站房、輸配水管道則為提供用戶端之輸水管線。取水管道係於屏東縣佳冬鄉塭
豐海岸邊佈設直徑2公尺鋼管，以汲取離岸1公里、深9公尺之無汙染海水，初期供應塭豐生產區470公頃魚塭用
水，設計進水量為5.4cms，後續亦保留擴充可達供應700公頃魚塭用水量。為維持養殖戶優質穩定用水，海水供
應站之2座沉沙池採可同時或輪流維護操作設計，此亦為國內首創。

海事工程施工初期，曾遭遇鰻苗捕撈業者抗爭以致停工，幸賴工程團隊主動積極與相關單位及人士溝通，
始能克服各項障礙順利恢復施工，惟已造成工程延宕、施工期程不足，經多方協調以國外大型抽沙船進場配合
施工，使海事工程能如期完成，另因水中接管難度高，工地也經多方的嘗試與磨合，最後達成3天一單元之接管
工率。本工程另一重點為直徑800mm輸送管埋設，因管線埋設道路下方已綜橫交錯佈滿養殖戶自埋200多支、6
吋海水輸送管；施工期間亦需維持漁塭正常供水，因此與養殖戶協調上午8：00斷水，下午4：30恢復供水，以
小區域臨遷及佈管施工方式緩慢進行，該路段雖長僅300公尺，施工卻耗用長達約4個月之時間。

1 2 3 4

壹、前言

一、計畫目標

「塭豐生產區海水統籌供應系統」其計畫

目標為提供養殖戶穩定品質、充足額量之

新鮮海水，以供當地漁民發展海水繁、養

殖漁業；亦由於海水統籌供應站完成後，

新鮮海水之取得容易，政府得以大力推廣

養殖業者轉型採用純海水之種苗繁殖業，

如此大幅降低生產區之養殖淡水需求量，

以降低地下水之抽取，減緩因超抽地下水

所引致之地層下陷現象。

二、工程位置

塭豐養殖區位於屏東縣佳冬鄉南端

海濱之燄豐及塭豐兩村間，西北臨接林邊

鄉並以林邊溪為界，東北以省道台17線為

界，東南臨接上埔頭生產區並以港口埤排水為

界。本工程位於塭豐村，其取水設施位於塭豐

村南寮路(屏135道路)上，取水海管以推管不破

堤方式穿越塭豐海堤底下，汲取新鮮海水。計

畫工程位置詳如圖1。

圖1 工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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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程內容

本計畫之工程項目可分為三大部分，包括

取水管道(含陸域、海域管道及取水頭)、海水供

應站(含前池、沉沙池及抽水站房)及輸配水管

道，詳如圖2所示。

一、取水管道

取水管道分成海域管道(海堤朝海側方向延

伸1,000m)及陸域管道(推管穿越塭豐海堤下方之

取水管約140m)兩部分。

(一) 取水陸域管道(推管工程)

 取水陸域管道140m，因穿越墳墓區及

堤防區(詳圖3)，為減少與墳墓區的干擾及避

免破堤，採用ψ2,000mm之鋼管(WSP)以推進

方式施工，其推進施工與出坑詳圖4、5。

(二) 取水海域管道

 取水海域管道將自離堤岸邊約1公里

處，汲取海平面下約9公尺之新鮮海水，

圖2 工程主要設施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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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取水陸管平面示意圖

圖4 取水陸管推進施工

圖5 取水陸管推進施工--出坑

於穿越塭豐海堤後接送至海水供應站，所

取用之海水為供應漁業養殖使用，所採用

管材及保護工法不可有污染水質之情形

發生，取水管道於海側部分管材為直徑

ψ2,000mm厚度19mm SP鋼管(24m為一節，

採明挖直埋方式施工，詳圖6)，其採用鋼

管優點如下：

1.  鋼管重量較一般RCP管輕，施工載運方

便，埋設不需額外配重即可下沉。

2.  鋼管防蝕無法採用一般海事工程所使用

之鋁陽極防蝕保護，恐有鋁離子污染之

情事，若採PU包覆鋼管，日後恐脫落造

成阻礙取水，因此設計採用增加鋼管之

鋼板厚度，外部可不須額外防蝕塗裝或

設施，鋼板設計厚度19mm，可讓其自然

腐蝕，設計使用年限30年，評估正常使

用下約可使用50年。

3.  營運階段管內流速可維持在1.2m/sec以

上，可減少貝類或藻類及其他生物附著

管壁生長，亦可避免黴菌芽孢、牡蠣、

淡菜及簪沙蠶等生物附著。

 塭豐海堤為保護海岸線安全，於離岸約

100公尺處共設置有29座離岸堤，每座長度

約80公尺，間距約40公尺，堤體以10T消

波塊堆置而成，海岸施工前現況因侵蝕嚴

重導致部分離岸堤坍落，本工程取水鋼管

穿越離岸堤施工方式，是利用離岸堤間距

離40公尺範圍空間內穿越，並以打設150公

尺雙排鋼板樁(長度19m type Ⅳ)保護離岸堤

及海岸線的安全(詳圖7)。取水海管施工平

面圖如圖8所示。

 取水海管埋設採用明挖直埋方式施

工，管道位置所需浚挖土方約18萬立方公

尺，承商原規劃以2台8吋及1台12吋之抽沙

船，進行抽沙浚挖，但因鰻苗捕撈期為每圖6 ψ2,000mm鋼管陸運至工地(每節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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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份至隔年3月，與海事工程施工期程

重疊，且施工區域皆位於鰻苗捕撈區內，

進行取水海管管道浚挖抽沙作業時，漁民

無法進行鰻苗捕撈作業，影響漁民生計，

2012年12月24日鰻苗捕撈業者與民意代

表至工區陳情，要求立即停工以維護其生

計，承商為避免爭端，該區域配合停工，

抽沙浚挖亦即停滯，停工期間經監造及承

商與業者努力協商達成協議，終於2013年1

月26日復工，停工約1個月時間，浚挖及相

關海事作業均停擺，如依正常施工方式，

浚挖及取水管佈管作業皆已無法於汛期、

颱風季來臨前完成，嚴重影響工進。

 後經多次研討可行之施工趲趕方案，

承 商 不 惜 重 資 商 調 印 尼 籍 大 型 抽 沙 船

(ARU-Ⅱ)(詳圖9)進場作業，該抽沙船每日

抽沙量可達10,000～15,000立方公尺，於

2013年2月23日開始進場浚挖，即於同年3

月7日完成總浚挖量之65％(約120,000立方

公尺)，再輔以原有之8吋及12吋抽沙船各

1艘(詳圖10)，進行未完成部分之浚挖及整

平，同時增加拋石整平及佈管水下作業人

員，達成平均每日完成16m之水中佈管作

業工率，並於2013年6月30日前完成所有

水中佈管作業。

 海域取水鋼管每支長度為24m，吊放

前先於陸上進行預組(詳圖11～14)，僅於

第1次吊裝時以3支管為1單元，後續考慮施

工機具吊裝能量及海上施工性問題，以2支

為1單元，共分20次拖放至海中完成定位接

管。施工過程因抗爭因素停工，岸邊150m

鋼版打設及抽沙開挖時程延誤無法從岸邊

後向海側依序施工(詳圖15)，為爭取時效則

以離岸邊150m處向海側開始接管施工至取

圖7 150公尺鋼板樁臨時碼頭(type Ⅳ雙排19m)

圖8 海域取水管道平面圖

圖9 管道位置浚深抽沙-大型抽沙船ARU-Ⅱ

圖10 管道位置浚深抽沙(12吋及8吋抽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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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頭處，浚挖後經監造單位檢測完成，立

即鋪設堤心石底層(詳圖16)，再於施工法線

上向外偏移1m，打設3至5支鋼板樁(3支鋼

管的長度)作為基準線(詳圖17、18)。

圖15 取水鋼管吊放平面圖圖11 防漏橡膠環片安裝

圖12 ψ2,000mm鋼管陸上對接(一)

圖13 ψ2,000mm鋼管陸上對接(二)

圖14 ψ2,000mm鋼管陸上對接完成

圖16 堤心石完成面照片(水中攝影)

圖17 取水鋼管用定位線－鋼板樁

圖18 取水鋼管用定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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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自臨時碼頭吊放取水鋼管

圖20 取水鋼管拖放

圖21 取水鋼管拖放至已定位之平台船側

圖22 取水鋼管兩側盲蓋打開置放

 第1單元先將已完成組裝之鋼管兩側蓋

上盲蓋，盲蓋上有預留進水孔，由臨時碼

頭(150公尺鋼板樁)下水，再以拖船拖往取

水頭方向至預定位置下沉定位，過程中配

合平台船上吊車及水中蛙人指揮吊放至定

位，將鋼管置放於定位線之鋼板樁旁，以

確保鋼管方位及位置，鋼管固定好後並以

浮球檢測鋼管之位置(詳圖17、18)，並將

下一單元之位置以浮球標示位置。

 第2單元鋼管由臨時碼頭(150公尺鋼

板樁)下水，再以拖船拖至定位，吊放之平

台船錨定於定位線向外1m處，將鋼管平貼

於平台船確保鋼管大致位置，再將盲蓋進

水孔及出氣孔打開讓海水進入鋼管中使其

慢慢沉降，沉降至海床後，將銜接端盲蓋

打開，進行第1單元及第2單元連結。(詳圖

19～22)

 但於水中連結及法蘭螺栓鎖固是非常

困難，因為潛水伕很難指揮平台船上之吊

車操作手，潛水伕須利用特殊通訊器材與

平台船上的人員溝通(詳圖23)指揮吊車操作

手；為了使30個螺栓孔位可以精準對上，

以鋼纜繩串起兩支鋼管端部法蘭各兩螺栓

孔(詳圖24)，再以鋼纜將鋼管拉緊，穿孔梢

貫通使各孔位確實定位，將其餘螺栓置入

並配合油壓迫緊器將鋼管迫緊及螺栓鎖固

(詳圖25～26)，已安裝完成部分再以堤心

石及塊石覆蓋保護。陸上機具使用1台250T

吊車及1台100T吊車，平台船上採用2台

150T吊車。

(三) 取水頭沉箱

1.  取水頭沉箱製作及拖放安裝

  取水頭沉箱尺寸為7m(長)×7m(寬)× 

7.5m(高)，內有6個隔層(含取水鋼管)，

重量約444T，於陸上製作時分4次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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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置，先澆置底板，安裝取水鋼管及鋼

筋綁紮後，牆身分3升層澆置，為確保沉

箱的水密性，外模以5mm鋼板組裝後再

用電焊滿焊，澆灌混凝土完成後不拆除

鋼板外膜，以保護沉箱混凝土壁體於拖

放過程不致碰損，取水頭沉箱拖放流程

詳表1。

  　　取水頭沉箱本身無法自浮於海中，

拖放過程須外加輔助浮筒以增加浮力，

才可於海上拖行至定位沉放，沉箱平

立圖詳如圖27～28，浮筒尺寸為長

7.0m×寬3.0m×高3.0m 2只，附掛於沉

箱兩測(詳圖29)，於第1次試拖時沉箱

自浮情形不佳，經檢討後再增兩只直徑

ψ1.8m×13m 2只(圓形直筒)浮筒。

圖23 平台船上指揮人員及通訊器

圖24 取水鋼管拖放銜接模擬圖

圖25 利用油壓迫緊器鎖固取水鋼管

圖26 取水鋼管螺栓鎖固

表1 取水頭沉箱拖放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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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沉箱隔層平面圖(單位cm)

圖28 沉箱隔層立面圖(單位cm)

   　　取水頭沉箱製作場位於臨時碼頭靠

近海側處，沉箱製作完成後，於其周圍

打設鋼板樁(①)將該處獨立，並將出口處

鋼板樁(②)拔除(詳圖30)，以抽沙及挖沙

方式使取水頭沉箱沉降，沉降後再進行

拖放。(詳圖31)

   　　取水頭沉箱於臨時碼頭沉降是以抽

沙方式及配合怪手降挖，使沉箱自然下

沉於海平面下，因臨時碼頭位處潮口關

係易於淤積，不易清疏(詳圖32)，取水

頭沉箱第1次試拖時以150噸吊車協助吊

浮脫離此區。

   　　為確保取水頭沉箱拖放期間之安全

(拖放長度1公里)，防止拖行期間意外

發生，決定將沉箱以纜繩固定於平台船

旁，以船上250T大吊車將取水頭沉箱吊

掛固定(非吊浮，沉箱自浮)，再以1300

匹馬力拖船拖放沉降至海床上。(詳圖

33)

圖29 沉箱與鋼製浮筒組合圖

圖30 沉箱於臨時碼頭

圖31 沉箱拖放平面示意圖

圖32 臨時碼頭及取水頭沉箱平面圖

①

②

①

臨時碼頭

沉箱製作位置

沉箱施放路徑

沉箱沉放位置

ψ2000mm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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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水頭不銹鋼帽安裝

    　　本工程於距海岸線1,000公尺處設置

取水頭，取用新鮮海水，取水頭沉箱上

方再加設不銹鋼鋼帽，取水頭規劃重點

詳如圖36及不銹鋼鋼帽設計詳如圖37，

取水頭沉箱可抵禦颱風波浪、防止基礎

淘刷、降低進水口阻塞、減低取水設施

淤積，不銹鋼取水頭內部設計有隔柵，

由下方取水，可防止於取水處產生旋渦

流，並可將大型雜物阻絕在外，防止取

水管阻塞。

    　　不銹鋼鋼帽於工廠生產完成後，即

運送至工地臨時碼頭，再由運輸船運至

取水頭沉箱處，利用平台船上100T吊車

進行吊放；本項吊放作業國家地理頻道

劇組人員全程參與施工過程拍攝。(詳圖

38～41)

圖33 取水頭沉箱拖放及定位示意圖

2. 取水頭沉箱與取水鋼管銜接

    　　取水頭沉箱以鋼製可撓管(詳圖34及

圖35)與取水鋼管銜接，鋼製可撓管可耐

最高壓力為7.5kgf/cm2、偏位量200mm、

伸長量360mm、收縮量130mm、最小可

撓角度≧4度，以防止地震力造成之變

位破壞。

圖34 鋼製可撓管

圖35 取水頭沉箱、鋼製可撓管及鋼管接合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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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取水頭規劃重點

圖37 不銹鋼取水頭鋼帽

圖38 不銹鋼取水頭鋼帽運輸船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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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國家地理頻道全程拍攝

圖40 不銹鋼取水頭鋼帽沉放 圖41 不銹鋼取水頭鋼帽水下安裝情形

節後方能施工，以減輕養殖戶之養殖及出貨的

壓力。

二、輸配水管道

抽水站以重力流方式汲取新鮮海水後，

經加壓輸配水管道，輸送至各養殖戶，本工

程輸配水管道由直徑800mm長度320m及直徑

1,500mm長度20m輸送管組成，採用PCCP管以

直挖明埋方式由機房處向外延機房前農路佈設

銜接已完成之管網(詳圖42)。

施工階段須確保既有養殖戶之用水，養殖

戶既設之PVC管(ψ15cm)佈滿於工程範圍道路下

方，試挖後估計約有200支管，經評估約有50支

管(詳圖43)會影響施工，為維持漁塭穩定供水

須先進行臨遷，施工完成後再予復舊。因此直

徑800mm輸送管施工前即於當地養殖戶溝通施

工期程，養殖戶強烈建議該處管線須於農曆春 圖42 輸配水管線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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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既有管道衝突示意圖

為顧及漁民生計與工作和諧，監造單位與

承商儘力協調配合養殖戶於農曆年後(2013年3

月份)開始施工，施工團隊利用每日短暫停水期

間(上午8：00斷水，下午4：30恢復供水)儘力

趲趕，施工時只能進行小區域(約6m長)臨遷及

佈管施工，完成後再進行下一區塊作業之漸進

式施工(詳圖44～49)，該路段長度雖僅320公

尺，卻耗費了約4個月方始完成。

三、海水供應站(含前池、沉沙池及抽水站房)

本海水供應站採重力方式取水，壓力送

水，海水供應站由推進工作井銜接引水渠道、

前池、沉沙池、抽水池、及上方抽水機房。(詳

圖50)

抽水站房樓版高程為使機電控制設備達防

洪效果，除須高於最高潮位EL.＋1.19m外，另

採現地高程EL.＋1.5m加上計畫區淹水潛勢高度

0.5m～1.0m，故保守採用EL.＋2.5m設計之。考

量站體結構上浮，加厚底版版厚及推進工程出

發井(工作井)壁厚。

圖44 開挖既設PVC管臨遷(一)

圖45 開挖既設PVC管臨遷(二)

圖46 既設PVC管臨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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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PCCP管佈管

圖48 既設PVC管臨遷復舊

圖49 既設PVC管臨遷復舊

前池進入沉沙池後則分為A、B兩池，依續

進入抽水池，沉沙池清理時可單邊運轉，供水

不中斷，本海水供應站採用5部1.35cms 650HP

抽水機組(4部常時用、1部備用)，每日供應

470,000公噸優質海水予470公頃魚塭使用，亦

保有擴充能量可至700公頃用水量。

機房為地上二樓、地下二樓之結構物；地

下二樓為抽水池，地下一樓為抽水機組，一樓

為抽水馬達、抽水馬達變頻室、發電機組(備用

電源)、潤滑水系統、民生、消防水箱，二樓為

變電室、監控室、操作人員休息室，本抽水站

各項設備均以監控室操作及監控。(詳圖51及圖

52～58)

圖50 海水供應站平面圖

圖51 取水設施立面圖

圖52 海水供應站前池、沉沙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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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本工程屬莫拉克重建工程之一，工程於

2012年5月12日開工即面臨機房部分用地未能取

得延誤約3個月。海事工程施工遭受捕撈鰻苗業

者聯合民意代表至工地抗爭，又停工1個月，後

又因海象不佳，致取水頭及鋼帽延後約2個月完

成，施工過程雖遭遇多項不可抗力因素以及海

事施工技術的挑戰，但在工程團隊的共同努力

下，最後終能突破種種困難順利完成。

本工程範圍內佈滿了養殖戶既有取水管

(PVC)，其管線排列盤根錯節、亂無章法，期待

海水供水設施啟用後，該取水管(PVC)即可撤

圖53 海水供應站機房

圖54 海水供應站沉沙池ー引水

圖55 海水供應站抽水機組

圖56 海水供應站－抽水馬達

圖57 海水供應站－抽水馬達變頻室

圖58 海水供應站－監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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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還給大家一個漂亮的海岸線及環境，並且

漁民可以轉型採用純海水之種苗繁殖業，可大

幅降低生產區之養殖淡水需求量，以降低地下

水之抽取，減緩因超抽地下水所引致之地層下

陷現象。

塭豐海水供水設施現可供應該生產區 470 

公頃魚塭之養殖戶進行海水養殖，除可提供穩

定養殖海水外，該供水設施未來可依需求再擴

增供水面積到700公頃，除直接嘉惠塭豐地區養

殖漁民降低養殖成本外，亦將間接提高養殖漁

產品質，使國人能夠取得更高品質的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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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蘇花改、地質弱帶、高風險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蘇花改監造工程處／專案協理／周允文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蘇花改監造工程處／工務所主任／吳慶輝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蘇花改監造工程處／地質師／郭育安 3

關鍵詞：蘇花改、地質弱帶、高風險

蘇花改觀音隧道
遭遇地質弱帶
施工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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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施工過程中，若遭遇地質弱帶如斷層破碎帶，通常夾雜斷層泥、土砂、碎屑岩

塊，物理性質不佳、膠結性差致施工困難。斷層破碎帶通常易造成隧道開挖時抽坍、擠

壓變形等災害；又如伴隨地盤湧水時，會造成隧道周圍岩體鬆動，開挖面容易坍方及掏

空頂拱岩盤造成抽心，同時使隧道底部泥濘，降低支撐承載力。

施工中針對可能遭遇地質弱帶之路段，必須先施作補充地質探查包括TSP(震波探

測)、RIP(地電阻影像)、地表地質和水文地質調查、水平長距離鑽探，以確認前方地質狀

況。為確保工作面穩定及隧道施工人員安全，須研擬合適之施工處理對策，主要以強化

地盤條件為目的，如採自鑽式岩栓、施作化學藥液灌漿(PU)等，再針對縮小開挖斷面或補

強支撐系統加以探討，並考慮經濟性、工易性及工期等因素。

壹、前言

台灣東部地區現有北向聯外之台9線蘇花公

路，因受地形、地質限制，路線彎急坡陡，道

路標準及容量均低，行車安全性與舒適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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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安全可靠服務」為蘇花改計畫推動之基礎目

標，改善工程兼具工程減量、環境友善及強化

公路抗災性為原則；構造形式以橋梁及隧道為

主，其中觀音與谷風隧道為通車關鍵路段。本

文針對目前觀音隧道遭遇地質弱帶施工案例進

行探討，研擬合適之施工處理對策，以期縮短

通過地質弱帶施工所需時間，提供後續相關隧

道工程施工之參考，並達成東部民眾殷切期盼

「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貳、計畫概要

台九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路線北起蘇澳

附近台2線與台9線(里程STA.104K+726)路口，

往南經東澳、南澳、觀音、谷風、漢本、和

平、和中、和仁、清水至崇德(立霧溪畔，里程

約STA.182K)，全長約77公里。改善工程為蘇澳

至東澳、南澳至和平及和中至大清水等三個路

段(詳圖1)，改善總長度為38.8公里，計有8座隧

道(總長24.5公里)、13座橋梁(總長8.5公里)及平

面道路(5.8公里)，分九個土木標、三個機電標

及一個交控標。

蘇花改計畫要徑工程最長之觀音隧道與相

鄰之谷風隧道間由60公尺長之鼓音橋將兩座隧

道連結成相當於12.6公里的長隧道(詳圖2)，完

工後將是國內僅次於雪山隧道之第二長公路隧

道，為整體計畫之關鍵工程。其中觀音隧道通

過之地層屬變質岩，地質複雜且多變，施工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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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高。為增加隧道施工工作面，縮短隧道施

工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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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觀音

隧道北口、谷風隧道南口、舊北迴隧道設置4處

施工橫坑及利用10k+768施工橫坑，合計14個工

作面進行施工(詳圖3)，以提早完成隧道貫通目

標。

參、工程地質與地下水概述

觀音及谷風隧道位於台灣東部宜蘭縣南澳

至漢本間，東臨太平洋，地形崎嶇陡峭，高低起

伏相當大，隧道沿線海拔高程在100～800公尺

之間。沿線出露地層則屬中央山脈東翼地質區大

南澳片岩，主要岩性為黑色片岩、綠色片岩、矽

圖1 蘇花改工程範圍

圖2 觀音與谷風隧道位置及斷面圖

圖3 觀音、谷風隧道工作面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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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目前隧道開挖地質紀錄出露岩性主要

為黑色片岩或綠色片岩間夾石英脈及矽質片岩

間夾石英脈兩種，另有大理岩凸鏡體偶出露上

述兩種地層之間。片理位態約為北偏東70至北

偏西70度，向北傾斜30-40度，片理面平順略

有起伏偶夾泥質物，片理易受區域褶皺構造影

響，形成撓曲或沿片理滑動之剪裂帶。節理出

露可分為兩組皆為高角度節理向東或向西傾，

走向約分別為南北向及北偏東至北偏西，此兩

組節理延續性佳通常會截切岩體形成楔形岩塊

質片岩、變質石灰岩(大理岩)，間夾透鏡狀之片

麻岩等，片岩易沿片理產生滑移錯動，形成許多

局部之斷層或破碎帶，亦受板塊擠壓作用形成許

多區域性褶皺構造。觀音及谷風隧道依設計資

料顯示施工中將遭遇斷層、剪裂帶與湧水路段

(詳圖4)，另依據觀音隧道鄰近北迴鐵路新觀音

隧道發生抽坍及湧水位置(詳圖5)，預測可能施

工風險路段，觀音隧道尚需通過樟樹山斷層及

觀音斷層，施工困難度高，故通過該區段時將

採高風險管控施工，使隧道能順利完成。

圖4 觀音及谷風隧道斷層破碎帶位置示意圖

圖5 觀音隧道鄰近北迴鐵路新觀音隧道發生抽坍及湧水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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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落，節理面平順至中度起伏局部具銹染，部

分路段開挖面具地下水局部有湧水現象。

形成隧道湧水之地質條件有構造裂隙水

及岩溶水，而構造裂隙水又可分為節理裂隙水

及斷層裂隙水，此為台灣地區隧道湧水最常見

的情況，國內隧道施工中遭遇湧水災害的案例

不少，例如北迴鐵路新永春隧道、北宜高速公

路雪山隧道等。因此，施工中須補充探查包括

TSP(震波探測)、RIP(地電阻影像)、地表地質

和水文地質調查、水平長距離鑽探及湧水量和

湧水壓之量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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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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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達成地質評估的目的(詳圖6)。

觀音及谷風隧道施工至民國103年6月底已

分別完成主隧道開挖約5600公尺及5500公尺，

已完成開挖之岩體分類III類約佔9%，IV類約佔

62%，V類約佔18%，VI類及洞口段約佔11%；

經與原設計推估之岩體分類比較，IV類所佔比

例提高，而III類及V類所佔比例降低，VI類及洞

口段約略相等。

肆、隧道遭遇之地質弱帶及解決
對策

隧道施工過程中，若遭遇地質弱帶如斷層

破碎帶，通常夾雜斷層泥、土砂、碎屑岩塊，

物理性質不佳、膠結性不良致施工困難。斷層

破碎帶通常易造成隧道開挖時抽坍、擠壓變形

等現象；又如伴隨地盤湧水時，會造成隧道周

圍岩體鬆動，開挖面容易坍方及掏空頂拱岩盤

造成抽心，同時使隧道底部泥濘，降低支撐承

載力。

圖6 隧道地質紀錄及開挖面前方地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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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鋼線網損壞，而E13輪抽坍高5～6

公尺，長、寬約2～3公尺，岩塊最大者

高2公尺，長、寬約1.5公尺(詳圖7)。

  101.05.28抽坍造成E14輪支保及噴凝

土破壞，依地質資料及現場狀況研判可

能為：

(1)  E14輪雖然為III類岩體，且乾燥無滲

水現象，但有2組節理出露交切，造

成開挖面有楔型破壞之潛能。

(2)  該區綠色片岩受片理發達影響，應不

會產生大型岩楔，惟該區段有厚層石英

脈夾層，造成片理面較不易開裂，形

成較大之岩楔掉落。

(3)  E13輪開挖面為綠色片岩，片理發達

常有石英脈呈帶狀或透鏡體充填，本

區段有2組節理持續出露，若開挖後

岩盤自由面朝南或朝西，則節理交切

情形依大圓投影圖，可能於起拱線上

方產生岩楔，並朝南偏西方向掉落。

將觀音隧道至103年6月遭遇地質弱帶與較

大之湧水施工案例統計列表(詳表1)。

以下就表1較重要抽坍案例探討說明：

一、舊北迴隧道擴挖E區抽坍案例

(一)  發生過程

 觀音隧道除北口兩工作面往南施工

外，其餘工作面係利用原台鐵舊北迴觀音

隧道打設施工橫坑至觀音隧道主線施工。

原台鐵舊北迴隧道斷面寬度較小(僅約4公

尺)，兩部車無法通行會車，故須於舊北迴

隧道相隔適當位置(約650～700公尺)擴挖

避車彎(15至30公尺)。

1.  101 .05 .28擴挖E區(相對於主線里程

6K+662.9施工橫坑處)第14輪上方岩楔

坍落，造成已完成之E14輪支保及噴凝

表1 觀音隧道地質弱帶發生較大湧水及抽坍施工案例統計表

序號 里程位置 發生抽坍時間 湧水及抽坍情形說明

1
舊北迴觀音隧道E區

修挖側壁時發生抽坍

第一次101.5.28

第二次101.5.31

第一次抽坍約45立方公尺，石塊最大者高2公尺，長、

寬1.5公尺。

第二次抽坍8*5*6M，約240立方公尺。

2
SS2工作面

T204～T209輪
102.4.10 

T204～T209 LT側約09～12點鐘方向發生半球型抽坍

(抽坍範圍約長11M*深7M*高10M)

3
NS5工作面

T129～T124輪

第一次102.4.20

第二次102.4.25

第一次抽坍約350立方公尺，湧水。

第二次抽坍約63立方公尺。

4
7k+890通風機房

NN7-T174～T185坍落
102.07.27

NN7-T174～T185長16.6M寬8.0M深度約6～8M呈錐狀

坍落，土方量約400立方公尺，整體微滲水約小於10 

L/min。

5 NN3-T374～375輪 102.12.12～102.12.27
發生大湧水(1141L/min～1300L/min)102.12.20達

1395L/min 

6 NS1-T653～T654輪

第一次103.04.05

第二次103.04.05

第三次103.04.06

第四次103.04.07

第一次抽坍約10.8立方公尺。

第三次抽坍約150～200立方公尺。

第四次抽坍出現湧水，造成抽坍面持續坍落。

採地盤改良及縮小斷面開挖配合管冪施工。

7
SS2-T133～T143輪

海側抽坍
103.04.29

長約15.0M、寬約15.4M、深度約6～7M，呈錐狀坍

落，土方量約200～250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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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1.05.31擴挖E區第10～12輪上方抽

坍，E區E12輪修挖側壁時發生抽坍，崩

落岩塊約240立方公尺(詳圖8)。

  101.05.31 E12輪修挖海側(東側)，頂拱

出露綠色片岩夾厚層石英脈及小型褶皺

而其石英脈北側岩體較破碎，另區域片

理位態之傾向為東北方向，輪進開挖

時(由南向北)東側頂拱上方出露較破碎

之岩體因無厚層石英脈支撐且其自立性

差造成抽坍。

(二) 處理對策

1.  先以5CM鋼纖噴凝土分層進行封面加

固，再打設補強岩栓L=6M(入岩3M，外

留3M用以固定岩楔及吊掛連結後續回填

混凝土體)。

2.  岩栓打設完成後，再進行挑高段鋼支保組

立、掛網噴凝土，並預留3～4階段之背

填灌漿管，每階段高差不超過1.5M，分

段實施回填噴(灌)漿。

二、通過觀音斷層區於NS5第T124-129輪

7k+757.9處發生抽坍

(一) 發生過程

 觀音隧道NS5工作面於102.04.20由主線

7k+572打設通風機房通過7k+630～7k+700

觀音斷層高風險管控區，向南至7k+757.9第

T129輪時發生抽坍。估計抽坍土石方約5輪

(T124～T129)394M3(詳圖9)，於坍落面前

方已完成開挖支撐區段，T124～T94輪之噴

凝土有龜裂及局部區域鋼支保變形。

圖7 E-14輪上方岩楔坍落 圖9 NS5-T124～T129輪抽坍

圖10 102.04.25 NS5-T124～T129輪第二次抽坍圖8 E-10～12輪上方坍落抽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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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102.04.20抽坍於T124～T112輪先

補強鋼纖維噴凝土5～10cm，並進行抽

坍面封面噴凝土，另T112～T94輪噴凝

土發生龜裂之區域補強鋼纖維噴凝土5

～10cm，T124～T112輪施作系統性6M

非預力補強岩栓。計測斷面加強頻率量

測，並即時提送量測結果。

2.  再次抽坍後將抽坍土方清理，進行抽坍

區域噴凝土補強；為避免過度擾動再次

造成抽坍及考量減少入侵，依現地狀況

於原支保間架設 H125鋼支保補強，並對

原噴凝土面稍微修挖以可架設鋼支保方

式施工，惟繫桿仍應確實施作以加強穩

固前後鋼支保；對抽坍區域進行混凝土

背填及化學藥液灌漿(PU)止水施作與打設

自鑽式岩栓 (L=12M)加固(詳圖11、12)。

三、NN3-T374～375輪處發生湧水抽坍案例

(一) 發生過程

 102.12.12 NN3工作面T375～T389輪

發生湧水，T374～T375輪之鋼支保變形

(詳圖13、14)。102.12.12打設NN3-T373-

377輪排水孔7孔，量水堰量測水量1141 L/

min。

(二) 處理對策

1.  102.04.20於T124～T129輪開挖時，開

挖面滲水<10L/min，先撐鋼管及岩栓打

設時均無湧水現象，且抽坍區上方恰為

一山谷地形，覆蓋深度由100餘公尺陡

降至60餘公尺，研判雨水逐漸滲入地

下，造成水壓增大並浸潤岩體弱面，以

致隧道圍壓增加，支撐力下降，形成支

保挫曲，導致隧道抽坍。

2.  102.04.25再次抽坍(詳圖10)，102.4.24

於T122輪打設排水孔2孔，分別位於左

右肩部附近，山側排水孔於鑽進約11.1m

附近出水，水量約30L/min。海側排水孔

鑽進約10m仍無出水，因海側排水孔距

離崩坍孔洞小於3m，但仍無出水，因此

研判此區段湧水應是沿高角度節理裂隙

由上方流入。

 再次抽坍位於原抽坍區山側T124～

T129輪區段，因前次抽坍後地層鬆弛區

擴大，致使地下水滲入岩體裂隙，進一步

弱化岩體；以及前次崩坍搶修作業之補強

岩栓打設和局部噴凝土面敲除時之震動影

響，造成周邊地層高角度節理鬆動，致前

次抽坍區西側12點至1點鐘區域再次抽坍。

(二) 處理對策

圖11 NS5-T124～T129輪混凝土背填 圖12 施作化學藥液灌漿(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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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3-T370～T377輪14點鐘方向掛網

噴凝土補強(ds=12cm)及T373～T375輪間架

設H型支保補強(詳圖15)，打設自鑽式岩栓

(L=6m)92支。施作不取心探查及TSP探查與

NN3-T374輪孔洞處理，NN3-T374～T375

輪湧水處導排水(詳圖16)。102.12.20 NN3- 

T385輪恢復正常施工，量水堰量測水量最

大1395L/min。NN3-T390輪施工及導排水

與岩栓採自鑽式與PU灌漿，後續採管冪及

排水帶(導排水)與岩栓採自鑽式與PU灌漿

(詳圖17、18)。

 針對湧水首先打設排水管將水導排至

後方，讓開挖面可順利輪進施工，因系統岩

栓打設時發生出水情形，拉拔試驗及扭力試

驗均不合格，故改採自鑽式岩栓灌注PU方

式可有效止水改良地質，拉拔試驗合格。

四、NS1-T653～T654輪發生湧水抽坍案例

(一) 發生過程

 103.4.5 NS1-T653輪於頂拱12點鐘及

鏡面處發生小坍落，坍落量大約10.8M3，

坍落後立即以鋼纖噴凝土進行封面，封面

完成後恢復隧道輪進工作。T654輪103.4.5

晚上22點30分進行開挖時發生第一次坍落

至103.4.7 持續坍落計四次，並填滿原坍落

空洞至頂拱上方，其中T654輪第三次抽坍

量約150～200M3(詳圖19、20)。抽坍面以

黑色石墨片岩為主，偶夾石英脈，片理發

達且褶曲，受剪裂及褶皺擾動，岩體軟弱

破碎且夾泥，自持性差。本次抽坍處夾有

一層淺灰色剪裂泥，厚約30～50cm，通過

頂拱上方，並未出露於開挖面，由於該剪

裂泥極軟弱，以手捏即碎，造成頂拱上方

地層坍落，並導致管冪斷裂掉落，以致坍

圖15 湧水處補強支保組立及掛網

圖16 湧水處導排水

圖13 NN3-T374輪～T375輪湧水

圖14 NN3-T374輪～T375輪支保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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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發生往上錐狀抽坍深度未知，因無

