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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面積約3萬6000平方公里，山地及丘陵佔

全臺面積四分之三以上，平原僅佔四分之一，地形

陡峭、崇山峻嶺海拔變化大，河流川短流急，而大

小河川密佈，雨量豐沛、年平均降雨量達2510mm

以上，北迴歸線通過南部，為熱帶及亞熱帶氣候

區，地質年輕造山運動活躍。

　　臺灣處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接縫

處，為環太平洋地震帶之一環，因板塊運動發生碰

撞和摩擦導致地震特別多，造成山崩、地層滑動、

岩屑滑落、落石、土壤液化及建築物與公共工程設

施倒塌等災害。每年颱風挾帶豪雨，降雨強度大，

累積降雨量多，豪雨作用山區產生走山、山崩、土

石流災害；水流對河床沖刷大及河岸側刷，產生山

崩，道路路基流失、橋梁基礎掏空災害，屢見不

鮮。

　　本期專輯以「大地工程新思維」為主題，藉回

顧過去的災害事件，及因應節能減碳的潮流，面對

極端氣候的問題，以全新的思維，對未來工程規

劃、永續經營及防災工作努力方向。本期很榮幸能

專訪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陳宏宇主任談「大地工

程的科技防災」，說明過去臺灣的天然災害及如何

防救災的研究與應用；訪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

路局陳彥伯局長談「高速公路維護管理與大地工

程」，闡述高速公路邊坡監測與維護的執行方式及

成果；訪台灣電力公司輸電變工程處鍾家富處長談

「輸變電建設」，暢談台灣電力建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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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專題報導方面，有「中山高速公路五股至中壢段地工設計之挑

戰」，無論設計與施工皆有別於過往；「高雄鐵路地下化地工設計新

思維」，探討過高雄愛河段之首創覆板工法應用於國內；「臺9線蘇花

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隧道規劃及特殊考

量」，報導蘇花公路隧道挑戰與困難；「臺

9線南迴公路安朔草埔段隧道工程特殊考量

及施工挑戰」，報導安朔草埔段隧道之工程

設計及施工困難度高；在工程研究及發展方

面，有「大地工程性能設計之架構與基礎性

能分析」、「降雨期間影響邊坡穩定機制研

究」、「高雄都會區三維地質防災資料庫

建置與分析」、「BIM在大地工程設計之應

用」、「地下管線遭遇斷層之設計案例探

討」、「大斷面潛盾隧道應用探討」，「極

端氣候下公路邊坡災害復建工程設計探討」

等文章；在國外工程參訪方面，有「日本

地下空間技術觀摩心得報告」。本期各篇論

文以學理為依據，工程案例實務為題材，理

論與實務相輔相成，並對於大家所關心的主

題，深入淺出的研析，最後成為工程案例，

字字珠璣，篇篇精彩，值得大家一讀。

　　近年來全球各地遭遇大自然災害之侵襲

頻率更勝以往，我們是無法影響及預測大自然災害之發生，但我們可以

平日多準備，多警戒，多檢查，多演練，提高各項設施之抗災能力，建

立災害危機意識，所謂居安思危的概念，就可以防災、減災、避災。最

後，感謝各專訪人物、各篇作者及編輯同仁，不辭辛勞，默默地付出，

使本期順利完成，值此付梓之際，爰綴數言，聊表十二萬分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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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   

陳宏宇
談 大地工程的科技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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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請問陳主任過去求學經過，以及為何

選地質科學？過去教學生涯中，願意

分享大家的經驗？

答：說來話長，或許你們不相信，高中時期我

對地球科學並沒有很大的興趣，在1974年的

大專聯考中，因為考試成績很不理想，被分發

至中國文化大學的地質學系，似乎冥冥中註定

這一輩子就與地質科學結緣了。從大學時期的

壹、前言

　　陳宏宇主任，1978年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1989年於英國倫敦大學地質科學系，

獲得博士學位。陳主任專長領域為地質災害、山坡地開發、工程地質及防救災科技，大學畢業

後服務於亞新工程顧問公司三年，經工程實務歷練後，出國深造學成歸國，曾擔任臺灣大學地

質科學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及理學院副院長等職，作育英才，所指導碩博士生畢業後服務

於國內外各大學、工程顧問公司及公家機關等，多有優良表現。

　　陳主任擔任中華民國工程環境學會理事長，協助政府調查地質災害及原住民居住地安全評

估，貢獻卓著，並擔任中華民國地質學會理事，積極參與會務活動，協助出版地質學術及工程

刊物，提升國內地質研究水準，由於學養俱豐，嫻熟國土開發計畫業務，受聘臺北市政府都市

計畫委員會委員、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為國土開

發貢獻所學。陳主任除了擔任國際期刊在地質災害相關領域之編審委員外，亦曾分別受到國外

學校的邀請，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英國劍橋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促進國際交流與學術研

究合作，常與諸多國外學者共同發表學術論文，並曾榮登於國際知名刊物科學(Science)、自然

(Nature)期刊上，普受好評。

　　在一個初冬的上午，本期刊來到新北市新店區的一棟高標準之耐震、防洪、防火的現代化

大樓－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專訪陳主任。在兩個多小時訪談中，陳主任侃侃而談，細說對臺

灣地質災害以及防救災科技如數家珍，先進務實的災害防救觀念，令大家印象深刻，謝謝陳主

任以其個人的優異研究成果及寶貴的閱歷，分享心得及對未來前瞻性議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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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1989年獲得博士學位後，毅然回國服

務，受聘於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擔任副教

授，開始從事教職的工作，也將臺灣野外地質

調查、山崩作為研究的重點。沒有多久，於

1990年6月23日，中度颱風歐菲莉挾帶強風豪

雨侵襲臺灣，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降雨強度

達106mm/hr，累積近800mm的暴雨量造成銅

門村13鄰旁小野溪溝，因山崩形成土石流，活

埋原住民太魯閣族36人，房屋32棟全毀、11

棟半毀，這是大家印象中第一個發生土石流災

害的地方，我和土木系及生工系的老師們，在

第一時間就親赴現場進行勘查工作。因銅門村

開始接觸，對地質科學也從初步的瞭解中而逐

漸產生興趣。1977年9月23日國道中山高速公

路汐止收費站附近，因連日豪雨作用造成順向

坡滑動，破壞災區範圍很大，災情慘重，老師

帶著我們一群人至現場勘查，內心感受很深，

對山崩與地質的關係有更深刻的體會，學習動

力也與日俱增。1980年服完兵役後，進入亞新

工程顧問公司服務，開始第一件的職場工作。

從現場地質鑽探監工、地表地質調查、坡地調

查等項目起步，並利用地質立體投影圖，進行

邊坡穩定分析，並且涵蓋了坡體整治設計等規

劃工作。工作期間，承蒙了歐晉德博士、胡邵

敏博士、游坤、熊谷鎰、林永光、郭文祥等諸

位先生從旁細心指導與協助，讓自己對於工程

地質的實務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每天工作很充

實，全國到處跑，那時體格健壯，皮膚曬得黝

黑。公司只要有高速公路及其他工程發生山崩

或邊坡滑動事件，我大概就會被分派至現場進

行調查工作，久而久之便能駕輕就熟的處理各

不同之災害事件，感覺很不錯，工作也很有成

就感。

　　1984年間之偶然機會，我申請到英國倫

敦大學國王學院地質科學系就讀，並獲得英

方獎助金的提供，就離開亞新工程顧問公司，

負笈飄洋到英國深造。在英國進修學習地質科

學，在那濃郁學術研究風氣環境中，我就像海

綿般的盡情吸收與挖掘工程地質領域中的無盡

(左1)陳正勳副理  (左2)吳文隆經理                                                                      (右3)李順敏資深協理  (右2)王炤烈副總經理  (右1)陳宏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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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河階且緊臨陡峭山坡，加以附近地質構造

破碎，極易產生崩坍，原住民居住地點非常危

險，本來就不適合人民居住的地方，就極力建

議不要在原址重建，必須要遷村，以免重複致

災。從此以後，每次地質災害的發生，自己都

會親赴現場調查瞭解，收集資料並進行研究，

三十幾年來，各種地質災害幾乎無役不與，也

讓自己瞭解到大自然的力量，威力無窮。

　　1994年8月6日道格強烈颱風來襲，造成

台21線新中橫公路道路山崩，臺大實驗林和社

營林區出現地層滑動事件，為了要瞭解災情，

學校指派蔣本基、陳榮河、邱昌平等12位教授

和我組成13個人的調查小組，前往災區調查，

由於那時我是比較年輕及耐操的老師，所以大

家共推我擔任小組召集人，負責各項聯絡及資

料整合工作，在彙整調查報告後，順利完成了

任務。隔兩年 (1996年)來了一個更大的強烈颱

風賀伯，災情更嚴重，那時臺大陳維昭校長就

請我們團隊再度去災區調查，當時許多當地居

民因不瞭解周遭之地質環境，認為臺大實驗林

所管理的轄區沒有做好水土保持的工作，而造

成山崩及土石流的災害，在勘災期間，受到不

少居民及輿論的質疑，甚至不諒解。還好勘災

(左1)陳正勳副理  (左2)吳文隆經理                                                                      (右3)李順敏資深協理  (右2)王炤烈副總經理  (右1)陳宏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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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的成員對災區做了詳細的調查分析，瞭解

致災原因，並面對民眾及媒體，詳實而努力的

說明，讓大家清楚真相，取得大家的信任，終

能順利解決各項疑點。

問：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豪大雨作用造

成臺灣中南部水災、山崩、土石流等

重大災害，山區道路柔腸寸斷，政府

委託您進行中南部原住民居住地安全

評估調查，請問當時是如何完成此項

任務？

答：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引進西南氣

流，短短的三天時間降下了近3,000mm的雨

量，造成臺灣中南部山嶺地區之山崩、土石流

等災害，道路路基流失，橋梁倒塌沖毀，道路

柔腸寸斷，交通癱瘓，民眾家園被吞噬，房屋

受損1,200棟以上，財產損失嚴重，人民死傷

超過700人，災害之慘重，為歷年之最。

　　行政院莫拉克風災重建推動委員會為了

更進一步了解分布於中南部山嶺地區之原住民

聚落，是否能夠繼續居住，需要專業人員進行

該聚落之安全評估作業。同年9月6日(星期日)

下午五點，重建會陳振川副執行長及經建會黃

萬翔副主委，邀請學者、專家假經建會之會議

室召開臨時會議，希望能夠藉著大家的專業知

識與經驗，儘快的進行各居住地的安全評估工

作，會中受到大家的推舉，擔任了召集人的工

作。由於工作量龐大，時間緊迫，因此邀集了

全國土木、結構、水利、大地、水保、應用地

質等六個技師公會的技師，14所大專院校的學

者，以及中華、中興、中鼎、亞新工程顧問公

司的專家們，共同組成勘災團隊，分成12個小

組，親赴各受災聚落進行調查。由於當時仍有

部分山區道路中斷，而且天氣尚未穩定，在險

惡環境下，為了親赴現場調查，許多學者、專

家還冒著生命危險搭乘直昇機進入災區進行評

估工作。第一階段歷時12個星期的時間，完成

55個受災村落的調查結果。第一階段的工作結

束後，大家並親赴災區舉辦了32場公聽會與居

民面對面溝通，說明調查評估結果，讓居民能

夠真實的了解他們居住地的安全狀況，以便進

行遷村或重建的工作。在整個勘災工作期間，

所有的學者、專家們無私無我的全心投入，讓

自己感念萬分。到現在為止，每次遇到這些伙

伴，心頭總會湧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問：臺灣地質構造複雜，地形陡峭，河川

侵蝕嚴重，加上豪雨及地震作用，請

問我們應如何面對土地開發的問題？

答：臺灣地質構造複雜，除地震頻繁外，板

塊運動每年約以0.5~0.7公分的速率向上抬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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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並搬離至河床上，令人觸目驚心，真是打死

不怕，置師生安全於險境。

　　記得1996年賀伯颱風造成神木村土石流

災害，死傷嚴重，由於位於地質敏感區屬不

安全村落，當時就有許多學者、專家主張不能

重建，要遷村，但居民希望回去原址，反對遷

村，嗣後歷經多次重複致災，不斷地受到土石

流的肆虐，居民最後終於想通了，搬離了這個

地質災害的夢魘地區。回憶當時，有關地質敏

感及遷村的說明，常常受到居民及地方政府的

冷嘲熱諷。不過大家還是就事論事，秉持知

識份子的良心，說出專業上的判斷。近20年

來，極端氣候的衝擊，讓大家總感受到大自然

的力量，我們無法人定勝天，必須與老天共存

共榮。豪大雨來臨時，該暫時撤離潛在的地質

敏感區時，就應聽從指令，儘速撤離。我經常

說：「短暫十個小時的委屈，可以保全一生的

生命，永續一世的幸福」。日本廣島縣廣島市

安佐南北區，於2014年8月20日凌晨3點20分

左右發生土石流災害，造成74人死亡，44人輕

重傷的慘劇，從現場空照圖發現，災區上邊坡

林相完整，坡腳處卻是房舍密集、土地過度開

發。因此，在2個半小時累積降雨量達247mm

之「短延時，強降雨」的衝擊下，再度重演

1999年之土石流及山崩災害，實在令人感觸很

深。

而颱風豪雨所造成侵蝕作用每年約有0.3~0.6公

分，抬昇速率幾乎與侵蝕速率相等，所以高山

之土石就由河流帶下來，形成沖積平原或流

入海中。根據研究臺灣有150條河流在近30年

來，每年輸出量約3.84億噸土砂，占全世界約

1.9%，反觀巴西的亞馬遜河、中國的長江每年

輸出量約4.8億至12億噸的土砂，但臺灣面積比

亞馬遜河或中國長江流域面積小很多，只佔全

世界陸地面積的0.02%，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可

見臺灣的河流沖刷量，高得嚇人。

　　也就是這樣的特殊環境，臺灣許多地區皆

位於地質敏感區，加上山坡地違法使用，種植

高經濟作物，土地的超限利用、濫墾、濫植，

興建民宅、民宿、旅館，都未能有效管制，使

得山嶺地區之過度開發處處可見。每逢地震或

颱風豪雨來臨時，即產生嚴重的災情，歷史的

教訓，一幕一幕的重演。其實，這些不應該是

宿命，也不應該是歷史的共業，而是我們大家

要一起共同面對解決的嚴肅問題。事實上，我

國山坡地建築之法令及相關規定已足夠完整，

只是欠缺執行力的實現而已。例如南投縣信義

鄉台21線里程105k旁之隆華國小的校址，位於

地質敏感區，過去多年，經過學者、專家的評

估為不安全，不應該原址重建任何建物，但自

1996年賀伯颱風至今，該校區已經因為颱風豪

雨的作用而倒塌沖毀三次，卻也經過三次的原

地重建，直至莫拉克颱風將整個校區的建物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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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當前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自然條件變

化無法掌握，在工程規劃要考量那些

方面？

答：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異於以

往，世界不是發生特大豪雨而造成水災，就是

不下雨而發生乾旱缺水情形。另外，氣溫方面

的變化幅度也變大，常常是處於極冷氣流與

高溫熱浪間，這種自然條件的變化是無法掌握

的。根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過去的研究顯

示，極端強降雨的颱風在2000年以後發生的頻

率，遠超過1970~1999年期間，而2009年8月8

日重創臺灣的莫拉克颱風，更是史上排名第一

的極端強降雨颱風。這些無法預測的變化，在

工程規劃方面，不宜用過去慣用的思考方式來

進行，而是要以災害風險的全新思維，包括資

料的收集、詳細的環境調查及分析，提高工程

的設計標準，加強該項工程及其周遭環境設施

之防災能力，同時也需要開發關鍵技術，以及

整合各項因子，來進行極端氣候之災害風險的

分析與評估，繪製災害風險地圖，以最佳的規

劃，考量各種災害發生的情境，才可以降低氣

候變遷之災害衝擊。

陳宏宇主任介紹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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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貴中心在地質、大地工程科技防災等