法對抽坍面進行有效封面，需進行空洞回填

灌漿後再鑽孔探查其改良成效。T655輪第

18單元管冪施工，管冪間水泥漿固結，抽坍

空洞回填灌漿，於T657輪以3*30M水平探查

孔，T657～T660輪鑽設4.5M垂直探查孔(垂

直探查孔顯示仍有空洞，持續灌漿)，T657

管冪施工及T667 PU止水灌漿施工。

伍、變質岩地層地質弱帶風險評估

除前述所提及較大的抽坍案例外，再整合

若干較小規模之抽坍，由工程地質的觀點探討

抽坍所發生的原因及預防措施。

一、由已開挖路段所遭遇地質弱帶的情況大

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落範圍逐漸擴大。由於此剪裂帶上緣尚未

出露，無法判斷其厚度，但由探查孔迴水

混濁狀況推估，可能至少在隧道頂拱上方

8～9公尺以上。

(二) 處理對策

 考量以地盤改良及管冪工法輔助開挖

施工，主要作業有空洞探查、回填灌漿、擾

動區加固灌漿、鑽設排水孔、環狀分區塊開

挖。首先於開挖面回填土方，以穩固下半部

之土心，並提供施工機具作業場地。土心

及抽坍面噴凝土封面以避免持續抽坍，兩

側支保腳出水處預留排水管導排出水。上

半開挖面以堆土包(太空包)封填，預留灌漿

孔及回填噴漿孔，進行回填灌漿作業，以

175KG/CM2混凝土及水泥漿回填，回填固

結成效以鑽孔探查(結果OK-前進開挖，NG

召開會議檢討)，探查結果決議前進開挖。

圖17 岩栓PU灌漿後NN3-T390輪施工

圖18 NN3-T399管冪及排水帶施作 圖20 二次抽坍岩碴將空洞掩蓋

圖19 NS1-T654輪頂拱抽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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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中規模抽坍

1.  石墨雲母片岩，其外觀呈深黑色，片理

發達，片理間常夾薄泥層，通常此類型

岩體容易風化且有弱化的問題，較為破

碎軟弱，易沿片理面剝離，常造成局部

抽坍。

2.  不連續面相交所產生的岩楔。

3.  層間剪裂帶，其弱面常沿片理發展，有時

呈現低角度分布，造成片理兩側不接觸，

或充填黏土質泥層，降低岩體自持力。

4.  褶皺構造軸部破碎帶，易形成地下水聚集

之水包，或造成岩體破碎弱化。

5.  湧水或滲水造成岩體弱化，自持性降低。

(二) 中─大規模抽坍

1.  高角度剪裂帶夾破碎岩塊及剪裂泥，因

其高角度位態特性，若含(夾)剪裂泥較

少，地下水通路較發達，易造成開挖面

滲水現象，進而使岩體軟化強度降低。

若含(夾)剪裂泥較多，則易形成阻水

層，造成局部地下水包。

2.  層間剪裂帶與不連續面弱化或受剪形成

較大的岩楔滑落，岩楔本體可能也受剪

成破碎狀。

3.  因褶皺軸兩翼岩性與軸部差異大，使軸

部岩體受剪破碎。

4.  複合以上因素，更易形成規模較大的

抽坍。

二、地質弱帶之預測

(一) 一般探查

1.  不取心前進探查：利用鑽機於開挖面向

前鑽探，探測開挖面前方短距離之岩體

強度概況及地下水狀況。理論上，地質

條件好，岩體堅硬，則鑽探前進速率相

對較慢，岩體強度較差，則鑽探速率較

高。鑽進過程中，可注意鑽機或鑽桿不

正常的震動以推測弱帶的位置，鑽機迴

水顏色可推測前方岩性。另外迴水的狀

態亦必須加以觀察，如迴水量是否有明

顯變化，迴水沖出來的速度是否正常，

是否有迴水的損失。迴水中岩屑的種類

可反映潛藏的地質弱帶，容易卡鑽或坍

孔則反應軟弱程度差異大的地質狀況。

2.  TSP隧道內震波探測：探測開挖面前方

約100公尺內地層強度、斷層、破裂帶

及地下水狀況，提出預警。能量來源是

由埋設於24個炸孔中之炸藥所產生，兩

側壁各鑽設一支受波器孔，孔徑約45毫

米，受波器孔內安裝超高感度3維受波

器，用以接收由不連續面反射回來之訊

號。TSP系統可以接收包括P波及S波在

內之全波場震波資料，並可用P波波速與

S波波速為基礎，提供探測範圍內岩體性

質粗估參數如柏松比、剪切模數、密度

及楊氏係數等。也可以3D和2D之方式來

顯示隧道開挖前方軸向上所存在之不連

續面以及其界線。

(二) 開挖面研判

1.  片理面位態：判斷是否有岩楔等不利開

挖之地質狀況。 

2.  剪裂帶判釋：研判對開挖面之影響及發

展趨勢。

3.  構造判釋：經地質師針對開挖面之地質

構造加以研判，了解開挖面前方的地質

狀況及風險評估。

4.  附近隧道開挖資料以及既有開挖資料研

判：經由鄰近已開挖隧道結合地質構造研

判，加以推測未開挖區段之地質條件。

5. 地質風險評估

  圖21為地質風險評估執行模式，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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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觀音及谷風隧道地層為變質岩，地質分區

屬中央山脈東翼大南澳片岩，地質條件較西部

麓山帶地質分區複雜。變質岩與沉積岩地層不

同，在片岩的岩層中，常有許多片狀型態的變

質礦物如雲母、石墨、涓雲母、綠泥石等，這

之，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精度或探測距

離，結合有經驗的地質師可以在遭遇潛

在困難路段前即提出預警，讓現場工作

人員有充裕的時間應對潛在困難路段。

圖22為本工程地質風險評估之範例。

圖21 地質風險評估執行模式

圖22 地質風險評估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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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片狀礦物及葉理構造易使岩體呈現異向性，

且此類片狀礦物如遇剪裂帶與地下水，常有弱

化的現象，自立性不佳，因地質弱帶與褶皺構

造關係相當密切，因此地質條件變化快速，對

於工程地質特性掌握程度相對不易。地質師進

行開挖面地質研判時，參考開挖面所做不取心

或取岩心探查研判前方地質狀況與滲水量等，

或是依據TSP震波探查及地表RIP地電阻探查，

由試驗結果提供施工開挖參考，使得觀音隧道

遭遇地質弱帶與湧水等困難路段，能有效的克

服困難，提昇隧道施工之安全性。

本文藉由蘇花改觀音隧道遭遇地質弱帶施

工案例之因應與處理機制提供工程界參考，隧

道施工之順遂首要為掌握地質，而蘇花改隧道

地質師在遭遇潛在地質弱帶前提出預警，讓施

工人員有充裕的時間思考因應策略，謹慎通過

斷層帶或湧水路段，在重視安全第一與生命無

價的認知下，以期順利執行蘇花改工程。蘇花

改工程為遵守環評承諾，在施工及管理具有其

工程特色，而建設一條「安全回家的路」是蘇

花公路改善的主要目標，期望在安全確保之前

提下，並兼顧環境永續，儘早提供東部民眾一

條安全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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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管理與規範
探討─以蘇花改
谷風隧道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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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部地區台9線蘇花公路，因受地形、地質影響，每逢颱風豪雨常造成坍方中

斷，交通部公路總局推動「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以下簡稱蘇花改)」，秉持

「經濟發展」、「環境永續」、「安全穩定」與「社會公義」之原則，全面推展此東部

民眾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隧道工程基於安全、經濟、快速等目標，除須周詳規劃設計外，材料管理及施工規

範完整性亦屬重要。鑑此，本文以蘇花改谷風隧道(B3標)為例，探討隧道鋼纖維噴凝土材

料管理及施工規範、材料試驗項目與標準、材料配比、預拌廠試拌確認及工地試噴、預

拌廠料源砂石及鋼纖維混入率管理項目、工地試體噴鑽與驗收以及隧道噴凝土中有關材

料規定異同處，以供工程界參考。

壹、材料管理

鋼纖維噴凝土為水泥、粗、細粒料、鋼纖

維、矽灰、水與附加劑等材料依規定拌和後，

以噴漿機具及特殊噴嘴，藉壓縮空氣摻入速凝

劑噴佈於施工面之混凝土。噴凝土依施工方式

可分乾拌法(Dry Mix Process)及濕拌法(Wet Mix 

Process)2種，影響濕拌法的控制參數為水膠比

(w/cm)，而乾拌法為水泥與粒料之比例[1]。蘇

花改噴凝土施工規範計有第1類標稱最大粒徑

4.75mm細粒料級配、第2類標稱最大粒徑9.5mm

粗粒料級配以及第3類標稱最大粒徑12.5mm粗

粒料級配等3種選用級配；ACI 506R-2005年版

僅規定第1類細粒料級配及第2類粗粒料級配，

本工程採用濕拌法之第2類標稱最大粒徑9.5mm

粗粒料級配。採用粗粒料級配噴凝土可減少粒

料表面積而降低用水量、減少噴凝土乾縮量(一

般在3個月之乾縮量介於0.06%~0.10％)、提升

泵送能力、增加單位密度及經濟配比等效益，

惟有較大回彈量(Rebound)、無法適用於較薄噴

凝土、須選擇較大口徑軟管及較高噴灑速率等

技術問題[1]。噴凝土係由預拌廠材料生產品質

管控、現場噴漿機具的傳送穩定、氣動平衡與

相位轉換、以及隧道地質施工等因素所構成之

系統混凝土，與一般傳統澆置之混凝土略有不

同，以下僅針對鋼纖維噴凝土使用鋼纖維材料

作探討，其材料、施工規範、試驗方法、試驗

項目及檢驗頻率詳表1。

一、鋼纖維選用值與規範值之標準

纖維之添加可減少裂紋產生、增加抗彎強

度、改善延展性與韌性、提升耐衝擊性及耐久

性等效益。纖維依材質可區分為鋼、玻璃、合

成和天然材料；鋼纖維依ASTM A820載明製造

有五種類別，本工程採用第一類冷拉鋼線束排

之圓形斷面鋼纖維，經試驗結果統計，其平均

長度35.8 mm，平均直徑0.77 mm，平均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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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鋼纖維噴凝土用材料名稱、施工規範、試驗方法、試驗項目及檢驗頻率表

材料名稱 施工規範 試驗方法 試驗項目/規範值 檢驗頻率

第一類冷拉鋼纖

維(TYPEⅠcold-

drawn wire)

補充施工說明

書第02424章第

2.1.6節

ASTM A820

(CNS 12892)

1. 長度cm/長約2.5~4.0 cm

2.  直徑mm/直徑0.5~0.8 mm之圓形斷面或等面積之他

種斷面

3. 長徑比/長度與等值直徑比為40~80

4.  抗拉強度(kgf/cm2)/抗拉強度：大於3,450 kgf/cm2

5.  抗彎強度/抗彎強度：在不低於16°C溫度下可沿內

半徑3.18 mm之圓弧彎曲90°而不會折斷。

1. 料源改變。

2.  數量管制：每批取樣1次，批次中每5 噸取代

表性樣品，再混樣為批次樣品送驗。

3. 時間管制：每年取樣1次。

註：承商須提報供應商之廠自主檢查報告。

卜特蘭水泥Ⅱ型

低鹼

補充施工說明書

第02424章第

2.1.1節

施工說明書

第03050章

第2.1.2節

CNS 61 化性試驗依CNS 61表1及表2

物性試驗依CNS 61表3及表4

1. 料源改變。

2.  數量管制：依連工帶料發包材料抽檢驗之規

定，Ⅰ型水泥每500公噸至少抽樣1次，Ⅱ型

水泥每三百公噸至少抽樣1次，每10件樣品至

少1件按CNS61檢驗。

3. 時間管制：

  第03050章2.3.7水泥試驗規定：散裝水泥出廠6

個月以上者，應再行試驗。每年取樣1次。

矽 灰 ( S i l i c a 

Fume) 

第02424章隧道

噴凝土第2.1.7節

ASTM C1240 1.  細度通過#325篩%/細度：通過#325篩之重量百

分比大於90%。

2.  強度活性指數/加速膠凝作用指標：與水泥混合7

天後大於85%。

3.  化學成份：二氧化矽(Si02)含量大於85%；燒失

量小於6%。

4. 密度

1. 料源改變。

2. 數量管制：每批取樣1次

3. 時間管制：每年取樣1次。

濕拌式噴凝土

第9類速凝早

強劑液態(Type 

II—Wet-mix 

shotcrete Grade 

9—Accelerating 

admixture, quick-

setting)

第02424章隧道

噴凝土第2.1.3節

ASTM 

C1141/ASTM 

C1398(CNS 

14689)

1.  鹼當量(Na
2
+0.658K

2
O)%/Na

2
O鹼當量(Na

2
O+0.658K

2
O)

不得超過自重之1%。

2.  氯離子%/速凝劑之氯化物含量不得超過自重之1%

3. 初凝凝結時間/初凝時間：1～3分鐘

4. 終凝凝結時間/終凝時間：12分鐘以內

5. 比重

6.  建立各批料之成分或其他標準值，如pH值、比重

等試驗步驟與建立比對標準。(進料前建置)

7. 拒收基準：

  7.1空氣含量/含摻料噴凝土大於5%，得拒絕此摻料。

  7.2不符合標準規定中任一，得拒收。

  7.3試驗完成後，儲存超過6個月時，應重新試

驗，再試驗不符合標準規定中任一，得拒收。

  7.4摻料之量與所標明重量或體積差異超過2%

時，得予拒收。

1. 料源改變。

2.  數量管制：每批取樣1次，惟以3天內貨至工

區視為1批次。

3. 時間管制：每年取樣1次。

混凝土化學摻料

(高性能減水緩凝

劑TYPE G 聚羧

酸聚合物)

第02424章隧道

噴凝土第2.1.8節

第03050章

第2.1.8

ASTM C494

CNS 12283

1. 用水量

2. 坍度

3. 抗壓抗彎

4. 初凝時間及終凝時間

5. 長度變化率

6. 均勻性及同等性：烘乾殘留量、摻料比重、PH值

7. 氯離子含量

1. 料源改變，檢驗項目為左列項目。

2.  數量管制：每批取樣1次，惟以3天內貨至工區

視為1批次，檢驗項目為均勻性及同等性：烘乾

殘留量、摻料比重、PH值、氯離子含量。

3.  時間管制：每年取樣1次，檢驗項目為均勻性

及同等性：烘乾殘留量、摻料比重、PH值、

氯離子含量。

噴凝土拌合水 第03050章

混凝土基本材料

及施工方法2.1.7 

須符合CNS 

13961規

定。

依據CNS 

1237 方法辦

理。

1. 懸濁物含量

2. 水溶性蒸發殘留物

3. 氯離子含量

4. 酸鹼度

5. 硫酸根離子含量

6. 鹼含量

7. 油脂

8. 水泥凝結時間與控制試驗之差異

9. 水泥砂漿抗壓強度比

1. 料源改變。

2. 時間管制：

  2.1.每月取樣1次，檢驗項目為氯離子含量、

硫酸根離子含量、鹼含量、油脂。

  2.2.每年取樣1次，檢驗項目為左列項目。

3.  拌合水氯離子含量CNS 5858 [工業廢水氯離

子檢測法]：每一料源至少1 次，有疑慮時隨

時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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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稱 施工規範 試驗方法 試驗項目/規範值 檢驗頻率

卜特蘭水泥混凝

土之粒料

第03050章混凝

土基本材料及施

工方法2.1.3粒料

之一般規定

粒料須符合

CNS 1240

規定

1. 細粒料：

 1.1篩分析CNS 486

 1.2表面含水率 CNS489

  1.3通過0.075mm篩之細粒料CNS 491/細粒料通過

No.200篩之有害物質含量不得大於3%

 1.4土塊及易碎顆粒CNS 1171

 1.5細粒料健度CNS 1167

 1.6細粒料中之水溶性氯離子含量CNS13407

 1.7有機不潔物CNS 1164

 1.8煤及褐炭輕質顆粒CNS 10990

 1.9鹼質反應溶解矽量Sc、鹼質反應耗用鹼量Rc

2. 粗粒料：

 2.1篩分析CNS 486

 2.2通過0.075mm篩之細粒料CNS 491

 2.3表面含水率CNS489

 2.4土塊及易碎顆粒CNS 1171

 2.5粗粒料健度CNS 1167

 2.6粗粒料磨損CNS 490

  2.7破碎面(二面)/ 粗粒料之組成至少應有90%之

重量比為碎石顆粒，每顆碎石顆粒至少應有2個

破碎面

 2.8煤及褐炭輕質顆粒CNS 10990

 2.9鹼質反應溶解矽量Sc、鹼質反應耗用鹼量Rc

1. 料源改變。

2. 時間管制：

 2.1.每日試驗項目：

 粗細粒料篩分析CNS 486

 表面含水量CNS 489

 混凝土氯離子含量CNS13465

 新拌混凝土溫度

 新拌混凝土坍度

 2.2.每週試驗項目：

 土塊及一碎顆粒CNS 1171

 通過0.075mm之細粒料CNS 491

 新拌混凝土單位重CNS 3090

 2.3.每6個月試驗項目：

 粗粒料健度CNS 1167

 細粒料健度CNS 1167

 粗粒料磨損CNS 490

 2.4.每12月試驗項目：

 預拌廠計量器設備

 廠拌均勻性

  粗細粒料，每1年檢驗1次，檢驗項目為左列

項目。

3. 水溶性氯離子：

  細粒料水溶性氯離子CNS 13407 [細粒料中

水溶性氯離子含量試驗法]：每一料源至少1 

次，有懷疑時隨時檢測。

4.  新拌混凝土水溶性氯CNS 13465 [新拌混凝土

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試驗法]：(1) 配比設計時

每一配比1次。(2) 預拌混凝土要求預拌廠每

一料源至少檢測1次，有懷疑時隨時檢測。(3) 

工地拌和混凝土每一料源至少1 次，有懷疑時

隨時檢測。

5.  硬化混凝土水溶性氯AASHTO T260 [混凝土及

其原材料中總氯離子含量試驗法]：有懷疑時

專案辦理。

(續上表)

與直徑比為46.8，詳表2及圖1至圖3所示。本

工程補充施工說明書第02424章規定：[鋼纖維

噴凝土之每批鋼纖維之品質應符合ASTM A820

第一類之規定，…鋼纖維應符合下列要求：尺

寸：長約2.5~4.0 cm，直徑0.5~0.8 mm之圓形斷

面或等面積之他種斷面，長度與等值直徑比為

40~80…]，然ASTM A820試驗規定：[長度與規

定值之差異不得超過±10%，直徑或當量直徑

與規定值之差異不得超過±10%，長徑比與規

定值之差異不得超過±15%]。且由表1及圖1

至圖3得知，施工選用長度下限值25.0 mm與管

制下限34.0 mm、試驗規定下限32.4 mm；施工

選用直徑下限值0.5 mm與管制下限0.7 mm、試

驗規定下限0.72；以及施工選用長徑比上限值

80與管制上限48.9、試驗規定上限54.1等有所

差異，為使試驗規定值與施工選用值明確化，

如將施工規範修正為：[鋼纖維噴凝土之鋼纖維

品質及試驗頻率應符合ASTM A820第一類之規

定，…鋼纖維應依下列要求：選用尺寸：長約

2.5~4.0 cm，選用直徑0.5~0.8 mm之圓形斷面或

等面積之他種斷面，選用長度與等值直徑比為

40~80…]，得以明確規定選用尺寸規格，惟試驗

結果仍需符合ASTM A820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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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配比及預拌廠試拌確認、工地試噴

(一) 材料配比及預拌廠試拌確認

本工程噴凝土配比計有210 kg/cm2噴

凝土、280 kg/cm2噴凝土及255 kg/cm2鋼

纖維噴凝土3種(詳表3)。噴凝土配比設計

應於施工前一個月，依CNS 12891 [混凝

土配合設計準則] 及ACI 211.1 [Standard 

Practice for Selecting Proportions for Normal 

Heavyweight, and Mass Concrete] 之要求

決定配合比例，並由TAF認可之ISO/IEC 

17025實驗室辦理，混凝土配比之要求平

均抗壓強度fcr'，因預拌廠無以往試驗紀錄

配比來計算標準差，故依CNS 12891 規定

求得平均抗壓強度，以設計強度255 kgf/cm2

鋼纖維噴凝土為例，其fcr'=255+85=340 kgf/

cm2；續依據施工補充條款137條規定進行

配比實際廠試拌，以確保坍度損失、混凝

土品質及施工性能符合現場實際要求並據

以調整最終配比。

由於噴凝土為材料、施工、地質等

因素所構成之系統混凝土，為鑑別現場施

工或預拌廠生產品質之責任歸屬，執行現

場鑽取有速凝劑噴凝土試體及預拌廠內未

摻速凝劑製作圓柱抗壓強度加以比對，詳

表4及圖4。而由表3統計表及由ACI 214-

02 [混凝土管制水準評估準則]判定得知，

預拌廠未加速凝劑圓柱試體抗壓強度之全

面變異標準差21.3kgf/cm2 < 28.1kgf/cm2屬

極優，組內變異係數4.6%介於4%~6%屬良

好；現場鑽取有速凝劑噴凝土試體抗壓強

圖1 第一類冷拉鋼線鋼纖維(Type I, cold-drawn wire)

      長度檢測結果管制圖

表2 第一類冷拉鋼線鋼纖維長度、直徑、長徑比、抗拉強度檢測結果統計表

試驗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變異
係數

管制下限
(-3σ)

管制上限
(+3σ)

施工選
用下限

施工選
用上限

試驗規
定下限

試驗規
定上限

長度(mm) 35.8 0.61 1.70 34.0 37.6 25.0 40.0 32.4 39.6

直徑(mm) 0.77 0.01 1.48 0.70 0.80 0.50 0.80 0.72 0.88

長徑比 46.8 0.72 1.53 44.6 48.9 40 80 39.95 54.1

抗拉強度(kgf/cm2) 9803 484 4.94 8351 11256 3450 ---- 3450 -----

 圖2 第一類冷拉鋼線鋼纖維(Type I, cold-drawn wire)

       直徑檢測結果管制圖

 圖3 第一類冷拉鋼線鋼纖維(Type I, cold-drawn wire)

       長徑比檢測結果管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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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層漸次噴佈，常存有不良壓實度(Poorly 

Compacted，不同於傳統混凝土搗實震動)，

噴漿作業手之工藝技術實為重要影響因

素。諸多因素均可導致噴凝土內部蘊藏不

均質弱面(Weak)、空隙(Voids)及危害的微

觀結構(Damaged Microstructure)存在，此乃

造成強度高低顯著差異。

(二) 工地試噴

 工地試噴格板依ACI  506及ASTM 

C1140 (或CNS 14917)規定執行格板試

驗(Panel Test)，本工程試噴格板製作尺

寸為長75CM、寬75CM、厚度20CM(ACI 

506及ASTM C1140 規定長61CM、寬

61CM、最小厚度8.9CM，但針對噴漿

機 具 設 備 操 作 員 資 格 考 試 格 板 要 求 長

76CM、寬76CM、厚度 7.5CM)，另施工

度之全面變異標準差60.1kgf/cm2 > 49.2kgf/

cm2屬不良，組內變異係數14% > 6.0%亦屬

不良，然ACI 214-02其統計參數僅適用於

普通混凝土抗壓、抗彎強度、坍度、含氣

量和密度等評估，並不適用噴製之噴凝土

試體，由於噴凝土強度除受制於鑽取位置

差異、鋼纖維方向性、地質非均質性、地

質含水條件等因素；此外，噴凝土施工乃

表3 台9線蘇花公路谷風隧道新建工程B3標噴凝土配比設計表

設計強度 
kgf/cm2

設計
坍度

含
氣
量

標稱
最大
粒徑

需求
強度

水
膠
比

S/A

各材料用量kg/m3

總重水泥
(Ⅱ)

矽灰
鋼

纖維
粗

粒料
細

粒料
藥劑 水

C1 C5 SF1 G1 S1 AE W1

mm % mm kgf/cm2 % kg kg kg kg kg kg kg kg/m3

210S(噴凝土) 17 2.3 10 295 0.480 66 380 0 0 628 1230 2.28 180 2420

280S(噴凝土) 18 2.6 10 365 0.492 66 429 0 0 584 1143 2.15 209 2367

255SFS
(鋼纖維噴凝土)

17 2.4 10 340 0.424 66 399 28 45 588 1149 3.30 197 2409

表4 現場鑽取有速凝劑噴凝土試體及預拌廠內未摻速凝劑製作圓柱抗壓強度比對統計表(齡期28天)

廠未加速凝劑
之圓柱試體

現場鑽取有速
凝劑噴凝土試體

標準差 標準差等級

統計組數n 45 45 <28.1 極優

ΣX 20659 19336 28.1~35.2 甚佳

平均強度X 459 430 35.2~42.2 良好

標準差σ 21.3 60.1 42.2~49.2 普通

變異係數V=(σ/ X )*100% 4.6 14.0 >49.2 不良

最大值 513 553

最小值 428 322

圖4 現場鑽取有速凝劑噴凝土試體及預拌廠內未摻

速凝劑之製作圓柱抗壓強度比對(齡期28天)管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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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工地格板試噴垂直及倒懸試驗結果統計表

設計強度 試噴試驗結果 A藥劑商 B藥劑商 C藥劑商 規範值

210kgf/cm2

8小時拉拔(倒懸) 74.9 74.4 78.3 ≧50

8小時拉拔(垂直) 82.9 90.3 86.3 ≧50

3天鑽心抗壓(倒懸) 188 197 180 ≧140

3天鑽心抗壓(垂直) 197 189 170 ≧140

28天鑽心抗壓(倒懸) 292 285 277 ≧210

28天鑽心抗壓(垂直) 302 299 255 ≧210

255kgf/cm2

8小時拉拔(倒懸) 91 92 99.3 ≧50

8小時拉拔(垂直) 109.5 104.3 110.1 ≧50

3天鑽心抗壓(倒懸) 200 199.3 188.3 ≧170

3天鑽心抗壓(垂直) 204.7 205.7 216.7 ≧170

28天鑽心抗壓(倒懸) 295.7 259.3 329.3 ≧255

28天鑽心抗壓(垂直) 322.3 286 322.7 ≧255

28天切割抗彎(垂直) 66 54.7 65 ≧50

28天切割抗彎(倒懸) 68.7 53.6 65.3 ≧50

28天切割抗彎韌性指數I5(垂直) 4.6 5 4.7 ≧4

28天切割抗彎韌性指數I5(倒懸) 4.8 4.6 4.9 ≧4

28天切割抗彎韌性指數I10(垂直) 8.3 8.6 8.7 ≧6

28天切割抗彎韌性指數I10(倒懸) 8.8 6.9 8.9 ≧6

28天切割抗彎韌性指數I20(垂直) 12 13.5 14.3 ≧10

28天切割抗彎韌性指數I20(倒懸) 14 12.5 14.1 ≧10

中例行驗收之格板製作尺寸為長50CM、

寬50CM、厚度20CM(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02424章規定長46CM、寬46CM、厚度

20CM)，然ACI 506R-2005sec.6.4所引用

規範ASTM C1140(等同CNS 14917)取樣

規定：[不得從格板外緣向內距離等於深

度加25.4mm之範圍內的噴凝土中取樣]，

如以本工程施工驗收格板尺寸長50CM、

寬50CM、厚度20CM為例，其取樣範圍

僅剩長49.2mm、寬49.2mm可取，然規

定需各3個鑽心試體直徑7 .5 cm及抗彎

試體10cm×10cm×30cm，若依上述取

樣規定則施工驗收格板製作尺寸應為長

120.16CM、寬120.16CM、厚度20CM，噴

凝土單位重為2409kg/m3，淨噴凝土總重約

695.6kg (不含鐵模重)，此格板尺寸及重量

似乎不適宜現場取樣作業。

 格板施噴時應分垂直及倒懸兩種情形

施噴，試噴後在每一格板參考ASTM C900

拉拔試驗，評估8小時齡期之抗壓強度，

並從每一格板中鑽取直徑7.5cm之試體，依

CNS 1238規定，分別試驗其3天及28天齡

期之抗壓強度，詳表5工地格板試噴垂直及

倒懸試驗結果統計表及圖5，試噴前需對噴

漿機速凝劑流量查驗，詳圖6。

 有關採ASTM C900拉拔試驗評估8小

時齡期之抗壓強度中，參照 ACI 228.1R 

[In-Place Methods to Estimate Concrete 

Strength] 建現場拉拔力與圓柱試體抗壓

強度關係曲線應於試驗室先前建置，然其

中拉拔試驗ASTM C900 [Pullout Test] 之

代表平均組內變異係數為7%~10%，是

標準圓柱試體抗壓強度之2~3倍差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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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ete by pullout method] 並參照日本

JSCE-G 561-2005解說，依據日本道路公團 

[JHS 702-1992]，建議抗壓強度≒4τ [8]，

詳表6。

ACI 506R-05 Sec.9.8指明報告內所載7種

評估方法，用於評估抗壓強度可能不具可

靠度。今工程採用日本JSCE-G 561-2005 

[Test method for early strength of sprayed 

圖5 工地噴凝土試噴

噴凝土設備開始噴鋪作業 噴凝土設備開始噴漿(倒懸) 現場噴凝土試噴速凝劑取樣

速凝劑至TAF實驗室

會同檢驗凝結時間

現場噴凝土架設(垂直)

拉拔試驗

現場噴凝土試噴架設(倒懸)
拉拔試驗

圖6 速凝劑流量查驗

流量設定 配比確認 開始測試

桶接劑量 劑量秤取 查驗計算

噴凝設備之速凝劑計量查驗
流量設定(kg/hr.) 450
等值流量(kg/min.) 7.5
流體比重(用水量測) 1.0
速能劑用量(%) 6.0
設定量測時間(min) 1.0

量測流量kg
NO.1 NO.2 NO.3
7.733 7.785 7.748

平均量測流量(kg) 7.755
計算量測流量(kg/min.) 7.76
量測誤差% 6.40
實測速能劑用量誤差%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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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料源砂石生產進料檢驗停留點項目及頻率表

試驗項目及試驗方法 檢驗頻率

細粒料：

篩分析CNS 486、表面含水率 CNS489、

通過0.075mm篩CNS 491、土塊及易碎

顆粒CNS 1171、健度CNS 1167、水溶性

氯離子含量CNS13407、有機不潔物CNS 

1164、煤及褐炭輕質顆粒CNS 10990。

1. 料源改變。

2. 時間管制：

每日試驗項目：

粗細粒料篩分析、表面含水量、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新拌混凝土溫度、新

拌混凝土坍度。

每週試驗項目：

土塊及一碎顆粒、通過0.075mm之細粒料、新拌混凝土單位重CNS 3090。

每6個月試驗項目：

粗粒料健度、細粒料健度、粗粒料磨損。

每12月試驗項目：

預拌廠計量器設備、廠拌均勻性、粗細粒料每年檢驗1次(檢驗項目為左列項

目)。

3. 水溶性氯離子管制：

  細粒料、新拌混凝土、硬化混凝土：每一料源至少1 次，有疑慮時隨時檢

測。

粗粒料：

篩分析CNS 486、通過0.075mm篩CNS 

491、表面含水率CNS489、土塊及易碎

顆粒CNS 1171、健度CNS 1167、磨損

CNS 490、破碎面(二面)、煤及褐炭輕質

顆粒CNS 10990。

表6 ASTM C900-13與JSCE-G 561-2005差異表

差異性 美國ASTM C900-13 日本JSCE-G 561-2005 備註

應力表示 正應力表示fn=P/A Sinα 剪應力表示τ=P/A

影響試驗結果要素：崁

入噴凝土之拉拔設備架

構、承壓環尺寸、埋入

深度、粒料尺寸大小。

拉拔設置斷面 d3介於2.0~2.4d2；h=d2；d4≧1.25d3；d1≦0.6d2
d3=3d2；h=1.8d2；

d4未說明；d1=0.6d2

埋入深度h，影響拉拔

力主因，故日本試驗拉

拔力大於ASTM。

拉拔試驗轉換

抗壓強度

參照 ACI228.1R [In-Place Methods to Estimate 

Concrete Strength] 建置現場拉拔力與圓柱試體抗壓

強度關係曲線，對於新建結構物，此關係曲線應於

試驗室先建置，報告內容共載有7種評估方法，然其

中拉拔試驗之代表性平均組內變異係數為7%~10%，

是標準圓柱試體抗壓強度之2~3倍差異。

參照日本JSCE-G 561-

2005解說，依據日本道

路公團[JHS 702-1992]建

議抗壓強度≒4τ。

三、預拌廠料源砂石及鋼纖維混入率管理 

項目

(一) 料源砂石生產進料管制

 有關料源砂石生產進料檢驗停留點項

目及頻率表，詳表7及圖7。

(二) 鋼纖維噴凝土鋼纖維混入率

 對於加入鋼纖維之混凝土，依據ASTM 

C143試驗方法測量坍度，因鋼纖維之長

徑比及鋼纖維用量增加，將導致測量的

坍度被放大，故ACI 544.1R-1996建議採

用ASTM C995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Time of Flow of Fiber-Reinforced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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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鋼纖維含量平均值48 kg/m3，標準差

1.07 kg/m3、變異係數2.24%、最大值51.1kg/

m3、最小值45.1 kg/m3，全距最大值3.8 kg/

m3、最小值0.3 kg/m3，顯示廠內生產及經運

送至工地後鋼纖維含量之變異小，其均勻性

佳、無結球及鋼纖維沉澱析離現象。

四、工地試體噴鑽與驗收

為統一噴凝土試體制式化管理，故擬定隧

道噴凝土試體製作、取樣、養護、切割及送驗

標準作業流程，分別說明如下。

Through Inverted Slump Cone] 或The Vebe 

Test (BS 1881)評估新拌鋼纖維混凝土流

動時間之工作性[6]。通常鋼纖維用量大約

0.5％~2.0％的拌合體積(約39 kg/m3至157kg/

m3)，本工程鋼纖維噴凝土鋼纖維摻入量

為45 kgf/m3佔配比體積約0.5%。為管控預

拌混凝土廠鋼纖維含量生產變異性，依據

日本鋼纖維噴凝土鋼纖維混入率含量試驗

(wash-out testing，水洗法)，分別抽驗廠內

拌合車及該拌合車至工地的鋼纖維混入率

含量，以了解廠內生產及經運送至工地後

鋼纖維含量變化與均勻性，詳表8及圖8。

圖7 料源生產進料管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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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鋼纖維混入率含量(日本wash-out testing，水洗法)檢驗差異統計表

材料名稱：鋼纖維 X
i
　　　個別值(kg/m3)

該組
平均

連續五組
強度平均

該組
全距

連續十組
全距平均

備註
組號 取樣日期

X1 (廠內拌
合車取樣)

X2 (工地拌
合車取樣)

X3

1 2014/5/11 48.7 50.3 49.5 1.6

2 2014/5/12 46.1 49.0 47.6 2.9

3 2014/5/13 49.6 47.3 48.5 2.3

4 2014/5/14 47.6 46.6 47.1 1.0

5 2014/5/15 48.3 49.7 49.0 48.3 1.4

6 2014/5/16 48.9 45.9 47.4 47.9 3.0

7 2014/5/17 50.0 47.7 48.9 48.2 2.3

8 2014/5/18 47.1 49.0 48.1 48.1 1.9

9 2014/5/19 46.0 47.0 46.5 48.0 1.0

10 2014/5/20 45.1 45.6 45.4 47.2 0.5 1.8

11 2014/5/21 47.6 48.6 48.1 47.4 1.0 1.7

12 2014/5/22 50.1 49.1 49.6 47.5 1.0 1.5

13 2014/5/23 49.6 46.7 48.2 47.5 2.9 1.6

14 2014/5/24 49.0 47.0 48.0 47.8 2.0 1.7

15 2014/5/25 47.9 46.3 47.1 48.2 1.6 1.7

16 2014/5/26 47.0 49.6 48.3 48.2 2.6 1.7

17 2014/5/27 48.4 46.0 47.2 47.8 2.4 1.7

18 2014/5/28 47.9 47.3 47.6 47.6 0.6 1.6

19 2014/5/29 50.7 48.6 49.7 48.0 2.1 1.7

20 2014/5/30 46.9 48.3 47.6 48.1 1.4 1.8

21 2014/5/31 49.4 47.9 48.7 48.1 1.5 1.8

22 2014/6/1 46.6 49.1 47.9 48.3 2.5 2.0

23 2014/6/2 46.0 48.1 47.1 48.2 2.1 1.9

24 2014/6/3 45.6 47.4 46.5 47.5 1.8 1.9

25 2014/6/4 49.4 46.9 48.2 47.6 2.5 2.0

26 2014/6/5 46.6 47.9 47.3 47.4 1.3 1.8

27 2014/6/6 51.1 47.3 49.2 47.6 3.8 2.0

28 2014/6/7 48.4 46.9 47.7 47.8 1.5 2.1

29 2014/6/8 46.0 45.7 45.9 47.6 0.3 1.9

30 2014/6/9 48.7 51.0 49.9 48.0 2.3 2.0

統數組數n 30 Rm=規定值*V1*d2 4.38

ΣX 959 組內全距平均值R=ΣR/n 1.837

平均X 48.0 組內標準差σ1=R/d2 1.08

標準差σ 1.07 組內變異係數V1=(σ1/X)*100% 2.26%

變異係數V=(σ/X)*100% 2.24 連續十組全距平均值 1.790

  d2= 1.693

(一) 隧道現場噴凝土作業

 隧道噴凝土試體種類計有現場鑽心抗

壓圓柱試體、格板鑽心抗壓圓柱試體、格

板切割抗彎長條試體3種。

(二) 噴凝土格板試體噴製

 格板鑽心抗壓圓柱試體及格板切割抗

彎長條試體2種，依頻率及試體噴製管制

表，噴製格板大小為46cm×46cm×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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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鋼纖維混入率含量(日本wash-out testing水洗法)檢驗差異管制圖

(四) 噴凝土格板試體移置管制區

 噴製後第2天，工班將格板試體移置集

中試體暫儲養護管制區；以B3標為例，設

置於8K+225橫坑與NS7及SS8主隧道交叉口

2處，10K+768橫坑入口1處，設置點需隨

工作面進度而調整。

(三) 噴凝土格板試體識別

 工班噴製格板，待噴凝土硬固後(約15

分鐘)，由工班於格板試體粗糙表面噴漆識

別；以B3標為例，「NS7/ T96/102.01.23」，

NS7：北上線南向工作面；T96：第T96輪；

102.01.23：噴製格板日期，噴製完成後其

工班須回報品管工程師，以利追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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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噴凝土格板試體簽名

 監造及承包商現場工程師，需會同於

格板試體簽名，以當天噴製格板試體值班

工程人員為主。

(六) 噴凝土格板試體現場養護

 依規定模擬現場條件養護，養護歷程

為期3週。

(七) 現場及格板圓柱抗壓噴凝土試體鑽取

 3週後進行現場及格板圓柱抗壓噴凝土

試體鑽取，現場圓柱抗壓噴凝土試體鑽取

1組3個試體，辦理28天齡期抗壓強度試驗

(作為判斷合格與否之依據)；格板圓柱抗壓

噴凝土試體鑽取1組3個試體，辦理3天齡期

抗壓強度試驗(作為施工品管之參考)，經隨

機鑽取並由監造及承包商現場工程師，會

同於鑽心試體簽名且置於集中試體暫儲養

護管制區，以利材料工程師送驗作業。

(八) 噴凝土格板抗彎試體切割

 材料工程師3週後，將噴凝土格板抗

彎試體送至切割廠裁製抗彎試體1組6個試

體，辦理28天齡期之3個抗彎、3個抗彎韌

性試驗(作為判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九) 噴凝土試體送驗、會壓及試驗結果評核

 材料工程師連同現場鑽心抗壓圓柱試

體、格板鑽心抗壓圓柱試體、格板切割抗

彎長條試體，應於試驗齡期前3日內，由

監造及承包商材料工程師會同送至TAF實

驗室，以利進行後續會試及試驗結果評核

分析。

貳、規範探討

有關鋼纖維噴凝土用材料名稱、施工規

範、試驗方法、試驗項目及檢驗頻率表(詳表1)

及施工說明書第02424章隧道噴凝土中材料規定

異同處(詳表9)，摘述規範探討如下：

一、鋼纖維稱量允許差及批次代表數量

有關預拌廠生產之每盤配比稱量允許差，

於ACI 506-R2005規定：「水泥允許差：配比權

重±2％、粒料允許差：配比權重±4％、附加

劑允許差：配比權重±6％」，惟查鋼纖維允許

差ACI未說明，施工說明書規定鋼纖維噴凝土鋼

纖維最少摻入量45 kgf/m3僅為下限要求，對於

規範允許上下限允許差的精神及預拌廠磅秤的

精確度未予規定；然由經驗得知，預拌廠生產

噴凝土稱料允許差之限制是可以放寬的，因此

建議鋼纖維噴凝土之鋼纖維允許差可同水泥允

許差：配比權重±2％。

至於取樣批次代表數量，施工規範載明：

[鋼纖維噴凝土每批鋼纖維之品質應符合ASTM 

A820 TYPE Ⅰ規定]，未說明批次代表數量，

而ASTM A820試驗方法：[規定以每批5噸且至

少隨機採取10個以上試樣，且於第1.3節：說明

當產品說明書和本說明書之間要求發生衝突情

況下，以該產品說明書為準。]；為使取樣批次

明確化以免混淆；建議施工規範修改為：[鋼纖

維噴凝土之鋼纖維品質及取樣頻率應符合ASTM 

A820 TYPE Ⅰ規定]，取樣批次代表數量仍以試

驗規定為主。本工程要求取樣頻率為(1)料源改

變取樣1次(2)數量管制：每批取樣1次，批次中

每5噸取代表性樣品，再混樣為批次樣品送驗(3)

時間管制：每年取樣1次，另要求承商須提報供

應商之廠自主檢查報告，並視需要得至供應廠

驗廠及採原母材鋼板取樣送驗。

二、試噴拉拔標準

有關施工說明書規定依ASTM C900執行工

地噴凝土試噴拉拔標準試驗，評估8小時齡期之

抗壓強度，前已於第壹、二、(二)章節說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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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施工說明書第02424章隧道噴凝土中有關材料規定異同處

項目
台9線谷風隧道新建工程補充施工說明書

(100年07月版)
公路總局施工說明書

(101年版)
工程會施工綱要
(101年V6.0版)

施工方法 濕拌法。 濕拌法或乾拌法。 濕拌法或乾拌法。

相關標準 無引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引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CNS 14688 A2280 噴凝土用材料

CNS 14689 A2281 噴凝土用摻料

CNS 14917 A3402 噴凝試驗格板樣品之準備與測試法

CNS 12892 A2247 纖維混凝土用鋼纖維

凝結方法 速凝劑凝結時間方法ASTM C1141及ASTM 

C1398規定

速凝劑凝結時間方法CNS 14689規定 速凝劑凝結時間方法CNS 14689及ASTM C1398

規定

配比規定 噴凝土水泥參考使用量為400 kgf/m3，鋼纖

維噴凝土之水泥參考使用量為420 kgf/m3，

並得於5%範圍內調整。

噴凝土水泥參考使用量為400 kgf/m3，鋼纖維

噴凝土之水泥參考使用量為420 kgf/m3，並得

依配比成果調整。

與台9線谷風隧道補充施工說明書一致。

級配選用 級配有 I、II、III 3種級配。 級配 I、II 2種級配。(與ACI 506R-05相同) 級配須符合CNS 14688級配編號1、級配編號2、

級配編號3。

速凝劑

用量規定

無用量規定。 1.  5.6(3)噴凝土(含鋼纖維噴凝土)之速凝劑用量應

依1.5.4噴凝土配比試驗及3.3試噴成果辦理。

2.  1.6(3)速凝劑之參考用量以水泥之(5±2)%為

原則，另遇特殊地質狀況，或其添加比例經

工程司確認仍可符合施工品質要求時，該速

凝劑用量之限制得酌予放寬，惟上限部分仍

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A.  採用粉狀速凝劑，用量不得超過水泥用量

之8%。

 B.  採用液狀速凝劑，用量不得超過水泥用量

之10%。

無用量規定。

鋼纖維

要求
鋼纖維品質應符合ASTM A820 TYPE I 規定。 鋼纖維品質應符合CNS 12892 A2247第一類規定 與台9線谷風隧道補充施工說明書一致。

附加減水

劑規定

附加之減水劑及強塑劑，其品質應符合

ASTM C494規定。輸氣劑應符合ASTM 

C260規定。

附加之減水劑及強塑劑，其品質應符合CNS 

12283規定。輸氣劑應符合CNS 9208規定。

附加之減水劑及強塑劑，其品質應符合CNS 

12283規定。輸氣劑應符合CNS 3091規定。

飛灰及

高爐石粉

不得添加飛灰及高爐石粉等導致緩凝之添加料。 無此規定是否制止添加。

工地試噴 工地試噴應依ACI 506規定，餘三者相

同。

工地試噴應依ACI 506及CNS 14917規定，餘

三者相同。

工地試噴應依CNS 14917規定，餘三者相同。

鑽心抗壓

試驗

試驗方法為ASTM C42規定辦理，餘三者

相同。

試驗方法為CNS 1238規定辦理，餘三者相同。 試驗方法為CNS 1238規定辦理，餘三者相同。

格板抗彎

試驗

應依ASTM C78抗彎試驗。 應依CNS 1233之抗彎試驗。 應依CNS 1233之抗彎試驗。

噴凝土厚

檢驗度

無此規定。 3.6.3工程司應依工程特性選擇適當方法檢驗噴

凝土厚度，必要時得進行鑽心試驗檢驗。

無此規定

次品質噴

凝土

與公路總局內容相同，惟第(1)、(2)A、

及(2)B個別值及平均值與工程會規定相

反，建議應修正同工程會一致，方符合

ACI 506 1.6.2.4「 The mean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a set of three cores shall equal 

or exceed 0.85 fc' with no individual core 

less than 0.75 fc'. The mean of a set of 

three cubes shall equal or exceed fc' with 

no individual cube less than 0.88 fc'.」規

範述求。

3.6.4各式噴凝土試驗結果具有下列情形，但

經工程司研析結果並不影響結構安全而予接受

時，則該批噴凝土謂之「次品質噴凝土」。

(1) 噴凝土

  1個或多個抗壓試體強度低於178 kgf/cm2，

但3個試體之平均強度大於157 kgf/cm2。

(2) 鋼纖維噴凝土

 A.  1個或多個抗壓試體強度低於216 kgf/

cm2，但3個試體之平均強度大於191 

kgf/cm2。

 B.  1個或多個抗彎試體強度低於50 kgf/cm2，

但3個試體之平均強度大於42 kgf/cm2。

 C.  1個或多個試體抗彎韌性試驗I5＜4，

I10＜6，I20＜10，但3個試體平均之I5

＞3，I10＞4，I20＞8。

3.3.3各式噴凝土試驗結果具有下列情形，但經工

程司研析結果並不影響結構安全而予接受時，則

該批噴凝土謂之「次品質噴凝土」。

(1) 噴凝土

  一個或多個抗壓試體強度低於[157] [　　] 

kgf/cm2，但三個試體之平均強度大於[178]

[　　] kgf/cm2。

(2) 鋼纖維噴凝土

 A.  一個或多個抗壓試體強度低於[191] [　　]  

kg f / cm2，但三個試體之平均強度大於

[216] [　　] kgf/cm2。

 B.  一個或多個抗彎試體強度低於[42] [　　] 

kgf/cm2，但三個試體之平均強度大於[50] 

[　　] kgf/cm2。

  工程會未對抗彎韌性之次品質噴凝土規定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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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仍須依據ACI 228.1R建置現場拉拔與抗壓強度

關係曲線。

三、驗收材料項目與頻率之契約制式化

有關鋼纖維材料於施工說明書與依據試驗

方法的規定值、取樣的批次代表數量與頻率應

予明確化，以免造成契約執行爭議，建議於施

工說明書中檢驗章節，明確表列如表1模式，載

明此章節所使用材料設備、試驗項目、試驗方

法、規定標準及檢驗頻率，以利契約執行之明

確量化。

參、結論與建議

一、 噴凝土乃系統混凝土，需考量預拌廠內材

料生產管控、噴漿機具的性能、隧道地質

及施工因素，且影響鋼纖維噴凝土的兩大

參數水膠比(w/cm)及水泥與粒料之比例。故

粗、細粒料級配選配，應考量噴凝土乾縮

量、彈性模數、泵送能力、回彈量、耐久

與經濟等效益，工地現場試噴及工班能力

驗證，是不容忽視的課題。

二、 噴凝土噴製施作方式，易造成噴凝土不良

壓實度及蘊藏不均質弱面、空隙存在，建

議配比需確認單位重及空氣含量(空氣含量

建議不得大於5%)[1]，且依據ASTM C642試

驗求得噴凝土鑽心試體的吸水率及透水空

隙體積，鑑別噴凝土噴佈壓實度、弱面或

微觀結構危害的程度指標，可參酌ACI 506.

R-2005建置允收之透水空隙體積為14%至

17％及煮沸之吸水率是6至9％間。

三、 一般工程大多依ACI 211.1或CNS 12891進

行混凝土配比設計，惟未規定須依ASTM 

C1074建置成熟度指數(maturity index)，將

傳統加溫養護及時間之理念，以溫度與時

間乘積組合為勒斯—索羅(Nurse—Saul)成熟

度，並採ASTM C918來預估強度方法。因

現場鑽取噴凝土強度變異大不易建置，然

可針對廠內生產未加速凝劑前的噴凝土配

比或其他種類混凝土的強度，建置成熟曲

線來控制生產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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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潛盾洞道地中銜接、T分岐洞道、可撓性環片、壓入沉箱、潛盾機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協理／楊世琛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技術經理／吳俊龍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副理／林聰能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計畫工程師／葉信宏 4

關鍵詞：潛盾洞道地中銜接、T分岐洞道、可撓性環片、壓入沉箱、潛盾機

臺北市都會區
最深之地下電纜
洞道施工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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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都會區發展迅速，民眾生活水準日益提升，用電需求亦大幅增加，為滿足大台

北地區用電之需求，超高壓電纜線路地下化為未來電力建置之趨勢；其中多條主要道路

下方既有建設完成之大型管線、捷運、鐵路、橋梁等構造，致使後續新建管線需往大深

度並採潛盾方式施工，以確實避開既有地下構造物。加上都會區交通繁忙，潛盾工作井

施工對交通衝擊及生活環境品質造成影響，用地取得困難等等因素，致有長距離潛盾洞

道構想與交叉路口線路T分歧洞道施工之需求。本文以台灣電力公司「松湖~大安、深美~

大安345kV電纜線路潛盾洞道暨附屬機電統包工程」為例，介紹大深度、高水壓、洞道T

分歧、潛盾等特色之施工說明。

1 2 3 4

壹、前言

為因應臺北都會區電力系統負載之增加及

為提高供電品質，台灣電力公司於臺北市區內

分別增建松湖、大安、古亭、深美等4座超高壓

變電所，以確保供電品質，進而帶動周圍區域

如大安、松山、內湖及信義區等之經濟發展及

生活水準。

松湖～大安、深美～大安345kV電纜線路潛

盾洞道暨附屬機電統包工程(以下簡稱本工程，

參見圖1)為連接超高壓變電所間之345kV地下輸

電電纜線路，包含松湖～大安線及深美～大安

線之地下洞道，同時亦須銜接信義路及市民大

道間之共同管道。

貳、工程簡介及線形配置

松湖～大安線電纜線路採內徑∮4.6m潛

盾洞道，自松湖E/S至大安E/S長約4.64km，潛

盾洞道內空間配置需可容納161kV 2,000mm2

交連PE電纜二回線複導體共12條電纜及345kV 

2,500mm2交連PE電纜二回線複導體共12條電纜

設置及關聯冷卻水管與相關附屬機電設施。另

本線路於八德路與光復南路交叉路口地面下約

GL-46.4m處(Y1)以內徑∮2.4m長約0.28km潛盾洞

道分歧，並沿光復南路至Y2分歧井以銜接至市

民大道東西向共同管道。

深美～大安線電纜線路採內徑∮5.5m，長

約0.96km潛盾洞道，自大安E/S #3直井銜接至信

義路共同管道之Y9分歧部，洞道內空間配置需

可容納161kV 2,000mm2交連PE電纜二回線複導

體共12條電纜及345kV 2,500mm2交連PE電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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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電大安345kV電纜線路平面概要圖

圖2 路線縱斷面概要圖

回線複導體共12條電纜及關聯冷卻水管與附屬

機電設備。

由於工程介面複雜，且為避開既設地下構

造物，國內首次在深達50m高水壓下黏土、砂土

與卵礫石等複合地層施工潛盾洞道、潛盾洞道T

分歧、潛盾洞道機械式地中銜接(線形配置圖參

見圖2)，另潛盾出發井設置隔音減振罩以有效降

低施工振動低頻噪音強化環保，更將潛盾洞道

施工風險評估結果與要求之防災管制對策資訊

傳遞契約化以利落實安全管控與風險分攤。本

工程於2012年10月開工，目前#1直井沉箱地錨

施作及鋼刃腳組立施工中；#2井橢圓形沉箱第

一昇層壁體已沉設約6.1m，#3直井61m深之連

續壁已完成並開挖至GL-29.2m施築底版完成，

#3潛盾機於2014年7月下旬投入至#3直井內組

裝，現正施作#3潛盾機發進前各項準備工作，

現地目前施工照片參見圖3，本工程預計2019年

9月完成，工程費約新台幣36億元。

參、地層概況

本工程位於台北盆地內，路線主要經過未

固結之黏土砂土互層之現代沖積層(SM與CL)及

卵礫石層(GM)，參見圖4。地下水則約位於地表

下1～5m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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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路線與地質概要圖

圖3 各工區直井施工現況照片

#1直井沉箱地錨施工 #2直井沉箱沉設施工 #3直井潛盾機組裝施工

潛盾機總裝配圖 後續台車配置計畫圖

掘削扭力計算書 潛盾推力計算書

切刃盤配置計畫圖 盾尾強度計算書

中折時所需超挖量計算書

監造執行階段已詳實建立潛盾機檢查重點

確認表(如表1所示)，以利潛盾機製造完成檢查

驗收作業，詳如下列說明。

●  廠內驗收檢查：會同相關人員於潛盾機製造

原廠內施行外觀檢查、尺寸檢查及無負載運

轉之操作確認檢查，並請潛盾機製造廠提出

原廠檢查報告書。

●  機材、構件檢查：潛盾機製造廠需負責盾殼

鋼鈑材料，千斤頂類及主要構件之尺寸檢

查、外觀檢查，單體之性能檢查等，並應提

出檢查報告書。

●  工地現場檢查：潛盾機完成現場組立作業後，

會同業主、監造工程司及統包商相關人員於開

始進行掘進作業前施行無負載運轉測試。

肆、施工關鍵課題

一、複合地層

本工程地層條件變異大，潛盾洞道位於大

深度，高水壓，且將遭遇砂、黏土互層、及鄰

近工程施工時曾挖出52cm巨礫之高透水性礫石

層及軟岩等地質條件(圖4)。潛盾施工須採泥水

式、或土壓與泥水複合式、或輔以特殊化學栓

塞式輔助工法等類型之潛盾機以克服上述複合

地層條件。

二、潛盾機型式評估

(一) 潛盾機型式性能評估需符合工程需求

潛盾機製造規格書審查及檢查重點：

本工程統包商採用之潛盾機因需有足夠之

設備及性能以應付大深度掘進、地中接合及急

曲線之工程特性，統包商所提出潛盾機製造規

格書內須含以下資料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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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潛盾機檢查重點確認表

項次 檢　查　項　目 檢查結果

01 使用之潛盾機應為新品 □是 □否

02 潛盾機設計是否具備足夠勁度以避免機具受力扭曲 □是 □否

03 選用及設計潛盾機前是否參考補充地質調查資料 □是 □否

04 潛盾機設計應適合本工程地盤，並具有偵測有毒或可燃性氣體之設備 □是 □否

05 潛盾機應能適應本工程地質施工所需設備(人孔、壓氣室、礫石排除、水平灌漿孔) □是 □否

06 潛盾機及鑽掘設備應具備支撐開挖面及水壓平衡能力 □是 □否

07
使用之潛盾機及鑽掘設備需設計一能避免降低地下水位及使地盤下陷維持最小情形之鑽掘

施工步驟
□是 □否

08 潛盾機千斤頂須加墊靴，千斤頂推力不可超過襯砌設計安全範圍 □是 □否

09 潛盾機之設計需配合隧道之形狀且有勻滑之外表面 □是 □否

10
潛盾機應配備有同步或及時背填灌漿作業系統，能於環片脫離盾尾後一環內，對盾尾空隙

進行灌漿，並維持隧道面之穩定，以減少地表之變形與沉陷
□是 □否

11 盾尾需安裝尾封以防止穩定液或背填灌漿滲漏，盾殼內面與襯砌外緣之間隙不得大於40mm □是 □否

12 潛盾機須具備襯砌組立臂以安裝環片在容許誤差位置 □是 □否

13
潛盾機定線控制之方式需先送審，須連續監測以確定潛盾機在水平及垂直平面上之真正位

置，並預測開挖前方處之位置
□是 □否

14
潛盾機須具備監測系統以監測開挖面的壓力，亦應具備開挖控制系統使挖除體積與潛盾機

前進量相配合
□是 □否

15 潛盾機須配備足夠水平灌漿閥及相關輔助措施以利水平灌漿作業 □是 □否

(二)  因應本工程地質條件及工作特性，慎

選潛盾機切刃齒及盾尾刷配置。

潛盾機主要切刃齒審查重點：

本工程於#1潛盾機發進最長掘進距離約達

2.7km，因此於施工監造執行階段審查潛盾機

製造計畫書時，需要進一步檢討統包商採用之

潛盾機切刃齒其耐磨耗性是否足以滿足作業需

求，為因應本工程地質條件及工作特性，其主

要切刃齒之配置至少應符合下列功能，詳表2及

圖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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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本工程外徑∮5.25m #3潛盾機切刃齒配置圖

表2 潛盾機切刃齒各功能說明表

項   目 功　　能 圖　　例

強化先行

切刃齒

配置於潛盾機外周，以減輕主切刃齒之負荷及

磨損，並保護外周部，採用段差配置之強化先

行切刃齒，可提高容許磨損量。

(伸縮輪幅) (外周)

主切刃齒

做為地層中鑽掘之主要切刃齒，以將開挖面之

掘削土耙入土艙內，切刃齒採用段差配置，以

提高容許磨耗量。

磨耗檢查齒
可確實掌握掘進中切刃磨耗狀況，俾利評估是

否須停機檢修或更換切刃齒。

潛盾機盾尾刷配置審查重點：

潛盾機於掘進過程中所遭遇之土壓、水壓

及背填灌漿主要係由盾尾刷來防止滲漏進入機

內，因此其防滲漏、耐久性對潛盾施工安全影

響很大，極為重要，本工程潛盾機盾尾第三盾

尾鋼刷，採內填充聚氨脂發泡樹脂，係為統包

商鹿島營造之研發專利，能更有效防止背填灌

漿材滲漏進入盾尾。有關盾尾刷設備詳圖6，施

工監造執行階段潛盾機盾尾刷設備審查重點，

詳表3說明。
圖6 潛盾機盾尾刷設置三道盾尾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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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中接合施工

松湖E/S～大安E/S間潛盾洞道長達4.64km，

考量單一工作面工期長，而沿線可作為潛盾到

達井之用地取得極為不易，故施工時採用2台潛

盾機分別由#3直井與#1直井雙邊發進並於地中

銜接棄殼到達，如圖7。

潛盾隧道採地中接合工法施工，其優點

如下：

●  可減少直井用地與開挖，接合點選擇不

受地上條件及地面狀況限制。

●  適合在都會區、用地狹小、交通量大、

有地下管線時採用，可大幅降低對交通

的衝擊及影響。

●  在經濟性及環境上考量較有利，可在不

影響周邊環境下採用，並可先行評估選

擇銜接地點。

(一) 地中銜接施工風險評估

統包商採用之潛盾機型式是否適用

於地中接合作業至為重要，為確保本工程

雙機發進能順利進行，於施工監造執行階

段，可藉由豐富經驗之工程師針對潛盾隧

道工法之規劃、設計與施工方式，仔細了

解並審核判斷統包商所採用之潛盾機之機

械操作性能、原理是否符合本工程實際需

求，以避免因錯誤的選擇難以因應現地工

址之地形、地質條件等，造成地中接合階

段之施工困難。

(二) 慎選地中接合工法

本工程潛盾掘進沿線因直井用地取得

困難，為減少直井及避免影響臺北市重要

道路之人車交通，採兩台潛盾機於地中接

合之施工方式。銜接方式可採下列其中一

種施工：

1.  機械式潛盾機地中銜接：機械式地中接

表3 盾尾刷設備審查重點

項　目 審　查　重　點

盾尾刷配置

潛盾機盾尾部設置三道盾尾刷

經查國內外實際施工案例顯示，當地下水

壓大於 20t/m2，且掘進長度大於2000 公尺

時，以採用「三道盾尾刷」居多。

盾尾油補注方式 須配置可自動注入盾尾油之裝置。

抑制背填灌漿材

滲入盾尾方案
最外側盾尾刷內須填充聚氨酯發泡樹脂（Urethane）使之密合一體成型。

盾尾刷耐久性 前面兩道盾尾刷建議採熱鍍鋅以減少鹽化之影響。

圖7 潛盾洞道地中銜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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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盤改良或冰凍工法：潛盾地中銜接若

位於水壓較低或堅硬之地層，得採地盤

改良或冰凍工法進行地中接合，其費用

較低於機械式接合，惟施工風險稍高，

須配套完善之地盤改良體強度試驗及試

水計畫。

本工程#3潛盾機與#1潛盾機於地中接合

方式經謹慎評估考量，為降低地中接合風險，

決定採用機械式地中銜接A-DKT工法+冰凍工法

合工法因其接合構造各異，可分成(1)

MSD工法、(2)DKT工法及(3)CID工法等3

種，地中接合工法的不同主要取決於潛

盾機之型式，有關機械式地中接合之實

績，日本大多採用DKT(包括A-DKT)(表

4)。統包商鹿島營造公司至目前為止已

有使用17件機械式地中接合之成功案例

實績，在日本國內是台數最多、累積技

術經驗最多之營造公司，為已被廣泛採

用且相當值得信賴的工法。

表4 地中接合方案比較綜整表

MSD工法
(Mechanical Shield Docking)

A-DKT工法
(Advanced Direct Docking Tunnel)

CID工法
(Concentric Interlace Docking)

施
工
步
驟

接
合
部
詳
細

施
工
概
要

貫入側之潛盾機盾殼內部裝設可推

移之貫入環，使其頂壓承接側之潛

盾機裝設之承壓橡膠環，防止土砂

或地下水之流入以達成機械式接

合。

承接側潛盾機之土艙以專用千斤頂

牽引至後方後，將貫入側潛盾機之

切刃轉盤貫入承接側進行接合。並

以承接側潛盾機裝設之止水墊圈防

止出水。

於接合地點，將承接潛盾機之內筒

部(切刃轉盤、土艙)往後牽引，同

時以固化材料填充與地層間之空

隙，其後貫入側潛盾機切削該固化

材料並往承接側掘進、貫入，使雙

方之盾殼重疊，進行機械式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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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潛盾機機械式+冰凍工法地中接合步驟示意圖

圖8 潛盾機之切刃轉盤(輪輻)退縮圖

施作，以雙重保護方式確保潛盾地中接合之安

全，其中於#3潛盾機前端配合銜接方式設置貼

附凍結管及滑動遮簷護罩，當兩台潛盾機精確

到達預定地中接合之位置時，#3潛盾機之切刃

刀盤退縮如圖8所示，再以千斤頂將滑動遮簷護

罩推出套入#1潛盾機外緣，如圖9。圖9即以本

工程地中接合圖示來說明地中接合步驟。

機械式地中接合工法於日本已有許多成功

案例，日本天然氣管線穿越伊勢灣工程，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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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接合容許誤差為±50mm，採用此地中接合定

位方式，其施工中管控誤差控制於±30mm，

接合完成實際誤差為水平方向9mm，垂直方向

1mm，施工誤差甚小，值得本工程借鏡參考。

(三) 地中接合精確定位，確保工程品質

採用機械式地中接合工法，如何使2部

潛盾機得以準確接合，為整個作業成功與

否最重要之關鍵，其過程中不論方向或高

程的失誤，甚或不當之誤差，都可能造成

最後無法接合之嚴重後果，故測量定位方

式除平時之一般測量外，最後精確之定位

應藉由潛盾機預留之探測孔以水平探測進

行探測，探測方式由先到側潛盾機內對後

到側之潛盾機進行水平鑽探或非破壞計測

方式。

相對位置之探測作業乃於後到側潛盾

機距離地中接合地點30m、20m、10m時分

三次實施(為確保有較餘裕之距離進行線形

偏差修正，亦可採50m、30m、20m、10m

時分四次實施)，以便掌握兩潛盾機之相對

位置後進行修正潛盾掘進路徑開挖。

表5 機械式地中接合施工流程及監造管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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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工步驟分段管控，確保地中接合精

度

為求地中接合兩側之潛盾機能完成高

精度接合，應於進行接合前由先到側邊潛

盾機後到側邊潛盾機(接合側或貫入側)進行

相對位置的探測及修正潛盾掘進開挖之導

引。後到側潛盾機在經過修正開挖的步驟

到達接合地點之後，貫入側機身盾殼直接

與承接側盾殼前端止水構件接合，即完成

地中接合作業，潛盾機於接合之後棄殼並

進行內部解體後以鋼筋混凝土進行最後襯

表6 地中接合異常狀況與監造執行預防(因應)對策

發生狀況 原因說明 監造預防(因應)對策

潛盾機等待接
合作業過程發
生上浮或下沉
情況

1. 地質條件軟弱
2.  潛盾機接合時程管控不佳
3.  地盤改良區域固結效果不理想
4.  掘進過程超挖或開挖面土、水

壓管控不當
5. 背填灌漿量不足

1.  採即時背填灌漿及特殊黏土灌漿工法回補孔隙增加地層穩定性。
2. 嚴格管控掘進工率。
3.  地中接合作業若採地盤改良或冰凍工法，則需驗證地改體成效。
4.  事前模擬與計算背填灌漿量、加泥材添加量、進土量、排土量及

土艙壓力之管控。
5. 潛盾機配置盾首灌漿設備，來增加地盤穩定固結效果。

因線形偏差量
過大，無法進
行接合作業

1. 測量儀器精度不足
2. 環片配置方式不佳
3.  兩潛盾機接合前預留距離不足

1.  經由不同檢測人員以不同測量方式複核，以避免或減少誤差(契
約規定地中接合偏差值≦7.5公分)。

2.  藉由潛盾機前進面向前鑽出之前進探孔，由另一潛盾機校驗此方
放出之測線，再從對方放出之測線由此方進行反行校驗。

3.  採用高精度之光波測距儀、數位式經緯儀、水平儀，或進一步採
用真北儀將施工精度控制於5公分誤差內。

4.  可採用或搭配真北儀引測來控制線形，以符施工精度的要求。
5.  建立潛盾機自動測量管理系統及遠端監控設備。
6.  由監造與統包商共同研擬接合段環片配置之調整方式。
7.  督促統包商建立施工中嚴謹的檢測標準作業流程(SOP)，以確實

解算隧道掘進之偏移量。

潛盾機遭圍束 1. 岩盤解壓
2.  地改體強度超過預期強度
3. 地下障礙物抵觸

1.  嚴格管控接合階段之掘進速度與潛盾機狀態，避免潛盾機殼受到
開挖面岩盤解壓圍束。

2.  事前應對地盤改良工法及配比強度做完整的規劃與試驗，避免地
改體之強度過高與非均一性。

3.  確認潛盾機可加裝隔艙及安全門等設備，俾利障礙物排除。
4.  妥擬潛盾機切刃齒更換計畫、潛盾機圍束排除計畫等相關危機應

變計畫
5.  評估應用地中直接更換切刃齒等相關技術，可避免障礙排除所造

成之工程延宕。

潛盾機或隧道
內出現滲水及
土砂滲漏

1.  螺旋輸送機出土量控制不當
2.  盾尾間隙過大或盾尾油填充不

足
3.  加泥材配比管理不當
4. 土艙壓力控制不佳

1.  加強加泥材配比的調控、土艙壓力管理、螺旋輸送機出口加裝密
閉式加壓幫浦及控制螺旋輸送機轉速等。

2.  須隨時確保盾尾間隙的存在，避免盾尾刷遭擠壓破壞，造成滲
水、漏砂等情形。

3.  盾尾油封之壓力控制應視潛盾機承受之水壓力來進行調整。如水
壓力小，一道盾尾油封(兩道盾尾封刷)即可；但如水壓力大，則
須設置兩道以上之盾尾油封(三道盾尾封刷)。

4.  潛盾機應具有由機頭及機身進行灌漿止水之功能，俾利開艙進行
銜接施工。

5.  須控制被動土壓略大於主動土壓，並視地質情況、沉陷量監測等
來調整土艙壓力之上、下限管理值。

6.  設置防水隔艙閘門，以避免災情擴大。

接合滑動護罩
(遮簷)鋼板變形

1.  鋼鈑材質不佳或厚度不足
2.  地下障礙物抵觸

1.  須確保鋼鈑材質及鈑厚至少需同潛盾機外殼，以便確保接合期間
能防止地下水的湧入並能抵禦外面之土壓力。

2.  複核統包商提出滑動護罩之結構計算書，驗證其勁度足以克服地
下之不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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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誤失之情形，相關內容彙整如表6所示。

　　另對於統包商所送審之「地中接合施

工計畫書」，監造執行應擬定該分項施工

計畫書審查重點項目，於施工前協助統包

商對於施工進行之合理規劃以確保施工可

行性、有效性及相關人力、機具、材料有

效調度管制之配合，及災害預防、應變措

施是否完備，以避免施工過程有重大危害

之發生，相關內容彙整如表7所示。

砌，表5為地中接合施工流程與監造單位管

控重點。

(五)  可能遭遇之異常狀況，研擬預防(因應)