方面之研究成果，有那些值得與大家

分享的寶貴經驗。

答：本中心前身最早於1997年11月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成立「防災國家暨科技計畫辦公

室」，主持人由顏清連教授擔任。2003年7月

改制成立「國家災害防救災科技中心」隸屬財

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為政府之災害防救科

技幕僚。在陳亮全前主任率領同仁的努力下，

並配合政府的組織再造，有效率而持續地推

動、落實災害防救的研發及應用工作。本中心

於2014年5月6日改制成「行政法人」，隸屬

科技部下的行政法人機構，以便順利執行各項

防救災任務，在此同時我的職務也由本中心兼

職副主任，調整為專職主任。

　　本中心核心研究的課題相當多，牽涉專業

領域的範圍很大，因此必須整合跨域之研發能

量，考量災害變化與國際防災的趨勢，並配合

政府與實務的需求，規劃推動一系列災防研發

的課題，包含：颱風、洪水、地震等應變與減

災研究，進行氣候變遷、複合性災害等新興議

題的規劃，並推動防災資訊、社會經濟面向的

研發、政策體制的研議、國際交流的合作等各

項工作，希望能夠運用堅實的研究成果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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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能預測該地區地表會有多少淹水狀況出

現？會不會造成周遭集水區產生土石流、山崩

災害？淹水有多高?要能事先進行預測評估，

並於事件後至現地進行調查及驗證，若模式預

測不準，則需經常配合現地情況加以修正，以

便提供應變使用。

　　於災害應變期間，本中心為科技部災害應

變的窗口，協助參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

行情資研判的工作。標準作業程序為當中央氣

象局發佈海上颱風警報及陸上颱風警報時，本

中心工作同仁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行「二

級開設」及「一級開設」的階段作業，各相關

單位人員全天候24小時進行颱風登陸前、後之

各種情資的匯整及研判工作，直至陸上颱風警

報解除為止。

　　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因為陸上颱風警

報的發布而進入「一級開設」的作業階段時，

大概就是本中心工作同仁們最為忙碌的時候

了，他們必須將平常研發建置的基本資訊，以

及介接各相關部會的分析資料，就雨量分布的

「氣象」，淹水狀況的「水象」，以及山崩、

土石流潛勢的「土象」，一併整合進行情資的

分析、研判，以提供給「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的指揮官，作為防救災決策的參考。這個為指

揮官提供參謀作業的方式，也就是毛治國院長

多年來強調「為指而參」的運作程序，已經被

政策的執行，進而提升社會整體的抗災能力。

此外也透過協力(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機制，

強化地方政府災害防救作業的效能，並加強基

層防災教育、防災社區之推動工作，以有效減

輕災害事件之危害，其成效正在逐年的展現。

　　另外，本中心也協助「行政院災害防救專

家諮詢委員會」的學者、專家們，彙整諸多災

害防救工作上的科技研發資訊，提供政府一些

政策建議及諮詢。

問：貴中心為災害防救科技幕僚，在平

時、災害應變期間、重大災害後之工

作有那些？

答：山崩、土石流、颱風、洪水、地震等自然

災害是無情的，所以大家要體會及實踐「災前

預警」、「災中整備」、「災後復建」等三個

原則，平時就須要有充分的準備與調查分析研

究。本中心在平時，便會針對防災與減災科技

的議題，進行研發規劃與應用落實的研究，與

國內大專院校如臺大、成大等10個學校簽約，

進行長期的合作研究計畫。在政府機關方面，

與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公路

總局、經濟部水利署、農委會水保局等，也有

合作的研發工作。平時最重要的便是做好基本

資料的建置，預測模式的開發，疏散避難計畫

之規劃等，例如從某個地區氣象降雨量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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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第一階段的避災、減災工作，便能很快的

達成。

問：我國災科技工作與國外防救災科技水

準有何差異？

答：我們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

繁，地形陡峭、地質構造複雜，加上位於北半

球太平洋颱風最頻繁的路徑上，颱風多、降雨

量大。依據世界銀行2005年出版的報告「天然

災害熱區－全球風險分析」中指出，臺灣是世

界上最易受到天然災害威脅的地方，報告指出

約有73%的人口與土地面積有三種以上災害可

能威脅之地區，屬全球災害高風險的區域。因

此我國早在1997年11月國科會成立「防災國

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至今成立本中心，已

歷17個寒暑，長期投入人力、物力、財力進行

研究與災害分析與推廣應用，資料累積愈來愈

多，經驗愈來愈豐富，成效也愈來愈顯著。除

平常有許多國外機構、單位、學者來參訪外，

本中心與世界上許多國家也有合作，包括日

本、南韓、美國以及義大利等，並因為中心同

仁擔任APEC緊急應變工作小組(EPWG)的共同

主席職務，推升了我國防救災科技與國際專業

的接軌，並促進了災防科技在國際上的合作與

落實在這個指揮系統上了。

　　歷年來的這些情資研判資料，以及各項示

警資訊和現地監測的實際變化，都被建置於本

中心網站內的「災害示警平台」。

　　在災害應變中較為特殊的，當屬2014年

7月31日深夜，在高雄市前鎮區、苓雅區發生

的石化氣爆炸事件。氣爆事件發生當時，自己

正在日本訪問，得知訊息後，立刻取消行程，

於隔日8月1日馬上搭機回臺北，並和中心同仁

一起進駐應變中心，將災區之各種地下管線，

包括電訊、電力、瓦斯、自來水管、油管、工

業用管線、排水管、排水箱涵等一一套繪於圖

上，並惠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利用遙控小飛機

(UAV)，第一時間進行災區之空中攝影，以瞭

解現場實際爆炸的狀況，以及災區的實際範

圍。

　　從第一時間的管線匯整資料以及空拍照

片，我們發現氣爆是沿著凱旋三路的排水箱涵

發生，箱涵內可能尚殘留著丙烯化合物，而午

後雷陣雨的狀況，可能會使得已經破壞的排水

箱涵鄰近區域，因為排水系統的損壞，會產生

淹水現象。因此建議相關單位不僅要先行疏散

箱涵氣爆沿線的住家，並且應該於氣爆現場建

置大型抽水機，以利午後局部雷陣雨的排水用

途。由於匯整資料快速，情資研判正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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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1)王炤烈副總經理   (左2)陳宏宇主任   (右3)李順敏資深協理   (右2)吳文隆經理   (右1)陳正勳副理   

(左)王炤烈副總經理   (右)陳宏宇主任 

交流分享。目前本中心之災防科技的研發、應

用及建置方面，是相當具有國際的水準，但由

於我們天然災害較其他國家多，因此仍須持續

不斷地努力，建置各種災害潛勢的分析模式，

進行多樣性的災害分析工作，隨時掌握各項可

能的災害衝擊，以降低災害的風險。

後記

　　承蒙  陳主任於公務繁忙中撥冗接受專

訪，讓本刊大開眼界。他從過去學習生涯，以

及參與歷次山崩、土石流災害調查之經驗，到

臨危授命辦理莫拉克風災之原住民居住地的安

全評估調查工作的精神，令人動容。他也對臺

灣所面對土地開發的問題、災防科技中心的設

立，以及核心研究課題，目前災防工作，及和

國際間交流的情形，提出看法與建議。訪談中

陳主任很關心臺灣工程建設所要考量的防災理

念，也對臺灣寶島這一塊土地非常的熱愛，陳

主任踏過每一處的災區，拍照達十萬張以上，

可謂無役不與，領導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全體同

仁，積極從事防救災科技的研發應用，為建立

一個美好、安全的家園，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

全而努力不懈，令人由衷的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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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局長
   兼國道高速公路局局長   

陳彥伯
談 高速公路維護管理

與大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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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在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風暴，我國政

府為維持國內經濟成長，擴大公共建設投

資、振興經濟，此過程您曾積極參與，請

問當時是如何規劃交通，並協助計畫之推

動？

答：我服務於交通部期間，行政院因應2008

年美國發生金融風暴及全球 GDP 快速下滑，

經濟衰退之來臨，為能確保我國經濟仍穩健成

長，促進國內需求，維持國內經濟成長動能，

那時政府於短期運用發放消費券，每人發放新

臺幣3,600元，以刺激消費，中期則將連續四

年(自民國98年至101年)擴大加速辦理公共建

設，在消費券之後；為創造第二波的振興效

果，乃以加速推動愛台12建設為政策主軸，挑

選愛台12建設中之指標性建設項目優先辦理，

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於民國98年2月12日通過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總特別

預算新臺幣5,000億元，藉此計畫之推動，除

確保經濟仍穩健成長之外，致力在2012年建立

一個便捷、安全、均質與優勢的臺灣。在「完

善便捷交通網」、「建構安全及防災環境」、

「提升文化及生活環境品質」、「強化國家競

爭力之基礎建設」、「改善離島交通設施」、

「培育優質研發人力，協助安定就學及就業」

的6大目標，計挑選20大重點投資建設共64項

執行計畫。其中6大目標第1目標的「完善便

捷交通網」即由交通部主導負責，由於工作繁

壹、前言

　　陳彥伯局長，民國75年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研究所，並於民國75年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交通行政類科及格。

　　陳局長專長領域為交通管理及計畫規劃，對交通業務非常嫻熟，從民國78年進入交通部，

由基層公務員做起，歷經交通部技正、科長、專門委員、路政司副司長、司長及主任秘書等職

務，資歷豐富，致力於我國各項交通建設業務，推動包括「完善便捷交通網」等各項交通建設

計畫，不遺餘力，民國103年4月7日升任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長並兼國道高速公路局局

長乙職。

　　在一個初冬連日細雨乍晴的下午，本期刊很榮幸在泰山環境優美的高速公路局專訪陳局

長，在兩個多小時訪談中，平易近人的局長侃侃而談，感謝陳局長以個人的努力與豐富的交通

閱歷，分享其經驗及對未來議題前瞻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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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由於高公局負責國道高速公路維護及運

作，在確保用路人行車安全的原則下，高公局

對國道沿線上的邊坡及設施，採取主動積極的

流程進行巡查及維護作業。以國道邊坡為例，

為達有效率的邊坡維護與管理，高公局依據邊

坡巡查的重點與頻率將邊坡巡查區分為不同的

類別，包括：

■ 經常巡查

　　係平時實施之邊坡損壞或異狀之巡查作

業，巡查重點在於對用路人造成影響，需緊急

重、時程緊湊，為達成任務，我先擬出方針，

不眠不休地與同仁一起規劃，並與中央相關部

會及各地方政府協調，分工負責，研擬具體計

畫，經多次開會討論，不斷的修正計畫，終於

完成任務，包括：5大重點投資建設中「都會

區捷運」計有2項計畫，可提供民眾舒適、安

全、便利、準點的都會交通服務；「北中南都

市鐵路立體化及捷運化」計有5項計畫，促進

土地開發與都巿整體發展，可提供無接縫優質

軌道運輸，紓解都會區交通擁擠現況；「東部

鐵路服務效能提昇」計有2項計畫，建構東部

迅捷、快速軌道運輸，有效縮短東西部走廊間

之距離阻隔；「臺鐵安全提昇及支線改善」計

有3項計畫，健全臺鐵營運體質，推動臺鐵轉

型與安全提昇；「高快速公路健全路網」計有

6項計畫，藉由縱橫交錯的高快速公路，提供

直捷、快速的產銷網絡。合計18項執行計畫，

預算約1,385億元，佔總預算之27%。我很榮

幸有這個機會能夠參與國家建設計畫之規劃，

在參與過程中，協助計畫推動作業雖辛苦，

但也從中獲得不少參與國家重大建設的服務經

驗。

問：臺灣地質構造複雜，地形陡峭，國道

高速公路沿線有許多邊坡、隧道及擋土設

施，  貴局如何執行檢查及維護管理工作，

以提高用路人的行車安全？

(左)蕭秋安副理                                                                                                (右4)吳文隆經理  (右3)李順敏資深協理  (右2)王炤烈副總經理  (右1)陳彥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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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之崩塌異狀或損壞。經常巡查原則上以2

人為1組，共乘1部巡查車，由車上以目力檢視

邊坡，若發現有可疑之處，即下車靠近異狀處

檢查。

■ 定期巡查

　　定期對邊坡實施全面巡查，及追蹤經常巡

查紀錄之邊坡崩塌異狀及損壞。巡查重點在掌

握邊坡之安全，早期發現其劣化狀況，並評估

對邊坡穩定功能損傷程度及其原因。定期巡查

係利用徒步、攀登方式或特殊機械車輛儘可能

接近邊坡坡面穩定設施及排水設施，作較詳盡

之檢查，以判定邊坡之安全情形。

■ 特別巡查

　　特別巡查的重點在針對天然災害、事故後

或其他目的，評估是否造成邊坡損害，以利適

時進行維護、補強與整治。

　　另外，為使高公局轄下各區工程處在辦理

邊坡巡查作業時能達一致性的標準，針對巡查

的辦理方式、作業的程序等亦作明確的規定，

(左)蕭秋安副理                                                                                                (右4)吳文隆經理  (右3)李順敏資深協理  (右2)王炤烈副總經理  (右1)陳彥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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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相關資料能做為未來邊坡全生週期維護管

理分析時運用。其中較其他單位先進的規定

包含邊坡巡查範圍的界定、特別巡查的作業方

式、人員資格的限制、各種報告內容與格式的

標準化與巡查作業程序的系統化。

　　值得一提的是，對這些邊坡的巡查及維護

作業，高公局採用了系統化管理方式，藉由電

腦科技，利用一套管理系統進行各項作業的管

控、回報、提醒、檢核及查詢統計，給管理者

及承辦人員很大的便利性。這套系統採納全生

命週期管理的概念，開發各項功能，建立國道

邊坡全生命週期維護管理系統，除提供國道邊

坡巡查作業的協助之外，也提供國道邊坡基本

資料、設計施工、工程技術及養護、安全監測

等作業的支援，使得所有與國道邊坡有關的作

業，都能系統化處理，同時達到自動化、電子

化的目標，在維護國道安全性上，頁獻很大。

　　因此，高公局除以積極性巡查及維護作

業來維持國道用路人安全外，也以前瞻性的思

考開發管理系統，甚至將現場巡查作業改以平

板電腦進行，開發國道邊坡巡查系統；另外，

亦呼應資料分享的理念，建立國道邊坡資訊交

流平台，供各單位交換文件，並作為知識庫平

台。這些措施及作為，都是高公局因應提昇國

道用路人安全所做的努力，值得分享給各界。

問：請教　貴局在國道高速公路邊坡、隧

道及擋土設施等方面之安全監測，值

得與大家分享的寶貴經驗。

答：高公局為維護用路人安全，在國道全線上

都有裝設監測設備，以邊坡監測為例，監測儀

器包含傾度管、傾斜計、水位觀測井、地錨荷

重計及雨量計。在多達1,100多項監測儀器的

情況下，如何有效執行管理作業，並同時提供

警戒通知，是需要一些方法來完成。高公局採

用系統化及自動化的方式來管理監測儀器，同

時利用一套系統來控管追蹤這些資訊。所有的

儀器相關資料都可以在同一個平台得到，包括

歷時變化及管理值設定。這些都為了能提供管

理者即時的資料，以便掌握現地變化。

　　另外，高公局的安全監測作法上，針對不

同安全等級的邊坡有不同的監測頻率，同時在

監測作業上，設定退場機制，這是高公局在監

測作業上比較特別的作法。監測頻率主要依邊

坡安全分為4種不同監測頻率，監測儀器裝設

完成後第1個月每週1次，確認數據達穩定後，

依下列各邊坡分級量測頻率予以調整：A級坡

每週至少1次，持續至補強工程完成後，再視

其邊坡分級進行調整。B級坡每月至少1次，持

續至補強工程完成後，再視其邊坡分級進行調

整。C級坡則視實際需求狀況而定，若設置監

高公局為維護用路人安全，在國道全線上

都有裝設監測設備，以邊坡監測為例，監測儀

器包含傾度管、傾斜計、水位觀測井、地錨荷

重計及雨量計。在多達1,100多項監測儀器的

情況下，如何有效執行管理作業，並同時提供

警戒通知，是需要一些方法來完成。高公局採

用系統化及自動化的方式來管理監測儀器，同

時利用一套系統來控管追蹤這些資訊。所有的

儀器相關資料都可以在同一個平台得到，包括

歷時變化及管理值設定。這些都為了能提供管

理者即時的資料，以便掌握現地變化。

另外，高公局的安全監測作法上，針對不

同安全等級的邊坡有不同的監測頻率，同時在

監測作業上，設定退場機制，這是高公局在監

測作業上比較特別的作法。監測頻率主要依邊

坡安全分為4種不同監測頻率，監測儀器裝設

完成後第1個月每週1次，確認數據達穩定後，

依下列各邊坡分級量測頻率予以調整：A級坡

每週至少1次，持續至補強工程完成後，再視

其邊坡分級進行調整。B級坡每月至少1次，持

續至補強工程完成後，再視其邊坡分級進行調

整。C級坡則視實際需求狀況而定，若設置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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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可否說明您對國道高速公路的營運及