方案

監造執行於地中接合施工過程中，可

能遭遇之問題與潛在風險，事先做通盤之

評估與檢討，並針對各項狀況，研擬對策

與最適宜之因應方式，以避免潛盾接合作

表7 地中接合施工計畫書審查重點項目

施工計畫書內容 監造單位審查重點

工程概要

1.  是否包含分項施工概要說明、主要內容、項目及數量、施工預定位置、工程期限與範圍

2.  是否包含地質條件說明(區域地質描述、地下水位、一般物理性質、地質柱狀圖)及施工注意

事項

施工區域規劃

1.  是否針對地中接合的施工步驟，詳細說明潛盾機內作業區域之分配與動線規劃

2.  如採用輔助工法(冰凍工法或設置防水隔艙閘門)時，設備及界面是否徹底檢討且妥善規劃

3. 潛盾機進行解體時，設備拆除堆置區域及運輸規劃

人力與設備需求

1. 地中接合使用之機具、設備是否符合潛盾機製造計畫書

2. 是否包含地中接合設備之材料檢驗規定

3. 是否包含地中接合設備之材料品質要求

4. 是否包含地中接合作業時之人員組織架構與配置

5. 廠商應檢附具有地中接合工程實績資歷之人員姓名

分項作業進度表 是否包含地中接合施工進度表及網狀圖

必要之計算書

或施工圖 

依地中接合工程性質、契約規範及潛盾機製造計畫書，非經計算無法確認詳細施作尺寸；或非

經製作詳細施工圖，無法正確施工者

地中接合施工計畫

1. 是否詳述地中接合施工作業流程及步驟

2. 是否詳述止水機制及檢附接合部詳圖

3. 機械接合作業及止水工法施工流程及步驟

4. 接合部襯砌施工計畫

5. 應包括各項施工作業要領

測量計畫

1. 應包含地中接合測量計畫概述、目的、工作計畫及範圍

2. 相對位置探查作業「磁氣探測＋RI探查」規劃與工作流程

3. 施工精度及接合允許誤差量

4. 應確認是否具有國外工程實績之測量定位方式(實績表)

緊急應變計畫

1. 接合作業過程潛盾機發生上浮或下沉情況之緊急應變計畫

2. 因線形偏差量過大，無法進行接合作業之緊急應變計畫

3. 潛盾機遭圍束時之緊急應變計畫

4. 潛盾機或隧道內出現滲水及土砂滲漏之緊急應變計畫

5. 接合圈(貫入環)鋼鈑變形之緊急應變計畫

自主檢查表
應依地中接合工程特性及內容，檢討應訂定之施工自主檢查表項目；檢查表內容應包含有檢查

項目、檢查標準、檢查結果記錄、檢查結果追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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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線路T分歧施工

松湖~大安線電纜線路於八德路與光復南路

交叉路口須分歧二回161kV電纜線路銜接至市民

大道共同管道(詳圖1)，考量於八德路與光復南

路交叉路口直井設置不易，且周邊無適當用地

可供施工利用，故規劃於GL-46m採潛盾地下以

T分歧方式施工，利用已完成之∮4.6m洞道裝設

特殊環片作為T分歧∮2.4m潛盾掘進施工之反力

推進，潛盾到達市民大道共同管道旁之Y2到達

直井時，採冰凍工法到達既有捷運信義線預留

之連續壁位置並以棄殼方式處理，如圖10。

五、急曲線施工及監造重點

本工程潛盾洞道多處平面曲線受限於道路

路形及既有捷運文湖線橋梁基礎，採曲率半徑 

R=30m急曲線施工以避免侵入民房，並採用中

折式潛盾機與鋼環片因應施工，如圖11。

(一) 地中銜接施工風險評估

急轉彎段施工時，必須事先充分掌握

該區段的地質條件，並研擬該範圍之推進

方法、環片規格、超挖量與輔助工法等予

以因應，才能確保施工安全，監造執行階

段整理洞道急曲線施工監造管控重點，歸

納如表8。

(二) 潛盾洞道掘進遭遇障礙物克服

潛盾洞道路線若遭已知地下結構物之

障礙物，隧道線形設計時將予於避開，但

若遭遇非預期之障礙物，如孤石、流木、

廢棄基樁等，造成潛盾機無法繼續推進，

此時人員必須至盾首調查地中障礙物之特

性與分布，並檢查潛盾機受損狀況，以研

擬適當之障礙物排除對策，與潛盾機維修

補強計畫，使潛盾掘進作業儘速恢復，為

使人員安全至盾首進行調查及處置，監造

執行階段督促統包商之潛盾機製造須具備

清除障礙物裝置，如人孔、礫石排除設備

或水平灌漿孔等，如圖12所示，可隨時

處理各種障礙物狀況，其中水平灌漿建議

採用可調整任何角度之全方位水平灌漿系

統，如圖13所示，可確實進行全斷面水平

止水灌漿，待確認改良土體之強度及無滲

漏之虞後，方可開艙進行障礙物排除，以

確保人員之施工安全，其施工順序如下：

●  盾首灌漿(全斷面水平止水灌漿)

圖10　潛盾洞道地下分歧示意

圖11 潛盾機中折進行急曲線施工示意圖

圖12 潛盾機配置水平灌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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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潛盾洞道急曲線施工監造執行管控重點

項目 監造執行管控重點

潛
盾
機
之
選
擇

●  為達到要求的曲率，要使用機身短且於機殼的中央部位裝備有
轉向機構的中折式潛盾機，藉由操作轉向機構中的千斤頂可使
機體從中段中折進行轉彎，達到減少超挖量及轉彎半徑，再配
合超挖刀設備，引導潛盾機向內側移動。

●  為了防止急曲線施工中的超挖量和潛盾機的轉矩過大，統包商
設計時應儘量縮短潛盾機長。 

●  急曲線施工因需要一定程度的超挖，以確保潛盾機的轉彎空
間，因此須配置超挖切刃。

潛盾機中折構造

環
片
設
計

●  採用異型環片異型量(△=10～100mm)，配合潛盾洞道線形進行轉彎。
●  為確保潛盾機盾殼與環片間的空隙，須採寬度較窄環片或將環片外徑予以縮小之「縮小環片」。

輔
助
工
法

●  使用灌漿材料需具有流動性可全部填充超挖範圍之空隙，且亦需有黏著力可減低潛盾機外圍摩擦抵
抗力的效果，如特殊黏土灌漿等。

●  於潛盾機轉彎外側採適當工法進行地盤改良，可提高潛盾機推進所需地盤反力、防止掘削面發生變
形以確保潛盾機轉向所需的超挖面、抑制超挖不致使地面沉陷，及避免潛盾機偏移設計線形或駛入
民房下方。

背
填
灌
漿
量

●  曲線段若上方有道路、鄰近建物結構，或位於舊河床地盤較軟
弱地盤處，為保護地下管線、建物及防止路面沉陷，需增加灌
漿量。 

背填灌漿施工

二
次
灌
漿

●  潛盾掘進上方管線或建物結構保護之方式，通常採隧道內施作之建物保護的工法，當以背填灌漿方
式完成填滿施工造成之土壤漏失，有效抑制地表沉陷並非易事，其間須嚴密配合的施工項目眾多，
除了潛盾作業之操作、管制與其輔助作業外，針對背填灌漿作業尚包括注入材料的選擇、灌漿時
機、壓力、方法等等，由於上述因素難以配合，故可能因背填灌漿不確實而造成地表過度沉陷。因
此在土壤漏失尚未傳導至地表，即掌握時機自隧道內對地層施以二次灌漿(Secondary Grouting)填充
土層中之空隙。

●  二次灌漿施作之角度則依建物所在位置而定，設置於指定建物下方，環片脫離盾殼3~6m內，經由環
片上之灌漿孔伸出距環片外緣1.0m處，由該處反向施作回至環片外緣背填灌漿處，形成厚度約1.0m
之灌漿環。當觀測路面沉陷量超過警戒值時，應立即施作第二次灌注。當第二次灌注後，持續觀
測，若沉陷量未減少或達行動值時，立即施作追加灌漿。

線

形

管

控

●  潛盾掘進之方向高低控制，平時即利用機器千斤頂來調整，但

若遇差異較大或弧度轉彎、上下昇降時，則必須利用異形環片

來調整，惟仍需以原測量座標為主調整角度。 本工程因長距離

掘進，故測量必須準確。除了測量複測管控外，建議在適當距

離及地點設置觀測孔，以便校正，檢核路面之導線點與管內之

控制點是否偏差，尤其於急轉彎前作一觀測孔更佳。

●  利用自動測量系統隨時掌握線形的偏差量，並配合每日現場測

量複測結果做比對，以制定掘進指示書作為下一環掘進調整、

修正線形之判斷依據。

潛盾自動測量系統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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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監造執行管控重點

盾

尾

間

隙

管

控

●  施工中如發現盾尾間隙量低於25mm時，應停止掘進並檢討測量

修正。

●  盾尾油除了在潛盾機入坑前於盾尾刷填滿灌注，在潛盾掘進施

工中，要不定時的補充填灌。

●  當部分盾尾刷損壞，但依其滲水情形又無法分辦在那一個部位

時，為確保施工之永久性安全，最好做全部之防漏處理。

●  潛盾機於曲線段進行掘進時所需之盾尾間隙，將隨著環片外徑

之增大而增加，最小盾尾間隙管控值如下表所示： 

盾尾油補充填灌

環片外徑Ds（mm） 環片外徑容許誤差(mm) 環片組立所需餘裕(mm) 所需最小盾尾間隙(mm)

1800＜Ds＜3550 ± 7.0 ＋10 17

3550＜Ds＜6000 ±10.0 ＋15 25

6000＜Ds＜8000 ±15.0 ＋20 35

8000＜Ds＜12000 ±20.0 ＋25 45

12000＜Ds＜15000 ±25.0 ＋30 55

接上頁↑

圖13 可任意調整角度之全方位水平灌漿系統圖

圖15 急曲線段鋼環片背填灌漿圖14 本工程採用中折式潛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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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至機首外進行障礙物排除

●   檢查潛盾機受損狀況，是否需進行維修

補強

●  排除完成後，回填CB(皂土+水泥)漿，恢

復正常掘進

(三) 急曲線施工對策

採用中折式潛盾機：本工程係採用中

折式潛盾機，如圖14所示，對於線型中包

含急曲線段之潛盾隧道，於潛盾機配備中

折設備已成為主流，至於中折之角度因與

環片寬度及超挖量息息相關，必須配合轉

彎半徑妥善設計，利用潛盾機之中折千斤

頂改變潛盾機身前半部與後半部之夾角，

以利潛盾機之機體外側與開挖地盤直接接

觸(有如導牆之作用)，可充份穩定機體方

向，同時減少超挖量，控制沉陷量降至最

低。

背 填 灌 漿 管 控 ： 潛 盾 機

掘進至急曲線段時因需以超挖

刃進行擴挖，故背填灌漿時必

須針對擴挖量灌注適當數量之

背填灌漿材，如圖15所示。急

曲線段與一般段之背填灌漿管

理有所不同，必須特別注意並

適時調整。另依地質條件之不

同，必要時需配套其他輔助工

法，以維持地層之穩定防止崩

坍。

轉彎段採寬度較小環片：

在急曲線段內，依據施工經驗

正常環片與鑽掘轉向中的潛盾

機盾殼易發生間隙不足甚或抵

觸情形，致使盾尾擠壓環片導

          表9  本工程各直井相關資料

致潛盾機推力大增及環片發生嚴重錯位或

破裂，因此，針對R≦70M之急曲線段建

議採用寬度 30~40CM之鋼環片，另在潛盾

機進入及脫離急曲線之前後銜接段，約各

5M距離內亦需配置鋼環片，70M <R≤120M 

之急曲線則採用寬度75~100CM 混凝土環

片，以提供環片與潛盾機盾殼保有適當之

間隙，確保潛盾機在急曲線段鑽掘時轉向

順暢，環片結構安全無損。

六、沉箱直井施工風險評估及可能遭遇困難

點克服

(一) 施工風險評估

本工程直井不僅是潛盾發進、到達工

作井，亦為洞道通風及人員進出及供電纜

線路與附屬機電設備之裝配與維修需求。

本工程中之＃1、＃2及Y2直井均採壓入式

沉箱工法施工(#2直井壓入沉箱施工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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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直井相關資料詳表9。該工法係利用

地錨提供之反力及自重將箱體強制壓入土

壤中擋土，遇地下水時，於水中挖掘沉箱

內之土，逐階段施作沉箱並向下開挖。

沉箱施工常見風險，包括施工導致周

表10 沉箱工法可能遭遇困難點克服對策

遭遇困難 發生原因 監造管控重點 解決對策

砂湧、

周圍沉陷

內外側土、

水壓失衡

1.  妥善出土施工管控，降低開挖風險

2. 監測沉箱內、外側水位平衡

1.  周圍打設鋼板樁、回填砂

2.  地盤改良 

沉箱傾斜、

位移、旋轉

開挖不平均荷重

管理不良

1.  確實的加強測量與監視及出土管理

2. 要求測量垂直度1/200以內

1.  安裝雙向傾斜儀、深度計及壓力計

等監測系統

2.  觀測資料回饋以壓入管理或施力調

整誤差

下沉困難
遭遇障礙物地錨

反力不足

1. 詳盡地質鑽探調查及試挖

2.  正確核算沉箱最大壓力、地錨支數

及拉拔力

1.  使用爪斗或派潛水夫清除

2.  規劃工法時考量降低摩擦力(如NF

工法、噴射氣流等)

預埋鐵件（鋼筋

續接器、U型錨

座）安裝缺失

高程、位置錯誤

鐵件漏置

1. 要求自動及手動測量精度

2.  確實檢查預埋鐵件數量及位置，雙

重確認後留下記錄

1. 使用化學錨栓或植筋

2. Box out或凸出部位加以保護。

圍沉陷、傾斜、下沉困難或預埋鐵件安裝

缺失，以及一般潛盾洞道出發或到達施工

均須將直井鏡面鑿除，易導致土水壓力不

平衡，如何避免在施工中造成地盤鬆動、

沉陷、土砂湧入等事故，為直井施工管控

重點。

圖16 #2直井壓入沉箱施工示意圖



2

No.104│October, 2014 │117

專
題
報
導

表11  壓入式沉箱工法施工監造管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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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能遭遇困難點克服

對於壓入式沉箱施工中可能遭遇困難

點及克服之方式，於施工前應確實詳盡地

質情況調查，並妥善做好施工管理，施工

中對於沉箱沉設作業流程，施工監造執行

重點加以管控並掌握解決對策以為因應。

(詳表10及表11)

伍、潛盾施工監造品質管制

潛盾作業及直井施工之品質管制，攸關整

體工程之成敗，對位於都會區深達約 53m之潛

盾隧道，監造執行施工抽查驗及材料檢驗管理

益形重要，以下彙整潛盾施工及連續壁施工流

程及監造執行抽查驗重點、檢驗停留點管控施

工品質，如圖17～19。

陸、噪音振動防制

#3直井潛盾出發井主要工作範圍位於人

口密集之商業活動區域，且潛盾洞道作業期間

長，配合工進所需夜間亦須施工掘進及出土。

施工期間採隔音減振罩將發生噪音之機械四周

以隔音牆包圍(如圖20)，致力環境保護。

柒、結語

都會區地下結構物密集、交通繁忙，維生

線路工程面臨諸如：(1)穿越堤防、橋梁基樁及

高鐵、台鐵、捷運等地下結構物、(2)高水壓、

高透水性與複合地層、(3)降振減噪、減少交

通、環境衝擊、(4)潛盾機設備選擇及查驗、(5)

施工中品質管控等課題，期望突破傳統思維並

精進，經由研採國外之新工法、新材料、新技

術，積極管理，提升施工品質，俾利有效克服

嚴竣之施工環境與條件，儘速完成臺北都會區

目前最深之潛盾洞道。

圖17 潛盾施工流程及查驗重點



2

No.104│October, 2014 │119

專
題
報
導

圖18 潛盾掘進施工流程及檢驗停留點

圖19 連續壁施工流程及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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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No.104│October, 2014 │123

「臺中生活圈2號線東段、臺中生活圈4號線北段與平面延伸段及大里聯絡道工程第
C704標潭興松竹段工程」路線穿越「慈濟醫院臺中院區」，平面道路設計以車行地下道
穿越慈濟醫院第一期與第二期醫療大樓間，且緊鄰已營運之第一期醫療大樓。原設計採
全套管排樁做為車行地下道深開挖擋土支撐，惟慈濟醫院陳情施工應考量降低噪音、粉
塵、振動干擾，以減輕對該院精密醫療設備及醫療品質之影響。經研議並陳報國工局同
意變更設計改採中部地區建築工程常用之擋土柱工法。

擋土柱工法係適用於卵礫石地層，依施作方式可區分為人工開挖及機械開挖，其中
人工開挖擋土柱係以人工方式挖掘柱坑(可深達20餘米)，對施工人員有缺氧或柱坑坍塌遭
掩埋之危險，故經評估本工程各項施工條件(如地下水位、施工空間、土方近運堆置、結
構施工排程等)，乃選用機械式開挖工法。

本文以本工程擋土柱之施工經驗，檢討其施工安全及品質問題，並制定其管理標準
與程序，希能發揮其低振動與低噪音之優點，廣為應用。

1 2 3 4

壹、前言

綜觀卵礫石層深開挖之擋土支撐系統多採

用連續壁、逆打、沉箱、全套管基樁等，各類

擋土工法均有其優缺點及適用之施工環境。

臺中地區高層建築地下室深開挖常先以抽

水井降低地下水位後，使用擋土柱做為臨時擋

土支撐；惟擋土柱採人工挖掘，於地下深處之

惡劣環境中(局限空間)施工，施工過程常因地下

水處理不當產生滲流或外來振動造成坍塌，施

工風險相較其他技術工種為高，故有意願從事

的勞工少，專業工班屈指可數。復以人工開挖

能量小，對於較大礫(塊)石需有豐富經驗方能順

利挖除，故一般公共工程甚少考量選用該工法

做為擋土支撐。

近年經業界研究如改採機械式開挖擋土柱

則可改善人工開挖工法之各項缺點，惟機械式

擋土柱需較大之施工腹地，且於基地先行降挖

後再施作擋土柱及架設水平支撐，開挖初期對

緊鄰基地周界的建築物易產生影響。故位處都

會區之建築開發案多以對鄰房之安全維護為優

先考量而仍選用人工擋土柱工法(先完成擋土柱

後，配合整體基地降挖並架設水平擋土支撐)，

以避免損鄰產生賠償糾紛。

貳、擋土支撐工法變更

本工程原設計車行地下道之開挖擋土設施

係採「∮120cm全套管排樁」，施工時會產生噪

音、振動及揚塵等環境影響，故經慈濟醫院陳情，

須研擬其他適用工法，以減輕對其營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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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其他工程深開挖經驗，本

區屬卵礫石地層開挖面自立性佳，且

工程位置近大坑地區，依設計階段之

地質鑽探及地下水位觀測結果，顯示

地下水位遠低於設計開挖面，將不致

對開挖面造成影響。另本工區有施工

空間大、緊鄰基地周界的建築物數量

少、土方近運堆置便利及開挖流程可

配合車行地下道結構體施工排程等各

項有利施工條件，故經評估結果改採

機械式開挖擋土柱工法。

案經「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二區工

程處」於98年4月23日召開「選用慈

濟地下道擋土支撐系統施工方法」會

議，決議採用機械式擋土柱做為慈濟

車行地下道之擋土工法，以符合慈濟

醫院臺中分院之陳情訴求，並獲院方

認同及表示感謝。

參、工程內容

本工程慈濟醫院與車行地下道相

對位置如圖1所示，地下道全長約487

公尺，雙向車道里程及長度為：

一、 RD-1(南下)自STA.1K+917.35至

2K+398.79，共481.44公尺。

二、 RD-2(北上)自STA.1K+924.01至

2K+410.56，共486.55公尺。

地下道結構全寬28.3m，採全斷面

開挖施作，故需於開挖斷面左右兩側

施作擋土設施及支撐系統(圖2)。

本工程以矩型120cm×60cm RC擋土柱(每

2m一支)做為擋土壁，並設置型鋼水平支撐(圖

3)，依開挖深度係分成為4種尺寸型式(表2)。

40  

 

圖1 車行地下道與慈濟醫院相對位置

圖2 慈濟車行地下道橫斷面示意圖

圖3 慈濟車行地下道開挖擋土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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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械式擋土柱施工程序

機械式擋土柱施工方式主要為柱坑挖掘機

械(挖土機)之挖掘施工(圖4)，在施工環境之限制

上，需有較大的腹地與良好的施工動線，另施

工前期產出之土石方數量甚大，故配合整體工

作進度之推展，剩餘土石方之處理作業流程需

有完善規劃。

一、前置規劃

(一)  本工程因開挖深度較大故採取二層施

作，並為避免擋土柱坑挖掘取土過

程，因開挖面壁體崩落造成意外，而

     表2 擋土柱尺寸型式分類表

型式 對應橋墩柱里程
尺寸
(cm)

擋土柱總長度
(挖深+貫入深度)

水平支撐 支撐位置

TYPE
4-1

P40(2K+895~941)
P52(3K+447~473)

120×60 12m+3m 3層
第一層GL－2.0
第二層GL－5.0
第三層GL－8.0

TYPE
4-2

P41(2K+941~983) 120×60 15m+3m 4層

第一層GL－2.0
第二層GL－5.0
第三層GL－8.0
第四層GL－11.0

TYPE
4-3&TYPE

4-4

P45~P50
(3K+127~3K+411) 

P42~P45
(2K+983~3K+127)

P51
(3K+411~3K+447)

120×60
19.5m+4m

17m+4m
5層

第一層GL－2.5
第二層GL－5.5
第三層GL－9.5
第四層GL－12.5
第五層GL－15.5

圖4 機械開挖擋土柱挖掘示意圖

採間隔開挖(跳島式)依序施工，另相鄰

兩支擋土柱分層搭接位置亦採取錯開

搭接。

(二)  機械式擋土柱開挖時，需有露天開挖

及擋土支撐作業主管等在場指揮方可

進行，並嚴禁作業人員進入機械(挖土

機)作業半徑。

(三)  吊放鋼筋籠時，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吊

車)配合機械(挖土機)進行吊放作業。

吊放時須由合格吊掛手指揮作業，並

嚴禁人員進入吊掛作業範圍內。

二、施工流程

機械式擋土柱作業的主要工作為柱坑挖掘

及構築柱體，首先以機械(挖土機)開挖取土，

將擋土柱依其設計尺寸位置挖掘至預定深度高

程，隨後進行吊放鋼筋籠以及封外模等作業，

並以土方背填方式作為模板側向支撐，接著進

行擋土柱體灌漿作業，在完成一定數量(區段)之

擋土柱後，再進行相鄰擋土柱頂部壓(繫)梁施工

即完成一個區段工作。如開挖面較深時，機械

式擋土柱受限於挖土機可挖掘深度，無法一次

挖掘至設計底部深度，此時則需採分層(次)施

工。本工程採二層開挖構築擋土柱，施工流程

如圖5、施工過程照片如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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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機械式擋土柱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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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機械式擋土柱施工過程照片

1.地面降挖至GL.-7m 2.預留1：1斜坡 3.機械挖掘柱坑

4.鋼筋籠吊放 5.混凝土澆置 6.壓梁鋼筋綁紮

7.坡頂截水溝完成 8.背拉地錨鑽掘 9.地錨施拉預力

10.上層擋土柱間噴凝土 11.第二階段降挖 12.下層擋土柱挖掘

13.下層擋土柱混凝土澆置 14.擋土支撐中間樁 15.水平支撐(第4~1層)

16.下層擋土柱間噴凝土 17.水平支撐(第5層) 18.地下道結構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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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施工安全評估

機械式擋土柱為採用機械開挖之施工方

式，此工法以單層擋土柱為例，初期進行基地

大幅降挖至約設置擋土柱1/2長度之高程後，

挖掘柱坑並完成擋土柱柱體混凝土結構、施拉

預力地錨後，再降挖至預定開挖高程，配合組

立水平擋土支撐系統(即初期進行基地開挖後，

再完成擋土措施)，擋土措施未完成前，若開挖

面過陡或遭遇較軟弱之地質則易發生崩塌，對

施工機具、操作人員存有威脅，亦造成鄰近道

路、房屋之崩塌或開裂、沉陷等危害。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五點規定，

有「墜落」、「崩塌」之虞的作業場所引起之

危害，雇主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

備，且開挖作業前應確認機械(挖土機)、搬運機

械(土石方運輸車輛)等應裝設倒車或旋轉警示燈

及蜂鳴器，以警示周遭其他工作人員。開挖作

業中，應指派專人指揮，並嚴禁操作人員以外

之勞工進入挖土機操作半徑範圍內，以防止被

撞意外。另於擋土柱坑頂部配合鋼筋籠吊放豎

立之人員，於高處作業除了個人安全防護具之

配戴外，亦應正確鈎掛安全帶，以避免發生墜

落危害。

承上，機械式擋土柱係採機械開挖，初期

進行基地大幅降挖及挖掘柱坑符合「營造安全

衛生設施標準、第五章、露天開挖」之相關規

定，故應列為安全管理重點。

陸、施工品質管理與常見品質缺
失防止對策

一、施工品質管理

為落實工程品質管制，針對其工程特性

並依據國工局契約及施工技術規範與特訂條款
表3 擋機械式擋土柱施工品質管理標準

作業流程
管理要領

管理紀錄
備
註管理項目 管理標準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答合之

施工前
階段

測量與
放樣

施工範圍 是否與設計圖相符 施工前
縱、橫斷面水

準測量
每階段
施工

重新檢核放樣
資料並重新測

量
測量資料

施
工
階
段

擋土柱
開挖

垂直度
不可偏斜過大
≦1/200

施工中 目視 每柱 要求改正 抽查記錄

開挖尺寸 1.2M 長×0.6M 寬 施工中 以捲尺量測 每柱 要求改正 抽查記錄

開挖深度 設計圖長度相符 施工中 以捲尺量測 每柱 要求改正 抽查記錄

鋼筋籠
製作吊
放

鋼筋籠號數、
柱數及間距

1.  主筋20-＃10、2-
＃8

2. 箍筋＃4@15㎝
3.  搭接長度位置箍筋

＃4@10㎝

施工中 目視 每柱 要求改正 抽查記錄

土石方
回填

鋼筋籠內填砂
細砂深度大於搭接長
度2M

施工中 量測 每柱 要求改正 抽查記錄

澆置
混凝土

混凝土規格
強度

自充填混凝土350kg/
cm2 施工中 製作試體

50M3
以內2組

要求改正
混凝土
抗壓報告

製作壓
梁及截
水溝

1. 擋土柱柱數
2. 壓梁配筋
3. 壓梁尺寸
4.  混凝土規格

強度

1.  每15柱製作一段
壓梁及截水溝

2. 設計圖
3. 設計圖
4.  截水溝 

245kgf/cm2； 
壓梁280kgf/cm2

施工中

1. 目視
2. 以米尺量測
3. 以米尺量測
4. 製作試體

1. 每段
2. 每段
3. 每段
4.  50M3 

以內2組

要求改正 抽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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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內容，將各階段施工作業過程、管理項

目、管理標準及檢查方法與頻率等依序訂定。

本工程機械式擋土柱施工品質管理標準如表3、

施工管制程序如圖7。

二、常見之品質缺失與防止對策

(一)  機械式擋土柱開挖時如機械(挖土機)操

作不當或地質條件不良，易造成頂部

土石方塌陷；另如柱體側面超挖或開

挖時有不當擾動，亦可能引起柱坑壁

體土石方崩落。前述均將造成土石方

及混凝土澆置數量超出設計數量(實際

統計結果混凝土損耗量高達38~75%)。

品質缺失防止對策：

1.  如地面表土鬆散軟弱時，開挖前可

預先施作立牆，亦即俗稱之擋土壁

(版)，此屬假設工程範疇係做為臨

時擋土之用。以立牆之側向支持力

加強支撐軟弱地層，避免在擋土柱

施工過程中發生頂部土石方之崩落

塌陷，而影響施工品質與安全，如

圖8。

表3 擋機械式擋土柱施工品質管理標準

作業流程
管理要領

管理紀錄
備
註管理項目 管理標準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答合之

施工前
階段

測量與
放樣

施工範圍 是否與設計圖相符 施工前
縱、橫斷面水

準測量
每階段
施工

重新檢核放樣
資料並重新測

量
測量資料

施
工
階
段

擋土柱
開挖

垂直度
不可偏斜過大
≦1/200

施工中 目視 每柱 要求改正 抽查記錄

開挖尺寸 1.2M 長×0.6M 寬 施工中 以捲尺量測 每柱 要求改正 抽查記錄

開挖深度 設計圖長度相符 施工中 以捲尺量測 每柱 要求改正 抽查記錄

鋼筋籠
製作吊
放

鋼筋籠號數、
柱數及間距

1.  主筋20-＃10、2-
＃8

2. 箍筋＃4@15㎝
3.  搭接長度位置箍筋

＃4@10㎝

施工中 目視 每柱 要求改正 抽查記錄

土石方
回填

鋼筋籠內填砂
細砂深度大於搭接長
度2M

施工中 量測 每柱 要求改正 抽查記錄

澆置
混凝土

混凝土規格
強度

自充填混凝土350kg/
cm2 施工中 製作試體

50M3
以內2組

要求改正
混凝土
抗壓報告

製作壓
梁及截
水溝

1. 擋土柱柱數
2. 壓梁配筋
3. 壓梁尺寸
4.  混凝土規格

強度

1.  每15柱製作一段
壓梁及截水溝

2. 設計圖
3. 設計圖
4.  截水溝 

245kgf/cm2； 
壓梁280kgf/cm2

施工中

1. 目視
2. 以米尺量測
3. 以米尺量測
4. 製作試體

1. 每段
2. 每段
3. 每段
4.  50M3 

以內2組

要求改正 抽查記錄

圖7 機械式擋土柱施工管制程序

圖8 立牆施作完成後開挖擋土柱

圖9 柱坑頂部設置指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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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擋土柱拆模後蜂窩、孔隙情形

圖11 擋土柱澆置期間漏漿情形

2.  施工機械(挖土機)的操作手應技術

熟練，且於開挖過程中柱坑頂部須

全程設置指揮人員；另須隨時檢查

開挖位置之垂直度，並回饋資訊給

機械操作手，避免柱坑壁體不當超

挖，如圖9。

(二)  本案機械式擋土柱之柱坑第一階段

長度在10m左右，第二階段擋土柱坑

長度亦約10m，故於混凝土澆置作業

時，無法使用一般混凝土振動機具進

行搗實；在拆模階段檢視時，常發生

蜂窩、孔隙等缺失，如圖10。

  品質缺失防止對策：採用工作性佳之

自充填混凝土(S.C.C)，澆置前辦理相

關檢試驗，以確保混凝土品質。

(三)  擋土柱外露面之模板僅以夾板施作，

並以外覆土代替支撐，如回填土方施

加於夾板力量不平均，易發生漏漿情

形，如圖11。

 
 　　品質缺失防止對策：加強夾板綁

紮固定位置與數量、模板外加角材圍

束。

柒、結語及建議

經由擋土柱施工法之歷史演繹與本工程之

實際施工經驗，以下整理出幾點結論供參考：

一、 臺中都會區特有之卵礫石層地質，高層建

築物地下室深開挖工法以擋土柱較為適

用，開挖過程如遭遇粒徑較大之塊石，可

以人工破碎或機械挖除方式迅速排除。為

避免損鄰事件發生，大多仍採用人工開挖

擋土柱工法(先完成擋土柱後，再進行基地

降挖)，惟人工手掘擋土柱坑除施工進度緩

慢外，施工人員長期處於地下深處之惡劣

環境中，隨時面臨坍孔、缺氧等風險，若

疏於管理即有立即危險之虞。

二、 機械式擋土柱工法在施工速率、開挖深度、

建造成本及人員安全維護等明顯優於人工擋

土柱工法。如擋土柱設計深度較深，機械式

擋土柱工法可採「由上而下」分層施工，期

間並視地質、施工腹地及鄰近地下結構物

之條件，採背拉(可回收式)地錨及分層架設

水平支撐等方式，以確保開挖面之穩定。

本工程機械式擋土柱工法之施工規模，為

當時國內首見亦為公共工程首次採用；未來於

其他相同地質條件之公共工程深開挖亦可以參

考之。以下本文謹提出幾點建議供參考：

一、 卵礫石層為中部地區常見之地質，對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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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柱則常設計為圓形。為提升施工人員安

全，新式施工方法係於挖掘過程中先於開

挖面潑漿，內部再輔以襯砌鋼環片(圖12，

環片規格尺寸為1/4圓，半徑60㎝×寬度

50㎝)作為柱坑保護加固之用。本地下道穿

越豐興路段因道路下方埋設之自來水管線

(∮1750mm及∮800mm)、台電161kV超高

壓管線等無法遷移而採就地吊掛及支撐保

護，故為避免機械開挖損及各重大管線之

風險，部分區段改採「人工擋土柱新式施

工法」施作，結果顯示確能有效提升施工

安全。(圖13豐興路下方重要管線採就地吊

掛及支撐保護)。

類地質條件之施工資訊，產學之間如能加

強配合，取得監測及施工資料，透過實際

地質強度參數、地下水位及監測資料回饋予

設計分析，使擋土柱工法能更廣為運用。

若再佐以數值模擬分析，檢討背拉地錨、

水平支撐之層數及尺寸，應能達到節省經

費、縮短工期、確保安全之最佳化設計。

二、 施工單位應依勞安法令訂定施工流程之安

全衛生管理標準，透過標準作業程序，讓此

特殊施工方式有更完備之標準依據，並經由

施工中之檢討改進，以提升安全與品質。

三、 機械開挖擋土柱多採方形柱體，而人工擋

圖12 人工擋土柱新式施工法

圖13 豐興路下方重要管線採就地吊掛及支撐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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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閃耀新星
─新北市汐止區
新長安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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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汐止區鄉長社區自民國元年即有專供運煤之鐵道，由於地區煤礦蓬勃發展，