維護工作，在全生命週期與節能減碳

的構想與對策？

答：由中山高速公路自民國67年全線通車至

今，中山高速公路已營運超過36年，後續為因

應國內經濟發展需求，又陸續增建了二高以及

國道5號、6號等東西向高速公路，而上述道路

也因為容量漸有不足而陸續辦理拓寬等改善工

程，高公局辦理營運、改善以及養護工作也累

積相當多經驗，對於未來高速公路的營運維護

工作亦朝向全生命週期維護以及節能減碳的目

標來努力。

　　目前高公局內對於高速公路養護工作已

逐漸以全生命週期的思考概念進行規劃，比如

高速公路局為確實掌握及管理國道邊坡之安全

狀況，利用國道邊坡總體檢，全面巡查檢視邊

坡現況，並作必要之補強及監測工作，同時利

用總體檢作業將各邊坡既有之設計、施工以及

維護資料等建置維護管理資料庫，建立完整履

歷，可使維護管理者清楚該處邊坡之全生命週

期過程，並作為未來管理或規劃改善對策之基

本依據。除了邊坡之外，針對道路鋪面、隧

道、橋梁以及機電交控等公路設施，本局也陸

續辦理完成相關工作。

　　節能減碳已為未來必然之趨勢，除了工

測儀器，其監測頻率應至少為每季1次，若資

料趨於穩定至少3年後，由專業廠商判讀與建

議，經工務段審核完成後調整為每半年至每1年

1次，或若設置監測儀器之原因已消除時，則由

專業廠商參考歷次邊坡巡查資料、邊坡監測資

料、邊坡穩定分析資料等以判斷是否建議暫停

邊坡監測，經工程處審核完成後執行，並報高

公局備查。另外，對D級坡原則上無須設置監測

儀器，惟考量鄰近邊坡處有其他重要保全對象

時，得視實際需求狀況而定，其監測頻率依C級

坡規定執行。

　　除定義監測頻率及退場機制外，另一項與

安全監測息息相關的就是異常狀況的警告。藉

由自動化監測設置，高公局可依事先設定好之

管理值(警戒值及行動值)，利用系統平台進行異

常狀況自動通知，通常利用簡訊通知，同時要

求各有關人員當異常狀況通知發布後，需在一

定時間內確認完畢，才能解除異常狀況通知。

這樣的作業流程除可因應任何可能變異的前兆

外，也能檢核通報的流程及管理值設定的合理

性。這些都是實際監測作業上，常常會面臨的

狀況。

　　綜合前述，監測頻率訂定、監測管理方式

以及自動化通報等都是高公局在執行監測作業

上，很好的做法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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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優先考量採用環保綠色工法、材料外，針

對高速公路營運管理也必須納入節能減碳的思

維，例如過去國道採用人工收費，車輛必須減

速暫停完成繳費，除了影響車流順暢性、增加

行車時間外，車流走走停停也連帶使鋪面損耗

增加，車輛所排放之廢氣也增加；現今國道全

面改為電子收費，拆除收費站等設施後，不但

國道動線更為順暢，也降低減速、塞車以及車

輛廢氣排放，對於落實節能減碳有明顯之成

效。此外，交通部所屬機關目前有許多工程已

配合政府政策實施碳足跡盤查工作，而高公局

也將積極導入並落實應用於相關維護管理工

作。

問：對未來臺灣國道高速公路建設與工

程，您預期還有那些類似計畫會推動

執行？

答：臺灣公共建設是永不停止，我們將依政

府既定政策持續推動，以建立「完善便捷交通

網」為目標，就未來臺灣國道高速公路建設與

工程方面，有許多計畫陸續展開，例如:「國道

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其路線自國道4號

臺中環線豐原路段往南延伸經潭子，於潭子系

統交流道，接至台74線，全長約10.9公里，預

估經費約266億元。

　　國道7號又稱「高雄港東側聯外高速公

(左)王炤烈副總經理   (右)陳彥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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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設計畫，其主線路廊起點為高雄港南星

計畫的計畫道路，向北穿越大坪頂特定區、大

寮區，在高雄市仁武區銜接目前的東西向國道

10號，長約23公里，另為整合原國道10號仁

武交流道服務功能，設置仁武系統交流道匯

入國10延長段，長約3公里，合計全長約26公

里，預估經費約615億元。惟因路線通過鳳山

丘陵和鳳山水庫，環保團體憂慮恐破壞猛禽生

態和污染水源，目前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中。

　　 「國1甲桃園航空城北側聯外高(快)速公

路」，建議路廊方案自桃園市境內竹圍港附近

省道台61線起，南沿108縣道通過桃園國際機

場北側，於龜山區大坑里附近銜接國道1號主

線，全長約12公里，預估經費約221億元。目

前完成可行性評估。上述各項建設工作即將全

面展開，並以主動溝通，積極創新思維，全力

以赴，企盼能順利完成任務。

問：我國高速公路工程設計與施工技術先

進，目前已進入第三代國道高速公路

建設，您對未來高速公路的大地工程

設計、施工及維護方面，有那些地方

期許大家努力與精進？

答：高速公路為臺灣西部交通運輸路網的大

動脈，它的設計施工理念隨著時代潮流演繹，

歷經3個不同階段。1970年代第一條高速公路

(國道1號為代表)的設計規劃是以經濟安全為考

量、功能需求為導向的第一代高速公路，採大

挖大填方式，民眾高度愛國情操，捐獻土地，

施工極為順利，為當時國內十大建設之首；到

了1990年代第二條高速公路(國道3號為代表)

的設計則加入景觀美化的思維，重視選線與環

境融合，整合功能、環境、景觀及管理等面

向，屬於第二代高速公路；而2000年代以後的

高速公路設計上加入生態觀念和當地文化特色

之整體考量，為具備永續經營理念的第三代高

速公路，設計要求愈來愈細緻，施工困難度也

愈來愈高。

　　1990年代後工程用地取得越來越困難，

因此在選線上逐漸避開平地而往麓山地帶或山

岳區發展，考量臺灣的地質與氣候環境不佳，

所以大地工程師扮演的角色就更加重要了。進

入第三代高速公路的年代後，大地工程師須要

努力或精進的地方，在設計施工上，應該注意

生態景觀及節能減碳，但強調生態景觀之餘，

仍然不可忽略安全問題，所有的工程設計都必

需以安全為基礎。以新近完工之中山高速公路

五股~楊梅段拓寬工程為例，它的環境友善策

略，除施工不影響交通及沿線植栽移植外，也

針對自然度較高的地區，利用棧橋施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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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遊憩等功能外，我想設置高速公路各項建

設、維護工作之動畫展示設施，以吸引民眾的

注意及瀏覽，增加曝光機會，不要用過去硬梆

梆地專業術語來表達，要用有故事性、用感性

描述方式、淺顯易通的文字、民眾很容易瞭解

的方式表達出來，吸引民眾的注意及瞭解，使

民眾認同，這樣子更能推動工程，提高執行效

率，讓高速公路之維護營運工作，更貼近民眾

的需求，進而爭取民眾的配合與支持。

問：現代社會改變很快，民眾的想法異於

以往，對工程師有何期許？

答：社會進步很快，資訊非常發達，民眾對政

府的要求與期許更高，因高速公路與民眾生活

息息相關，如何提供更便利、更安全的行車服

務品質是我們的首要任務，除了要有最佳的工

程規劃設計、施工及營運方面的專業技術能力

外，也要具備良好溝通技巧表達能力，耐心及

細心的態度，以便與民眾直接面對面的溝通，

說明建設推動之必要性、路線之研選考量及工

程效益，才能減少阻力，以加速各項作業之順

利進行。另外工程師也應具備協調之能力，因

工程與管理經常牽涉太多的專業與單位，難免

整合上有些界面存在，產生許多問題，應以全

方位思考，不要堅持本位主義，必須統合各方

灌木及生態小苗，以利完工後迅速回復原有環

境。

　　至於完工後之維護方面，在設計階段即

應將維護管理作法納入考量，地工構造物如果

能於適當的時間點，以適當的方法進行維護補

強，將可以花費較低的維護成本，獲得較佳之

結構機能維持，或延長它的使用年限。工程構

造物之延壽問題在國內應該會逐漸受到重視，

本局近幾年來在邊坡維護管理方面，經由一群

同仁的辛勤努力與顧問公司的協助，經幾年的

努力與嘗試，付諸執行與檢討修正，終於建立

一個完整、可行而且有效的維護管理制度及資

料庫，因為成效卓著，往往也成為其它機關單

位觀摩取經的對象。

問：國道高速公路為民眾提供舒適行車

外，將來還有那些值得做的地方？

答：現在科技進步神速，電腦、網路應用愈來

愈方便與普及，除目前路況民眾可利用行動電

話及平板電腦查詢外，達到現況資訊即時化、

全面化地步。另外也將加強與用路人互動及溝

通，學習與民眾溝通技巧，宣導及展示高速公

路改善、營運維護工作之用心，目前高速公路

沿線設有許多服務區，除提供用路人飲食、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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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1)蕭秋安副理    (左2)李順敏資深協理    (中)陳彥伯局長    (右2)王炤烈副總經理    (右1)吳文隆經理 

面的意見，充分討論，良性互動，以團體社會

利益為優先，消弭歧見，較能順利推動工作，

達成長官所交付之任務。

後記

　　承蒙陳局長於公務緊湊百忙之中撥冗接

受專訪，以高速公路維護管理為主軸，分享過

去參與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振興經濟的推動經

驗，也談及目前國道邊坡、擋土牆、隧道等設

施檢查及維護管理工作並說明開發邊坡巡查系

統，建立邊坡資訊交流平台，達到全面性、即

時性管理，提高用路人之安全；另外近年來高

速公路局實務上執行之邊坡安全監測作業，包

括監測頻率訂定、監測管理方式、自動化通報

等，成果豐碩的寶貴經驗；在當今社會熱門的

節約減碳潮流，也暢談國道高速公路的營運及

維護工作，運用即時化及全面性之路況查詢服

務，朝全生命週期及節約減碳的目標來努力。

另外，陳局長談及國家基礎交通建設一日不能

停，未來還有國道4號、國道7號、國1甲等建

設持續推動，在此同時，科技日新月異，高速

公路建設愈來愈精緻與講究，對未來高速公路

公路建設也期待大家共同努力與精進，以及對

工程師未來努力方向之期許，在訪談過程中我

們深深感受陳局長對交通建設瞭若指掌，對高

速公路各項建設工作積極推動，並以新思維、

新作風全力以赴的態度，值得工程同仁參考與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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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訪台灣電力公司輸變電工程處處長   

鍾家富
談 輸變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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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處長過去職場經歷及進入台灣電力公

司服務的機緣？從業生涯中是否能提

供經驗與大家分享？

答：從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先服

兵役，民國72年進入臺北市政府工作，民國74

年獲推薦進入泰國亞洲理工學院進修，取得碩

士學位後，旋即返回工作崗位繼續服務。在臺

北市政府公務生涯，陸續服務於自來水事業處

及捷運工程局，從事建置潔淨供水系統及建立

便捷交通運輸路網。民國89年轉換至經濟部國

營事業委員會服務，民國92年調至台灣電力公

司輸變電工程處，為臺灣建置安全可靠的電力

網路。30年來皆為建立民生所需的生活網路而

努力，在工作崗位上以建立不同格局及開拓新

視野為工作目標，在態度上要自我要求惕勵，

掌握時代潮流，隨時自我充實進修，以符合長

官期許及工作推展需求。 

　　我常告訴同仁，凡事應正面思考，分辨好

與壞，設定完成目標永不放棄，總有達成目標

的一天。工程師應該要學會發現問題，如輸變

電工程為鄰避設施，若是遭遇抗爭，其問題點

為何？為何會發生？再來就是培養工程師解決

問題的能力，而非製造問題，發現問題是一種

創新，而解決問題是一種執行力。因為有發現

問題的能力，才能有不斷改進工作的基礎；有

揭露問題的勇氣，才能有不斷前進的動力。

壹、前言

　　鍾家富處長，民國70年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公職期間獲公費留學泰國亞洲理

工學院，出國深造，民國76年獲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學位。

　　鍾處長歷練豐富，經歷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及台灣電力公司輸變電

工程處，從基層歷練起，具有豐富行政資歷與管理長才，近年來更擘劃台灣輸變電系統，從

「第六輸變電計畫」到「第七輸變電計畫」，提供充沛的電源及穩定的供電品質，建樹卓著，

實為工程人之楷模與學習榜樣。

　　本期專輯很榮幸訪問到鍾處長，在細雨嘎然歇止的午後，跟我們暢談過去經歷、當下的挑

戰及未來的期許，並分享如何帶領台灣電力公司輸變電工程處同仁克服工作挑戰達成任務之經

驗，以下是訪談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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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清楚瞭解輸變電工程內容及進度，以改善

資訊對等。

3.傾聽溝通協調：充分理解民眾需求並強化雙

向溝通，以達互惠雙贏。

　　有健全的輸變電系統，才能提供穩定的供

電品質，以滿足用戶多元化的電力需求，促進

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及經濟的繁榮。

問：處長長期擔任地下管道協會理事，對

免開挖工法推廣不遺餘力，如何在台

問：台灣地區電力供應穩定，輸變電工程

扮演重要環節，但一般民眾對電力建

設不夠瞭解，因此推動與執行中常遭

民眾阻撓與抗爭，通常都如何克服？

答：台灣電力公司致力於提升供電穩定度及送

電品質，自民國66年起辦理各項輸變電計畫，

截至民國102年底，總計完成變電所304座、

輸變電線路17,000回線公里，所完成之線路可

環繞臺灣15圈，已將電力送達全國每一個角

落，為因應與日俱增的電力需求，在不可一日

無電的前提之下，輸變電計畫須持續推動。

　　輸變電工程往往位於電力需求較高之人口

稠密區，民眾關心程度及參與意見表示程度較

高，卻對電磁場的觀念及認知不同，我們只能

藉由不斷說明與溝通，並堅持目標永不退縮，

如位於臺北市區之大安超高壓變電所、萬隆多

目標變電所及位於新北市新板特區之新民多目

標變電所，台電持正向觀點，以積極態度面對

並落實三大原則：1.環境共存共榮、2.資訊公

開透明、3.傾聽溝通協調，以逐步精進輸變電

工程技術，化解變電所附近居民疑義，使工程

順利推動。

1.環境共存共榮：變電所建物造型與環境融

合，降低衝突感，以增進視覺之和諧舒適。

2.資訊公開透明：建制工程資訊網站，使周邊

(左1)陳聰海副理  (左2)李魁士經理  (左3)吳文隆經理                                                        (中)王炤烈副總經理  (右3)鍾家富處長  (右2)李順敏資深協理  (右1)陳文通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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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輸變電工程中推動與執行？

答：隨著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民眾生活素質不

斷提高，配合都市發展需要及考量架空輸電線

路對環境、景觀影響，都會區電纜線路地下化

為必然趨勢，也是不得不的選擇。於評估輸電

線路下地時，須分別就法規面、技術面、成本

面及環境面等項目進行評估。基於經濟性及施

工性考量，早期地下化工法以明挖覆蓋施工為

主，惟因交通衝擊、影響鄰近商家營運及配合

管遷延宕時程等因素，不僅耗費社會成本，更

可能因民眾抗爭導致延誤完工供電時程。

　　免開挖工法具備不影響地面交通、不阻

礙地下水流、降低對生態環境影響等優點，可

減少抗爭因子，避免停工風險，目前已成為台

電高壓輸電線路工程在都會區主要施工法之

一。從民國94年起，配合中華民國地下管道技

術協會大力推動，台電亦積極推行免開挖工法

包括HDD潛鑽工法(美山~九曲161kV線、安南~

南濱161kV線、北資~八連161kV線等累計完成

長度約1,500公尺)、轉彎推管工法(嘉義~仁愛

161kV線、中壢~自立161kV線等累計完成長度

約4,000公尺)及潛盾工法(頂湖~仙渡345kV線、

高港~五甲~高雄345kV線、竹工161kV線等累計

(左1)陳聰海副理  (左2)李魁士經理  (左3)吳文隆經理                                                        (中)王炤烈副總經理  (右3)鍾家富處長  (右2)李順敏資深協理  (右1)陳文通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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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長度約39,000公尺，另施工中如松湖~大安

345kV線及大林~高港345kV線等長度約20,000

公尺)，應用免開挖技術的工程均已如期如質

施工完成或順利執行中，讓工程呈現新面貌。

問：輸變電建設近年來在經濟部優質獎及

工程會金質獎均有亮麗表現，請問處

長是如何帶領團隊取得佳績？

答：電力設施於一般民眾的觀感中，常是避之

唯恐不及的嫌惡設施，近年來輸變電工程執行

更加困難。因此，本處於工程設計面及施工面

都有更努力精進之方向，期望一方面完成工程

任務、一方面亦顧及民眾觀感，努力將工程對

民眾之影響降至最低，期許完成後之電力設施

能與人文環境融合，這是我們於設計與施工面

上的努力與目標。

　　從民國97年起至民國103年輸變電工程每

年皆獲得經濟部優質獎；另民國94年至民國

102年(除民國98年因莫拉克風災停辦外) 每年

均獲工程會金質獎肯定，其中民國94年設施類

「鹿西一次配電變電所」、民國97年設計土木

類「高港~五甲~高雄345kV地下電纜線路鳳林

路段潛盾洞道暨高港(丙)冷卻機房統包工程」

及民國101年土木類「核一、汐止~松湖345kV

線地下電纜線路土建統包工程」等榮獲行政院

公共工程品質獎特優獎殊榮。

　　輸變電工程屢獲上級長官肯定是全體同仁

的努力成果，除了同仁本身強化知識學能、提

升工程專業外，資深前輩同仁的經驗傳承、指

導及提攜，更讓年輕同仁減少錯誤且快速累積

經驗，這樣老幹新枝相輔相成的制度是本處在

面對挑戰時得以順利克服難關之優良傳統，並

藉由上到下同仁克盡職責及對任務使命的認同

感，即使未來輸變電工程遭遇更多的困難，相

信本處定能順利克服，交出更漂亮的成績單。

問：近年來台電對輸變電建設推動過程常

遭遇阻抗，且現代社會普遍存在要電

不要變電所及輸電線路的期望，因為

認為不缺電面對電力建設普遍存在抗

拒心理，可否分享您對於輸變電工程

建設的推動及精進作為？

答：為穩定供電並加強顧客服務，台灣電力

公司不斷改善供電可靠度，民國102年已達成

全年無限電之目標，另依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102年度全國平均每戶停電次數為0.264次，

平均停電時間約18分鐘，依世界銀行發布之

「2014年經商環境報告」，2013年度「電力

取得」指標，臺灣在189個經濟體中排名全球

第7名，名列前茅表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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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4)李順敏資深協理   (右3)李魁士經理   (右2)王炤烈副總經理   (右1)鍾家富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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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處長對推動輸變電工程的未來期許為

何？

答：電力建設為經濟發展基礎，惟電力建設非

一蹴可及，必須持續戮力推動。為兼顧社會進

步與電力服務，我們力求主動關懷社會人文、

維護自然景觀、保持生態平衡，並將避免污染

環境列入考量。在變電所、地上及地下之輸電

線路的規劃上，都須因地制宜地融入在地的特

色及文化，如架空線路即以多種樹少鐵塔的概

念，並利用現有設施再思考如何發揮其最大功

效，做最妥適的安排與規劃，希望民眾感受到

台電推動電力建設的用心，電力建設就可以順

利進行，電力供應的品質也會隨之提升。建設

完善的輸變電網路，以解決目前南電北送的輸

電線路瓶頸與窘境，建設不停電且穩定的電力

品質，這是輸變電工程處持續努力的目標與責

任。

　　為有效解決建築、土木及機電間錯綜複雜

之空間配置問題，我們導入BIM(運用於林口~

頂湖345kV地下電纜線路)的協同作業管理，將

複雜的專業分工、施工流程與資訊之溝通充分

整合，來消除設計上的衝突與錯誤，並提升工

程進度及工作效率。除此之外，也將價值工程

應用於大潭新~龍潭(北)345kV地下電纜線路工

程設計中，使工程不僅符合原來的需求，同時

　　當「一按開關，馬上來電」的同時，可知

道這個看不見、摸不得的「電」，可是遠從山

之巔、海之涯，一路翻山越嶺，才能通達各用

戶。原則上各區域內電力供應維持發電與用電

平衡為最佳情況，若區域內發電不足以供應用

電需求時，必須透過跨區輸電幹線輸送電力支

援。以民國103年北部地區為例，區域供電電源

僅占全系統35%，用電量卻達40%，因此需從

中南部支援部分電力因應，惟長期南電北送風

險較高。如大臺北地區供電目前係由外環之板

橋、頂湖、汐止及深美等超高壓變電所引供電

源至臺北市中心，台電現正建置仙渡、松湖及

大安等超高壓變電所之內環供電系統，以健全

大臺北地區供電系統。

　　為減少對社會環境衝擊及工程抗爭，台電

改變建設思維，積極引進新材料、新技術及新

工法，例如採用玻璃纖維FRP取代鋼筋，提高潛

盾破鏡施工安全性；引進地中接合潛盾技術，

減少工作井數量；急曲線中折潛盾機，避免穿

越私地；採擇壓入式沉箱工法，縮減施工用地

範圍，降低施工影響等。此外，新設之變電所

四周盡量留設綠廊、增加開放空間、規劃室內

型變電所、地下化變電所等措施，讓變電所與

環境相融合，以達敦親睦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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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能降低施工成本，提升工程價值。

　　輸變電工程是電網的脈絡，因受制於民眾

抗爭及用地取得困難等外在因素，增加了工程

的變異性。期望輸工人秉持過往優良的傳統，

發揮「線牛」的精神，精益求精，增進競爭

力、產能及價值，迎接新時代的挑戰。

後記

　　台灣電力公司輸變電工程處自民國43年正

式成立，至今已屆滿60年，肩負建設全國輸電

網路，打造穩定供電系統的使命，促進國內經

濟繁榮與發展，在先驅胼手胝足、篳路藍縷的

開拓下，一步一腳印，加上新人代代傳承、夙

夜匪懈不斷的精進下，已建立全臺灣堅實可靠

的電力骨幹，為國家基礎建設奠定宏規。

　　承蒙鍾處長百忙之中撥冗接受訪問，於訪

談過程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鍾處長對於臺灣

這塊土地的使命與關懷，鍾處長以其個人豐富

閱歷，分享工程執行與興建的甘苦與成果，在

淡淡的咖啡芳香中，如沐春風，不知不覺時間

飛逝，訪談順利完成，也讓我們有著滿滿的收

穫。

(左1)陳聰海副理   (左2)吳文隆經理   (左3)王炤烈副總經理   (右3)鍾家富處長   (右2)李順敏資深協理   (右1)李魁士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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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雙層共構橋、地質敏感區、橋梁基礎、邊坡穩定、截水牆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工程師／周功台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經理／吳文隆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理／蕭秋安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計畫工程師／陳俊定 4

關鍵詞：雙層共構橋、地質敏感區、橋梁基礎、邊坡穩定、截水牆

中山高速公路
五股至中壢段
地工設計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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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總長度約40km(其中五股至中壢段為本公司負責設計

監造，長度約28km)，於中山高速公路兩側困難環境下施工，歷時42個月，於2013年4月

順利完工通車。沿線多邊坡、溪流、交流道、區域道路、高速鐵路、堤防等，地形及地

質複雜多變，並需避開地質敏感區，因此大部分路段皆以橋梁結構佈設。本工程橋梁部

分的特色在於數量多、跨度大、並須兼顧既有高速公路、區域道路的行車安全與交通維

持及於邊坡上施築橋墩基礎等特色。本公司所辦理設計監造路段範圍內之大地工程的主

要課題有：1.避開地質敏感區，採特殊橋梁配置(F型橋梁)，基礎面積大，施工困難；2.緊

臨中山高速公路，於斜坡面上打設臨時擋土措施並施築橋墩基礎，施工作業空間狹小；

以及3.施工期間與完工營運後之邊坡短、長期穩定安全(44.7k案例)等，本文就前述課題予

以分析探討與回顧檢討，提供各界參考。

1 2 3 4

壹、前言

一、路線概述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以下簡稱

五楊段工程)，北起汐止五股高架段（里程約31k

處），南迄於楊梅收費站北端(里程約71k處)，

總長約40km(詳圖1)。計畫路線緊沿現有國道1

號佈設，多數為高架橋，部分為路堤，全線共

分為「五股林口段」、「林口中壢段」及「中

壢楊梅段」等三個路段(前二路段為本公司負

責設計監造)，工程分為12個土木標全面展開

施工，總決標金額約新台幣428億元，自2009

年10月28日正式動工，其中「中壢楊梅段」於

2012年12月先行通車，「五股林口段」及「林

口中壢段」於2013年4月完成，全線遂告完工通

車。

五楊段工程主要功能在提供中長程旅次

服務，故沿線僅設置少數交流道。在車道配置

上，於泰山轉接道以南至中壢轉接道以北為雙

向各3車道，內側車道設置高乘載專用道(HOV 

Lane)，提供大客車、計程車及3人以上小客車行

駛，其餘路段為雙向各2車道配置。後續文章內

容係就本公司所辦理設計及監造的路段予以說

明介紹。

圖1 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路五楊段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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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形

五股至泰山路段位於臺北盆地西緣，自泰

山進入臺灣西部台地群，先後穿越林口台地、

桃園台地、中壢台地、平鎮台地至伯公崗台

地、楊梅盆地，終點位於湖口台地西緣。本計

畫路線由林口經桃園至中壢，沿線主要經過林

口台地西緣、桃園台地及中壢台地等地形區，

高程分布自林口台地西緣由高程約為175m左右

降至桃園台地約60至80m，再往中壢台地緩昇

至135m左右。林口台地降至桃園台地，使得

地形上高程差異明顯，十分容易辨識，而桃園

台地與中壢台地地形變化甚緩，無明顯高程變

化，加上地形多已遭人為改變，不易分辨。

三、地質

本計畫沿線主要分布之地層，有林口層、

桃園層、中壢層及大南灣層等，除了大南灣層

為膠結不佳的砂岩與泥岩互層外，其餘林口

層、桃園層與中壢層均為卵礫石層與其上方覆

蓋之紅土等組成。大南灣層的岩性呈膠結差，

遇水軟化，岩心單壓強度大多小於10 kg/cm2，

在施工極易鑽掘，但不易被錘擊貫入。相關區

域地質平剖面圖詳圖2所示，現況多為丘陵地

形。

圖2 沿線地質平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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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山跨越橋與林口跨越橋

為落實環評承諾「林口北上與南下共線

路段，其北上線二度跨越高速公路平面道路處

不落墩，以維護道路景觀品質及減少施工干

擾。」，泰山跨越橋及林口跨越橋於既有國道1

號中山高速公路上不可落墩，另考量橋址地域

景觀及避免跨越橋造型影響用路人行車安全，

跨越橋採用大跨徑鋼床鈑鋼箱型梁橋，跨徑配

置為135+216+135=486m，梁深採拋物線變化

4.0〜9.2m。泰山及林口跨越橋完成景觀如圖3及

4所示。

三、泰山林口雙層共構橋

本工程行經林口台地長約2800公尺爬坡路

段，地層為紅土礫石層，為避開南側邊坡崩滑

高地質敏感區，將北上線移至北側，因而採用

局部重疊雙層的高架共線(北上線在上層，南

下線居下層)配置，橋墩造型猶如英文字母"F"

（如圖5），以保有沿線行車有較佳的採光與視

綜整計畫路線沿線水文地質特性，本計畫

路線沿線的地層以卵礫石層為主，卵礫石層下

方為大南灣層之砂岩與泥岩互層，由規劃階段

資料顯示，地下水水位多在地表下5~10m左右。

在大坑溪、南崁溪及新街溪等河流兩岸之地下

水位較高，多在地表下3m以內，大坑溪一帶更

在地表下1.5m左右。由透水試驗結果，得知卵

礫石層之透水係數相當大，顯示卵礫石層的透

水性良好，因此溪流兩岸之地下水位受溪流影

響甚大，致其水位明顯偏高。

貳、地質敏感區與特殊橋梁考量

中山高速公路里程37k+500~40k+000東側

(北上線)邊坡屬地質敏感區，設計採路線迴避策

略，不於該敏感區構置任何橋墩基礎，爰將北

上線高架橋改與南下線雙層共構皆由西側(南下

線)通過，以避開東側地質敏感區邊坡。

一、橋梁配置

五楊段工程由於主要沿國道1號兩側而行，

沿線多邊坡、溪流、交流道、區域道路、疏洪

道、堤防等，地形複雜多變，因此大部分路段

皆以橋梁結構布設。在整體施工上具有包括工

期緊迫、工區沿既有中山高速公路兩側狹長帶

狀布設、施工空間狹小、施工期間交通維持繁

複等不利因素，且為確保國道1號行車安全，

對於工安要求更加嚴苛，另包含內外在風險如

用地提供、技術人力與勞工來源、機具與材料

的穩定供應等，對計畫之順利執行都是一大挑

戰。因此橋梁工程之結構型式及工法選擇極為

重要，除須考量工程特性、工程規模、施工迅

速、工程費適當、力求景觀合諧及減少施工中

交通干擾等基本原則外，並須兼顧國內材料及

機具供應之能量與施工技術水準等因素，方能

如期如質完成本工程。

圖3 泰山跨越橋

圖4 林口跨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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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其下部結構有二種不同基礎型式，一為樁