陸續建設運煤及行人專用吊橋，三座吊橋並列成為鄉長社區特色地標，後因石油新能源

發展，煤礦產業沒落，三座吊橋陸續拆除，由現代化預力混凝土橋(長安大橋)取代。後

因該橋防洪頻率年限不足，雖曾辦理橋墩加高作業，然而每遇颱洪警報發布，新北市政

府為安全因素必須啟動封橋作業，造成民眾出入不便，民怨迭生。新北市政府為徹底提

升居民行的安全，乃在考量200年防洪頻率原則下建設本工程-新長安橋，從此居民不再

受封橋之苦，而且也擁有一座現代化之平安回家、暢通無阻、順應自然、美麗燦爛的

道路。

壹、前言

一、煤礦鐵道先民情

新北市汐止區鄉長社區位於五堵地區，在

西元1902年(清光緒28年、明治35年)五堵的北

邊北港附近就有小島炭山煤礦的開挖，於民國

元年(日治大正元年，西元1912年)鄉長社區境內

即有鐵道運煤，民國14年台車運煤吊橋完工，

地區煤礦更蓬勃發展。民國30年無極鋼索運煤

吊橋通車營運(圖1～3)，社區成立運輸中心。後

在新能源政策下，煤礦被石油取代，汐止煤業

時代正式停採走入歷史。

煤礦業發達當時，里內對外交通只靠渡

船，民國48年人行專用吊橋(圖4)完工，因此

基隆河畔方圓百米，三座吊橋並列，其中一條

就是有軌道的無極鋼索吊橋，另兩座吊橋可

以行人或行車(自行車)，成為鄉長社區特色地

標。惟時代變遷，石油能源興起，礦業沒落、

圖1 運煤專用吊橋 圖2 運煤專用吊橋



2

136 │No.104│ October, 2014

專
題
報
導

圖3 運煤專用吊橋

圖4 人行專用吊橋

圖5 運煤吊橋拆除

圖6 河水暴漲居民護橋

圖7 琳恩颱風鄉長社區淹水情景

圖8 琳恩颱風鄉長路淹水情景

煤礦停採，運煤吊橋先後拆除(圖5)，民國74

年長安大橋竣工，最後一座行人吊橋也功成身

退拆除。

二、淹水封橋舊歲月

鄉長社區(昔稱鄉長厝)往來五堵車站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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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等，均對鄉長社區造成傷害(圖7～9)。

況且，因新完成之長安大橋高程過低，導

致後續加高後仍比堤防為低(圖10)，每逢颱洪來

襲，新北市政府唯恐河水淹過橋面造成危險，

因此均將兩側橋面閘門關閉，進行封橋動作，

致使居民出入不便(圖11)。

三、承先啟後新長安

政府為改善基隆河沿線水患問題，乃積極

推動基隆河治理計畫，依200年洪水頻率之洪水

位進行河道整治及分洪計畫，包括員山子分洪

計畫、基隆河河道整治、基隆河行水區土地使

用管制、堤後排水設施、堤後抽水站等。

新北市汐止區長安橋因於辦理改建工程規

劃案時，發現若無交通維持替代橋梁，無法進

行橋梁改建，且原址橋梁抬高後引道部分涉及

用地徵收與樓房拆遷，故將舊橋改建納入後期

治理計畫，將興建替代橋梁之新長安橋納入前

期治理計畫。

貳、計畫緣起與工程特色

一、計畫緣起

新北市汐止區鄰近北部主要河系－基隆

河，而基隆河過往每遇颱風豪雨致該地區淹水

的情形，是居民最深刻的記憶。為了消弭基隆

河沿線水患問題、改善居民居住安全與品質、

促進地方繁榮與發展，政府乃積極推動基隆河

治理計畫。

長安橋跨越基隆河連接北端之鄉長里與南

端之長安里，鄰近下游處有五堵火車站，為此

區域聯絡基隆河兩岸之聯絡道，重要性高。在

本橋評估改建之過程中發現，若無交通維持替

用渡船，自從民國48年人行專用吊橋啟用後，

增進居民往來便利性，惟因吊橋結構不甚穩

定，導致颱洪來襲時吊橋搖晃，居民聚於橋上

護橋(圖6)。後於民國74年採鋼筋混凝土預力橋

梁之長安大橋竣工，居民終能藉由安全之現代

化結構橋梁出入。然而之後侵襲台灣之颱風，

如琳恩(1987)、賀伯(1996)、溫妮(1997)、瑞

伯(1998)、芭比絲(1998)、象神(2000)、納莉

圖9 琳恩颱風鄉友街淹水情景

圖10 長安橋與堤防相對關係

圖11 長安橋封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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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橋梁，將無法就既有舊橋進行改建，且原址

橋梁抬高後，引道部分涉及用地徵收與樓房拆

遷，將造成改建計畫執行上的阻力。因此，舊

橋改建之方案乃納入後期治理計畫，而興建替

代橋梁之方案，則納入前期治理計畫，故辦理

新長安橋新建工程。

二、工程內容

為避免拆遷建物，新長安橋橋址設於既有

長安橋上游側約120m處，北接鄉友街，南連鄉

長路。另為配合200年頻率防洪計畫，與防汛道

路於橋下穿越之考量，橋面須較舊橋提高約4.8 

M (EL. 19.8 M)。新長安橋北端近中山高速公

路，南端臨鐵路，腹地受限。

橋梁結構型式係配合規劃路線，參研工程

範圍內之各項相關因素與必要資料(如水文、地

上及地下物、相關工程、地質資料等)，除滿足

安全、經濟與施工性外，並考量下列因素：

(一)  施工期間之防洪需求(包括施工安全及

對鄰近環境影響)。

(二)  橋墩配置須考量堤防構造、橫交道路

之功能需求，並應符合「跨河建造物

設置審核要點」規定。

(三)  考量水利防洪需求、施工條件及工期。

(四)  採用大跨度及結構系統良好之多跨連

續性橋梁。

(五)  高架橋與地面道路立體交叉之淨空。

(六)  配合自然地域景觀、融入地區需求，

期使橋梁能與週遭環境融合。

(七)  提昇地域景觀，改善災區形象，並促

進結構工程技術之提昇。

本工程地質概述如下：

(一)  北岸

 大致可略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

為回填土，分佈範圍介於地表下0.0 M~1.6 

M；第二層次為粉土質砂與粉土質黏土

層，分佈範圍介於地表下0.0 M~6.80 M，黏

土N值大約介於5~7，為中度稠密之黏土，

砂土之N值介於3~4，屬於極疏鬆之砂土；

第三層次則為卵礫石夾粉土質砂層，分佈範

圍介於地表下6.3 M~16.4 M，第四層次為砂

岩夾薄層頁岩層或頁岩偶夾薄砂岩層。本

區之地下水位深度約於地表下9 M~11 M。

(二)  南岸

 大致可略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為

回填土，分佈範圍介於地表下0.0 M~5.2 M；

第二層次為粉土質黏土層與粉土質砂層，

分佈範圍介於地表下4.70 M~20.0 M，黏土

層之N值約為4，屬於中度稠密之黏土，砂

土層之N值介於10~44，屬中等緊密至緊密

之砂土，其中部分夾有礫石之深度，其N值

則大於100；第三層次為卵礫石夾粉土質砂

層，分佈深度約於地表下16.8 M~24.05 M；

第四層次則為砂岩岩盤。本區之地下水位

深度約於地表下10 M。

有關耐震設計說明如下：

(一)  設計依據

 新長安橋位於汐止區，係於民國93年

完成設計，其耐震設計主要係依據交通部

民國89年4月7日交通部考量921震害局部

修正84年版「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相

關規定辦理。

(二)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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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程位置如圖12。本工程相關資料如下：

(一)  橋梁之高度及坡度考量堤防高程(EL. 

15.6 M±)、兩岸既有道路與防汛道路

(EL. 14.8 M±)之銜接。兩岸防汛道路

另闢道路於橋下穿越，為提供人員行

走或工程車輛維護之用，南岸橋下淨

空保留3.8 M，設置迴車空間，北岸橋

下淨空保留4.6 M。

(二)  北端引道與鄉友街呈T形交叉，受用地

限制及考量道路運轉安全順暢，引道

縱坡為6.0%，轉彎半徑採50 M、65 M

 確保設計之橋梁主結構體在中小地震

時保持在彈性限度內，大地震(工址回歸期

475年之地表加速度)時容許產生塑鉸及一

些韌性損壞，但不可落橋或崩塌。

(三)  耐震設計參數

 一般而言，橋梁可承受地震之大小，

可以規範內所謂工址地表水平加速度表

示，此值於民國84年及89版規範中即為Z，

新長安橋屬地震乙區，其工址地表水平加

速度Z=0.23，考量用途係數1.2後，可承受

地表加速度為276 gal，即耐震能力可達6級

(國內震度分級請參閱表1)。

而97年版規範之地震分區將汐止區調整為

台北盆地之台北三區，由於相關地震反應譜及

韌性容量皆有所提高，依新長安橋原設計地震

力推估97年版規範之設計地表水平加速度約為

軸向162 gal、側向128 gal，耐震能力可達5級

(參閱表1)。

綜上，新長安橋北起鄉友街於鄉長溪左岸

跨越基隆河後沿縱貫鐵路西側銜接鄉長路，全

線約353 M，包括引道122 M及橋梁231 M，採

雙向車道，每向車道設置快車道及慢車(機車)道

各一車道，主要內容包括包括橋梁、道路、大

地、景觀、照明、附掛管線鋼支架工程(電力、

自來水、電信、有線電視、瓦斯)及其他附屬工

表1 震度分級(摘自中央氣象局)

震度分級 地動加速度(cm/s2,gal) 震度分級

0 無感 0.8以下 人無感覺。

1 微震 0.8~2.5 人靜止時可感覺微小搖晃。

2 輕震 2.5~8.0 大多數的人可感到搖晃，睡眠中的人有部分會醒來。

3 弱震 8~25 幾乎所有的人都感覺搖晃，有的人會有恐懼感。

4 中震 25~80
有相當程度的恐懼感，部分的人會尋求躲避的地方，睡眠中

的人幾乎都會驚醒。

5 強震 80~250 大多數人會感到驚嚇恐慌。

6 烈震 250~400 搖晃劇烈以致站立困難。

7 劇震 400 以上 搖晃劇烈以致無法依意志行動。

圖12 新長安橋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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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曲線。

(三)  南端引道沿鐵路銜接鄉長路，引道縱

坡為5.762 %，受用地限制轉彎半徑採

50 M。

(四)  北端引道路段：里程0k+000~0k+114考

量生態與景觀綠化，採用路堤型式，

坡度比為1：1.5；里程0k+114~0k+142

考量減少土方量，採用橋梁型式。道

路寬度採13 M(雙向各一快車道3.5 M、

一慢車道2.5 M及0.5 M護欄，詳圖13

道路標準橫斷面示意圖)。

(五)  跨河橋梁段：里程0k+142~0k+260.5除

維持引道路段寬度外，兩側各另加3.0 

M橋拱空間、內側0.4 M護欄、1.5 M人

行道與外側0.4 M護欄，全寬23.6 M。

(六)  南端引道路段：里程0k+260.5~0k+350

考量地面抽水站建築配置，採用橋梁

型式；里程0k+350~0k+399.888採用擋

土結構型式，道路寬度採13.0 M，與

北端引道配置相同。全工程道路平面

與縱面圖，詳圖14。

三、工程特色

本工程具有以下幾項特色(詳圖15)：

(一)  創新科技—創新的橋梁造形

 本跨越基隆河主橋採用跨徑約為118 M

之羅傑式鋼拱橋，拱高約23 M。上部結構

橫撐以長圓弧鏤空造型，增加外觀變化，

並增加拱肋之穩定性。拱肋之間配置垂直

鋼纜以懸吊橋面，使本橋造型顯得簡單大

方；下弦主梁為鋼箱型梁，用以承受車輛

載重及平衡拱肋水平推力，人行道及觀景

圖13 道路標準橫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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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維護原有之地貌等友善環境的工法，

落實生態永續目標。

(五)  節能減碳—綠色材料的應用

 本工程橋梁採鋼橋設計，節省 CO2 排

放量約6,500公噸，光雕照明則選用LED投

光燈，節省可觀電費。

(六)  景觀地標—絢麗光雕活化夜色

 新長安橋跨越基隆河，四周空曠、通

視良好，以全彩LED燈具創造絢麗光雕，依

照帶入夜空、準點報時、七彩律動方式，

營造出夜色活化效果，最後夜深了，留下

星光點點伴隨人們進入甜蜜夢鄉。

台佈設於鋼纜外，提供較佳之視野效果。

(二)  美學創意—優化構件的外觀

 上部結構採用微向內傾雙鋼，增加

層次感，此外以圓弧造型處理，使外觀柔

順化。

(三)  功能經濟—強化構件的能量

 本工程之鋼拱內傾，提高結構側向穩

定性，鋼索傾斜，增加系統側向抵抗力，

藉由最經濟的設計，發揮最大化的功能

效果。

(四)  生態永續—友善環境的工法

 本工程於施工中採取諸如河中不設

立橋墩、不影響現地環境、維持河道的通

圖14 道路平面與縱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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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施工管理與監造技術

一、品質管理

本工程主辦機關為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本公司台灣世曦擔任設計及監造工作，承攬

廠商為新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工程恪遵

三級品管制度，機制架構如圖16，主要工項及

施作流程則如圖17所示，施工期間品管手法如

圖18。

圖15 新長安橋工程特色

創新科技—創新的橋梁造形 美學創意—優化構件的外觀

功能經濟—強化構件的能量 生態永續—友善環境的工法

節能減碳—綠色材料的應用 景觀地標—絢麗光雕活化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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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環保

工程執行後於施工期間主要之影響包括因

施工活動所造成之水文、水質、空氣品質、噪音

及振動影響等；營運期間主要影響為交通噪音。

施工期間環境影響對策除新建橋梁時應對

基隆河水理及沖刷量之影響於施工前進行模擬

分析外，以求得更精確之資料；對於臨時性環

保措施包括：預埋排水箱涵確保排水順暢、設

置臨時雨水截流溝、施工區配合設置泥水沉澱

池(圖19)收集施工污水及工程車輛沖洗廢水、施

工圍籬、灑水作業等，均於細設階段即已明訂

於施工規範並編列預算，要求承商確實執行。

三、工程進度

本工程自100.03.18開工，歷經四次工期

展延，法定竣工日為102.01.03，實際竣工日為

101.12.18，施工期間在施工廠商、設計監造、

主辦機關三方面群策群力、協調合作下，首重

勞安、堅守品質、超前進度是整體施工團隊的

成果(如圖20)。

本工程自開工以來，歷經動員(計畫書、施

工圖送審)、協調(河川公地申請)、起步(進場施

作)等磨合期，工程進度於穩定中成長、逐漸超

前。進入100年汛期後，幸賴北台灣沒有發生嚴

重颱洪情況，再加上施工團隊集體努力，本工

程進度一路超前，最高曾逾13%。脫離100年汛

期後，卻遭遇連續數月豪大雨，工進推動受到

嚴重影響，然而仍然保持超前；茲後進度超過

70%後，整體施工情況即在穩定中進行，最後

提前16天完工。

四、敦親睦鄰

本工程位處民風純樸之鄉長社區，區內

里民、里長與發展協會人員對於本工程十分支

圖16 三級品管制度

圖17 主要工項及施作流程

圖18 施工期間品管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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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二階水平支撐中間，上下空間均僅約50公

分；此外，由於該箱涵穿越基礎版，導致擋土

支撐鋼板樁無法密合，故於開挖前須於其四周

土壤施作地質改良予以加固，以利開挖後穩定

支撐，如圖23～24。

二、施工便橋支柱

為利於河中主橋吊裝作業，本工程必須先

行施作施工便橋，在接近北岸之河床打設便橋

支柱時，於河床面下淺層處即遭遇卵礫石夾粉

土質砂層，導致支柱打設困難，最後採取根固

工法(圖25～27)，終於克服困難，順利完成施工

便橋組設。

本 工 程 工 區 基 隆 河 河 床 面 靠 右 岸 高 程

約EL .+1 .50m，左岸約EL .+3 .00m平均河床

圖19 臨時沉沙池邊牆以砂包堆疊

圖20 工程進度圖

圖22 認養長安橋

持，不僅體諒施工期間所帶來無可避免之噪

音、汙染、交通之負面影響，更直接提出各項

工程建設之建議，以使新長安橋完成之後，能

夠發揮最大功能。承包商為回饋社區民眾對本

工程之包容，更盡全力維護工區周遭環境，如

圖21～22。

肆、遭遇問題與處理對策

一、保長左抽水站

本工程鄰近保長左抽水站，而且抽水站之

排水箱涵更位處支撐跨河主橋之橋墩P2基礎

內，由於高程關係，排水箱涵位於基礎第一階

圖21 隨時清掃周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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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箱涵與支撐

圖24 地質改良成果

圖25 根固工法(一)

圖26 根固工法(二)

圖27 根固工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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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支承樁根固剖面圖

高程約為EL .+2 .25m，施工便橋支柱(採用

H400×400×13×21)必須貫入河床面深度達17 

M以上。

當施工便橋上游側進行至北岸第三排支

承樁，下游側進行至北岸第五排支承樁時，於

支承樁向下打入至EL. +0.25 M即碰堅硬地層無

法再貫入，貫入深度僅約2m(以河床面高程約

EL.+2.25m計，2.25 - 0.25 = 2.0)，未達應貫入

深度值(17 M)之要求，為求安全考量，於辦理

現場會勘，決議採施工便橋支承樁根固工法加

以克服障礙因素並符結構安全性需求。

經結構核算，須從堅硬地層向下鑽掘60cm 

ψ樁孔5m (亦即自河床面往下鑽掘7. 75 M，

EL.+3. 00 M~EL.-4. 75 M，詳圖28)後，灌注水

泥砂漿再植入H型鋼。

本根固工法施工步驟如下：

(一)  放樣：參照施工圖之基準點利用測量

儀器(經緯儀及水準儀)以交會法定出

樁之位置，並測出樁位高程控制點之

高程，再依設計圖示之水準高程施行

複校。

(二)  導水：利用現有河床淤積砂石將北岸

河床墊高至EL. +3. OO M並將基隆河水

導至南半段(左岸)，以利施工。

(三)  移機定位：安置機具時應視工地現況

加以考慮，方決定設置鑽掘機及其它

各配合機具之方位，以利施工。

(四)  調整垂直度：機具安裝完成，應先行

試率達轉，垂直度校正應由縱及橫二

方向，以垂球或水準氣泡尺測定並調

整之。

(五)  試鑽掘：於根固支承樁旁試鑽掘孔，以

確定鑽掘深度符合結構核算之要求。

(六)  鑽孔：鑽掘至設計深度時應以鑽桿深

度檢測並記錄之。

(七)  灌注水泥砂漿：現地高程以螺旋鑽桿

確認深度並且噴漆做紀錄後，依圖示

樁徑之鑽頭鑽掘至設計深度，然後將

鑽桿自樁孔中抽出，同時用灌漿泵浦

以2.0 kg/cm2之壓力將已拌妥之水泥砂

漿經由鑽桿之空心軸注入樁孔內，一

面注入水泥砂漿一面以均勻適當之速

度將鑽桿徐徐抽出(鑽桿拔起之速度須

小於水泥砂漿灌入之速度，使螺旋鑽

頭保持在砂漿深度中)灌漿及抽出鑽

桿時，藉滿附泥土之鑽桿作為灌漿操

作中之捨塞，並使樁孔保持原有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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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圓弧鏤空造型，以增加外觀變化，並增加拱

肋之穩定性。拱肋之間配置垂直鋼纜以懸吊橋

面，使本橋造型顯得簡單大方。下弦主梁為鋼

箱型梁，用以承受車輛載重及平衡拱肋水平推

力，人行道及觀景台佈設於鋼纜外，提供較佳

之視野效果。然而，此項景觀美學考量，確也

大大提高鋼構製造與吊裝難度，如圖30所示。

本工程主橋為兼顧安全與美觀，所設計之

羅傑式鋼拱橋，於完成後受到各界讚賞，充分達

到設計原意與目標。然而內傾式鋼拱及修飾橫梁

之類圓形化妝板與現場吊裝環境，確實對於鋼

結構之製造與吊裝，形成不小的挑戰。

由於鋼拱具有內向傾角，且設計圖僅有2D

圖面，導致製造時必須借助精細電腦繪圖，經

多向多次重複套繪，以呈現正確3D立體尺寸進

行製造，並且藉由確實假組立程序，找出尚未

符合設計之細節，以確保現場吊裝之順利完成

(圖31)。

本工程因工區狹窄、空間受限，除了鋼拱

橋本身，因造型特殊不易吊裝外，尚須考量吊

索安裝，相關吊裝流程如圖32所示。

五、鄉友街面抬高

本工程路線起點與鄉友街橫交，本路口距

狀；而使樁之斷面均勻，並使樁孔能

在規定壓力下注滿水泥砂漿，以鑄成

完整之樁頭。灌注樁體時應儘可能連

續操作，如因拆卸鑽桿而須暫時停灌

時，其時間應在3分鐘內。

(八)  吊放植入H型鋼支承樁：砂漿灌注完成

後，移開鑽機迅速將H型鋼支承樁置入

孔內完成一孔作業。

(九)  復原：鋼橋吊裝後，施工便橋階段性

功能完成，開始施工便橋拆除作業，

支承柱因根固無法拔除，於原有河床

面下方50公分處予以切除，並將所有

因施工所產生之物品及雜物清除後，

將河床復原或與原地貌相同。

三、用地取得遲延

本工程北岸用地中，有一處基地在設計

階段即為鄉長社區發展協會闢為籃球場，提供

予居民使用，由於該用地無法於開工之初即予

提供承包商進場施作，故於本工程招標文件即

明訂將會於開工後一定時間再行交付。然而，

因應居民要求，發展協會為能讓居民唯一休閒

場所得以繼續使用，乃將承諾交付時間予以延

後，但因本工程工區腹地有限，實無法遲遲未

能進場施作；終在施工團隊協調下，獲得發展

協會大力支持，該用地在稍有延遲下終能交付

施工，後賴承包商重新調整工序，使得整體工

進得以推展。並且承包商對於工區所在鄉長社

區各項活動積極參與支持，更獲得社區感謝，

如圖29所示。

四、鋼橋製作吊裝

新長安橋主橋為一羅傑式鋼拱橋，其上

部結構採用雙鋼拱肋，拱肋微向內傾，可縮小

拱的量體，提供較佳的美觀性。肋間之橫撐以

圖29 里長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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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鋼構製造吊裝

鋼構製造圖 鋼構假安裝

鋼構大梁吊裝 鋼構拱圈吊裝

鋼構拱圈閉合吊裝 鋼構拱圈閉合吊裝

主橋距離約100 M，在路線最大縱坡限制下，鄉

友街須配合局部提高約1.1 M，路線縱坡方得於

此短距離內，爬升至橋梁防洪需求之高程。於

施工時採半半方式以兼顧交通需求，如圖33～

34所示。

六、介面溝通協調

本工程包括橋梁、道路、大地、景觀、照

明、附掛管線鋼支架工程(電力、自來水、電

信、有線電視、瓦斯)及其他附屬工程。由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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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跨越基隆河，需藉由河中施工便橋方得完成

吊裝工作，而便橋又須在汛期前拆除，因此各

附掛於主橋的管線單位，亦須於便橋完全拆除

前完成施工；因此，在主橋吊裝過程中，經常

出現多個單位進場施工情景、熱鬧非凡，如螺

栓鎖斷、接頭補漆、拆拱圈支撐、吊索安裝、

吊索施預力、拆主鋼梁支撐架、自來水、瓦斯

管安裝、施工便橋拆除等工作同時施作、共聚

一堂，如圖35所示。也由於本工程施工團隊規

劃得宜、協調有功，終於使各單位均能在便橋

完全拆除前完成應辦工作。
圖31 鋼拱橋假組立

圖32 鋼拱橋段吊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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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工程位居新北市汐止區鄉長社區，區內

先民在煤礦產業興盛時期，大多從事煤礦開採

相關工作，對於當時臺灣經濟建設成果功不可

沒，後因政府因應世界趨勢，改採新能源-石油

後，煤礦產業逐漸沒落，又加上原有長安橋高

程過低，每遇颱洪均須封橋禁止人車通行，影

響居民生活甚鉅。

新北市政府為徹底解決居民行的權利與安

全，乃以安全、新穎、美觀做為新長安橋規劃

設計的理念，並以安全第一、品質至上、進度

優先當作施工最高方針。在施工團隊共同努力

下，本工程迭獲佳績，如2012年第12屆公共工

程金質獎、新北市101年度公共工程優質獎、卓

越建設獎等(圖36～37)。

新長安橋新建工程自民國100年3月18日開

工以來，歷經丁類危險場所評估文件、河川公

地使用申請、水土保持施工許可送審等行政程

序，終在5月下旬開始進行全套管基樁施作，經

由業主-新北市工務局、設計監造單位-台灣世

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承包商-新高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之施工團隊努力，全力趲趕工進，

圖33 鄉友街交通維持(一)

圖34 鄉友街交通維持(二)

圖35 工作介面同時施工

圖36 第12屆公共工程金質獎

圖37 新北市101年度公共工程優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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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超前最多逾10%。後於民國100年下旬至

101年二月間，因為北台灣連續豪雨影響，本工

程進度推展嚴重受阻，然在施工團隊群策群力

下，最終仍能保持超前，而於民國101年11月17

日開放通車。

本工程完成後，將可符合200年洪水頻率之

防洪標準，減少水患發生，並紓解基隆河兩側

連絡之交通流量及鄰近道路交通壅塞問題，同

時對於促進汐止地區繁榮與發展及提昇汐止地

區交通運輸功能，將有極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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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
玉井線台61至國1段
E707標新建工程」

施工監造作為之介紹

關鍵詞：工安督導、品質保證、進度管理、工程困難與挑戰、創新作為

交通部公路總局東西向快速公路／高南區工程處／處長／藍維恭 1

交通部公路總局東西向快速公路／高南區工程處／副處長／陳保展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嘉南工程處／經理／張曜洲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嘉南工程處／主任／陳建村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嘉南工程處／主任／鄭家興 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嘉南工程處／主任／蔡源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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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84線為公路總局12條東向快速公路之最後一環，E707標工程則為台84線最後一期(第三期)

工程，工程範圍西起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0K+095北門交流道，東至國道1號12K+950下營系統交流

道，路線全長約12.85公里。本工程完工通車後將為公路總局12條東向快速公路之階段性任務畫下

完美的句點，其中受益最大的區域為台南市，將可有效連結其最東玉井區與最西的北門區，並藉由

建構完成的國道1號與國道3號之高快速路網，整合轄區內山系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與海系雲嘉南濱海

國家風景區兩大觀光資源，有效疏運地方農、魚產品及帶動觀光人潮，促進地方繁榮發展。

本標共分成E707-1、E707-2及E707-3標，其中E707-1及E707-2標為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所

承攬，E707-3標承包商為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由台灣世曦公司嘉南工程處成立北門玉井線

監造工程處負責辦理監造業務。本工程主線設計為箱型梁逐跨架設場撐工法，經由監造單位全程嚴

謹之工程管理，E707-3標榮獲100年度公共工程金安獎、101年度(第12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及103年

度交通部金路獎三大殊榮；E707-1標則榮獲102年度金安獎，目前參選103年(第14屆)公共工程金質

獎評選作業中。本文即從工安督導、品質保證、進度管理、工程困難與挑戰及創新作為分享等五個

面向，分享E707標之監造管理經驗，期能以微薄之力拋磚引玉，獲得更多先進與前輩技術經驗迴

響，共同提昇監造管理技術與能力。

「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
玉井線台61至國1段
E707標新建工程」

施工監造作為之介紹

1 2 3 4 5 6

壹、前言

台灣為一狹長型島嶼，東、西部兩大走

廊由中央山脈阻隔，人口大部分集中於西部平

原，其城市發展型態，多以南北縱向排列，從

十大建設開始，著手興建南北高速公路，並陸

續推動西部走廊公路網的形成，包括：拓寬台1

線與台3線工程、提昇原西部濱海公路為快速公

路及於民國92年底全線貫通的第二高速公路。

但因上述公路建設均為南北向，缺乏東西向可

聯絡縱向的幹線，為使三條南北高快速運輸幹

道在各都會區及各生活圈間，彼此連成一氣，

互為貫通，建構成台灣西部從北到南之整體高

快速公路路網，交通部公路總局於民國80年六

年國建計畫中，依十四個生活圈，增列十二條

東西向快速公路，並積極建設，東西向快速公

路北門玉井線（以下簡稱台84線）即為台南地

區重要的一環。

台84線西起台南市北門區，自台61線西

濱快速公路北門交點起，向東經台17線、台19

線、與國道1號相交設系統交流道後，經台1

線、再與國道3號相交設系統交流道，東至台南

市玉井區止，全長約42.7公里，分三期建設。

第一期優先路段自台1線至玉井段已於87年底完

工通車；第二期國道1號至台1線路段已於100年

7月完工通車；本(E707)標工程為第三期，工程

範圍西起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0K+095北門交流

道，東至國道1號12K+950下營系統交流道，路

線全長約12.85公里，工程位置圖詳圖1所示。

本標工程沿線設置北門、學甲兩處交流

道，路權寬度一般路段為40公尺，交流道路

段為50公尺，路線平面線形最小平曲線半徑

R=1,700公尺，全線採高架方式構築，另配合地

方需求，全線於高架橋下配置連通道路，提供

兩側鄰接土地或魚塭進出使用；主線高架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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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工程位置圖

圖2 工程範圍圖

雙向4車道佈設，地方連通道為分向設置於高架

橋下兩側。

貳、工程概要

一、工址現況

本工程工址位於台南市北門區、學甲區及

麻豆區境內，沿線經過之區域均屬平原地區，

地勢變化不大，大致平坦，所經地區之土地使

用以漁塭、旱作農地為主。

二、工程範圍及內容

本工程工作範圍西起台南市北門區王爺港

東側之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向東經台17線

後，以東南方向沿急水溪南側續行至學甲區北

方約3公里之德安寮附近跨越台19線，再經學甲

區與麻豆區分界附近之魚塭區，跨越縣道174

線後，於國道1號下營系統交流道銜接已通車路

段，全長約12.85公里，共設置北門及台19二處

交流道，各標分界及交流道位置詳圖2所示。

三、主要工作項目及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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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E707標現況

表1 E707標工程主要工項彙整表

標　別

E707-1標 

0+095.997~4+961 

L=4,865M

E707-2標 

4+961~8+896 

L=3,935M

E707-3標 

8+896~12+950 

L=4,054M

合　計

主線高架橋 106,409 m2 92,046 m2 94,327 m2 292,782 m2

匝道高架橋 5,775 m2 1,890 m2 1,764 m2 9,429 m2

引道 546 m 200 m 200 m 946 m

地方連通道(左側) 4,483 m 3,924 m 4,055 m 12,462 m

地方連通道(右側) 4,487 m 3,911 m 4,069 m 12,467 m

地方連通道(排水橋) 1,836 m2 658 m2 596 m2 2,640 m2

路權邊擋土牆 7,250 m 6,022 m 6,760 m 20,032 m

(二) 地方連通道綠美化

本工程地方連通道配置於橋下，全

線以本土原生樹種予以綠、美化，大量增

加綠帶面積，減少表土沖刷及開發後對地

表逕流及儲水之影響，兼顧生態與環境保

育。

(三) 以自充填混凝土取代傳統混凝土

本工程之高架橋橋墩採用自充填混

凝土(Self-Compacting Concrete，下稱：

SCC)，自充填混凝土並使用飛灰取代部分

水泥，降低混凝土水灰比，可減少水泥用

量約104kg/m3，按本工程混凝土使用量換

算可減少CO2排放約357萬kg，自充填混

凝土具有高流動性及良好工作性，不需使

用震動機搗實，可節省人力及機具的使用

E707標工程之主要施作工項包含主線高架

橋、匝道高架橋、引道、地方連通道、地方連

通道排水橋及路權邊擋土牆(表1)，除跨越台19

線採鋼橋施作，及跨學甲排水、北學甲排水及

永隆溝等水路採懸臂工法外，其餘考量本工程

多屬平坦地形之漁塭及旱田(圖3)，故採箱型梁

逐跨架設場撐工法施作。

四、工程特色

(一) 橋梁結構外型融合地方文化特性

本工程配合所在區域之地方特色進行

橋梁結構外形設計，橋梁外形設計風格源

於地方鴿笭文化，由柱身以拋物立體線形

收斂後，順接橋梁外緣線延伸至翼版，呈

現白鴿立地振翅、飛翔意涵(詳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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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鴿笭文化意象之橋梁結構外型

圖5 以高強度混凝土減少墩柱及箱型梁量體

外，亦兼顧其耐久性。

(四) 以高強度混凝土減少水泥與砂石之用量

本工程之高架橋採用高強度混凝土，

其優點如下：

1.  墩柱混凝土強度由280 kgf/cm2提高至350 

kgf/cm2，減少混凝土體積15%。

2.  箱型梁混凝土強度由350 kgf/cm2提高至

420 kgf/cm2，減少混凝土體積11.5%(詳

圖5)。

3.  可減少結構物體積，降低環境的破壞，

避免資源（河川與礦石）與能源浪費，

大幅減少資源之使用並增加結構物使用

壽命。

4.  可避免因鋼筋配置數量過密而導致混凝

土澆注困難。

5. 可符合耐震設計需求。

參、工安督導

有鑑於近幾年來公共工程施工期間常發

生重大職災，造成社會輿論震撼與民眾觀感不

良，因此交通部公路總局近年來對於公共工程

施工安全之要求特別嚴謹，本監造團隊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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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安衛交互檢查避險網

形，相關作法如下：

(一)  避險網線1：工地巡檢(圖7)依照責任

範圍區域之畫分，相關監造工程師每

日須進行工地巡查，針對施工現況督

導承商並且給予施工安全建議，避免

潛在危害因子發生。若發現施工區域

有缺失事項存在時，督導承商立即改

正；若缺失無法立即改正時，監造工

程師則開立缺失單列管限期改善，並

予追蹤改善至複查合格為止。相關缺

失若未能於要求期限內改善完成，則

依工程契約規定來進行罰款處置，並

再另訂定改善期限直至複查合格才准

予結案。

(二)  避險網線2：工地稽查(圖8)為各標安

衛工程師針對轄管工程標案於每個

月至少辦理8次勞安稽查（每週為2

次），依照交通部公路總局勞安相關

規定填寫「交通、安衛、環保稽(複)查

工初期針對E707標（E707-1標、E707-2標、

E707-3標）如何進行工安督導，且可同時兼

顧品質要求及進度推展，幾經多方面研究檢討

及不斷修正作法，發展出下述管控手法於工地

執行，藉以降低與避免施工期間可能之危害因

素產生，以達到施工期間「工安零事故」之目

標。

一、建立安衛交互檢查避險網

工安檢查若僅由少數專人負責，在執行

過程中因時間有限及專業判斷能力等等因素影

響，可能會有局部盲點產生或疏漏某些輕微小

瑕疵，日積月累使危害因子擴大而造成工安事

故。經本監造團隊檢討研擬，透過各種交互檢

查及後續追蹤檢討，來避免前述執行作業之問

題。運作方法為監造勞安衛檢查係藉由監造團

隊內所有成員（監造工程師、安衛工程師及監

造主管）共同編織成『安衛交互檢查避險網』

(詳圖6)，以隨時辨識目前施工安全缺失及可

能工安潛在危害因素，及追蹤辦理後續改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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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並統計分析其相關缺失類別及

檢討發生原因與改善對策，以避免後

續施工相同缺失重複產生。另外每標

安衛工程師與其他鄰標安衛工程師組

成安衛稽查團於每月辦理1次交互稽查

(E707-1～3標)，期以透過不同稽查人

員來發現可能忽略缺失及瑕疵，藉以

減少危害風險產生。

(三)  避險網線3：高風險安檢(圖9)係依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9年11月11

日工程管字第09900453971號函及參

考行政院勞委會編定「橋樑工程規劃

設計階段實施施工安全風險管理技術

圖7 監造工程師於工地巡檢之情形

圖8 安衛工程師每週2次工地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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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高風險安全檢查之執行情形