基礎，採用直徑2公尺基樁，長度26~42公尺，

另為井筒基礎，採用井基直徑9~12公尺，長度

22~27公尺，提供上部結構之穩固支承力，開

創並樹立了大偏心單柱雙層高架橋墩的橋梁設

計、施工典範。

本路段上層高度達30.0〜45.0m，經評估為

減輕自重，上下層橋均採等斷面之中跨徑鋼箱

型梁橋配置；橋墩結構則採用矩形RC墩柱，其

內部配置H型鋼，基礎型式分別採井式基礎及全

套管基樁，施工期間採用竹削工法保護邊坡及

施工人員安全，並施築臨時棧橋施工便道，以

利人、機、料運送及減少水土保持設施、植生

的破壞，並可維持既有中山高速公路正常營運

及行車安。全路段可資利用的施工空間相當侷

限，尤其在斜坡上施築該大型基礎，施工更加

困難，詳圖6所示。

參、橋梁基礎型式及臨時擋土措
施

一、橋梁基礎型式研選

本工程高架拓寬橋梁緊鄰國道1號高速公路

兩側布設，橋墩基礎寬度須予限制，以避免施

工影響高速公路主線交通或超出路權。因此，

橋梁基礎型式之選擇，除須依據地形、地質狀

況、地下水位、施工條件、基礎特性及經濟性

等因素，研擬適用之基礎型式外，尚需考量高

速公路主線交通維持及安全，以減輕後續開挖

與支撐之困難，以及節省工程經費。公路橋梁

常採用之基礎型式有：(1)直接基礎；(2)樁基

礎；(3)沉箱基礎；(4)井式基礎等類型。根據

本路段經過之地形、地質特性及地下水位等條

件，高架橋橋墩基礎型式之相關比較詳如表1所

示。

本工程之五股路段因工址地層屬台北盆地

沖積層，承載層較深，橋梁基礎以採大口徑之

全套管基樁為主；於林口路段因工址地層屬紅

土礫石層或卵礫石層，則以全套管基樁及可減

少坡地開挖面積之井筒式基礎為主。至於跨越

國道1號之泰山跨越橋及林口跨越橋，雖橋址地

層屬紅土礫石層或卵礫石層，惟主跨橋墩因上

部結構載重較大，若採大尺寸井筒式基礎於卵

圖5 泰山林口雙層橋斷面示意圖

圖6 竹削工法及臨時棧橋施工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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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段地形平坦且為卵礫石層，故基礎型式以

直接基礎為主。整體而言，五楊拓寬工程五股

中壢路段樁基礎之樁徑大都在1.5~2.0m，樁長

16.0~66.0m，合計總長度約100,000m；井筒基

礎直徑6.0~12.0m，井深10.0~29.0m，合計總長

度約2,800m；直接基礎則約301座。

礫石地質施工時，不僅施工困難且容易造成鄰

近地表沉陷，恐將影響國道1號行車安全，因

此採用大口徑全套管基樁，二側邊跨則視地質

條件及其他客觀環境考量，採用全套管基樁或

井筒式基礎，基樁配置則採用梅花樁排列，並

視每根墩柱之環境限制條件採基礎版截角、旋

轉等配置，以縮小基礎版尺寸(如圖7)，降低施

工面積與對交通、環境之影響，施工情形如圖

8、9所示。林口中壢段之橋墩基礎選擇，中、

小跨徑且較無用地受限之路段採用直接基礎；

大跨徑或用地受限之路段則採用樁基礎。中壢

圖7  基礎以梅花樁配置縮小基礎面積

圖8 全套管樁基礎施工

圖9 井式基礎施工

表1 基礎型式研選考量

基礎
型式

地質
條件

適合
地形

地下水
影響

基礎
尺寸

施工費用
(制式跨)

單墩工期
(制式跨)

施工性 優缺點說明

直接
基礎

淺承
載層

平坦地 高 大
180〜280

萬元
1個月

基礎大，須有
道路且用地寬

施工快速且費用低，但受限於
地形及地質條件

樁基礎
深承
載層

平坦地、
邊坡、
河岸

低 中
210〜300

萬元
1.5個月

施工條件略低
於直接基礎

施工較井基快，地下水位及沉
陷之影響較小，一般在承載層
較深時採用；適用於標準跨及
大跨徑橋墩設計

井式
基礎

淺承
載層

平坦地、
狹窄地、
邊坡

高 小
280〜290

萬元
1.5個月

施工機具小，
開挖範圍小，
對環境衝擊低

對環境衝擊較低，可減少坡地
開挖，地下水位較高時，施工
困難度較高

沉箱式
井筒
基礎

淺承
載層

平坦地、
狹窄地、
邊坡、
河岸

低 小 280萬元 2.5個月
施工機具小，
開挖範圍小，
對環境衝擊低

可在河道施作，仍受地下水影
響，可減少開挖，但施工慢，
卵礫石層中施工精度控制不佳
且地表沉陷量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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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路

段

配合內支撐型式 施工中照片

邊

坡

或

路

堤

路

段

配合斜向支撐型式 施工中照片

配合臨時地錨型式 施工中照片

井基竹削工法型式 完工後照片

圖10 基礎開挖擋土施工圖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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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邊坡變位後之現場異狀(2012.2.28)

5m以上，則採地錨背拉，平衡不等高之側向土

壓力。另為減少井基於坡地施工而導致大量坡

地整坡及施作保護工，兼顧生態，特別採用竹

削工法。開挖擋土工法型式及照片詳如圖10所

示。

肆、邊坡安全穩定處理

一、里程44k+700邊坡處理

工程進行期間，於2011年5月例行邊坡巡查

至既有中山高速公路里程44k+700附近路段時，

發現既有北上線國道內側路肩有隆起現象，並

於2011年10月完成水位觀測井、傾斜儀、地表

沉陷點等監測儀器輔助研判。數月後，於2012

年2月27日因受連日豪雨影響，部分監測數據出

二、基礎開挖擋土工法研選

本計畫路段之橋梁基礎型式主要包括直接

基礎、樁基礎及井式基礎。橋梁基礎之開挖，

設計時需視工址地層條件、地下水文、現場用

地範圍、開挖深度、鄰近結構物情況等選擇開

挖擋土工法。擋土工法係利用擋土壁承受地盤

開挖所產生之土壓力及水壓力，並將此等壓力

傳遞到支撐系統，防止開挖時可能造成周圍地

盤移動或變形，以期安全順利地建造地下結構

物。本工程開挖擋土主要係於礫石層中施工，

而適用於卵礫石層之開挖擋土主要為主樁橫板

條工法及排樁工法，經評估比較結果，採用H

型鋼樁橫板條工法。另因開挖位置緊鄰丘陵地

或既有中山高速公路路堤，故開挖區之橫斷面

地表常有高差問題，當高差1~2m以內採水平內

支撐；高差2~5m時採斜向內支撐；高差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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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異常變位毀損監測儀器平面分布圖

圖13 傾度管及水位異常變化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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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異常徵兆加劇，詳如圖11~13所示，即刻召集

施工、監造及設計等專業，進行整合分析，研

判該異常徵兆有危及行車安全之可能，隨即研

擬搶修計畫並緊急進行動員施工，及時控制國

道中山高速公路邊坡之異常變位，化解可能釀

成之大規模邊坡滑動與高速公路中斷災害。

二、邊坡異常變位原因及模式研判

依據既有地質資料、緊急整治鑽探資料及

地下水文調查結果，工址地層剖面及地下水位

如圖14~15所示，地層層次由上而下依序大致為

砂質粉土夾卵礫石層及卵礫石層兩層次，於該

兩層次間存在薄層之砂質黏土層(高程約180m左

右)，為一相對不透水層，此一不透水層將地下

水阻隔成地下水層1及地下水層2，而地下水層1

易因路權外水源補助(集水區範圍相當大)而形成

高水位(高程約198m)，尤其在颱風豪雨期間，

水位大幅上升。本次致災原因主要為連續降雨

引致地下水層1之水位升高，增加邊坡滑動之

下推力，以致於滑動塊體沿著砂質黏土層產生

滑動(該滑動面與傾斜儀發生明顯側向變形之深

度吻合)，由於水位觀測井編號OW7地下水位一

直停留在高程196~201m之高水位(圖13)，且擋

土牆右側邊坡坡腳(高程約194m)，不論晴雨均

有地下水滲出，顯然坍滑區之高水位並無明顯

下降之趨勢，研判本區域之高水位已成為常態

水位，恐會影響本區邊坡及擋土牆結構體之穩

定，經重新檢討本區域邊坡穩定分析，「常態

高水位+地震」之安全係數為0.84，小於永久邊

坡所需之安全係數1.1(詳圖15)，因此長期改善

有其必要性。

由邊坡破壞的時間序進行研判，本次邊

坡破壞行為係由淺層且較小的圓弧滑動開始，

逐漸向上邊坡發展，誘發較深層之滑動如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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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邊坡穩定分析

所示，圖中①→②→③→④為異常徵兆發展順

序，發展過程說明如下：

最早發生異狀的區域為北上線路肩出現隆

起及V型噴凝土溝裂縫等情事，推估其發生原因

應是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線與南下線間分隔綠帶

之杜鵑花叢邊坡受地下水位異常變化影響，引

致坡體下滑推擠所造成。破壞面逐漸向上邊坡

發展，造成南下線內側車道護欄下緣縱向裂縫

產生(約位於杜鵑花叢邊坡坡頂)，南北兩端路

面亦出現斜向裂縫，下滑坡體範圍逐漸向上邊

坡擴大，滑動破壞面再持續往上發展呈漸進式

滑動破壞模式，最後影響範圍擴大至上邊坡之

路權線外，以致於拓寬工程新建擋土牆與桃園

縣八德一路間引發地表下陷，邊坡向中山高速

公路方向滑動，坍滑區頭部亦明顯出現張力裂

縫。整體而言，本工址邊坡滑動破壞模式可能

為多段式滑動，滑動底部位於粘土層，約相當

於傾度管發生大變形之深度。

三、緊急處理方案

為避免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線路肩路面隆起

影響行車安全，於損害路段採行之緊急處理作

法如圖16所示，主要目的係為先抑制邊坡滑動

變形，以爭取足夠時間進行其異常變位原因的

調查及研析長期改善方案，此期間除傾斜儀、

水位觀測井持續監測外，亦增加5條地表及結

構變位之測線，縝密及全面掌握其異常變位之

後續發展與變化情況，以遏止其惡化及嚴密維

護、監測其安全穩定狀況。

茲將緊急處理方案扼要說明如下：

(一)  於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線與南下線間之

斜坡打設預壘砂漿H型鋼樁(樁徑40cm)

及拓寬段南下線坡頂土方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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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緊急處理方案示意圖

圖17 地下截水牆佈設平剖面圖

四、長期改善方案工程

經量測及統計，擋土牆右側盲溝於2012年

4月20日完成後平均排水量約130 m3/日，貼近

盲溝點井的水位由高程197m降至191m，顯示

鄰近盲溝附近的地下水位已有效降至盲溝導排

高程。惟近八德一路(距擋土牆右側盲溝之水平

(二)  於拓寬段擋土牆兩側打設點井(深度

15~20m)，緊急降低地下水位。

(三)  增設鉆掘式混凝土H型鋼樁(樁徑60cm)

及地錨，並與預壘砂漿H型鋼樁連結一

體，另於拓寬段擋土牆後增設地下水

之集排盲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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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約60m)之水位，於盲溝施作完成，水位一

直停留在高程196~201m之高水位，且擋土牆右

側邊坡坡腳(高程約194m)不論晴雨均有地下水

滲出，顯然擋土牆至八德路一路之間高水位並

無明顯下降，研判本區段之高水位係屬高程較

高之棲止水層，水位與前述水層不連通且已成

為常態水位，恐會影響本區邊坡及擋土牆結構

體之穩定。經重新檢討本區域邊坡穩定分析，

「常態高水位+地震」之安全係數不足，建議長

期改善方案除現有擋土牆右側盲溝外，在高水

位區應再增設其他導排地下水設施，以期降低

該區之地下水位，確保整體邊坡及擋土牆之安

全穩定。

導排地下水設施，初步考量以布設集水井

(三座)或截水牆，惟考量本區域地質特性，卵礫

石層內之透水層與相對不透水層犬牙交錯，地

下水流流徑複雜，採用集水井降低地下水位之

功能可能稍差，綜合評估以地下截水牆較佳。

有關地下截水牆的布設如圖17所示，係於

擋土牆右側，里程44k+700~44k+900之範圍內，

以高程184m為底部，挖掘一道寬約1.2m之截水

牆，內填充透水礫石料，將地下水收集後重力

排放至南側溪溝。考量截水牆開挖深度較深，

以擾動邊坡較低的全套管鑽掘方式挖掘。截水

牆完工迄今，變位監測資料呈現邊坡已趨穩

定。

伍、結論

本工程已於2013年4月全線完工通車，執

行過程雖遭逄無數以往鮮有的工址環境條件

限制與特殊情況，所帶來的技術挑戰及考驗，

所幸設計、施工、監造、業主各單位皆能盡心

盡力，全力以赴一一圓滿順利克服。茲彙整本

工程相關地工課題及經驗，予以概要介紹及檢

討，期能提供各界參考。

一、 隨著交通量的日益增加，中山高速公路確

有拓寬之必要性，本工程於既有高速公路

兩側施工，在施工空間狹小且不影響行車

安全前提下，相關之工程配置考量及工法

有其特殊性。

二、 為避開地質敏感區及溪流，橋梁採雙層共

構且偏心之設計；施工期間為避免橫交設

施(如高鐵橋)受影響，進行縝密監測；為全

力保護環境，採用棧橋施工，植栽暫時外

移保存、灌木及潛勢小苗保留，以上等作

法均為本工程重要特色。

三、 依養護規定執行邊坡巡查、監檢測極為重

要。大部分邊坡崩壞前會有徵兆，建立有

效、量化且簡易的評估標準，並落實巡檢

的專業訓練，輔以積極審慎的作業態度，

應可有效減低邊坡災害。邊坡異狀發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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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0)，＂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五股

林口段工程設計暨配合工作細部設計報

告＂。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0)，＂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五股林

口段大地工程調查綜合評估報告＂。

5. 何泰源、蕭秋安、蔡立盛(2012)，＂台灣既

有地錨之現況及改善建議＂，地工技術130

期，第43~54頁。

6. 陳 福 將 、 林 志 權 、 黃 宏 成 、 顏 振 原

(2013)，＂緊急動員整合資源投入救災復

建-企業社會責任中山高速公路44K+700

路面隆起搶修＂，中華技術第98期，第

134~145頁。

應先作緊急處理，爭取時間進行異狀原因

調查，並據以研析長期改善方案及妥慎執

行，當可有效防範邊坡嚴重坍滑災害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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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鐵路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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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鐵路地下化工程一般採明挖覆蓋工法施工，其工程特性為緊鄰營運中之臺鐵軌

道，腹地小、施工風險高。經回饋臺北鐵路地下化工程經驗，將工安、施工性及環境保

護納入設計，取消標準段中間樁及回撐，達到減少施工界面，縮短施工期程之目的。高

雄鐵路地下化工程須穿越寬約75m愛河，過愛河段隧道採用圍堰工法分三階段施工，設計

河道板半逆打工法，以利汛期時可持續於河道板下方進行臺鐵隧道施築作業。

壹、前言

為解決都會區塞車夢魘，國內自民國72年

起陸續辦理鐵路立體化工程，包括地下化及高

架化兩部分，各都會區相關工程執行概況如表1

所示。

臺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自民國72年開

始推動，以臺北車站為核心，分四期推動採漸

進方式由市中心往兩端延伸，分段施工分段通

車。第一期：臺北車站地下化工程民國72年至

78年；第二期：松山專案工程(東延松山計畫)

民國78年至83年；第三期：萬板專案工程(西延

表1 臺鐵鐵路立體化工程執行概況

型式 地點 完工期程 備註

地下化

臺北 100.8 已完工

高雄 106.12

臺南 - 尚未施工

高架化

林邊 101.6 已完工

屏東 105.6

員林 105.10

臺中 106.3

桃園 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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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計畫)民國81年至91年；第四期：南港專案

工程(東延南港計畫)民國87年至100年，全長約

42km(詳圖1)，整體工程歷經28年，總經費達

1,800億元。

臺北鐵路地下化直接效益為消除原有鐵路

對市區之阻隔，促進都市均衡發展；間接效益

主要包括騰空土地規劃車站特定區、紓解交通

瓶頸，闢建市民大道、艋舺大道、提供地下停

車空間等，圖2為松山專案騰空土地利用情況。

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分左營計畫、高雄計

畫及鳳山計畫執行，預計民國106年同時完工

通車，一次切換地下化，工程範圍約15km(詳圖

3)，工期12年，工程經費約1,000億元。規劃捷

運化方式與高雄捷運系統搭配以增加運能，新

增7座通勤車站，平均站距縮短為1～1.5km。鐵

路下地後騰空土地規劃為園道、藍色水路、自

行車道與人行步道等，提供市民一條悠閒與慢

活的廊道，圖4為高雄計畫騰空土地利用構想。

貳、工程簡介

一、工程概述

「高雄計畫」分成東、西兩段及高雄車站

工程，其中西段工程(DL01標)範圍為永久軌里

程UK400＋040～UK405＋450之間，起自中華

一路(中華陸橋)，至鼓山國小附近東轉穿過愛河

下方，直至哈爾濱街為止，全長約5.41km，如

圖5所示。沿線設置內惟站(因鐵路地下化北延

左營，內惟站併入左營計畫)、美術館站、鼓山

站及三塊厝站等四處通勤車站，採用明挖覆蓋

工法施工，工程所需的擋土壁體主要以連續壁

為主。

圖2 松山專案騰空土地利用情況

圖1 臺北鐵路地下化工程範圍

圖3 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範圍

圖4 高雄計畫騰空土地利用構想

←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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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緊鄰營運中之臺鐵軌道施工(詳如圖8)，

故設計階段須特別考量施工風險，並針對施工

困難點及問題點提供有效的解決對策。

二、地層與水文

本工程路段位於愛河流域之沖積層上，

地表地層以未固結之粉土質砂及粉土質黏土互

層組成，並覆蓋在古亭坑層之灰色砂質泥岩層

上，岩層分布深度由北向南緩降，沿線從中華

路與翠華路口約在地表下60m，至九如陸橋穿越

愛河一帶降至地表下75m左右，再由西向東緩慢

抬升，至高雄車站一帶，約在地表下65m，地層

剖面如圖6所示。

沿線地下水位高，分布於地表下2～3m，靠

近愛河一帶地下水位則稍微偏高。愛河之常水位

(N.W.L)約在EL.0m，高水位(H.W.L)則約為EL.1.33m。

參、深開挖設計

國內現行鐵路地下化工程的施作方式，

以明挖覆蓋工法為主，配合內支撐系統設計施

工，先於現有軌旁施作臨時軌，再於騰空的

現有軌道下方施作永久軌隧道，最後再撥軌

下地(詳圖7)。

圖5 高雄計畫西段工程路線

圖7 鐵路地下化兩階段示意圖

圖8 鐵路地下化工程緊鄰營運中臺鐵軌道施工

圖6 高雄計畫西段工程地層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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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安納入設計

高雄市區地層由砂、泥所組成，具有含水

量高、土壤強度容易因擾動影響而降低、地層

較軟弱等特性，過去因缺乏深開挖之經驗與案

例，故高雄捷運施工時曾發生數起地工災害，

究其原因大部分肇因於施工因素，凸顯施工廠

商對高雄地區深開挖施工尚未能確實掌握。

鑑於部分案例因連續壁施工包泥，導致後

續開挖階段產生湧水、湧砂及損鄰意外，本工程

除建議施工時需參酌高雄地區深開挖經驗外，並

設計CCP槽溝保護、小單元連續壁、公單元連續

壁增設帆布及連續壁超音波檢測等措施，藉以

提高連續壁槽溝穩定性並確保連續壁品質。

(一)  提高連續壁槽溝穩定性

 工址屬於地下水鹽化之區域，地下

水位高、地層條件較為軟弱，參考高雄地

區深開挖工程經驗，連續壁施工過程中須

特別注意溝壁坍塌，以避免發生周邊地層

坍陷及連續壁包泥情況，衍生工安及後續

開挖問題，本工程於設計階段採取之對策

如下：

1.  設計CCP進行溝壁保護

  　　工址地表下存在標準貫入試驗N≦4

與含水量超過液限之軟弱黏土、粉土及

N≦10之鬆砂地層，屬於坍塌風險較高

之地層。為確保緊鄰之重要建築物及

橫交橋梁結構之安全，並維持開挖過程

中溝壁之穩定，該區域連續壁外側施作

緊密排列之CCP改良樁(詳圖9)貫穿高風

險地層進行保護，以期增加溝壁之自立

性，俾降低槽溝開挖過程中溝壁坍塌發

生之機率。

2.  規劃小單元連續壁施工

  　 　 本 工 程 連 續 壁 最 大 開 挖 深 度 達

47m，如何縮短單元施作時間，不僅關

係槽溝之穩定性，也攸關連續壁施工之

成敗。本工程設計小單元連續壁(端板

接頭型式)，以減少母單元寬度，利於

儘速完成連續壁單元之施作，確保施工

順遂。

(二)  確保連續壁品質

1.  公、母單元皆包覆帆布

  　　傳統連續壁設計時考量施工需求，

於母單元鋼筋籠包覆帆布，除避免水中

混凝土溢流外，亦有減少連續壁包泥之

功效，故本工程於公單元連續壁鋼筋籠

增設帆布包覆(詳如圖10)，以降低連續

壁包泥機率，確保壁體品質。

2.  超音波檢測連續壁品質

  　　設計於連續壁內埋設PVC管，並於

連續壁混凝土達強度需求後進行超音波

檢測，以確認連續壁品質（詳圖11～

圖9 CCP槽溝保護

圖10 公單元連續壁鋼筋籠吊放安裝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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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中壁

  　　連續壁型式之地中壁，因勁度高、

可直接束制兩側連續壁，其減少壁體變

位之效果最佳。愛河段穿越隧道為本計

畫路線之縱剖面最低點，致相鄰之陸

地段隧道開挖深度大，加以工址地盤軟

弱、地下水位高，於分析過程若僅採型

鋼作為內支撐系統，將導致壁體變形、

應力過大之情況(詳圖13)，因此採勁度

較高之地中壁來控制壁體變位量及應

力，以確保擋土開挖作業之安全性。本

工程於UK403＋580～UK404＋260區段

設置地中壁，地中壁配置於設計開挖底

面下3m範圍，每隔8～9m設置一道。

12所示）。對於超音波檢測結果研判有

包泥疑慮或可能造成開挖時漏水漏砂範

圍，將在開挖前進行補強及止漏作業。

(三)  確保鄰近結構物安全

 開挖工區緊鄰營運中軌道及民房建

物，設計採用抑制連續壁變位及阻截沉

陷槽發展方式，以降低對鄰近構造物之

影響。

圖11 連續壁超音波檢測

圖12 超音波檢測成果(例)

圖13 連續壁應力分析圖

圖14 遮斷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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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扶壁

  　　因車站之開挖寬度大，考量在車站

開挖區設置扶壁，增加開挖側之被動土

壓力，對減少壁體變位及壁體應力亦有

顯著之效果。扶壁可針對受施工影響之

區域(可僅於車站靠鄰房之單側)進行配

置，其施作對於既有管線之應變調整較

靈活，相對所需之工期亦較短。

  　　經檢討本工程扶壁設置於鼓山站之

UK403＋170～UK403＋250，施作深

度為設計開挖底面下10m範圍，垂直連

續壁方向之扶壁長度6m，每隔9m設置

一道。

3.  遮斷壁

  　　針對建築物現況不佳或既有傾斜量

較大者，為避免深開挖工程對鄰近建築

物造成更嚴重之影響，於工址與鄰產間

設置遮斷壁進行保護(詳圖14)，本工程

採15cmφ鋼管微型樁以40cm間距施築遮

斷壁，藉以阻截地盤位移區域之延伸。

4.  填補道碴

  　　為確保臺鐵營運安全，針對臺鐵軌

道採軌道檢查車及沉陷點監測鐵軌高

程，必要時可配合補填道碴方式，維持

軌道面之平整，以符合鐵路養護規範於

10m範圍內軌道頂面高低變位小於7mm

之要求。

二、施工性納入設計

國內進行鐵路地下化工程經驗已逾30年，

地下車站及隧道採明挖覆蓋工法設計，配合內

支撐系統施工，可確保深開挖作業之安全。隨

著設計單位對開挖行為的掌握、施工廠商深開

挖經驗累積及材料廠商供應大尺寸型鋼，對於

影響施工時程之回撐及中間樁(詳圖15)，重新檢

討其設置之必要性。

(一)  回撐檢討

 以施工之觀點而言，架設回撐除影響

工進外，回撐須於上方樓板達規範要求強

度後方可進行拆除，其施工空間、施工機

具及材料搬運等安排均屬不易(詳圖16)，故

臺北鐵路地下化南港專案段施工時，曾有

取消部分回撐的案例。取消回撐須連拆最

下方兩階支撐，將增加頂板上方支撐之軸

力，可能增大該階支撐之型鋼尺寸，惟相

對可減省回撐之費用，因此本工程以無設

置回撐為原則進行設計。

(二)  中間樁檢討

 高雄捷運屬高雄地區首次大規模之

深開挖工程，完工後累積在地施工經驗，

也使得市場上流通大斷面型鋼(H428、

H458)。設置中間樁可減少水平支撐之挫

屈長度，減小水平鋼支撐之設計需求斷

面；但也增加中間樁施工、切除時間及衍

生樓板止水課題，此外將限縮隧道施工之

作業空間，影響工進。鐵路地下化隧道工

圖15 傳統鐵路地下工程開挖支撐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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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設中間樁可減少中間樁施工、切除時

間，且無須處理中間樁與底板、頂板之止

水課題，可增加施工作業空間及縮短工期

(詳表2～3)。

 本工程以不設置中間樁為原則(詳圖

17)，但車站段、壁龕段、愛河段因斷面較

寬，仍建議設置中間樁。

三、環境保護納入設計

(一)  擋土壁對地下水文影響

 鐵路地下化工程為線形結構型態，

因為連續壁體具不透水性，可能形成連續

性之地下阻水墻，阻隔壁體兩側地下水流

程一般段標準寬度約13m，為避免在有限

空間設置中間樁造成施工困擾，故本工程

設計階段，即評估取消中間樁之可行性及

效益。經評估結果顯示，取消中間樁增加

之支撐型鋼費用與設置中間樁費用相當，

圖16 臺北鐵路地下化工程回撐系統

表2 中間樁工期統計

工項 工時(天)

中間樁施作 0.2

底板、頂板止水處理 0.3

中間樁切除、轉換 0.25

表3 取消中間樁縮減工時統計

標別 CL111 CL112 CL113 CL115

取消中間樁數(支) 126 129 145 170

減少工時(天) 95 97 109 128

圖17 高雄鐵路地下化西段標工程支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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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造成地下水無法自由流通與補注，進

而導致結構體兩側地下水位不等高，對地

下水文環境產生衝擊。

 當連續壁上游側地下水位上升，將造

成土壤孔隙水壓力升高，結構體上浮力增

加、土壤液化潛能增高，且水壓增加將使

結構物壁體漏水情況惡化；而下游側地下

水位下降，導致土壤有效應力增加，地盤

可能產生壓密沉陷，肇致結構物下陷、既

有水井水位下降、海水入侵而鹽化地層、

濕地消失、地表植生枯萎等環境問題如圖

18所示。

 經採用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發展的Modflow 地

下水流模擬程式，分別就連續壁施設前後

進行地下水環境的數值模擬分析如圖19～

20所示。結果顯示連續壁施設前後對於地

下水流向及水位並無明顯改變，原因為計

畫範圍周邊區域的地下水流向，大致往愛

河方向流動，其中一地下水之流向，自連

續壁西側的壽山，往連續壁或愛河方向流

動；另一地下水流，則是由計畫區東北側

大社-大樹丘陵地，往愛河方向流動，可見

本工程連續壁設置範圍的地下水補注有兩

個方向。

圖18 連續壁阻斷地下水流動對環境之影響

圖19  連續壁施設前等水位線與地下水流向數值分析

結果示意圖

圖20  連續壁施設後等水位線與地下水流向數值分析

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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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圖23)。因圍堰工法施工將縮減河道通水面

積，僅適用於較不受圍堰影響通水斷面之大寬

度河川，高雄愛河寬度狹窄僅74m，加上近年來

極端氣候頻繁，民國95年6月12日曾發生河水滿

溢情況，因此過愛河段施工方式，須特別謹慎

考量。

一、工法選擇

設計階段依據工址現況、愛河水文資料及

周遭環境，檢討並彙整各種可能施工法之優劣

點及相關課題，如表4所示，經綜合評估，圍堰

工法及潛盾工法同屬較佳方案，但圍堰工法須

經地方水利主管機關同意；潛盾工法雖不影響

水流，惟須將施作範圍延伸為鼓山站至三塊厝

站路段全線採用。經綜合考量施工期程、淨空

及禁限建法規頒訂等因素，過愛河段隧道採圍

堰工法設計施工。

為縮短圍堰阻水期程及影響，經與水利主

管機關協調，獲同意於非汛期採三階段圍堰方

式施工，圍堰施工規劃順序如圖24所示。圍堰

內僅先施作河道板即可恢復通水，再從河西一

路或同盟三路隧道開挖區進行河道板下方之開

挖工作，並進行後續臺鐵隧道結構施築作業。

(二)  低噪音及低震動工法

 因應民眾參與日益熱絡，施工法及

機具選擇應思考對環境、居民干擾小的工

法，以降低抗爭風險並利於工程推動與執

行。因此，本工程設計採用低噪音及低震

動工法等敦親睦鄰措施進行施工。

 針對舊橋墩、混凝土結構物拆除作

業，設計採鏈鋸切割機代替傳統機械敲除

方式；以鑽掘式中間樁取代打擊式中間

樁，均可有效減少施工造成之噪音、震動

及污染問題(詳圖21～22)。

肆、過愛河段設計

臺北鐵路地下化工程過新店溪段採圍堰工

法配合明挖覆蓋方式施工，屬於工法簡單、技

術成熟的施工方式，具施工快、經費低的優點

圖21 橋墩切割及搬運

圖22 鑽掘式中間樁施工

圖23 臺北鐵路地下化工程過新店溪段圍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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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圍堰設計

河中圍堰開挖除須滿足深開挖之安全性

外，如何降低圍堰施工對愛河影響為考量重

點，本工程採取措施包括：

(一)  三階段圍堰

 
為減少圍堰施工對愛河通水斷面的影

響，經評估利用非汛期採三階段分期施工，

可降低河中作業風險並滿足水利主管機關要

求。

 
圍堰安排於非汛期施工，採用5年頻率

流量進行水理分析，其中以第三階段圍堰施

工影響較顯著水位壅高14cm，符合經濟部水

利署「跨河建造物設置審核要點」第七點規

定：「二維水理演算分析結果，其墩前壅高

表4 過愛河段施工法比較表

工法 工法示意圖 評估內容 評估

圍堰

工法

1. 阻礙通水斷面，河中施工需經主管機關核准

2. 可利用擋土壁抵抗結構上浮力

3. 設置河道板保護隧道結構

4. 施工法較簡單

5. 鋼管樁擋土壁施工快

佳

潛盾

工法

1. 需配合調整軌道線形及縱坡

2. 愛河沿岸既有板樁護岸需預先拔昇處理

3. 愛河段覆土不足，需進行地盤改良處理

4. 保留既有鐵路橋，無需新建臨時鐵路橋

5. 國內大斷面潛盾施工經驗尚少

6. 需設聯絡通道銜接緊急出入口

7. 範圍延伸為鼓山站至三塊厝站路段

佳

推管

工法

1.  需擴大隧道結構斷面、管冪施作範圍，以因

應過河段之曲線段施工

2. 水平鋼管內灌注混凝土，抵抗結構上浮力

3. 設置固床工保護隧道結構

4. 管冪鋼管精度控制困難，止水要求困難度高

次佳

沉埋

管工

法

1.  預鑄沉埋箱涵可利用綠廊設置預鑄廠或乾船

塢，也可利用鐵路載運

2.  為確保隧道結構之止水性，需先沉埋臨時箱

涵，再於內部施作隧道結構

3. 需設置固床工保護隧道結構

4. 河道水深不足、國內施工實績少

不適宜

圖24 三階段圍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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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半逆打方式施築隧道結構