商工地主管、安衛管理員及主要分包

商、各標監造工程師及安衛工程師，

由監造團隊主管擔任會議主持人來進

行檢討本月缺失及追蹤前次改善處置

作為，將工安督導資訊透明化及要求

一致性。會議中除檢討缺失外，更利

用E707-1～3標『優良作為比較法』，

讓其他標可以知悉並加以學習利用，

以加強安全管理之鏈結，並可減少摸

索時間及節省人機料資源成本。

二、建立局部區域停工、復工機制

監造工程師依據勞動檢查法規及交通部公

路總局相關來函指示遵照辦理，對於工地施工

有可能發生立即危險之虞者，將開立『立即停

工』牌並填具「相關勞動檢查法有立即發生危

險之虞安全檢查表」(圖11)通知承商儘速改善。

針對此局部有立即危險之虞的區域，除了承商

進行改善措施作為外，並嚴禁其他非屬改善施

工人員接近及暫停該施工作業進行。待承商改

善完成及監造工程師複查合格，照相存證與記

錄後，才同意該區域復工及進行後續施工，如

此機制可避免施工人員處於不安全環境中而有

手冊」，針對橋梁施工危害特性制訂

『監造施工安全管理暨高風險施工檢

查計畫』，內容包含分析『工程施工

易致災點』、訂定施工安全檢查停留

點、建立檢查項目與紀錄表、規範承

商一級安衛自主檢查與管理、落實監

造二級安全管理責任。比照三級品管

制度之檢驗停留點做法，於施工作業

流程中訂定安全檢查停留點，每當工

程進行至安全檢查停留點時，承商須

完成自主檢查後，再向監造單位提出

「工程抽查申請單」，由監造工程師

及安衛工程師會同承商相關人員來進

行檢查，並將檢查結果記載於「施工

品質／安全檢查紀錄表」，且檢查結

果合格後方可進行後續作業。

(四)  避險網線4：施工安全專案會議(圖

10)為提供一個會議平台，使督導施

工之要求基準一致性，並檢討工安缺

失、職災案例探討、承商工地缺失改

善作法及優良作為宣導，因此監造團

隊主管每月召開施工安全專案會議來

宣導。開會出席對象包含各標施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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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監造團隊主管每月召開施工安全專案會議之情形

圖11 建立局部區域停工、復工機制

傷亡之虞。若已通知某區域局部停止施工時，

承商仍不聽從勸阻而持續施作，將立即通報業

主(工務段)請求派員至現場取締處罰。

三、工區之施工動態傳送

工區設置CCTV攝影機及租用網路來即時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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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同仁深入了解各工項監造執行方式與執

行要領，各標監造主任於各分項工作展開前先

行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對同仁預先施行專業教

育訓練，除可有效提昇監造同仁施工及材料品

質管理作業之效率，並可減少承包商對監造品

質保證作為之質疑與挑戰。

一、走動式施工管理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品質管理作

業原則」，監造單位除於檢驗停留(駐)點辦理

施工查驗，並應辦理隨機施工抽查作業，適時

介入承包商施作流程，指導承包商施作要領，

以減少錯誤施作情事發生，提昇施作品質與效

率。爰上，本標監造人員不僅於檢驗停留點進

行施工查驗，同時全日均在施工現場，督導承

商並給予施工建議，排除施作障礙及減少施作

錯誤，對於施工過程發現之問題，均即時邀請

承包商研商討論，以提高品質及施工效率(詳圖

13)。

本監造團隊之走動式施工管理方式，除

獲得業主及承包商對監造團隊技術能力與熱心

協助之肯定，並可減少施工及品質管理認知爭

送影像，將立即充分了解各工作面施工情形；

但屬於線形且長達十幾公里快速道路之E707

標工程，若要依前述架設裝備使用，將需耗用

大筆經費且維護工作龐大及成果效益不佳。由

於本監造團隊人員平日常駐工地及隨時巡檢拍

照，監造單位每日主動整理工地相片並藉由電

子郵件及通訊軟體(LINE)來傳送當日施工安全動

態(圖12)，供主辦機關充分掌握工區最新現況。

若遇有颱風豪雨來襲時，監造工程師亦每隔4小

時於工區巡查後發送工區當時情況、進出道路

口通行及橫交水路通水狀態之照片，以確保沒

有影響鄰近地方；若有特殊情況（例如地震）

發生，於巡視檢查後亦即刻透過前述方式來回

報工區現況。

肆、品質保證

本 標 共 分 成 三 個 工 程 標 段 發 包 ， 由

E707-3、E707-2、E707-1標依序間隔六個月

開工，為確保品質管理標準之一致性及避免各

承包商對各標品質管理執行標準之相互比較，

故監造團隊之品質保證作業均經事先討論、規

劃，確定合宜可行之管理標準與原則。此外，

圖12 施工安全動態資料傳送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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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就實質層面而言，承包商因此減少錯誤施

作而降低施工成本及節省工期，同時在監造與

承包商良性的互動之下，增進雙方之工程技術

能力與工程團隊認同感，建立雙方友好、互信

之工作情誼，有效提昇工程品質。

二、確保結構物之高品質

本標墩柱帽梁主體結構採用自充填混凝土

(SCC)，以提昇墩柱帽梁主體結構之施工品質。

然而自充填混凝土之使用必須配合嚴密之施工

管控，如藥劑特性、運距管制等，才能獲致最

佳之工作性與澆置效果，本標監造之具體作為

如下：

(一) 施工前外觀尺寸及品質之保證

本標墩柱帽梁主體結構施工前，監造

單位先行會同承包商到鋼模製作廠，說明

監造要求，並於製作過程到廠視察確認鋼

模製作精度及品質。同時辦理預拌廠內配

合設計檢討、確認拌合廠自充填混凝土品

管人員資格、運距影響料性試驗及辦理工

程人員教育訓練(詳圖14)。

(二) 施工中墩柱SCC澆置品質之管理

本標於鋼模頂部預先加裝壓條，使升

層接縫平順，同時每一車次均辦理坍流度

試驗，依材料外觀及料性至少辦理一次V型

及箱型試驗，並即時回饋自充填混凝土澆

置現場料性，供拌合廠拌合參考，以提昇

供料之穩定性。此外，監造品管人員並隨

時赴預拌廠辦理材料定期及隨機抽查，確

保粗、細粒料之品質(詳圖15)。

(三) 確實辦理施工後墩柱外觀品質之查證

監造單位於拆模後進行墩柱澆置成果

檢視並做成紀錄，並邀請承包商及供料拌

合廠檢討澆置過程與澆置成果，了解相關

影響因素並求立即改善，以獲致最佳之工

作性與施工品質。

三、橋面版平整度控制

箱型梁橋面版混凝土完成面之平整度，對

日後橋面AC鋪築高程控制影響甚大，本標突破

傳統人工混凝土整平低效率、低品質及施作不

穩定之作業方式，引進整平機進行整平，相關

圖13 監造施工管理作業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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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調整最佳軌道托架間距及軌道接合處

理方式，以提昇澆置效率及橋面平整度，

更讓業主對本工程團隊之品質管控深具信

心。

(二) 全程監督混凝土澆置平整度

監造工程師於整平機架設前，先行會

同承包商檢測托架及軌道佈設平整度，再

架設整平機，以確保整平機可順利推進，

同時全程監督澆置及整平作業，除可有效

掌握混凝土品質，並能及時因應各種突發

狀況(圖17)。

(三) 澆置後收方檢視

圖14 SCC品質保證作業

圖16 整平機試鋪

圖17 橋面混凝土澆置整平圖15 SCC澆置品質之管理

 

SCC障礙物通過試驗(箱型) 

SCC流下性試驗(V型) 

 

SCC障礙物通過試驗(箱型) 

SCC流下性試驗(V型) 

配套作業方式如下：

(一) 施工前進行整平機試鋪

本標於橋面版正式澆置前，已先行辦

理整平機試鋪作業(圖16)，以利澆置作業

人員熟悉整平機之特性及操作方式，並可

磨合各工作分組之作業默契，並藉由試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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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面混凝土澆置後，由監造及承包商

測量人員會同進行澆置後收方檢測作業，

確認橋面縱、橫坡線形，並按現況以作為

下跨場撐作業之調整，及橋面護欄及鋪築

AC路面施作之依據，並達成橋梁整體線形

平順，便於日後AC鋪築作業外，並有助於

橋面護欄、隔欄施工線形控制。

四、橋面版澆置前、初、後期養護

橋面版澆置過程中因混凝土曝露面積較大

造成表面水份蒸發較快，尤其是台灣地區的酷

熱氣候，混凝土乾縮形成表面裂縫時常發生。

因此橋面版如何減少混凝土乾縮裂縫之形成，

為本標重要課題，經過研議，相關具體作為如

下：

(一)  澆置前先行噴霧灑水以降低高溫曝曬

之鋼筋溫度，有效控制鋼筋處縱向裂

縫(圖18)。

(二)  初凝階段以水霧養護，藉由水霧噴灑

均勻(避免直接灑水而沖刷表面漿體)，

有效控制初凝階段乾縮裂縫產生(圖

19)。

(三)  初凝後即覆蓋不織布並設定定時裝置

自動水霧養護，並於初凝後7日內持續

進行，有效控制乾縮裂縫產生。

五、會同辦理設備檢驗

本標案監造全程參與材料設備檢(試)驗作

業，無論一級或二級品管作業，均依規定要求

由TAF認證實驗辦理，監造除全程會同承包商辦

理材料檢(試)驗之取樣與送樣作業，並於取樣樣

品上簽名及加註日期，確保送樣材料無誤。以

盤式支承墊材料試驗為例，在進行垂直載重及

滑動試驗，試驗結束後，監造品管人員會同拆

解及檢視構件是否符合規定，以確保材料設備

品質符合契約需求(詳圖20)。

伍、進度管理

北門玉井線E707標工程監造團隊在進度管

理方面，先針對各標承攬廠商所提施工網圖期

程分析，界定出對於工程關鍵及要徑項目進行

追蹤管控，及時提出預警及要求施工廠商採取

必要措施，使工程在未發生延遲前改進規劃施

工，而若實際發生延遲時，也能使施工廠商針

對要徑上的作業進行補救措施，避免延遲持續

的擴張。

一、工程特性及要徑分析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在工程

上一樣適用，對於工程的特性了解及廠商規劃

之施工要徑分析，清楚掌握就是作戰的利器。

E707標的工程特性如表2，經要徑分析得高架橋

場撐逐跨工法及其相關之下構、基樁為要徑。

E707標(3個標案)共同特點就是路線均行經

圖18 橋面鋼筋噴水霧降溫 圖19 橋面混凝土水霧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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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北玉E707標工程施工特性分析表

工  程  特  性  說  明

工區狹長，腹地範

圍狹長

■  工區周遭為魚塭區，臨近之農路通道有限且狹長，造成大型車輛機具進出需留意。

■  狹長工區腹地範圍窄小，行車動線及物料堆置需妥善規劃。

工程規模大，資源

調度易受市場影響

■  國內災後重建工程及擴大經濟建設計畫推出，市場上之人工、設備及物料等資源恐有

短缺或調度困難現象，承商需妥善規劃因應。

橋梁工程為主 ■  橋梁工程約佔92%，需於短時間內動員足夠橋工專長人員，方能勝任。

用地範圍大多為魚

塭區

■  工區路權範圍內多屬魚塭用地，需做好敦親睦鄰作業，減少與養殖戶間之介面衝突。

■  魚塭地土壤需妥善處理，避免因承載力不足增加施工安全風險。

源分配，密切與廠商討論調整改進以確保施工

進度如期。如依現況工率建議增加基樁組數、

下構模板套數、上構工作面等(圖21)。藉由圖表

數據更能說服廠商增加資源與分配工作，提升

效率。

本工程三標發包時間約各間隔半年，相關

工班資源略有重疊，相同規格之構造或資源，

經由協調配合時程，廠商可於各標互相調用，

如基樁均採用全套管基樁，前標工作後期即

轉進次標增加工班機組，有效利用資源縮短工

期。上構部分模板、支撐架亦循相同模式。後

期護、隔欄模板增進效益更為顯著。如此間隔

低凹的魚塭區，在施工期間土壤鬆軟、施工便

道及工區排水就成了重點處理的課題，尤以本

區域降雨型態大多為強降雨，又是低凹之魚塭

地形在排水系統及路基尚未完成時，每每一場

大雨就須處理多日，對工進影響很大。下構施

工時一場大雨就可能都泡在水裡，上構施工時

又須加強地基承載、巡檢，確保施工安全。就

此特性廠商與監造都有深刻體認，中後期工作

規劃與重點均能特別注意，避免影響工進。

二、施工進度管控與預警

監造團隊利用各項統計分析施作工率及資

圖20 會同辦理盤式支承試驗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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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上構施工時程規劃管制表

時間發包避免資源排擠，又可互為共享支援，

實為業主發包策略成功，監造協調出力，廠商

採用受益三贏的案例。

在關鍵的上構工程，檢討各工種工率及設

備資源整合為一工作面，分析工作面排序、剩

餘跨數、最晚完成時間及每跨工率，如表3，

及時提出預警並建議增加支撐架或模板套數，

協調工班施作順序以達最佳效率。以本工程經

驗，每跨天數低於25天將有落後之虞。經由與

廠商持續檢討分析協調，廠商亦能體認到工期

壓力，增加工作面及工班，如2、3標場撐工作

面高峰期就達到10~11個工作面，並實施獎勵制

度，縮短每跨完成天數分發獎金，主線尚有達

到一跨20天之紀錄。

本工程並以整體結構圖像來展現進度，易

於清楚檢視及檢討，從下構至上構相關工項及

鄰近橫交狀況均可一目瞭然，檢討施作順序與

資源分配助益甚大，如圖22。

依最終須完成之上構區劃，調整下構基礎

圖21 下構進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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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來推動工程進展，密切與業主、廠商連繫，

解決困難、追蹤進度。每月定期(至少2次)邀

集主辦機關、承攬廠商召開施工進度檢討協調

會議，若事件需要另開會即時研討，如外單位

介面或陳情案件等(圖24)。以E707各標為例，

監造與業主、廠商預先召會作危評審查，充分

討論修正後再送南檢所正式危評審查，順利獲

南檢所通過上、下構危評審查，可全面展開施

工。

工程進度是施工技術、工程品質、材料、

墩柱施作順序或增加模板趲趕。遇有需跨越之

水路、農路或構造等，看圖即可明瞭需提前規

劃因應。又本工程預力箱型連續梁，施作順序

會受預力方向限制，由圖示即可清楚工作面施

工的限制，提早規劃預力倒拉或支撐架配置等

因應措施。另工程車輛上橋動線、隔欄開口位

置供車輛轉向、AC施作動線方向、伸縮縫施工

限制區段等均可由圖示完成情形來評估考量。

此外本工程在上構外模組立與推進採用模

組化設計，節塊模板以捲揚機拉進(圖23)，減少

吊掛作業風險、作業人力及組裝迅速，增進施

工效率，尤其前述大雨後地面狀況不良，吊車

佇立困難下仍可在工作平台推進模板及組立，

此模式對工進幫助不少。

三、施工協調與檢討

再好的工具、再多的設備最終還是要人來

推動，監造團隊秉持著專業、協助、合作的立

圖22 主體結構進度圖

圖23 模板模組化自動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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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安全衛生、資源及人力管理在時間上展現

的指標，任一個環節沒處理好都會影響進度的

呈現。材料缺口尚未檢驗、施作缺失改善、環

境安全有問題、工班技術不純熟不確實、未通

過主管機關審查等，任一細節均有可能影響工

進的推展。藉由各種協調會議逐項檢討是必要

的功課，集合眾人集思廣益避免疏漏，制定行

動方針落實進度管理。

進度僅是數字，透過工具、方法檢討改

進，人才是管理的核心，秉持專業外多溝通協

調與業主、廠商作人和的管理，再把握天時、

地利的機會，一定順利如期。

陸、工程困難與挑戰

一、地形與氣候

(一)  E707標位置接近濱海區域，鄰接急水

溪，主要排水渠道為學甲排水、永隆

溝等，且沿線大部分為低窪之魚塭，

屬於區域排水困難區段。又因為地形

影響，每有鋒面或颱風經過常遭遇大

雨，加上區域排水不良，工區積水情

形嚴重，影響施工甚鉅。

(二)  本區域急水溪堤防最高，次為學甲排

水堤防，工區路面略低於學甲排水堤

岸，其次周邊多為魚塭且大雨時常抽

水排放至工區，又學甲排水會受潮汐

影響漲退，故若有大豪雨可謂腹背受

敵，工區內排水困難積水嚴重。

(三)  在設計及施工階段就已考量前述因

素，加強施工便道鋪築，排水機組準

備，維持鄰近排水路暢通。下構施工

階段若遇大雨進度就遲滯不前，常需

數日修整才可繼續施工；接續上構施

工階段，就看便道完整及抽水準備的

功夫，仍需克服積水問題盡快恢復施

工。

(四)  此外於施工階段督促承商落實各項防

洪排水工作，其施作重點包括：

 1.   儘量於非汛期完成基礎結構施作，施工

期間隨時注意鄰近河川水位高度。

 2.   事先作好施工及臨時排水計畫，並備妥

足夠之抽水機，供作平時抽水與洪災發

生時緊急抽水之用。

 3.   各項支撐作業考量足夠承載力，並注意

雨後支撐安全性檢核。

 4.   設置緊急應變小組及連絡方式，定期舉

辦防汛講習及演練。

二、高風險作業如何確保安全

本標案之主要工作項目為預力箱型梁之高

圖24 施工協調會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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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支撐架結構計算與現地使用應相符

支撐架組成應有足夠應變強度以確保

在施工期間不致變形，因此使用支撐架之

前需進行下列步驟：

1.   場撐橋梁計算書審查由執業技師核算並

辦理簽證，確保模板及支撐符合規範規

定。若是支撐架進場時非為新品，因其

已使用狀況無法認定每組均為相同看

待，其折減係數不可過於樂觀高估並應

多倍取樣進行材料試驗以確保無誤。

2.   監造工程師確實辦理計算書審查並於每

批相關材料進場逐一抽查核對。

3.   場撐橋梁設備進場應辦理支撐架材料進

場檢查，並將構件組合送公正試驗機構

進行試驗(圖26)。

4.   根據試驗結果之數據來印證容許承載力

符合型錄及計算書需求。

架橋，採用傳統之逐跨場撐工法，使用支撐架

之高度約為6~10公尺，且部分路段經過屬於高

回填土之漁塭養殖區域，因此施工安全之確保

實為重要課題。以下為施工期間應確實達成之

項目。

(一)  地盤足夠之承載力

　　地盤之承載力需抗衡支撐架傳遞上構

施工產生應力，如此支撐架才不致下陷變

位而發生災害。關於整地回填區域需依施

工規範要求來逐層回填夯實，並用工地密

度試驗來檢驗其夯實是否良好。另要求承

商於每跨支持架欲搭設地面採用載重物車

輛進行滾壓試驗，以檢查土方回填是否合

格及無彈性現象，並於每跨之間隨機取樣

一處做平板載重試驗來驗證地盤確有足夠

之承載力(圖25)。

圖25 地盤承載力驗證之情形

圖26 支撐架構件組合試驗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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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落實上構場撐混凝土澆置時之「設備

及地盤沉陷觀測」

　　每跨上構場撐箱型梁於混凝土澆置

時，利用測量儀器及相關標尺及基準水線

來進行觀測監控，藉由觀測數據來研判是

否達到警戒值及是否應採取相關應變作

為，可以提供混凝土澆置作業之安全保

證，並可回饋分析作為預拱調整改善依據

(圖27)。

柒、創新作為

一、應用靜壓植樁

本工程周圍為養鴨、魚塭養殖及住宅區，

其中以E707-3標影響最甚。該標承包商雖已

多次與住戶與養殖戶溝通、協調，並儘量承租

相鄰魚塭地，減少施工衝擊，然仍不時有影響

蛋鴨生蛋、魚蝦生長及居住安寧等負面意見傳

出。監造單位對於前述噪音及震動敏感地段，

不斷與承包商協議、檢討及現勘，深入了解居

民訴求及關鍵影響區域，並針對工區魚塭特殊

地質研擬因應對策，最後承包商同意改採高成

本之靜壓式打樁機進行基礎開挖鋼板樁打設

(圖28)，除可維持鴨農及魚塭正常養殖確保漁

獲量，並能維護住宅區居住品質，避免振動干

擾，工地作業正常，創造雙贏。當地居民對承

包商使用靜壓植樁之善意作法及承包商日後之

敦親睦鄰作為深感認同，除極力配合本工區施

工作業外，當地北勢里及新達里里長並頒發感

謝狀予承包商，聊表謝意。

二、自主作業設備檢驗

本標工區位於魚塭區，規劃設計以逐垮

架設場撐工法作為場鑄箱型樑支撐工法。以

E707-3標為例，在施工規劃階段，承包商初期

原擬規劃使用之四種廠牌支撐架，並提出支撐

架組合圖說及相關結構計算資料送監造單位審

核。惟市場上各品牌支撐品質良莠不齊，同時

並無CNS國家標準認證。因此會同承包商對該標

工程可能使用的支撐架及外模調整桿取樣送國

立成功大學土木系結構材料實驗室，模擬工地

現場搭設模式進行極限載重試驗，並將試驗結

圖27 設備及地盤沉陷觀測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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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標採用全套管基樁工法，於混凝土澆置

後基樁頂端將有產生約1.5m高之劣質混凝土，

傳統以機具直接敲除之作法，往往無法掌握敲

除範圍而傷及基樁結構體，同時損害預留鋼筋

及超音波檢測管，敲除後外觀破損，造成不良

觀感。為改善前述傳統敲除方式之缺點，本標

劣質混凝土之敲除，採用基樁環切法，亦即在

基樁混凝土達設計強度後，以電鋸環切後再進

行敲除劣質混凝土作業，可保持樁頭敲除面平

整，精確控管樁頂高程，並可降低對超音波檢

測管之損害，同時可以藉由環切過程確認是否

已完全切除劣質混凝土，保證基樁結構體強

果作為支撐架結構安全計算評估依據(圖29)。

經監造單位與承商討論認為「四種廠牌之

支撐架將造成施作工班無所適從，從而造成施

作錯誤，增加施工風險。」承包商最後統一採

用試驗結果符合標稱荷重之支撐架，兼顧工進

及工安效益。此一自主作業設備檢驗之優良作

法延用至E707-1與E707-2標工程，再次發揮其

防患未然之功效。

三、基樁劣質混凝土環切工法

圖28 傳統鋼板樁及靜壓植樁比較圖

傳統鋼板樁打設 靜壓植樁方式打設

圖29 支撐架及外模調整桿試驗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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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監造安全檢驗包基本配備及功用

工　具 用　　途

施工圖說 檢查現場設施確依圖說施工檢核用

停、復工告示牌 有立即危險之虞施工，作業停止及復工用

安衛叮嚀小冊子 現場執行高風險

五米捲尺 工地現場構造物尺寸量測

水壺 工程師隨時於工地補充水分用

計算機 用以安全監測及預力施拉數值計算用

照相機 隨時拍攝各施工環境與作業安全現況記錄用

鐵鎚 確認構造物品質及尖銳物敲除

度。此基樁環切工法看似單純，然而卻是工程

團隊對工程施作細膩思維之印證，承包商尚必

須額外支出基樁環切工班之費用，同時亦須仔

細探測環切位置，按部就班敲除，才能確保機

基樁環切施作品質(圖30)。

四、監造安全檢驗包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使

監造人員於工地順利執行業務，本標案監造工

程師均配備安全檢驗包（圖31）。安全檢驗包

為每日辦理施工安全檢查時，對於施工『安全

衛生』、『工程品質』及『環境保護』所需之

常用配備。監造安全檢驗包基本配備及功用如

表4所示。

另外依監造工程師所負責業務不同，安全

檢驗包之內容亦會有所增加。本項配備除了讓

監造工作執行更加順利外，亦可展現出監造團

隊之專業性與良好形象。

五、上構設置風向袋

本標案之主要工項為高架橋，高度約在6～

10公尺左右，且E707-1標在台南北門區鄰近海

岸，因而高架橋上構施工時常有強陣風吹襲，

依勞動法規規定為強風（為10分鐘的平均風速

達每秒10公尺以上）時應停止高架吊掛作業。

在兼顧工程進度及施工安全兩方面，為使施工

人員確實了解何時須暫停施工，因此要求承商

於每一上構工作面上下樓梯處設置風向袋（圖

圖30 基樁劣質混凝土環切工法

基樁環切作業 劣質混凝土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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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監造安全檢驗包使用情形

圖32 上構設置風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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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測風向風速，利用測速計來檢查風向袋與

鉛垂線形成夾角之風速關係。經現地實測為兩

者形成90度時已達強風等級，此時即應停止高

架吊掛作業，此項設施讓施工人員及監造人員

在工地可容易辨識，有效降低施工作業時之爭

議及安全風險。

捌、結語

東西向快速公路台84北門玉井線E707標

工程是個平凡的工地，但是E707標工程卻是學

甲、麻豆及北門民眾多少年來的盼望與期待，

因為這與他們的生活、生存與生命息息相關，

有了它可以讓農漁產品更快運達全台，台灣人

民也可經由國道一號和國道三號來到此區域，

知道、認識與了解台南北半部沿海地區的傳統

風情文化。

從開工以來，穿梭魚塭、玉米田、養鴨人

家、蒜頭田的在地人都是我們的工作夥伴。為

了克服魚塭的軟弱地層，從基樁施作開始，施

工便道的級配鋪設即充滿挑戰；又怕驚擾到鴨

農，承包商選用低噪音、低震動的施工器具；

另避免影響虱目魚生長，又不惜成本承租相鄰

魚塭用地，同時調整夜間施工時段及控制光線

照射角度。不論是水路清理、道路清潔、急難

救助、地方拜拜盛事全都積極參與，因來到此

區域不只為做工程，更代表政府公共建設而

來，要深耕地方獲得民眾信任及認同，是我們

的堅定信仰。為保證施工品質，從混凝土的配

比與材料、盤式支承、預力構件、伸縮縫、土

方、碎石級配、AC驗廠及駐廠，不論母材或成

品莫不遵循規範嚴謹執行，因品質第一的信念

是不變地堅持，就是要做出最好的道路。

本工程團隊積極用心，注重事前群策群力

規劃，施工中有效控管工程品質及進度，並落

實於施工安全督導及環境影響監測，同時積極

辦理敦親睦鄰、提昇民眾對公共工程施工之正

面形象，增加民眾對政府施政之向心力，為政

府施政加分，發揮高於工程本體以外之效益。

我們一直在思索著工程不能只是獨善其身，在

E707標工程施工品質與工安堅持上的卓著成

效，如E707-3標榮獲100年度公共工程金安獎、

101年度(第12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及103年度交

通部金路獎三大殊榮；E707-1標則榮獲102年度

金安獎(圖33)，讓交通部公路總局其他工程能獲

取本標案之優良經驗傳承是更重要的目標。因

此於E707標工地舉辦多場勞工安全衛生觀摩、

公路總局新進人員教育訓練及工程施工觀摩活

動，也對金安獎與金質獎進行經驗分享，達到

教學相長之功。期盼E707標散播的優良種子能

在交通部公路總局所有工程成長茁壯、台灣工

程界開花結果成蔭，進而提昇台灣的整體施工

品質。

圖33 E707標歷年獲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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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鋼拱橋、鋼纜吊裝、鋼纜預力

臺中生活圈2號線
環中路高架橋工程
─半穿式鋼拱橋
施工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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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生活圈2號線環中路(中清地下道終點至台3省道)高架橋工程(1/2)(中清崇德
段)」屬台74線快速公路之北段，本工程完成後將構成臺中都會區外圍之環狀快速公路
網，提供都會區東西來往便利的交通運輸，提升區域均衡發展，並有效紓解市區平面道
路壅塞的車流，節省總運輸成本及減少油耗。而本工程松竹路口鄰接未來臺中市重要發
展區塊，於工程設計階段即規劃建造一座具特色之造型橋梁，打造臺中都會區地標景
觀。

橋梁工程之結構型式及工法選擇極為重要，除兼顧安全、經濟、美觀等基本原則
外，亦須考量工程特性、工程規模、施工迅速，並兼顧國內施工技術水準、配合環境景
觀，力求造型新穎及減少施工中交通干擾因素。本工程於松竹路交會路口採用單拱肋半
穿式鋼拱橋，其外型線條柔順，如「旭日東昇」之意象，於清晨與黃昏之景緻各異其
趣，創造臺中都會區嶄新風貌。

半穿式鋼拱橋具有長跨度及施工期程短的工程特性，可符本工程松竹路口之高車流
量且為重要道路無法封閉之交通需求。期望藉本文回饋分享施工經驗與施工遭遇困難及
解決對策，可助於提升國內橋梁工程施工水準。

1 2 3 4

壹、工程概述

本工程半穿式鋼拱橋單元之跨度配置為

60m+90m+60m，跨越松竹路口，上部主梁結構

型式為五孔鋼箱型梁(詳圖1)，於鋼橋中間跨採

單肋拱橋(詳圖2)，下部結構則採V型鋼橋墩柱

型式。

中央單拱肋處設置5條吊索(以下統稱鋼纜)

與中央鋼箱梁結合，每條鋼纜含55根鋼鉸索，

每根鋼鉸索為15.2mmΦ之高拉力7線鉸索，單線

鉸索外部鍍鋅保護包覆於HDPE套管並於其間灌

注油脂，每條鋼纜外罩HDPE外套管做為最外部

防護(鋼纜斷面示意圖詳圖3)。

鋼橋結構施工技術於國內已是相當普遍且

純熟，鋼纜之安裝與預力施拉機制則相對稍微

複雜，以下將淺述其施工經驗、施工困難及解

決對策。

圖1 鋼拱橋斷面圖

圖2 單拱肋吊索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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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鋼拱橋預裝(假安裝)施工規劃

一般常見預裝方式有立體組合(完全依照工

地完成時之形狀進行預裝)、橫向預裝(以橫向

90°旋轉即結構物之側向朝上方式預裝)、逆向

預裝(將構造物反轉180°進行立體預裝，又稱為

顛倒預裝。)、分段預裝等。隨著工程技術日益

卓越，國內橋梁結構亦趨於採大跨度及多跨連

續性，本工程單元橋梁長度以國內現有鋼構廠

預裝場地規模無法一次組裝完成，且囿於鋼拱肋

之高度，考量鋼構廠預裝安全性與時程及現場吊

裝工期與效率，故鋼橋主梁採用分段預裝(詳圖

4)，而鋼拱肋部分則採橫向預裝。採用分段預裝

時，前一單元構件應預留一節塊與下一次節塊

同時進行預裝，以了解結構整體預裝之狀態。

鋼拱肋預裝時為使節塊趨近於無重力狀

態，不產生自重撓度與端口變形，因此採橫向

預裝方式(詳圖5)以利多支點支承而符合前述原

則。預裝規劃時，應轉換檢測資料座標軸並考

量現場支撐位置(控制點，詳圖6)與結構寬度(橫

向預裝後將成為高程控制資料)，並依前述分段

預裝之原則，預留前一單元結塊進行預裝，檢

查各相關尺寸是否在設計值要求誤差範圍內，

俾發現製造時所可能發生的誤差而予以修正。

經預裝後之檢測資料後續須移轉工地安裝人

員，做為工地安裝校正的檢核依據。

圖3 鋼纜斷面示意圖

圖4 分段預裝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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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鋼纜安裝前置規劃施工經驗
分享

一、鋼纜錨碇區域之應力檢核

鋼纜錨碇區域相關尺寸應配合吊索系統重

新設計及檢核，避免因不同系統造成原設計錨

碇強度不足，同時還必須滿足整個鋼纜系統安

裝時之作業空間需求；本工程針對此項考量進

行錨碇鈑應力分析，其應力分佈圖如圖7所示。

二、鋼纜防水護套

本工程原設計鋼纜防水護套設置(詳圖8)，

乃配合防撞套管以緩衝材作為鋼纜外套管間之

防水設施。依本工程施工規範規定，錨碇區應

設置防蝕系統(如隔離套管)，且鋼纜系統須具備

減(防)振系統構件，因此為維持防撞套管之強度

與管徑，且解決防撞套管與HDPE外套管管徑之

差異，本工程經多次審查檢討施工廠商防蝕系

統，最後決議變更以防水罩強化錨頭防水效果

(詳圖9、10)。

圖5 鋼拱肋橫向預裝 圖6 鋼拱肋現場吊裝支撐位置

圖7 錨碇鈑應力分佈

圖8 原設計防水護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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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防水罩裝置

圖9 變更後防蝕系統

    表1 鋼纜張力值

鋼纜
編號

鋼纜
股數

鋼纜
最終
長度
(mm)

原設計 變更設計

夾固
預力
(Ton)

設計
張力
(Ton)

夾固
預力
(Ton)

設計
張力
(Ton)

C1 55-15.2φ 10,111± 0 211 55 228

C2 55-15.2φ 14,708± 0 306 55 325

C3 55-15.2φ 16,250± 0 333 55 352

C4 55-15.2φ 14,708± 0 307 55 325

C5 55-15.2φ 10,111± 0 211 55 228

註： 表中設計張力數值為橋梁靜荷載狀態之鋼纜張力。

肆、鋼纜預力施工遭遇困難與解
決對策

本工程鋼拱橋施工架設係以臨時支撐系統

場撐，初始鋼梁及鋼纜應為無應力狀態，當橋

面版及附屬設施施築完成後，移除支撐系統，

鋼纜將承受拉力且橋面線型高程應符合設計高

程。故鋼纜吊裝完成後預力端錨處之預力夾片

應為不施任何預力情況下自然夾固，然而鋼纜

預力行為較一般預力行為複雜，將因結構系統

及載重狀態之不同而改變，因此當移除支撐系

統過程中，夾片處於受橋梁自重作用之相對應

力變化下，於支撐未移除處之預力處於無應力

狀態下易有鬆脫之虞。為解決因相對應力變化

下所造成夾片鬆脫情形，經重新檢討結構分析

模型後，以維持橋面拱度不變之原則下重新設

計各吊索長度及張力值，於施工階段初期施加

初始預力，各鋼纜之初始夾固預力為55噸(每股

鋼纜1噸×55條)，其變更設計前後吊索張力值

如表1。

一、第一階段施工─吊索安裝及初始預力

本工程高架橋屬鋼拱體系，上端固定於

拱圈，下端固定於主梁，常見之安裝順序均是

先進行上端側之安裝後，再完成下端側。鋼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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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鋼纜之預力值，並檢查鋼纜線末端之夾片是