 河道板施築完成後，再從河西一路或

同盟三路進行河道板下方之開挖施工，以

半逆打方式進行臺鐵隧道施築作業。綜整

愛河段隧道之施工步驟，如圖27。

三、圍堰施工經驗回饋

過河段工程於民國100年12月至101年4月

施作第一階段圍堰及河道板，民國101年12月至

102年4月施作第二階段圍堰及河道板，均已順

圖25 鋼管樁P-P接頭型式

圖26 河道板示意圖

圖27 過河段第一、二階段臺鐵隧道施工步驟示意圖

圖28 圍堰河道板施工

不得超過該河段出水高之百分之二十六」。

(二)  鋼管樁擋土壁

 鋼管樁擋土壁具有減少壁體厚度、

變形量、施工作業區範圍及施工快速等優

點，相鄰鋼管樁間以卡榫公母對接(詳圖25

所示)，配合接頭止水灌漿，可確保壁體之

止水性能。

(三)  設置河道板

 為縮短河中作業期程，圍堰於河道板

(詳圖26)施築完成即予拆除。圍堰結構採二

層鋼板樁間回填不透水性材料，配合內支

撐系統，減少河道板開挖過程中鋼板樁之

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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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完工，施工過程如圖28所示。民國101年12月

開始進行河道板下方隧道開挖作業，已完成隧

道結構如圖29。

第三階段圍堰及河道板自民國102年12月

開始施工，經累積第一及第二階段圍堰與河

道板施工經驗，考量第三階段圍堰與河道板施

工可順利於汛期前完成，並仍有餘裕時間。為

加速河中施工作業之進行，施工廠商檢討增加

第三階段圍堰施工內容，將隧道底板之施工併

入，即圍堰完成後分階開挖至設計底面，先施

築隧道底板，再構築河道板，待拆除圍堰恢復

通水後，進行河道板下方之隧道側牆與頂板施

築作業，如圖30及圖31所示。因變更後之隧道

開挖、架設支撐及底板施築採傳統明挖方式施

工，工率較半逆打工法佳，實際縮短施工期程

約40天。

第三階段河道板順利於汛期前完成，接著

進行隧道側牆及頂板，過河段隧道結構於民國

103年12月順利完成。

圖29 河道板下方隧道開挖施工

圖30 過河段第三階段臺鐵隧道施工步驟示意圖

圖31 第三階段圍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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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8)，

高雄計畫西段工程細部設計技術服務(DL01

標)-大地工程設計報告。

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8)，

高雄計畫西段工程細部設計技術服務(DL01

標)-水理分析報告。

6.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1)，

CL114標過愛河段圍堰施工計畫書。

7.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3)，

CL114標過愛河段第三階段圍堰施工計

畫書。

8. 吳文隆、陳聰海、彭家德(2014)，“高雄

鐵路地下化地工設計探討～以DL01標為

例＂，地工技術第140期，P37～P48。

9. 李德河、李振誥、吳建宏、柯武德、蔡百

祥、蘇中鈺(2008)，“地下連續壁影響地下

水流之評估及對策＂，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研發計畫研究報告。

10. 社團法人地盤工學會(2004)，“地下水流

動保全のための環境影響評價之對策－調

查‧設計‧施工から管理まで＂。

伍、結語

國內鐵路地下化工程自民國72年開始推

動至今已逾30年，隨著技術的提昇、施工經

驗的累積以及社會民情的變遷，公共工程的設

計與施工，均應有新的思維及作法，以確保施

工安全性並將可能之工程風險與負面影響降至

最低。

地下工程及深開挖工程充滿變數與挑戰，

期盼藉由高雄鐵路地下化西段標工程經驗分享

與交流，進一步提昇國內鐵路地下化工程技術

及深開挖工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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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網站：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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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8)，高

雄計畫西段工程細部設計技術服務(DL01標) 

-補充地質調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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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蘇花公路改善、隧道

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處長／邵厚潔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正工程師／林蔚然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正工程師／蔡立盛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副理／陳正勳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技術經理／吳文隆 5

關鍵詞：蘇花公路改善、隧道

臺9線蘇花公路
山區路段改善計畫

隧道規劃及特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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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為愛臺十二項建設之一，提供民眾東部往來北部區

域一條長期安全、可靠的聯外公路。路線全長38.8公里，沿線地質變化大，隧道佔工程比

例達63%，共有八座隧道，最長之觀音隧道與緊接之谷風隧道，為整體計畫之關鍵工程。

本文就計畫全線隧道工程規劃及地質調查結果，研析隧道可能遭遇特殊地質及建議因應

對策，並借鏡與納入鄰近鐵、公路隧道遭遇工程災害及施工等經驗，期降低隧道施工風

險，並就關鍵工程之特殊考量說明分享，最後介紹本工程生態環境及文化遺址等議題之

具體措施，期供工程界參考。

1 2 3 4 5

壹、前言

臺灣東部宜蘭花蓮地區與北部區域間現有

聯外之臺9線蘇花公路，因受地形、地質條件限

制，路線彎繞迂迴，道路標準及容量均較低，

行車安全性與舒適性較差，且每遇颱風豪雨經

常坍方中斷，歷年來雖經多次努力改善，行車

品質仍難以全面提升。為積極改善臺9線蘇花公

路危險路段，以提升蘇花公路之安全性與穩定

性，滿足民眾行的安全，交通部公路總局爰積

極推動「臺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工程」(以

下簡稱“本工程”)，除提供東部民眾一條進出

北部區域安全、可靠的聯外道路，促進花東地

區的觀光產業及社經發展，提高花蓮、宜蘭生

活圈與臺北都會區間之可及性，達到區域均衡

發展。本工程規劃階段藉由全光譜改善思考，

評估運輸管理、局部短隧道改善、新闢山線道

路、高快速路網等方案(如圖1所示)，考量提供

東部民眾一條長期安全、可靠的聯外道路，綜

合評估最後採新闢山線道路。

本工程路線北起宜蘭縣蘇澳，往南經東

澳、南澳、觀音、谷風、漢本、和平、和中、

和仁、清水至花蓮縣崇德止。本工程以路段災

損阻斷及交通肇事頻率高之三個路段進行改

善，包括蘇澳東澳段(約9.7km)、南澳和平段(約

20km)及和中清水段(約9.1km)。三個改善路段總

長度約38.8km，其中隧道工程約24.5km、橋梁

工程約8.5km及平面道路工程約5.8km，隧道為

本工程主體，共有8座新建隧道，總長佔本工程

63%，為國內近年隧道數量最多之重大建設工

程，隧道位置如圖2所示。南澳和平段因含本計

畫最長之觀音隧道及谷風隧道，屬工期要徑工

程，為優先發包施作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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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隧道規劃

本工程規劃階段各改善路段之隧道基本

資料如表1及圖3，除最南端之仁水隧道外，

合併考量長隧道安全規格、運轉服務性及環境

影響，隧道採雙孔單向單車道配置，隧道單向

單車道寬3.5公尺，並設置內路肩1.3公尺寬、

外路肩3.0公尺寬及緊急逃生及維修步道1.0公

尺寬(車道外側等同單車道寬)，仁水隧道考量

座落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為降低對國家公園影

響，該隧道斷面採單孔雙車道規劃。本工程雙

孔隧道之線形為避免應力集中採間距分開，惟

蘇澳隧道及東岳隧道配合路口轉向交通及進入

地磅管制站引道，採雙孔緊接之眼鏡式隧道規

劃。隧道安全考量發生火災規模，採熱釋放率

100MW，隧道配合通風系統規劃兩種斷面模

式，長隧道如南澳和平段觀音隧道、谷風隧道

採世界先進及國內首創之點排式通風系統(圖

4)，隧道斷面因應於車行淨空上方設置通風管道

(圖5a)，短隧道如南澳和平段武塔隧道採縱流式

通風系統。觀音隧道與谷風隧道為本計畫最長

隧道，二座隧道以長僅約60公尺之鼓音橋銜接

(圖5b)，故二座隧道防災合併鼓音橋考量，為另

一特色及挑戰。

圖1 本工程規劃之全光譜思考

圖2 工程範圍及隧道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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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工程規劃階段隧道基本資料

改善路段 隧道名稱 長度(m) 通風型式 備註

蘇澳東澳段

蘇澳 240 縱流式 雙孔單向

東澳 3,320 點排式 雙孔單向

東岳 220 縱流式 雙孔單向

南澳和平段

武塔 458 縱流式 雙孔單向

觀音 7,960 點排式 雙孔單向

谷風 4,589 點排式 雙孔單向

和中清水段
中仁 4,700 點排式 雙孔單向

仁水 2,885 點排式 單孔雙向

註：蘇澳東澳與和中清水段之隧道資料(含長度)將因應設計與施工調整。

圖3 規劃階段隧道斷面圖

(a)蘇澳隧道及東岳隧道 (b)東澳隧道、觀音隧道、谷風隧道及中仁隧道

(c)武塔隧道 (d)仁水隧道

圖4 觀音隧道、谷風隧道點排式通風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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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質研析

一、地形與地層

本工程路線位於臺灣東部蘇澳至崇德間，

地形上位於中央山脈北段之東側板岩山塊區與

東斜面片岩區，東臨太平洋，地形崎嶇陡峭，

高低起伏相當大，山脈海拔在600至1100公尺

以上。

出露地層涵蓋古生代至新生代，計畫路

線沿線出露之地層由老至新包括古生代的漢本

大理岩、清水大理岩、武塔片岩、東澳片岩，

古生代至中生代之楓樹山角閃岩，中生代的源

頭山片麻岩、南澳嶺片岩、崇德片麻岩，新生

代始新世至漸新世的南蘇澳層，中新世的蘇澳

層，更新世的階地堆積層及全新世的沖積層

等，岩性為板岩、變質砂岩、片岩、大理岩、

片麻岩與未固結之砂泥礫石等。有關計畫路線

沿線各地層分佈位置如圖6所示。

二、隧道遭遇之斷層

本工程受板塊縫合帶的大地應力擠壓或剪

切影響，沿地層葉理易產生剪裂錯動的剪裂破

碎帶、斷層破碎帶等，葉理亦受擠壓作用滑動

牽引，形成許多的局部區域性的褶皺現象。所

見之斷層型態主要為走向滑移，斷層走向與主

應力方向之關係多為平行或共軛相交，分別呈

東－西、南－北或東北－西南方向延伸，隧道

工程段遭遇之主要斷層包括小帽山斷層、猴椅

山斷層、樟樹山斷層、觀音斷層、鼓音斷層、

谷風斷層及和中斷層等，目前各重要斷層均非

屬中央地調所(2012年)公告之活動斷層，各斷層

地質特性如表2，相關位置如圖6所示。

三、隧道段水文地質

本工程路廊山區分佈地層岩性屬透水性

甚低之板岩、角閃岩、片岩、片麻岩、大理岩

等，蘇澳東澳段則有局部透水性較高的變質砂

岩。這些岩類遭遇地下水時，其強度不易產生

明顯弱化現象，故滲水、湧水帶出現主要以岩

體內之節理裂隙、斷層破碎帶以及沿葉理發育

之剪裂帶等之地下水流通或蓄積造成，另外於

大理岩區段可能有溶洞存在。

四、礦區分布

本工程路廊沿線附近有18處礦區分布，

其中有16處礦區位於隧道工程區段，其中東澳

隧道經過3處礦場、武塔隧道1處、觀音隧道4

處、谷風隧道1處及中仁隧道7處礦區，如表2所

示。其中在谷風隧道段之扒里份礦場使用坑道

圖5 觀音、谷風隧道及銜接橋梁模擬圖

(a)觀音、谷風隧道模擬圖 (b)隧道間銜接之橋梁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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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區域地質圖

↓接圖線

↓接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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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規劃階段評估隧道可能遭遇主要斷層及鄰近礦場一覽表

改善
路段

影響
隧道

斷層
名稱

破碎帶
寬度

斷層
型態

上/下盤
(岩性)

沿線附近礦場

蘇澳東
澳段

東澳

小帽山斷層 百多公尺
斜滑移

(右移＋逆衝)
板岩/板岩

瑋億石礦、蘇澳大理石礦、幸
福水泥石礦

猴椅山斷層
二百公尺

以上
斜滑移

(右移＋逆衝)
綠色片岩/板岩

南澳和
平段

武塔 - - - - 武塔礦場

觀音
樟樹山斷層 數十公尺 逆斷層 片岩/片岩 旻昌石礦、南澳礦場、觀音礦

場、白玉山礦業觀音斷層 數十公尺 逆斷層 片岩/片岩

谷風
鼓音斷層 數十公尺 逆斷層 片岩/片岩

扒里份礦場
谷風斷層 數十公尺 逆斷層 片岩/片岩

和中清
水段

中仁 和中斷層
數十
公尺

平移斷層 片麻岩/大理岩

和中石礦場、和中石礦、合盛
二礦、和仁白雲石礦、愚崛採
礦場、利英和仁礦場、長興礦
場

方式開採白雲石外，其餘相關礦區主要為露天

開採。

五、地質災害潛勢

參考中央地調所之環境地質圖資，蘇澳

之環境地質基本圖與地質災害潛勢圖，本工程

蘇澳隧道、東澳隧道、東岳隧道等洞口，處於

低至中岩屑崩塌潛能區。此外，參考南澳環境

地質基本圖與地質災害潛勢圖，本工程武塔隧

道、觀音隧道等洞口處於低至中岩屑崩塌潛能

區。特別注意武塔隧道北側路堤段旁陡坡與武

塔隧道南口橋梁之落石高潛勢區，並經現場調

查顯示觀音隧道南口、谷風隧道北口及南口注

意落石問題。

六、地質資料與施工紀錄蒐集與比對

蘇花公路沿線相關地質資料豐富，包括：

(一)  地質調查相關文獻與研究報告(中央地

調所、工研院能資所、中研院地科所

等地質圖幅、學術研究論文及相關研

討會報告等等)

(二)  鐵公路38座相關隧道規劃設計與施

工紀錄相關資料，鐵路部分例如北迴

線完工報告及相關工程報告與地質文

獻、新永春隧道規劃設計與湧水處理

相關報告、新觀音隧道規劃設計施工

紀錄報告與訪談資料等，公路部分例

如臺9線蘇花公路相關地質文獻、新澳

隧道工程地質總結報告等，相關隧道

關係如表3。本工程鄰近鐵、公路隧道

施工經驗可借鏡參考，降低發生類似

工程災害之機率，規劃階段經參考各

鐵、公路隧道之施工紀錄工程問題位

置，推估鄰近曾發生大量湧水之鐵路

新永春隧道之東澳隧道及關鍵工程之

觀音及谷風隧道等，其鄰近隧道施工

災害及可能遭遇特殊地質問題如圖7～

9。

(三)  國道東部公路蘇澳花蓮段規劃設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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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鄰近隧道工程資料表