否鬆脫(如圖13)，如有鬆脫則立即更換夾片並

重新施拉預力。

二、第二階段施工─橋面拱度及鋼纜預力調整

此項屬鋼拱橋後期工項，鋼纜經移除支撐

系統後受鋼梁自重(靜載重DL1)，及後續橋面AC

層、護欄、中央隔欄、欄杆等(靜載重DL2)完成

後應進行橋面拱度檢測，同時檢驗各鋼纜線張

力值是否與設計值相符，如不符者則必須重新

調整鋼纜施拉張力。本

工程變更於施工階段初

期施加初始預力，在本

施工階段針對各鋼纜線

之單一纜線進行抽檢驗

證，鋼纜線張力值與設

計張力值誤差在2%以

內。

伍、鋼纜外套管(HDPE)施工遭遇   
困難與解決對策

鋼纜HDPE外套管因鋼纜長度之故，須於工

地進行HDPE外套管熔接續接，本工程施工規範

線夾片安裝及初始預力施拉工作均須於鋼梁或

鋼拱箱室內進行，受限於箱室體積及人手孔尺

寸，無法使用大型機具施工，因此本工程吊索

安裝及張力調整均採用小型15T單槍千斤頂逐根

施拉(如圖11)，此施工方式每次僅對單一鋼鉸索

施拉，可確保每條纜線均達足夠預力，但先施預

力之鋼鉸索會受後施拉者之影響而降低預力值，

為確保每條鉸索均可達設計預力，必須逐根重

複施預力2~3回，甚為耗時而無法快速施工。

鋼纜預力施拉順序，須配合橋梁結構型式

與施工能量，以降低預力損失考量安排施拉順

序，本工程係安排2具千斤頂由兩端橋墩側往橋

梁中央處同時施拉，其順序編號如表2及圖12。

考量確保初始夾固預力不因施拉順序造成預力

不足，須於全數吊索施拉完成後再檢測及調整

圖13 鋼纜線末端夾片抽查

圖11 15T單槍千斤頂施預力

表2 吊索(鋼纜)施拉順序

施拉順序 1 2 3

吊索(鋼纜)編號 C1、C5 C2、C4 C3

圖12 吊索配置示意圖

RC橋墩

吊索
主梁中心線

拱肋中心線

橋墩中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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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依ASTM D2657規定熔接，惟首次鋼纜吊

裝時，HDPE外套管因無法承受自重造成熔接處

開裂(詳圖14)。初步檢討，HDPE外套管熔接開

裂處，其開裂斷面為平整斷面(詳圖15)，如為

良好熔接面則HDPE外套管開裂處不應為熔接位

置，因此應為熔接作業失敗所造成。

一、解決對策

重新檢視HDPE外套管熔接作業流程是否符

合ASTM D2657熔接規定。熔接作業之成功與

否，常取決於施工知識與經驗技術，因此針對

作業流程之各步驟(詳圖16~20)，列出檢查要點

如下：

圖14 鋼纜線吊裝施工照片(失敗案例)

圖15 HDPE外套管熔接開裂斷面

圖16 加熱板加壓熱熔

圖17 HDPE套管熱熔後對接

圖18 HDPE套管熱熔加壓壓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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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psi(0.41~0.62 MPa)並依斷面積計算

欲施加之力量。

(六)  以加熱板加壓熱熔時，約熔出3.2 ~ 

4.8mm(8in管徑)高時即減壓抽出加熱

板進行兩套管熔接。

(七)  熔接過程應靜置，待靜置至冷卻溫度

後方可移動外套管。

二、其他注意事項

(一)  熔接過程應能持續量測溫度並採多點

檢測，可確保熔接品質。

(二)  因HDPE材質導熱性差，故應以持續穩

定傳遞熱量之定電壓加熱設備優先。

(三)  為確定熔接時間應先進行熔接試驗，

確保熔接品質。

(四)  經加熱板熱熔之套管斷面，若有凹面

產生表示不當加壓所造成，應待冷卻

後重新端洗確認密合度後，再進行熱

熔續接作業。

陸、結語

隨著國內工程技術日新月異，鋼拱橋已成

為屢見不鮮的橋梁型式，各工程所遭遇到的施

工問題與困難，經過工程人員努力檢討改進，

提出解決對策讓工程可以順利進行完工，然而

這些解決過程中的探討與解決對策並未傳承，

亦沒有機會提供其他工程先進參考指教，無法

提升國內工程技術實屬可惜。本工程施工期間

所遭遇之困難與失敗經驗，可能是經常犯錯之

處或解決對策尚有改進空間，但不管好壞仍藉

由此機會回饋分享施工經驗與淺略薄見，提供

工程先進參考並希冀有助於提升國內橋梁工程

施工水準。

(一)  HDPE外套管熔接端口應保持清潔乾

燥，避免夾帶雜物。

(二)  加熱板表面應採用不沾黏材質，避免

熔融殘物遺留，並應保持潔淨。清潔

時以不含油脂及不留棉絮之潔淨布(非

合成纖維)擦拭。

(三)  確認待熔接之兩套管接合面密合誤差

小於2mm。

(四)  熔接器系統應有熱熔溫度檢測計，避免

溫度不足無法形成有效鍵結，或溫度過

高造成垂流或連接界面晶粒過於粗大。

依規定熔接溫度應為204℃~232℃，熔

接冷卻溫度為130℉(約為54℃)。

(五)  接合界面熔接加壓之力量不宜過大或

過小，依ASTM D2657規定應採60~ 

圖19 HDPE套管熱熔溫度檢測

圖20 HDPE套管熔接強度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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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鑄工法製作已廣泛應用在橋梁箱梁節塊，但以預鑄工法進行橋梁墩柱施工則甚

少，所能參考之預鑄墩柱施工經驗實是有限，「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第CM01標中山

高速公路延伸路廊及商港區銜接路廊高架道路工程」為繼「臺中生活圈4號線大里聯絡道

工程」後採用「預鑄節塊橋墩+隔減震支承」工法的另一案例，其使用規模更加龐大，且

為南部地區之首例。

本文內容乃就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中，預鑄工法應用在橋墩柱之施工經驗作一

介紹，包含預鑄場規劃、預鑄墩柱節塊生產、吊裝及監測之介紹，並針對預鑄工法及場

鑄工法做一比較，期以本計畫的施工經驗及成果，提供產學界及日後工程施工之參考。

1 2 3 4 5

壹、前言

目前高雄港之公路運輸主要經由港區內之

市區道路連接至國道、省道，因鄰近港區之市

區道路路段容量不足、路口運轉效率不佳，且

各貨櫃中心無法直接連通，往來各港區之貨車

需繞行市區道路，耗費時間並加重道路交通負

荷；同時因交通之不便，貨物流通時間及油料

成本之增加，影響高雄港營運效率及競爭力，

也引發民眾及航商之抱怨，鑒此，交通部高雄

港務局(現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

公司)規劃一套完善之「高雄港聯外交通整合計

畫」，並以「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列為

第一優先辦理之重要計畫(詳圖1)，祈望以整合

港、市交通，創造未來自由經貿及國際觀光港

市之發展為願景。

圖1 高雄港聯外交通整合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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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辦理中之

「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第CM01標中山高

速公路延伸路廊及商港區銜接路廊高架道路工

程」，係繼「臺中生活圈2號線東段、臺中生活

圈4號線北段及大里聯絡道工程」計畫後，大量

採用「預鑄節塊橋墩工法」之計畫。所謂預鑄

節塊工法，是一種將結構體分解生產，後續以

機械化組裝來完成整體結構之施工方式。預鑄

工法應用於橋墩柱方面，因採營建自動化生產

方式，除統一標準化易掌控施工品質及有效縮

短施工時間外，亦可因縮短現場作業時間而降

低建造期間對周遭環境及交通之衝擊，同時亦

降低施工風險。

貳、工程概述

本計畫分為港區聯外之「中山高速公路

延伸路廊」及串連各商港區之「商港區銜接路

廊」二部分，工程位置詳圖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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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線高架橋長約1.13公里、上下匝道橋長0.16公

里，另銜接兩路廊之交流道區匝道橋長約1.13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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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長約3.71公里，主線高架橋長

3.15公里、匝道橋長0.69公里。

本計畫為配合現地條件、縮短工期、降低

風險及環境衝擊，採用5種橋梁工法進行施工，

包括鋼構橋梁吊裝工法、場鑄懸臂工法、就地

支撐逐跨工法、預鑄節塊逐跨吊裝工法及預鑄

節塊懸臂吊裝工法，上構採預鑄箱梁節塊吊裝

之橋梁，其下構亦採預鑄墩柱，此種全預鑄工

法為本工程特色之一，主線墩柱總計有91墩，

其中49墩為預鑄墩柱，42墩為場鑄墩柱，預鑄

墩柱數量佔了53.8%，預鑄墩柱節塊資料如表1

所示。

表1 預鑄墩柱節塊表

高度(m) 數量(塊) 重量(t)

墩柱 0.90~2.25 148 10~41

帽梁 3 49 69~100

各工法施作位置及各工法橋梁長度比例如

圖3及圖4所示，圖3中圖例D及E即屬全預鑄工

法，整體配置可於滿足耐震能力等交通建設安

全需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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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工程位置圖

中山高延伸路廊

商港區銜接路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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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優先考量。

三、門型吊車及起重設備：設置100t門型吊車1

台，及可供左右生產線吊運鋼筋物料使用的

10t門型吊車3台，如圖5所示。

四、模板設備：墩柱柱身內、外模3套、帽梁模1

套；箱梁標準節塊內、外模3套。

五、鋼筋樣架：備有鋼筋樣架5套，以供鋼筋預

組立使用。

六、蒸氣鍋爐：藉蒸汽養生使混凝土能夠較早達

到拆模強度。

參、預鑄場規劃

本計畫預鑄場除需製作預鑄墩柱節塊外，

另需製作預鑄箱梁節塊，經整體考量後，建置

長250m、寬50m之預鑄場，預鑄場相關規劃說

明如下：

一、場區排水規劃：避免生產線受場區積水影

響，而降低施工品質及影響作業流暢，場區

施作導排水設施。

二、運輸動線：各項施工材料之運送及預鑄成品

之運輸路線，依進出周邊道路之動線便利性

圖3 各工法施作位置示意圖

圖4 橋梁工法長度比例圖

圖5 預鑄場門型吊車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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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測量塔設置：用以檢測節塊座標是否正確，

必須確保測量塔設置位置，可通視預鑄場所

有檢測位置。

以上整體設備規劃及設計後之預鑄場配置

現況如圖6所示。

另預鑄場位置之設置，攸關後續運輸之成

本，本工程預鑄場設置之區緊鄰工區中心(詳圖

7)，得以縮短預鑄節塊的運送路程及時間，可降

低運輸過程的風險及後續周遭道路之維護成本。

肆、預鑄墩柱節塊生產

當預鑄場設備設置妥善後，生產線即可

開始投入生產製造，規劃每一墩柱都是由調整

塊、標準節塊與帽梁節塊3種型式所組成： 

一、預鑄調整塊：依據橋梁線型與超高，每一墩

柱的高度也不盡相同，以標準節塊吊排所剩

之高度即必須以調整塊作為高度的調整。

二、預鑄標準節塊：標準節塊是預鑄場生產最多

數量的一種，所有的標準節塊尺寸一致，可

簡化製作的流程。

三、預鑄帽梁節塊：為墩柱最上方之節塊，也是

墩柱最後生產之節塊。

預鑄墩柱節塊係採短線生產之模式，即先

完成調整層節塊後進行上方節塊之鑄造，上方節

塊完成後再移除下方節塊，上方節塊之混凝土完

成面即為下一節塊之底模，以此方式循序施作以

確保節塊間的緊密結合，而不會產生縫隙。

而墩柱節塊與基礎係利用6組或7組預力鋼

鍵予以結合，在基礎施作時預先埋入U型鋼管，

以供後續鋼鍵穿線，預力鋼鍵之平面配置如圖8

所示。

生產預鑄墩柱節塊之流程如下：

一、第一節塊底模調整水平或前一墩柱節塊調整

底部水平、柱身垂直調整底座水平，以控制

墩柱節塊施作過程中的垂直度，避免產生累

計誤差，如圖9及圖10所示。

圖7 預鑄場位置圖

圖8 預力鋼鍵配置平面圖

圖6 預鑄場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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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鋼筋籠鋼筋定位及查驗

每個預鑄墩柱節塊鋼筋，採預先綁紮成鋼

筋籠，此方式可加速預鑄廠的生產速度，亦可

統一流程，避免錯誤產生。

雖然鋼筋綁紮作業一致，但查驗的停留點

亦不可省略，以多重檢驗的方式(如圖11)，將錯

誤率降至最低。

圖9 底模水平調整

圖10 節塊水平及垂直調整

三、吊放柱內模

吊放內模時，須確認模面整潔與平整，並

須塗上脫模劑，以確保拆模時混凝土不會隨之

崩裂，如圖12所示。

四、鋼筋、內模、套管、錨座及預埋件安裝

在鋼筋籠吊放定位完成後，放入預力螺紋

套管(如圖13)，並確認位置，而鋼筋可能在吊放

過程中間距稍有位移，可在此作業流程中做調

整。

五、吊組柱外模

確認過上一動作後，即可將外模封閉(如圖

14)，在此流程須小心確認每一處螺栓是否安裝

緊密，否則可能造成尺寸上的誤差，嚴重甚至

可能造成爆模，導致混凝土澆置失敗。

圖11 鋼筋籠檢驗

圖12 內模吊放

圖13 鋼筋籠吊放及套管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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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模及垂直度查驗

在此檢驗停留點，確認外鋼模組立後是否

垂直，以及牆身厚度是否足夠，以及鋼筋保護

層是否足夠，如圖15所示。

七、安裝剪力榫封頭模板

封頭模板緊密結合，才能提供下一節塊底

模平整，確保墩柱垂直度，如圖16所示。

八、SCC混凝土澆置

本計畫預鑄墩柱節塊使用自充填混凝土

(Self-Compacting Concrete，簡稱SCC)，為縮短

混凝土強度發展所需時間，使其混凝土能提早

到達拆模所需之強度，以提高預鑄場的生產效

率，本計畫採用420kgf/cm2(早強)SCC，配比如

表2所示，混凝土澆置則採吊桶裝料澆注之方式

辦理，如圖17所示。

圖15 外模組立檢驗

圖16 安裝剪力榫封頭模板

圖17 SCC澆置方式

圖18 預鑄墩柱節塊編號儲存

表2 SCC配比表

YTC-420-19-25-SCC I

粒料最大粒徑(mm) 19 附加劑

TYPE-G

% 1.5

設計強度(kgf/cm2) 420 Kg 7.5

目標強度(kgf/cm2) 483 水(W)(kg) 169

水膠比 0.353 水泥(C)(kg) 275

設計坍流度(cm) 65~75 飛灰(kg) 0

S/A 53 爐石(SL)(kg) 225

空氣量 1.9 砂(S)(kg) 898

— — 粗骨材(G) (kg) 806

— — 總重量(Kg) 2369

圖14 外鋼模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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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拆模及儲存

預鑄墩柱節塊拆模後，於節塊上方標示編

號並吊運儲存區，如圖18所示。

伍、預鑄墩柱節塊吊裝

當預鑄墩柱節塊確認達規定強度及基礎施

作完成後，即可進行預鑄墩柱節塊現場吊裝作

業，吊裝順序如圖19所示，但在預鑄墩柱節塊

吊裝作業前，須於基礎施作時預先埋入預力鋼

鍵穿線所需之U型鋼管，並設置樣架(如圖20)，

以供預鑄墩柱節塊吊裝時，預力套管對接口可

以吻合。

另在澆置基礎過程中，本計畫係採用橡膠

氣球將管內完全填充，以避免混凝土滲入管內

造成管內阻塞。

現場吊裝流程詳圖21~33所示。

圖19 吊裝順序

圖20 預力鋼鍵鋼管與樣架設置

圖21 基礎與矮牆完成

圖22 調整塊吊裝

圖23 柱內澆置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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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預鑄節塊載運

圖26 吊放第二節塊

圖27 高拉力鋼棒固定及施壓

圖25 節塊結合面塗抹環氧樹脂

一、基礎內安裝預力彎管，並以樣架控制高程及

位置。

圖29 預鑄帽梁節塊吊裝

圖31 預力鋼鍵穿線

圖28 安裝洩水管及試水

圖30 墩柱吊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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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礎澆置完成後，即可施作基礎上30cm高之

矮牆，矮牆之功用為穩固節塊之位置。

三、在完成上述步驟後，即可進行預鑄調整塊之

吊裝。

四、在調整塊定位檢測完成後，進行柱內混凝土

澆置，混凝土使用350kgf/cm2強度之SCC。

五、在預鑄場儲存區確認節塊編號後，載運預鑄

節塊至現場進行吊裝。

六、進行調整塊及第二節塊結合作業，在兩節塊

結合面塗抹環氧樹脂，塗抹厚度1.6mm。

七、完成結合面環氧樹脂塗抹後，進行第二節塊

吊放作業。

八、節塊吊放定位完成後，以高拉力鋼棒，作為

臨時固定，並施以2.8kgf/cm2之壓力，以利

環氧樹酯結合，重複六~七步驟，至預鑄柱

節塊全部吊裝完成。

九、在預鑄墩柱節塊吊裝完成後及帽梁吊裝

前，需先安置洩水管及洩水孔，並須經過

試水之試驗，以確保洩水管暢通無堵塞。

十、進行預鑄帽梁節塊吊裝及接合。

十一、 進行墩柱鋼鍵穿線作業及預力施拉(兩端

施拉)。

十二、 預鑄墩柱吊裝及施預力完成，後續進行上

部結構施工。

陸、預鑄墩柱節塊之監測規劃

本工程係大規模應用全預鑄橋梁工法施

工，為能更完整深入掌握預鑄節塊橋梁與隔減

震支承系統之結構特性，並掌握全預鑄橋梁施

工及通車階段之結構力學行為，特與國立成功

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合作辦理監測計畫，依照橋

梁施工進度配置相關監測儀器，以監控記錄結

構行為變化歷程與系統參數，並利用通車前載

重試驗，蒐集橋體在有隔震設施下之動態行

為，藉以建立本橋後續維護檢測之起始參考資

料，其監測建置規劃說明如下。

一、應變計配置

考量施工進度，規劃於商港區銜接路廊第

四單元P13至P16之橋墩預鑄節塊埋設振弦式混

凝土應變計(如圖34)，應變計安裝在每個節塊的

四面接近中點及四個角隅位置，每個節塊共安

裝8個振弦式應變計(如圖35及圖36)，並自墩柱

節塊預埋PVC管，以彙整應變計導線自節塊內側

拉出混凝土表面並接上測讀器(如圖37)，用來監

測墩柱節塊在施預力前之乾縮應變，施預力及

承受自重及後續載重之應變。

圖32 施拉預力

圖33 預鑄墩柱整體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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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安裝應變計之墩柱節塊及編號

圖38 資料蒐集箱架設位置立面圖

圖39 資料蒐集箱現地照片

圖40 應變計導線拉至資料蒐集箱

圖36 墩柱預鑄節塊鋼筋籠架設振弦式應變計

圖37 墩柱預鑄節塊中埋設振弦式應變計導線出口

圖35 混凝土應變計安裝位置詳圖

二、應變計資料蒐集

墩柱預鑄節塊之應變資料採自動記錄方

式，在P13及P16兩橋墩之墩柱表面附掛記錄

箱，將各橋墩內部之混凝土應變計導線由接近

地面之墩柱排水孔穿出，拉至墩柱表面之資料

蒐集箱，如圖38～4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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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法應用上之比較

使用預鑄工法須建置預鑄場，因此必須

要有設場之空間，另外工區內、外運輸動線須

經過考量，且預鑄墩柱節塊的應用是有所限制

的，如橋梁墩柱過高時造成節塊無法使用吊車

吊裝；又或者墩柱及帽梁尺寸特殊變化大，採

用預鑄工法可能造成成本過高而顯得經濟效益

較差，所以在橋墩設計上應用預鑄工法多為高

度不高且墩柱尺寸單一之主線橋墩，在匝道區

因柱高變化大，則仍多使用場鑄工法，故傳統

的場鑄方式在無工期或施工條件限制之特殊考

量狀況下，較為普遍，而較為新式的預鑄工法

於縮短施工時間、降低風險、施工品質控制等

因素較具優勢。

捌、結論

應用預鑄墩柱節塊工法可有效縮短橋梁建

造時間，除施工迅速可降低施工期間對交通及

周遭環境的衝擊外，亦可同時確保應有的建造

品質，並降低高架作業的之施工風險。

就提昇國內營建水準而言，預鑄墩柱節塊

工法帶來創新的意象，標準化作業的確能加速

工程進度並具有相當多的施工優勢，但遭遇特

殊形式之墩柱以及高度過高的墩柱時，仍需輔

以場鑄工法或其他工法來克服。

雖在國外橋梁工程中預鑄墩柱工法已非

罕見之設計，但目前臺灣橋梁工程中，除「臺

中生活圈2號線東段、4號線北段及大里聯絡道

工程」使用「預鑄」及「場鑄與預鑄複合式」

橋墩外，僅本計畫大幅使用預鑄箱梁及預鑄墩

柱之全預鑄橋梁工法，不僅為規劃設計上的創

新，更為推廣新工法盡心，引領臺灣橋梁工程

進入新的領域，期以本計畫之經驗，做為日後

土木工程之產學界參考。

本計畫工程相關監測試驗尚在進行中，其

相關監測成果仍未完善，未來藉由實測值與預

測值之比較，驗證預測模式，同時提供資料作

為回饋後續設計之參考。

柒、預鑄工法及場鑄工法之比較

一、工期比較

以本工程商港區P6墩柱(場鑄工法)及P19墩

柱(預鑄工法)為例，場鑄墩柱昇層為2m高，平

均完成1墩墩柱約需20工作天，而若以預鑄節塊

墩柱施作，扣除預鑄廠生產時間，現場吊裝僅

需6工作天即可完成(詳表3)。

二、施工風險之比較

本工程位於漁港路與新生路交通繁忙路

段，在原道路漁港路服務水準達F級之路段，採

用預鑄墩柱工法，相較於場鑄墩柱工法施作，

不但縮短現場施工的時間，亦可減輕施工對於

市區交通的衝擊，同時減少高架作業時間而降

低了施工人員於高架作業的風險，預鑄工法較

場鑄工法在施工風險上確勝一籌。

工作內容
P6墩柱

場鑄工法
工作內容

P19墩柱
預鑄工法

調整層施作 2
調整層、

墩柱昇層、

帽梁吊裝

3天第一昇層 4

第二昇層 4

第三昇層 4 柱內灌漿 1天

帽梁昇層 5 預力套管穿線 1天

拆模 1 預力套管灌漿 1天

總計現場工作天 20天 總計現場工作天 6天

表3 預鑄工法與場鑄工法工期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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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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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0年後溫室效應之氣體排放明顯增加，全球與區域性變暖為主要特徵的全球

氣候與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南部科學工業區朝向「生態、生活、生產、保育、生育、教

育」三生三育兼具的多元發展，無論在國內或國外皆屬新興觀念，尤其國內是在近年來

才開始推動。由於科學園區之興起正符合全球經濟與環境共生共榮之趨勢，足見未來勢

必成為國家新世紀發展重點。而2014年除持續發展產業聚落、建構永續環境及推動文化

藝術三大主軸外，更將配合科技部政策引導科學園區從「效率驅動」轉型升級為「創新

驅動」，台灣世曦嘉南工程處南科工務所團隊將協助科學園區內發展，走向科技創新且

能兼顧生態保育之路。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
人文藝術與
工程的結合

1 2 3 4 5

壹、緣起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範圍包括台南園區及高

雄園區，本計畫主要為台南園區一期基地，位

於台南市新市區、善化區及安定區之間，面積

638公頃(如圖1)。

台南科學園區第一期基地開發工程計畫，

圖1 台南科學園區第一期基地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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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自民國85年迄今已十餘年，開發金額約達

127億3千8百萬元。包括道路、交通號誌、公共

管線、環保設施、公園綠地、污水處理廠、滯

洪池等相關公共基礎建設，現皆已完竣。目前

台南科學園區光電、積體電路、精密機械及生

技產業等聚落，已於園區發展成型，從過去的

甘蔗田，躍升為今日的科技重鎮。至103年05

月底止，已有229家廠商核准進駐園區，66,910

從業人員，營業額累計至102年12月份約6,151

億元。未來將朝積極推動綠能及醫療器材產業

的發展，並透過引進低碳產業、植樹、溼地、

公園及公共藝術的建置，來凝聚產業端與生活

端，形成一個完整的「綠色生活聚落」。

貳、概述

從「南柯一夢」到「南風再起」，台南

園區為全台灣第一座優質綠色園區，以達成兼

顧生態、生活、生產「三生一體」之園區為目

標。從規劃開始，每個環節都將綠色生活、生

態社區納入考量，因此，配合各項公共設施及

建築工程開發完成，各項景觀工程亦隨後陸續

推動，目前園區推動目標敘述如下。

一、打造綠色園區

於民國99年開始推動打造園區生態景觀、

環境保護及綠建築。如下分述：

(一)  在生態景觀方面，推動綠色交通節能

減碳，發展腳踏車及接駁車系統(已於

99年1月通車)，並包含光害防治及滯

洪池、生態保護區、考古遺址保存等

工作，協助南科管理局爭取全國唯二

社區類鑽石級綠建築標章證明(如圖

2、3)。

(二)  環境保護方面，將著重於廢棄物減量

與處置、污水納管與處理、污染物總

量管理、毒化運作管理及提高園區用

水回收率。

(三)  綠建築方面，將持續發展綠能源、宣

圖2 南科綠建築標章證書(一) 圖3 高科綠建築標章證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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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明及號誌指標系統功能提升

在「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中，為突顯台

灣國家節能減碳重點項目，特規劃十大標竿方

案涵蓋台灣節能減碳各個面向，並作為行政院

節能減碳推動會督導列管重點，定期提報其執

行進度及績效於推動中專案討論。以下為十大

標竿：(1)健全法規體制(2)改造低碳能源系統(3)

打造低碳社區與社會(4)營造低碳產業結構(5)建

構綠色運輸網絡(6)營建綠色新景觀與普及綠建

築(7)擴張節能減碳科技能量(8)推動節能減碳公

共工程(9)深化節能減碳教育(10)強化節能減碳

宣導與溝通(行政院全球資訊網，2011)。

導及參訪綠建築活動，並架設網站推

廣，另參與EEWH-EC(Eco-Community)

生態社區認證，以及參與「綠色廠房

聯盟」組織，發表EEWH-EF綠色廠房

評估標準。

二、藝術文化精彩首創

南科管理局每年均辦理為期3個月之「南科

裝置藝術季」，活動內容包括由藝術團體紙風

車劇團表演，並邀請多位藝術家，於園區內廣

場、宿舍、公園、滯洪池及重要路口等五大區

域製作並設置作品，同時邀請民眾參與活動，

以提昇整體藝術內涵(如圖4〜7)。

圖4 南科藝術季

圖7 糖廠五分車的記憶

圖6 曦之花

圖5 恩愛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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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國家的運輸部門是僅次於能源及工

業部門的第3大溫室氣體排放部門，因此，運輸

部門在各國的節能減碳施政上扮演重要角色，

行政院於2008年6月5日第3095次院會中通過

「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並楬櫫「全國二氧化

碳排放減量，於2025年回到2000年排放量。其

中區分為：「淨源」、「節流」與「建構完整

法規基礎與相關機制」3大類。

「節能減碳」已是全球性問題，過去十

餘年來，台灣溫室氣體排放量，成長速率已名

列世界前茅。管理局目前已加快腳步正在推

動的LED公共照明，台南科學園區內目前現有

路燈約2,793盞，每年用電量2,969,092.5度(約

3,995,136元)，若全面採用環保節能LED公共照

明替代(已完成1,215盞LED燈置換)，每年用電量

為1,692,286度(約1,891,651元)，不但每年可減

少能源約43％，還可助於減碳約為833噸/年。

(如圖8〜9)

為整合園區指引牌面資訊之多元性及民眾

方便到達目的地，並參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設置規則」相關規定，設置各種牌面標示

(含立柱)之色彩配置，考量夜間主要道路指引需

求，並於指標系統採LED燈箱型式，用路人在照

明不足情況下更能安全的了解引導資訊。(如圖

10〜12)

四、既有供水監控系統整修

台南園區自來水配水池設施計有工業配水

池五座及民生配水池一座，將園區內六座配水

池既有老舊電氣及監控設備(超音波液位計、超

音波流量計、不斷電系統、壓力計、可程式控

制器、圖控系統、監視系統、訊號轉換器及相

關監控設備)進行更換及修復，局部建置即能整

合六座配水池之監控訊號及監視訊號傳輸，確

保廠商供水穩定並成為用水無虞之科學園區(如

圖13)。

五、園區及宿舍能源管理

為加強廠商宿舍服務品質及提供舒適節能

的居住環境，朝向智慧建築方向邁進，園區單身

宿舍已進行機械式電表更換為電子式電表，將電

子式電表訊號及太陽能熱水訊號整合於能源管理

系統中，即可便利集中管理(如圖14〜15)。

利用太陽熱能之天然資源設置太陽能集熱

板製造熱水並儲存，提供廠商員工回宿舍沐浴

所需之舒適熱水，可取代目前使用鍋爐所需之

天然氣(瓦斯)，大量節省能源並降低使用天然氣

圖8 LED路燈更換後示意圖 圖9 LED路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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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牌面配置圖

圖11 指引牌面白天照片

圖12 指引牌面夜間亮燈 圖14 智慧型數位式電表

圖13 第三座高架工業水塔電腦設備及圖控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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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危險性。而能源管理系統可對太陽能熱水設

備提供即時監控住戶之熱水溫度、流量及壓力

等相關訊號(如圖16〜17)。

台南園區目前已設置完成太陽能發電系

統，分別置於南科一、二期標準廠房、商務

會館、資源再生中心、污水處理廠、警察大

樓……等處，每月總發電量約為37,320度。

「節能減碳」已是全球性問題，太陽能發電系

統的設置，亦可降低園區溫室氣體排放(如圖18

〜23)。

圖15 能源監視及管理系統

圖16 太陽能熱水儲熱桶

圖17 太陽能集熱板

圖18 一期標準廠房太陽能發電

圖19 二期標準廠房太陽能發電

圖20 資源再生中心太陽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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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側意象景觀

採用黃絲寄情才住南瀛為前提塑造地景

藝術由環境而生的入口意象，為了能讓近處遠

處或高鐵上都能一眼便認出南科方位也讓以產

業發展為競爭力的科學園區注入柔性生活與生

態；如今在南科管理局用心經營下公共藝術更

加深民眾美學視野，環湖步道更為完善，公共

藝術加深民眾的美學視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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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

去處。更加吸引人的是她夜晚的絲帶微光，時

常吸引攝影愛好者征服渲縷水岸的黃絲帶，倒

影之下更顯迷人；南大門的精彩不僅是南科管

理局及設計單位共同創造，更是經民眾積極參

與所成就的驚奇。黃絲帶下的水岸自然，是園

區回饋環境的最大善意，讓科技、人文及生活

的共榮環境在迎曦湖畔誕生(如圖24〜26)。

參、園區新文創與歷史、人文、
生態等無縫接軌

在全球經濟體系連鎖互動、金融海嘯、歐

債危機、科技業競爭局勢詭譎多變的情形下，

南科園區長久以來穩定的環境面臨嚴峻的挑

戰，對創意經濟與創意氛圍的投入更顯重要，

在日趨平凡的園區「營造豐富的地方品質，建

立完善的生活設施，創立一個能吸引各種創意

人才的環境氛圍」是當今園區面對綠色生活、

生態社區思索的方向，以軟創意推動創意園區

之再生，因長期參與南科園區開發工程累積的

經驗、互動、專業與土地鄉情等面向，共提出

「南側意象景觀」、「高架水塔意象創意與建

置」及「踩花、舞碟、遨遊空間(服務區)」等三

項景觀再生策略，茲說明如下：

圖21 商務會館太陽能發電

圖22 調節池太陽能發電 圖24 迎曦湖地景彩帶設計圖

圖23 調節池太陽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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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架水塔意象創意與建置

(一)道爺湖高架水塔藝術化工程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公共建

物也要巧手包裝，道爺湖高架水塔藝術

化工程將園區第一座早期傳統工業區式

的高架水塔，透過遴選藝術家創作的方

式，重新拉皮包裝成為一巨型裝置藝術

品。

  　　新港社原是平埔西拉雅本族四大社

之一，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南科園區

的所在地正是新港社西拉雅族的大本

營。藝術家許宗傑結合水塔之飲水思源

理念，尋找出屬於這片原生土地的西拉

雅先民，來發展創作「印想.SIRAYA」。

  　　將西拉雅史料與圖片轉化為「容顏

一」與「容顏二」兩幅世紀容顏的圖

像，利用基地高聳的特性，以水塔中心

為基準，每4度為一刻度，在水塔外牆設

置一座高達21米、90組的巨型木格柵裝

置，每一格柵尺寸不同，起伏不一。從

東側觀看水塔全貌，可以發現一幅身著

西拉雅傳統服飾的女性容顏，從西側觀

看即是另一幅西拉雅男性族人彪悍專注

的臉孔。經由大陽光或夜間照明之光線

或陰影，在水塔表面形成一幅巨大西拉

雅視覺圖像，提供不同時間、位置觀賞

之趣味性。

  　　每一座木格柵造型皆不相同，高

低參差起伏不一，透過精密地計算安

圖25 迎曦湖彩帶現況 圖27 高架水塔-西拉雅母親

圖28 高架水塔-西拉雅彪悍男性圖26 迎曦湖彩帶夜間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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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自行車道修繕設計圖

化，提供不同時間觀賞的趣味性，是一

件免用電力即可與大自然對話的互動藝

術。此外作品以大量原木板材與可回收

利用的金屬材質製作，也是一件呼應南

部科學園區設置精神的綠色藝術(如圖

27〜28)。

(二)南科高雄園區第一座水塔公共藝術案

  　　從環繞的彩帶，幻化成展翅高飛的

台灣之鳥。利用鋼結構的輕盈轉化成架

空在既存水塔上的結構，降低最小的荷

載並創作出最動人的動態美感。

   　　頂端積極的用抽象的方式，開一朵

花或一隻飛翔的大鳥。把大鳥的意象抽

排，再經由太陽光線照射於水塔的光線

與所產生陰影，在表面形成一幅巨大的

SIRAYA視覺圖像隨著時間與陽光位置

的改變，圖像主題也將由早至晚發生變

圖29 高雄園區第一座水塔公共藝術模擬



2

210 │No.104│ October, 2014

專
題
報
導

圖31 自行車道鋼橋完工現況 圖32 自行車道完工現況

象化，並把她放在既有水塔外凸樓梯間

盒子的上面，展翅向上。然後將它有如

風箏尾翼的的長尾巴尾，曲折拉下到地

面。

  　　一個抽象的鳥與張開的翅膀。翅膀

結構可以懸張多遠？想多遠，有多遠！在

符合建築藝術美感之下，鋼結構與膜結

構的組合，並以此為高雄園區塑造出具

有力學、機能、藝術的建築構造體(如圖

29)。

三、踩花、舞碟、遨遊空間(服務區)

(一)台南園區自行車道提升工程

  　　為提升台南園區現有自行車道舒適

性及使用率，辦理通勤網之自行車道提升

工程，主要內容為增加車道遮蔭、增設

自行車道專用標誌、改善現有鋪面收縮縫

及解說牌等，完工後已可提供使用者舒適

騎乘空間，並串聯園區內各工作區、生

活區與休憩區，配合公共藝術，使園區

成為兼具科技人文之優美環境(如圖30〜

32)。

(二)南科台南園區二期標準廠房週邊景觀改

善工程

  　　標準廠房區(含Park17轉角綠帶)空間

改造規劃設計內容，新增木棧道配置休

憩座椅，提供駐足賞花及閒談之空間；

設置穿出樹梢之眺望平台，可以遠看道

爺湖東側之西拉雅傳統服飾的女性容

顏，俾增加趣味性(如圖33〜35)。

(三) 南科台南園區行政大樓廣場景觀改善工

程

  　　南科台南園區行政大樓廣場位於南

科二路、南科三路、環東路與南科南

路間的PARK17商圈及標準廠房區(如圖

36)，為南科園區建設最早完整的區域，

其現況為硬鋪面，缺乏綠意及綠蔭，

在南臺灣的豔陽下更凸顯出其生硬並與

周邊景觀產生不協調感；為因應未來史

前博物館帶來的遊館人潮並串聯園區的

各項景點，豐富上班日與假日的多樣生

活。需針對本區域的外部空間及內部空

間作一整體性的設計，藉以吸引廠商進

駐，帶動周邊之發展。

  　　在結合悠久歷史文化的精神作用下

的人文原址，藉由行政大樓廣場景觀改

善工程來予以綠化再生，並將各項公共

設施及景點作完整串連，發揮加乘效果

(如圖37及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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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Park17轉角綠帶設計圖

圖34 景觀平台及休憩座椅 圖35 眺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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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創新與加值

南科管理局積極強化綠色園區設施與作

為，如：建設多功能滯洪池公園、自行車通勤

與休閒路網串聯建置、隨著台鐵南科站設置，

城鄉的通勤推廣高鐵、台鐵轉乘通勤的低耗能

交通方式。

南科管理局引導並增加科學園區戶外休憩

空間功能及使用率，另配合提倡環保運動，展

現不同一般工業區的生活型態。針對現有設施

活化、改善，以環保綠能思維基礎，透過工程

創新手法，務實應用加值，達到永續綠色生態

社區目標。
圖36 行政大樓廣場位置圖

圖37 南科行政大樓廣場景觀現況

圖38 南科行政大樓廣場景觀改善工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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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經營，展現當代美學價值，導入活動說明

會、藝術展等事件，容納不同的業種和參與族

群，將本區翻轉成園區樂活文創之核心據點。

參考文獻

楊智凱、黃新薰、黃運貴(2010)，「我國運輸

部門節能減碳政策與作法」，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能源報導，2010年5月。

伍、結語

配合園區開發及南科管理局各相關單位通

力合作，解決園區開發後相關軟硬體設施，汰

換節能系統更新並活化生硬的高科技廠房。

「土地不必擁有，空間不必永遠」是新的

土地規劃觀念，舊廠新館的改造有助生活歷史

環境之提升，也引動藝術文化、產業振興、社

群互動等多方效益，藉由合宜的整修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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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鐵路地下化、臨時軌、軌道切換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南部工程處／處長／彭家德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業務經理／陳志鴻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副理／洪偉傑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計畫經理／江明珊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工務所主任／廖敏松 5

關鍵詞：鐵路地下化、臨時軌、軌道切換

鐵路地下化開路先鋒
─鳳山臨時軌及
臨時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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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西起大順陸橋，經鳳山車站，止於鳳山大智陸橋，全

長約4.59公里；由於新建隧道位於現有臺鐵路線下方，故須先行施做臨時軌及鳳山臨時站

以維持既有鐵路之營運後，始得進行地下化工程。

鳳山計畫肩負與高雄計畫同步於西元2017年底通車之政策目標，惟因其核定時程晚

高雄計畫5年，工期極為緊迫。工程啟始後，如何儘速完成臨時軌及臨時站工程，以全面

展開隧道主體工程，實為計畫能否如期通車之最重要課題。

本文將就鳳山計畫臨時軌之切換策略、臨時軌施工之土建、軌道、系統機電作業、

臨時站施工及裝修、切換作業及相關之施工困難及解決方案等進行說明與檢討。

1 2 3 4 5

壹、前言

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西起大順陸

橋(UK408+357；屏東線6+164)，東經鳳山車站

到工程終點建國路大智陸橋(UK412+943；屏東

線10+750)，再連接既有臺鐵軌道。工程內容包

括新建地下隧道及引道約4.3公里(含2座車站)及

平面軌道段約0.29公里，全長共約4.59公里，計

畫範圍如圖1。

鐵路地下化工程之興建，須維持既有鐵路

之營運，考量都市土地地價昂貴且徵收困難，

鳳山計畫於規劃設計時，即儘可能利用既有臺

鐵土地進行地下化工程，以減少土地徵收需

求。鳳山計畫需在既有路權內先鋪設臨時軌及

興建鳳山臨時站(含月台)，將臺鐵鐵路切換至新

設臨時路線維持營運後，再騰出鐵路地下化施

工空間進行主體工程施工。故臨時軌及臨時站

之完成時程，將直接影響鐵路地下化主體工程

開始之時程。

臨時軌及臨時站工程須能提供臺鐵局正

常營運，故有關土建、軌道、電力、旅運、一

般機電、號誌、電訊工程等設施之施工品質要

求，均須依照臺鐵永久軌永久站相關規章辦

理，如何有效整合其施工界面與工序安排，實

為本工程成敗之重要關鍵。在本工程施工團隊共

同努力下，臨時軌及臨時站工程於西元2014年6

月22日完成階段性重要任務，自此將鳳山舊車站

送入歷史，同時開啟鳳山鐵路地下化之新頁。

貳、切換策略

鳳山鐵路地下化為配合鐵路用地取得及

永久軌道線型考量，永久軌隧道結構位於臺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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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鳳山臨時站原規劃及異動後位置

圖1 鳳山計畫範圍圖

既有東、西正線下方，且與既有鳳山站結構牴

觸，因此在施作永久軌隧道結構前，須先完

成新設臨時軌長度約3.5公里，以及鳳山臨時

站相關臨時月台、機房等設施。在完成臨時

軌、臨時站切換啟用後，即可在不影響臺鐵營

運下全面進行隧道結構連續壁及相關主體工程

之施工。

因臨時軌總長達3.5公里，且鳳山車站月台

區需先拆除既有軌道及軍運設施始得進場施作

相關機房、月台等工程，為提早主體地下化工

程開始時程，爰於設計階段，規劃採臨時軌分

區同步施工，並依臨時軌完成之先後順序分兩

階段進行切換，以提早進行後續之地下化主體

工程施作。第一階段係由大順陸橋東側至青年

路地下道東側，長約2.5公里，工期約需8個月；

第二階段則為鳳山車站月台區約1公里，工期約

需13個月。於第二階段臨時軌切換完成空出施

工空間後，即可進行鳳山臨時站之興建，臨時

站施工期間約需7個月，預計於2015年3月臨時

站完成後，即可辦理鳳山車站之拆遷作業。

依施工團隊以往地下永久站於連續壁施作

後需時最快約24個月完成暨永久隧道結構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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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火花焊軌

圖4 臨時軌施工流程

最快19個月完成之經驗，如按原訂2015年3月

臨時站完成至2016年10月結構完工交付永久

軌道施作僅餘20個月工期(含連續壁施作)，施

工期程非常緊迫；施工團隊持續研討如何加速

完成臨時軌及臨時站之可能，以利爭取要徑時

程。第一階段臨時軌在施工團隊之努力下，已

提前3個月於2014年1月初完成切換。針對耗

費時日較久之鳳山臨時站施工，也努力謀求鳳

山臨時站另覓位置之可能。經持續與臺鐵局協

調，終獲同意於2014年2月10日起將其出租中之

停車場用地，提供作為鳳山臨時站用地，鳳山

臨時站因而得以提前進行施工，原規劃及異動

後位置詳圖2。

經評估鳳山臨時站與第二階段臨時軌若能

同步啟用，將可減少大量的系統機電纜線佈放

費用及介面，施工團隊遂調整壓縮鳳山臨時站

設計及施工期程，並在施工團隊之努力下，於

2014年6月22日同步完成軌道及車站之切換啟

用。第二階段臨時軌提前2個月完成切換，鳳山

臨時站更提前9個月完成啟用，對於如期於2017

年底下地通車目標效益顯著，將可爭取24個月

之車站結構合理施工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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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路基整理

圖6 碎石底碴鋪設滾壓

圖7 軌框鋪設

圖8 軌道線型調整

圖9 砸道夯實

圖10 軌道鋪設完成

參、臨時軌作業

以下謹就臨時軌鋪設前置作業、臨時軌軌

道工程、平交道施工等三部分進行說明。

一、臨時軌鋪設前置作業

第一階段臨時軌位置沿鐵路北側之既有公

園綠廊，公園綠廊內有涼亭步道為附近居民休

憩之場所。工程開工後，施工團隊隨即密集拜

訪里長並辦理數次里民說明會，爭取里民之諒

解與支持，順利完成拆除作業。

拆除公園現場開挖後發現部分雨汙水管

線，係位於臨時軌路基下方，須考量路基安全

提出因應方式；另就貫穿鐵路之相關雨、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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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平交道施工流程圖

圖12 升降式遮斷機及警報裝置

水、自來水管線，為利後續隧道工程之連續壁

施作，需於施作臨時軌時先予以預埋改道。臨

時軌路基之施作採線性分區同步進行，其中包

含電力桿基礎、臨時排水路、路基填築、橫交

水路改道、過路管預埋等。

二、臨時軌施工

鳳山計畫路線級別為特甲級線，採用道碴

軌道及50N型鋼軌鋪設，臨時軌鋪軌有別於永

久軌採用之長焊軌，而是以50M鋼軌(由二根

25M定尺軌採電阻火花焊(詳圖3)，焊接成一根

50M鋼軌)，鋼軌間以50N魚尾鈑對接鎖固，並

以接頭PC大枕托接。以88根/50M之間距鋪設固

定於PC軌枕上。施工流程詳圖4，現場施工照片

詳圖5~10。

三、平交道施工

鳳山計畫臨時軌工程包含二處平交道移設

(正義路平交道、中正路平交道)，平交道遷移牽

涉複雜的土建與系統機電間整合，其中包含臺

鐵號誌、監視及警示設施等。

圖13 看柵工房移設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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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中正路平交道遮斷機及看柵工房移設示意圖

圖17 機械砸道

圖18 平交道板鋪設

茲以中正路平交道為例進行說明，中正路

平交道位於鳳山車站東側，屬於站內型第一種

平交道，遮斷機型式為全遮式遮斷機及警報裝

置(詳圖12)，臺鐵晝夜派看柵工駐守操控(詳圖

13)。看柵工房及北側遮斷機因與臨時軌位置衝

突，故採先建後拆方式移設，現場示意圖(詳圖

14)及平交道施工流程詳圖15~18。

圖15 底碴鋪設

圖16 軌框定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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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電車線

肆、系統機電相關工程

系統機電為鐵路運輸是否能順利運轉之最

重要因素，本計畫藉由召開CIP會議，協調系統

機電標所需之施工期程，預先安排工序。其中

電車線工程於電力桿基礎完成即可陸續進場，

而架線作業則需待軌道定位初調後進場。號誌

標之期程，主要是控制箱體、軌道電路、繼電

器等相關佈纜及設備安裝，其與軌道界面除淨

空外，尚有絕緣接頭位置確認、安裝，本計畫

號誌廠商於臨時軌施作期間，投入大量人力支

援及控管時程，從設計、冷試、安裝、熱試等

並配合鐵工局號誌隊之全力督導協助，相關作

業均有效控管提前完成等待切換，實為切換成

功典範。

一、電車線工程(Overhead Catenary System，

簡稱OCS)

臺鐵電車線系統係由台電供電69kV電壓

至變電站，電車線供電電壓25kV，電車線由

主吊線(MW)與接觸線(CW)以吊掛線懸重吊掛

固定，並以平衡錘方式自動調整其張力，使主

吊線與接觸線在運轉中之任何溫度下均能確實

維持1000KN張力(總合力為2000KN)。平衡錘

滑輪比為3：1(配重塊660KG)或4：1型(配重塊

500KG)，平衡錘組(詳圖19)。

臺鐵電車線系統依營運及維修保養需求，

配置開關(詳圖20)及區分絕緣器(詳圖21)將電車

線分群隔開，於發生事故緊急搶修或路線施工

保養時可將該區段獨立封鎖斷電，以不影響其

他股道營運。

接觸線直接與集電弓相接觸，控制接觸線

左右偏移軌道中心，使接觸線彎曲呈“Z”字型

(直線段左右偏位200mm，詳圖22)，讓接觸線能

平均施力於集電弓上，避免集電弓碳精棒與接

觸線單點摩擦，導致碳刷磨損缺口，並因磨擦

圖20 配置開關

圖21 區分絕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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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接觸線、主吊線

圖23 鳳山臨時站號誌系統示意圖

生熱而產生火花，燒毀接觸線。

二、號誌系統工程

茲就鐵道旁常見之號誌工程設備及功用，

配合相片介紹如下：

(一)號誌繼電器室：為車站號誌之重要設

備，尤如人體之大腦管控車站站場內所有

號誌系統，供列車司機員依號誌所顯示燈

號控制列車速度以提高行車安全，負責鐵

路營運安全甚鉅，其運作略述如后：行車

控制室內設有號誌就地控制盤(簡稱EP盤，

詳圖23～24)，該盤畫有車站軌道線形及

轉轍器方位、進站、出發號誌機等示意圖

並以燈號表示，控制按鈕，例如列車由東

線欲進入第一股道，由值班站長按「起點

1R」控制按鈕，再按「到達點」一股控制

按鈕，訊息就利用此設備傳至繼電器室，

經處理後藉以操作現場11A/B轉轍器反位，

轉轍器13A/B定位，查核轉轍器方位正確後

則1R進站號誌機燈號將顯示黃閃光燈供司

機員依號誌顯示燈號辦理運轉，並將現場

設備訊息經繼電器室傳回顯示於就地控制

盤供值班站長監控行車用(詳圖25)。

(二)道旁號誌控制器具箱(簡稱號誌箱)：於

站場控制電動轉轍器之方向(正/反位)、及

號誌機顯示控制(控制燈號)列車依此顯示燈

號限制車速，於平交道旁之箱體功能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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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號誌就地控制盤(EP盤)

圖25 繼電器室內繼電架

圖26 道旁號誌控制器具箱

圖27 出發號訊

制平交道遮斷機、警報機閃光燈及警音等

(詳圖26)。

(三)計軸器：為了偵測列車確實位置，將軌

道區分為數個區段，每一區段兩頭設置計

軸器，當車輛進入該區間內之軌道時若進

入之車軸數等於出去之車軸數時表示該區

間為淨空無車輛佔用。 

(四)出發號訊：系指列車完成發車準備，值

班站長向司機通告開車時，所顯示之號訊

而言(屬一般機電施作號訊非號誌)詳圖27。

(五)平交道手動緊急告警燈：遇平交道有障

礙物時，自動或手動控制使告警燈以逆時

針方向轉動，使列車司機員停車或注意運

轉(詳圖28)。

(六)出發號誌機：供列車司機員判斷駛離車

站之號誌設備(詳圖29)。

圖28 交道手動緊急告警燈

圖29 出發號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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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臨時機房完成外觀

圖31 臨時機房電池室

圖32 鳳山臨時月台結構施工步驟示意流程圖

伍、臨時站及相關作業

鳳山臨時站包含臨時機房一座、臨時月台

兩座(臨時第一、二月台)及臨時站一座，茲就施

工情形說明如下。

一、臨時機房施工

有關鳳山臨時站設備先行開工之建物為臨

時機房，長寬分別為36公尺、13.65公尺，面積

約491平方公尺，為一層樓鋼筋混凝土結構(外

觀照片詳圖30)，內部隔間採內部填充混凝土式

之輕隔間，其規劃空間設有電訊機房、號誌繼

電器室、號誌電池室、緊急發電機室、車站電

氣室、台電配電室、UPS/電池室(詳圖31)、電務

倉庫、工具室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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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臨時月台施工前外觀

圖34 鄰既有軌道開挖施工情形

圖35 臨時月台鋼構吊裝外觀

圖36 臨時月台跨站天橋與電梯外觀

二、臨時月台施工

鳳山臨時站設置兩座月台，其中鳳山臨時

第一月台其型式屬岸壁式，月台設計長300公

尺寬8~3公尺，其緊鄰臺鐵運行中之第三股道施

作，基礎開挖深度約1.5~2公尺，第二月台則屬

島式月台，月台設計長度300公尺，寬度3.3~8.2

公尺，月台結構採鋼筋混凝土構造，雨棚則採

鋼構及金屬屋面板採“Y”字型設置配合曲線設

計外觀增色不少，另於一、二月台各設置一座

透明玻璃帷幕電梯(詳圖32月台結構施工流程及

圖33~38)。

圖37 月台旅運設施完成外觀

圖38 臨時月台及電車線架線完成外觀

圖39 臨時站施工前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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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鳳山臨時車站

鳳山車站建物長寬分別為42公尺、14公

尺，面積約588平方公尺，為一層樓鋼筋混凝

土結構，內部主要規劃依據臺鐵局通勤車站站

務設計原則需求，配置有售票室、站長室、設

備室、補票室、行包室、驗票閘門、大廳(非

付費區與付費區)、旅運指標等設施，施工照

片詳圖39~44，鳳山臨時站(含月台)示意詳圖

45。

陸、臨時軌及臨時站切換作業

軌道切換作業係利用臺鐵斷電封鎖期間

於一個晚上完成軌道、電車線、號誌等之切換

工作，各工項間之施工時間、工序、車輛進出

動線、人員、機具數量及所需材料均須妥適規

劃，事前各單位須先擬定切換計畫，並由鐵工

局召開兩局(鐵工局與臺鐵局)切換會議，協商

相關配合事項，俟取得臺鐵局同意相關路線封

鎖、斷電電報後方能施工。切換當晚於南、北

兩端成立指揮所及指揮總所管控切換進度，動

員單位包括臺鐵局調度總所、號誌隊、電力

隊、工務段、機務及鐵工局各專業段隊、監造

單位、各施工廠商及分包商等參與人數達數百

人，以確保切換作業在路線封鎖時間內順利完

成。茲以第二階段臨時軌切換作業說明如后。

圖40 樓版鋼筋與水電夜間趲趕施工情形

圖41 車站配線施工

圖42 臨時車站大廳

圖44 臨時站人工及自動驗票系統

圖43 電訊設備-8M天線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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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鳳山臨時站平面配置示意圖

圖46 第二階段臨時軌切換示意圖

圖47 東西正線軌道切換施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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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鋼軌裁切 圖49 軌框撥移

●  本階段臨時軌切換範圍位於鳳山車站

站區內，除新鋪臨時軌道(西第一主正

線、東第一主正線、東第二主正線)及

系統機電，並同時啟用臨時站、臨時月

台及臨時機房。

●  第二階段臨時軌共分五天進行切換，其

切換內容詳表1，切換流程詳圖47，東

西正線切換當晚施作照片詳圖48~55。

柒、結語

對照施工中之高雄、左營計畫各標案早已

自西元2009年至西元2011年間陸續發包，鳳

山計畫肩負高雄鐵路地下化最後一棒，起點雖

晚，但西元2017年底全線通車目標期程卻是一

致，因此前置軌道切換及臨時站啟用作業如何

如期如質切換完成，為施工團隊首要之挑戰。

鳳山計畫第一階段臨時軌施工期間克服橫交水

路牴觸、路基強度需補強及諸多管線衝突等困

難，歷時約5個月，於西元2013年12月10日供

臺鐵辦理分組檢查，於西元2013年1月初順利完

成東西正線兩次切換。第二階段臨時軌切換則

因配合工程需求納入鳳山臨時站啟用，施工時

程更為緊迫，約3.5個月完成臨時站之施工，於

西元2014年5月21日供臺鐵辦理分組檢查，並於

西元2014年6月21日跨22日完成切換作業。

本案在鐵工局、鐵路局、監造單位、承商

共同努力下，順利並提前達成軌道切換與臨時

站、臨時月台、臨時機房同步啟用之目標，實

為一合作無間達成目標之成功案例。

表1 第二階段臨時軌切換施作內容

切換日期 施作內容

6/21-6/22 高雄－鳳山東、西正線切換

6/23-6/24 拆除直軌改鋪12A道岔及12A/B橫渡線調整、平交道西正線南端AC路面復原、電車線調整

6/25 12A道岔轉轍器安裝、電車線調整

6/26-6/27 12A及12B道岔轉轍器連鎖、調整及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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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0 軌框定位量測

圖51 砸道車整碴

圖54 閉塞功能驗証

圖52 撥接段電車線切接

圖53 安裝連軌線

圖55 軌道切換完成試車

圖56 最後一班列車進站旅客接駁

圖57 鐵道迷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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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最後一班列車進站工作人員留影

圖59 鳳山車站設計概念徵圖評選第二名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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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後記

鳳山火車站創建於西元1906年，日據時期

是農產品及軍事轉運車站，西元1917年因應旅

客日增，原址改建為磚造站房，後因候車室不

敷容納，西元1964年擴建成100坪站房，西元

1990年底改建成244坪2樓建築。

在鳳山火車站功成身退走入歷史前，切換

當日上午，鳳山火車站即湧入相當多懷舊之地

方人士及眾多鐵道迷，經側面得知許多人都是

從小即於本車站通勤上、下車，對於鳳山車站

懷有極深的感情及回憶，特地前去最後巡禮並

拍照留念(詳圖56~58)。

此外，為藉由高雄市民參與，期待激盪出

更能貼近市民需求與銜接鳳山之歷史軌跡之車

站建築，鐵工局特委託樹德科技大學辦理徵圖

評選作業，以為未來鳳山車站設計概念參考。

該競圖評選總計有37個團隊參加競圖，已於西

元2014年6月7日於高雄火車站旁之鐵路願景館

進行頒獎，計有第二(詳圖59)、三名、優選、入

圍等10個團隊獲獎，第一名則從缺。期待未來

的鳳山車站能如鳳凰展翅成為鳳山的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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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展BIM的過程中，「虛擬建築構件」與構築實體建築物所需的物件近似，如可以

單元化預製的門窗、衛浴設備、家具、辦公桌椅等。這些單元化組件在各專案的重複使

用性甚多，若能建立一個整合3D模型建材資料庫的平台，配合建置完善的雲端儲存(Cloud 

Storage)架構，將可能鼓勵建材製造商提供標準規格之3D資料檔案。本研究為建立雲端

BIM 3D模型資料庫，並開發跨平台3D物件瀏覽工具，初步概分八個子分類，以103件3D

建材模型作為測試基礎，使用者可透過網頁、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連結到3D模型資料

庫瀏覽物件，完成跨平台3D物件雲端資料庫架構之雛形。

壹、前言

建築空間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簡稱BIM) 是以3D物件導向的電腦輔

助設計工具軟體建立數位模型，內容包括幾何

座標、空間關係、地理資訊、數量和性能之元

件(Components/ Model Elements)，透過3D視覺

物件與資料庫整合及分享應用，有助於工程設

計、規劃、施工與營運階段效率提升與管理，

已成為從事建築及營建工程之新趨勢。在執行

BIM的生命週期中，規劃設計階段資訊處理環境

可處於電腦網路環境優良的辦公室內。但在施

工階段，如遇有工地網路環境不便利的限制，

則需透過智慧行動裝置進行與雲端資料作溝

通，方能真正落實BIM管理，因此跨平台的BIM

專案管理模式(詳圖1)是必然的趨勢。本研究以

建立跨平台的資料庫雛型作為整合BIM專案管理

的第一步。在推展BIM的過程中，所需求的建築

3D資料庫及建築資訊，需耗用龐大的人力建立

模型資訊。這些「虛擬建築構件」與構築實體

建築物所需的物件近似，如可以單元化預製的

門窗、衛浴設備、家具、辦公桌椅、甚至是做

工繁複的裝飾組件等。這些單元化組件在各專

案的重複使用性甚多，若能以建材資料庫的方

式，建立一個整合3D模型建材資料庫的平台，

配合建置完善的雲端儲存(Cloud Storage)架構，

將可鼓勵建材製造商提供標準規格之3D資料檔

案，為BIM建築專案提供完善的整合資訊環境，

並對營建工程業界推動BIM提升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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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跨平台系統簡介

目前智慧行動裝置有蘋果iOS、谷歌Android

及微軟Windows Phone 8三大系統。根據國際數

據資訊公司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所作的調查，2013年第一季的平板市場較去年

同期成長了 142.5%，可見一般民眾對於平板使

用率越來越高。Android 平版系統因許多大廠商

投入生產行銷，其市場佔有率在2013年第一季

已穩居霸主地位。(詳表1)

而各平台開發工具、程式語言及審查上架

時間的比較如表2所示：

綜合比較市場佔有率與開發使用的便利

性，平台採用Android 、iOS兩種行動平台，再

加上網頁HTML等三種瀏覽環境進行研究。

參、現有3D模型資料庫網站概述

圖1 跨平台BIM專案管理架構

表1 平板電腦的市場占有率比較

平台類別 2012市占率 2013 第一季市占率 成長率

Android 39.6% 56.5% 246%

iOS 58.2% 39.6% 65%

Windows 1.2% 3.3% 558.6%

Windows RT N/A 0.4% NA

Others 1% 0.2% -51%

Total 100% 100% 142.5%

 表2 三大類智慧行動裝置開發環境及資料庫比較

iOS Android Window Phone

開發工具 Xcode Android eclipse Visual .Net 2013

程式語言 Objective C Java script C# or C++

資料庫 SQLite PHP MySQL .Net ASP

審查上架時間 2~7週 6小時 1~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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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關鍵字、類別、應用程式及模型面數等分類

進行搜尋。(詳圖3)

TurboSquid 愛用者包含遊戲開發商、新聞

機構、建築師、視覺特效工作室、廣告商和世

界各地的創意人才，主要使用對象為3D動畫業

為主。以工程資訊整合BIM的需求而言，雖然有

許多3D建築模型，但多為較無重複使用需求的

物件。

TurboSquid網站經營多年，模型之資料分類

與豐富程度值得參考，其成功的地方包括明確的

3D模型製作規範與產品定價標準，網站有專業

的CheckMate認證，分別為基礎的CheckMate Lite

等級，以及著重四邊形拓撲(Topology)結構、真

實比例、中心設於原點等條件之CheckMate Pro等

級，堪稱3D模型質量的全球標準。

三、Revit Families Online

Revit是國際第二大軟體產品公司歐特克

一、MODLAR-BIM Library 

MODLAR網站成立於2011年(網址: www.

modlar .com)，以結集全球BIM建築物件庫為

經營理念。針對建築工程常用軟體如Revit、

ArchiCAD、Bentley、Vectorworks、IFC、

SketchUp支援其檔案格式，開放製造商及個人會

員上傳BIM內容，供免費下載使用。(詳圖2)

該網站規劃完善，BIM內容應用於全球超過

120個國家，以及超過186所大學與學校機構之

學生、研究人員及教師使用。其中搜尋功能可

按國家、物件分類別、檔案格式等分類搜尋，

快速且便捷，可供本研究參考。

二、TurboSquid 

TurboSquid成立於2000年，為3D模型商業

網站。有超過30萬筆的3D模型可供選購或免費

下載，TurboSquid的搜索功能完善，可透過3D模

圖2 MODLAR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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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TurboSquid網站

圖4 revit families online.com網站

Autodesk公司旗下之BIM軟體，也是目前國際上

使用者最多的BIM軟體，在台灣也有最大的市占

率。

RevitFamiliesOnline .com 並不隸屬於

Autodesk公司，它是一個獨立的網站平台，為由

Autodesk Revit 使用者共同建立上傳所匯集之素

材資料庫，免費提供檔案格式為.rfa之Autod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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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因此3D模型資料庫將以建立Android、iOS

及HTML跨平台使用為規劃設計標的。

本研究資料庫以服務BIM建築專案管理為目

標，其設計重點為3D模型檔案的管理，並提供

3D物件資訊與BIM相關資訊成為整合資料庫。

3D模型檔案管理有下列重點:

一、3D模型檔案格式

現有市場上3D建模軟體有其各自不同的3D

模型檔案格式及市占率。因為3D模型檔案格式

不同，影響BIM作業在檔案交換的流通性。以

建築業為例，常用的建模軟體有：AutoCAD、

Revit、Bentley等，其檔案格式有3DS、RVT、

OBJ、FBX、IFC等等。上述軟體之間隱藏了資料

格式交換問題。如能開發一個所有軟體都支援

的資料標準格式，使軟體之間的資料交換，皆

由該資料標準交換來完成，將能大大提升BIM的

應用服務。

國際組織 IA I ( I ndu s t r y  A l l i a n c e  f o r 

Revit 3D模型建材供使用者下載，內容包括Revit 

建築、結構、機電 (Revit Architecture、Revit 

Structure、Revit MEP)三大族群之物件。(詳圖4)

四、Trimble 3D SketchUp模型庫

Trimble 3D SketchUp模型庫是Trimble公司

所建置，提供SketchUp及Google Earth使用之3D

模型下載或檢視，檔案形式以國際通用格式IFC

輸出為主，模型物件則以地景、建築及建材為

主，且有支援座標定位與實際尺寸檔案，但其

重複使用性不高且模型精度不一。

肆、跨平台BIM 3D模型雲端資料
庫規劃

前述各模型網站資料庫均各有其特點，本

研究除參考其特點可執行之處外，並將對3D模

型檔案格式、3D模型面數限制及使用者介面

進行深入探討，並因應近年來智慧行動裝置風

行，具有跨行動平台的網站設計，是未來的趨

圖5 Sketchup3D模型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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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operability)機構提出了一套建築資料整合資

訊標準，也就是3D的幾何資訊模型，其資料標

準為「工業基礎類別」IFC(Industrial Foundation 

Classes)格式(如圖6)。

IFC 是一種開放性資料格式，作為資訊的

交換以及共享、使用於整個營建管理上，藉由

該標準定義門、窗、燈具等家具物件，以及空

間、結構等一些抽象概念，以物件資料庫的方

式來處理資料內容，讓所有參與方在各階段使

用不同軟體產生出的資料，能夠相互流通、應

用與整合。本研究以IFC作為BIM資訊交換標準

格式。  

二、3D模型面數限制

BIM專案管理是個龐大的資訊整合系統，

3D模型資訊往往耗費大量的記憶體空間。為提

升BIM的使用效能與兼顧視覺美學，應規範所

建立的模型三角面數。建議以低面數約300面數

(Polygons)為限。在廠商上傳之資料模型超出範

圍時，擬建議使用者修減面數。

三、伺服器Server端資料庫規劃 

雲端資料庫與行動裝置之應用配合現有的

工程管理規劃階段需建立設計、規劃及執行等

三階段的資料流程，將分二個部分：一為建立

MySQL架構下的工程資訊資料庫，可銜接一般專

案開發時規劃階段建立的工程資料庫；其二為

開發行動裝置的資料庫應用程式，此部分將以

雲端資料庫的資訊流通、資訊安全性與即時性

為重點。(詳圖7)

伍、跨平台BIM 3D模型雲端資料
庫系統設計

一、介面功能設計

選單系統有物件分類選單、背景材質設定

選單及聯絡資訊選單。物件分類介面設計重點

是以3D物件分類呈現為原則，以現有資料庫雛

型分成8大分類的物件，分別為：衛浴設備、木

作門窗、家電類、沙發、椅子、茶几、桌子及

樓梯，各子分類設計以子視窗頁面，動態的圖

圖6 IFC物件資料透過資料定義語言與應用軟體交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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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方式呈現所有的物件模型。點選左列按鈕，

將顯示各分類物件的圖示清單對話框，按下圖

示按鈕此項3D模型即呈現現在畫面中央(詳圖

8)；背景材質設定選單可變更畫面空間的鋪面材

圖7 MySQL資料庫透過PHP語言進行資料庫編輯示意圖

質；聯絡資訊可顯示系統開發公司資訊。

二、模型視窗操作功能設計

圖8 系統介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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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功能

平移物件

旋轉物件

使用平板電腦時，縮放畫面

擷取畫面為照片

刪除物件

下載物件模型之IFC檔案。僅在網頁版

本或單機版狀態可下載。

查詢物件資訊，可顯示物件的材質、

尺寸、製造商、模型面數等資訊。

 表3 功具列圖示功能表

3D模型檢視工具之設計，考量網路及行動

平台不同使用者之共同需求，應具有：平移、

旋轉、縮放及模型資訊等基本功能。當使用者

確認或比較物件時有螢幕快照功能；有下載模

型資料的需求時，本研究提供3D模型IFC檔案之

下載使用服務，目前在行動平台使用環境限制

下，以單機或網頁版本時提供下載服務，而行

動平台則僅提供物件瀏覽選擇；當使用者選取

錯誤或使用完畢，則有刪除物件模型功能。以

上功能設計於右邊的操作選單，功能綜合整理

詳如表3：

三、3D模型資料庫處理與模型下載

在一般成像處理程序中，可直接載入記憶

體並進行即時成像，但所建立之3D模型資料庫

物件數量龐大，必須在即時運算時以動態載入

模型資訊解壓後再成像。在3D成像技術上，跨

平台成像是較難克服的技術問題，本計畫透過

Unity 成像引擎完成跨平台的目標。透過網路傳

輸模型資訊而即時成像，使得儲存空間小的行

動平台，也可以呈現龐大的3D物件數量。運用

Unity模型壓縮技術，將所有的3D模型資訊壓縮

成.unity3d的壓縮檔案，以子分類為目錄，儲存

於雲端伺服器，當使用者點閱此物件時，透過

網路傳輸與解壓縮，即時呈現3D物件模型(詳圖

9)。在操作平台時，選取3D模型分類視窗的圖

示，以3D模型檔名為物件名稱，透過雲端傳送

模型成像(圖10)。

陸、結語

本研究從3D物件資訊與BIM相關資訊如何

整合成為資料庫，進行3D模型檔案的管理，初

步蒐集103件3D建材模型，概分八個子分類作為

測試基礎，在整合3D模型檔案格式、3D模型面

數限制、伺服器Server端資料庫之規劃後，建立

3D物件雲端資料庫架構之雛形，並開發跨平台

的3D瀏覽器，透過網路傳輸模型資訊而即時成

像，使得儲存空間小的行動平台，也可以呈現

龐大的3D物件數量，為建構跨平台BIM專案管理

提出基礎架構。

本研究亦發現以3D模型成像做為建材瀏覽

選擇工具，有助於業者與設計者間的溝通。其

3D模型資料庫之完善亦對消費行為有著極大影

響，建議後續鼓勵製造商提供並上傳較完整的

模型資料庫，充實物件資料庫之內容，使資料

庫更為豐富，進而增加使用吸引力，但如網格

面數不可過大、物件尺寸、座標是否標準化及

模型格式轉檔問題，均有待未來繼續研究並加

強建立意見回饋及管理機制，方能使BIM專案整

合推廣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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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3D模型物件處理流程圖

圖10 3D模型物件即時成像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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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104期）中華技術主題以「監造-永續工程的守護者」為

主要內涵，探討了隧道、橋梁、軌道、園區開發及港灣等不同類別

重大建設在施工營造階段之監造與管理，在面對未來日益嚴苛的環

境挑戰，施工監造過程如何落實設計理念、運用新技術、提升公共

工程品質及提高使用壽年安全性與效能是世曦公司一直在自我要求

努力的方向。

  　雖然外部環境一直在變化，各項天災、意外對於工程的衝擊度

不斷提高，在施工過程監造團隊必須以永續的理念兼顧環境、經濟

與當地居民社會活動，守護著工程善盡我們的職責。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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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大地工程的新思維
 出刊日：2015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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