本工程隧道名稱
鄰近臺9線營運中隧道

北迴鐵路 東改鐵路 公路臺9線

蘇澳隧道 蘇澳1～4號隧道 新蘇澳1～5號隧道 ─

東澳隧道
永春、東澳隧道 新永春、新東澳隧道 ─

東岳隧道

─ 南澳隧道 新南澳隧道 新澳隧道

武塔隧道 武塔1號、武塔2號隧道 新武塔隧道 ─

觀音隧道
觀音、鼓音、谷風隧道 新觀音隧道 漢本隧道

谷風隧道

中仁隧道 和平、和仁、清水、
崇德隧道　　　　　

新和平、新和仁、新清
水、新崇德隧道　　　

和平、和中、清水、
匯德、崇德隧道　　仁水隧道

合計8座 合計16座 合計14座 合計7座

圖7 東澳隧道鄰近隧道施工災害及規劃階段推估遭遇特殊地質問題

說明：

1. 北迴鐵路永春隧道記錄地質條件不佳，大約翰被埋停工紀錄之推估位置

2. 北迴鐵路永春隧道抽心及滲湧水危害紀錄之推估位置

3. 北迴鐵路永春隧道斜坑因颱風豪雨大量湧水記錄之推估位置

4. 北迴鐵路永春隧道南口河床沖積層抽心及滲湧水危害紀錄推估位置

5. 新北迴鐵路新永春隧道大理岩破碎抽心及滲湧水危害紀錄推估位置

東澳隧道-鄰近鐵路隧道必須注意的施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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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相關報告(40餘冊)。包括相關鑽孔

資料838孔(共30,771m)，物理探測含

地電阻、震測(17,410m)、井測(8孔)、

地電阻影像剖面(6,580m)等。其中可

作為本工程驗證地層岩性、地質構造

與水文地質探查等相關鑽孔資料，均

可參考引用。經評估比對，可參考引

用之鑽孔，至少達275孔(12,177m)，

其中隧道段82孔(6,990m)，路工段193

孔(5,187m)。

肆、隧道特殊地質問題及對策

本工程隧道主要分布之岩性為板岩、變質

砂岩、片岩、角閃岩、大理岩、片麻岩等，屬

圖8 觀音隧道鄰近隧道施工災害及規劃階段推估遭遇特殊地質問題

說明：

1. 北迴觀音隧道洞口颱風豪雨時大量湧水紀錄推估位置。

2. 新北迴鐵路新觀音隧道片岩剪裂帶局部抽坍及滲湧水紀錄之推估位置

3.  北迴觀音隧道與新北迴鐵路新觀音隧道(50公升/秒、1,500公升/分)斷層破碎帶局部抽坍及滲湧水紀

錄之推估位置。

4. 新北迴鐵路新觀音隧道之北橫坑斷層破碎帶局部擠壓抽坍及滲湧水紀錄推估位置。

5. 新北迴鐵路新觀音隧道夾大理岩層局部抽坍及滲湧水紀錄之相對位置。

觀音隧道-鄰近鐵路隧道必須注意的施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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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及現場工程師，於實際開挖作業前，接受指

定之訓練課程，課程內容包括全能作業班之作

業模式及隧道開挖施工管理。

二、隧道特殊地質問題及對策

本工程規劃階段推估隧道群可能遭遇主要

特殊地質問題彙整如表4。

「臺灣岩體分類與隧道支撐系統(PCCR系統)」A

類岩體。

一、隧道施工規劃

本工程隧道採新奧工法(NATM)之鑽炸方

式，有關隧道開挖及支撐作業等工作，採全能

作業班輪班作業，每一工作面全能作業班之領

圖9 谷風隧道鄰近隧道施工災害及規劃階段推估遭遇特殊地質問題

說明：

1. 北迴鼓音隧道與谷風隧道間大崩塌地紀錄之推估位置。

2. 新北迴鐵路新觀音隧道南橫坑斷層破碎帶局部擠壓抽坍及滲湧水紀錄之推估位置

3. 北迴谷風隧道與新北迴鐵路新觀音隧道片岩剪裂帶局部擠壓抽坍及滲湧水紀錄之推估位置。

4.  北迴谷風隧道有兩次局部抽心湧水紀錄，新北迴鐵路新觀音隧道有多次局部擠壓抽坍及滲湧水紀

錄推估位置

谷風隧道-鄰近鐵路隧道必須注意的施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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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湧水可選用之對策及工法

對策 對策及工法

排水工法 先進排水鑽孔大口徑排水管(視需要)

阻水工法 化學灌漿、水泥漿灌漿等工法

併用工法 排水工法與阻水工法併用

(一)  斷層破碎帶對策

 隧道施工遭遇斷層破碎帶，可能發生

因地下水沿破碎帶湧出，或者造成隧道開挖

後變形程度過大之情形，對於隧道通過斷層

破碎帶可考量選用之對策及工法如表5。

(二)  滲湧水對策

 路線可能遭遇之地下水問題，係遭遇

流經岩盤中地層層理、龜裂、斷層裂縫中

之地下水。該等地下水通常具有特定之流

路，施工時應藉助排水鑽孔來預先掌握地

下水情況。湧水情況可考量選用對策與工

法如表6。

(三)  擠壓對策

 具擠壓潛能路段可能會有較大變形，

於此路段可考量採用主動式支撐或允許較

大變形之被動式支撐系統，擠壓可考量選

用對策與工法如表7。

表4 規劃階段推估隧道可能遭遇特殊地質問題

隧道名稱 鄰近礦區
可能遭遇之特殊地質問題

淺覆蓋或偏壓 斷層破碎帶 滲、湧水 破碎大理岩滲水 擠壓

蘇澳 ◎ ◎

東澳 ◎ ◎ ◎ ◎ ◎ ◎

東岳 ◎

武塔 ◎

觀音 ◎ ◎ ◎ ◎ ◎

谷風 ◎ ◎ ◎ ◎ ◎

中仁 ◎ ◎ ◎ ◎ ◎

仁水 ◎ ◎ ◎ ◎ ◎

表5 斷層破碎帶可選用之對策及工法

施工階段 對策及工法 備註

開挖前

水平排水孔、止水灌漿(水泥或化學藥劑)、熱瀝青灌漿(巨量湧

水時評估採用) 
地下水處理

前進鋼管、鋼護板、管冪工法、地盤改良 軟弱地層、破碎帶處理

開挖中
縮短輪距、短台階或微台階、上半臨時仰拱、封面、仰拱儘速

閉合、環狀分區開挖(施工時依地質及監測調整)

支撐調整
重型支保、岩栓加長、岩栓加密、噴凝土增加厚度、預留變形

槽、擴大基腳、支撐樁

開挖後
增加監測頻率、增加監測斷面及監測項目、儀器、背填灌漿、

內襯砌配筋、內襯砌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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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優先發包路段隧道特殊考量

隧道
名稱

隧道特殊考量

鄰近礦區 鐵路隧道為施工橫坑 鐵路隧道檢測 洞口落石防護 工作面限制 地下通風機房

武塔 ◎ ◎ ◎

觀音 ◎ ◎ ◎ ◎ ◎ ◎

谷風 ◎ ◎ ◎ ◎ ◎

伍、優先發包路段特殊考量

本工程後續土建分標分為A、B、C標等如

圖10所示，其中南澳和平段之B2及B3標(觀音及

谷風隧道段)工程，合計約12.6公里，為關鍵工

程屬優先發包施工路段。

一、施工道路及工作面

優先發包路段隧道特殊考量如表8。於規劃

階段評估利用既有閒置之臺灣北迴鐵路隧道，

包含利用舊北迴隧道為施工橫坑或擴挖為主隧

道等方式之評估比較，最後採既有鐵路隧道作

為施工階段隧道施工動線。為能供未來施工廠

商於隧道施工前瞭解預定使用之鐵路閒置隧道

襯砌現況及施工期間鐵路隧道堪用性，要求施工

階段進行三座鐵路閒置隧道之補充調查及檢測工

作，以為後續隧道為施工通道段之補強措施執行

依據。觀音隧道併利用鐵路隧道雙軌區段及橫坑

/斜坑為地下通風機房及通風管道佈設。

二、施工道路及工作面

(四)  隧道開挖前之地質探查

 隧道開挖前之地質探查包含長距離水

平前進探查鑽孔、長距離排水鑽孔及隧道

震波探測（TSP），隧道於開挖前應以適當

機具辦理前進探查。

(五)  監測與全生命週期管理

 本工程隧道洞口佈設監測儀器包括水

位觀測井、傾斜觀測管、地錨荷重計等，

相關監測儀器於完工後，可移交公路養護

單位，納入其維護管理系統中。隧道主體

部分，於隧道開挖施工中即已設置隧道淨

空斷面監測系統，以監測隧道開挖後周圍

岩體變形量是否趨於穩定收斂。

表7 擠壓可選用之對策與工法

對策 工　　　法

主動式支撐

‧剛性支撐
‧固結及化學灌漿
‧打設岩錨
‧仰拱閉合

被動式支撐
‧擴挖
‧可伸縮式U型鋼支保
‧噴凝土預留變形槽

圖10 本工程土建分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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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觀音、谷風隧道工作面規劃示意圖

圖12 舊北迴隧道位置圖

觀音隧道北洞口及谷風隧道南洞口可由既

有道路到達外，規劃階段並建議另闢工作面以縮

短工期。優先發包路段隧道有效運用舊北迴隧道

作為施工道路，增加隧道工作面，另於谷風隧道

施做施工橫坑，各工作面配置如圖11，其中舊北

迴隧道與本工程之相互關係如圖12，隧道主線施

工前並將舊北迴隧道予以整修如圖13所示。

三、舊北迴隧道人車進出管控

由於舊北迴隧道為單軌之較小斷面，針對

各施工面人員、材料、機具之進出，必須有良

好之管控措施，以維持施工通道之暢行無阻，

本工程於施工階段採交通燈號管制及RFID管

控，若遇緊急狀況亦可迅速瞭解工作人員之人

數及位置，如圖14所示。

陸、生態及環境影響課題與對策

一、生態課題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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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北迴隧道北洞口(改善前) 舊北迴隧道北洞口(改善後)

舊北迴隧道內(改善前) 舊北迴隧道內(改善後)

圖13 舊北迴隧道改善成果圖

圖14 舊北迴隧道RFID管控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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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本工程陸域、水域及海域等指標生物

圖16 南澳路堤段規劃設生態池模擬圖

本工程週邊範圍生態資源豐富，陸域、水

域及海域等指標生物如圖15。優先發包路段在

陸域部分政府已公告的保護範圍包括：烏石鼻

海岸自然保留區、觀音海岸野生動物自然保護

區、南澳闊葉林自然保護區等，另有南澳原生

樹木園區及南澳農場等，皆為陸域重要的生態

環境區；至於計畫範圍的河川如：南澳北溪、

南澳南溪、和平溪等，都為本區域重要之生態

廊道，不但流域沿線植被完整，水域陸域生態

相豐富。在兼顧道路開發與自然生態保護之原

則下，本計畫依序以迴避、縮小、減輕、補償

之友善策略，進行工程之生態保護規劃，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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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施工中停工機制

隧道湧水
工作面如出現湧水，致使水資源流失連續24小時每分鐘超過2,100公升時，導致工作無法正常進行

情形。

空氣品質
執行監測計畫不符合「空氣品質標準」×0.9，工程處於知悉結果後7日內無預警至該敏感受體複

查，仍不符基準時則停工

噪音
本工程環境監測以低於噪音管制標準1dB(A)為臨界值。執行監測計畫不符合臨界值時，於知悉結

果後3日內無預警至工地複查，仍不符基準時則停工。

陸域生態
以工區附近之觀音海岸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為監測點，以白頭翁、麻雀、綠繡眼、小雨燕、紅

嘴黑鵯、洋燕、繡眼畫眉、五色鳥及竹雞等9種之平均紀錄數量的50 %為標準，以連續2次監測成

果不符標準視為異常狀況，除進行補充監測確認外，經由監督小組評估決定停工與否。

海域生態
海域生態於本工程段有關之採樣點位於南澳溪河口、觀音溪口及和平溪口，以重要冬季浮游動物

單位個體量連續2次調查平均記錄數量的50 %為標準。以連續兩次監測成果不符標準視為異常狀

況，除進行補充監測確認外，經由監督小組評估決定停工與否。

表10 環評結論之環境及施工監測執行計畫

地貌變化
監測

計畫路線附近之生態景觀及地形地貌變化，應建立為期10年、每2年1次之航測資料，施工前應先

完成1次航測作業。

空氣監測
長隧道之空氣品質應建立自動監測系統，項目應至少包括一氧化碳及氮氧化物。通車2年內，應進

行隧道內粒狀物、重金屬及多環芳香烴等空氣污染物之監測。

監督
委員會

施工期間應成立監督委員會，對於施工安全、湧水、空氣污染、水污染、生態及文化資產等議題

進行監督。其成員應含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相關調查及監督資料應公布於網站上供大眾參閱，

以達資訊公開。

環境及
施工監測
執行計畫

針對施工前、施工中及營運階段辦理環境監測，施工中包括工區內、外，承商另辦理一級環境監

測，確認符合法規規定。

二、環境影響課題與對策

本工程相當重視環境影響課題，依本案環

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停工機制如表9，其他環

評結論及環境監測計畫如表10。

公路總局已成立環境監督小組，另因應民

間團體要求，制定「臺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

改善計畫環境保護監督小組旁聽要點」，監督

小組開會時，民眾或團體可依旁聽要點申請旁

聽。環境監測因應作法如圖17。

挖方填築之南澳路堤段，規劃設生態池及生物

通道等如圖16。另大樹移植本不易，特別是本

工程多地形陡峭，移植作業技術困難度較高。

但大樹為大地上最為友善的居住者，工程進行

自應有更多的關懷與用心，這是本工程樹木移

植規劃之初衷。所有列管重要樹木，均將陸續

配合各標開工時間辦理移植，希望環境維護的

理念和對工程與環保共生的意識能落實於本工

程。施工前並針對工程人員排訂相關課程加以

教育，其內容包含「國家公園法」、「森林

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以及野生動物及生態工法的介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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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環境監測因應作法示意圖

圖18 優先發包路段漢本遺址發現及搶救發掘歷程

日期 大事紀要

101.03.05 遺址考古監看人員發現疑似古蹟文物通報

101.03.06
工程處召集相關單位確認出土標位置確認停工位置，通報宜
蘭縣政府文化局

101.03.15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現場會勘確認為漢本文化遺址

101.04.02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第一次審議搶救發掘計畫書

101.07.0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意代辦搶救發掘工作並獲上級
機關同意

101.08.1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場辦理臨時沉砂池界牆測繪整
理

101.09.03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同意搶救發掘計畫，現場立即進行救發掘
工作

101.11.21 P2(S)出土發現石棺7座

101.11.22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第2次現場會勘，新增4墩由試掘改列入搶
救範圍，並同意逐墩會勘點交施工單位

101.12.12 P1(N)出土發現石棺1座

102.01.15 P2(S)出土發現石棺2座

102.04.18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辦理會勘移交工程單位，移交墩位為：
A1(S)、A1(N)、P1(N)、P7(S)、P8(N)、P6(S)、P7(N)

三、文化遺址搶救及監看

101年3月5日B3標谷風隧道南口外里程約

5K＋400處土地公廟旁，於施工監看過程中發現

本工程最大規模之「漢本遺址」，其發現及搶

救發掘歷程如圖18，漢本遺址擁有史前上、下

文化層堆積，從出土遺物與下文化層較為豐富

的堆積研判，此處為一聚落型態的大型遺址，

隧道口開挖西北側護坡土方與沉沙池四周地表

可見大量金屬器時期紅褐色系素面或帶有各類

拍印紋飾的陶器殘件，亦包含打製的帶穿石

環，但少見打製的有刃石器，如斧鋤形器等。

同時亦發現有豬顎骨、豬臼齒、大型魚類脊椎

骨等生態遺物。此外，重要的金屬遺物包括有

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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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部公路總局(2011)，臺9線蘇花公路山

區路段改善計畫可行性研究與工程規劃暨

優先路段工程設計工作-大地工程調查紀實

報告。

5. 交通部公路總局(2011)，臺9線蘇花公路山

區路段改善計畫可行性研究與工程規劃暨

優先路段工程設計工作-大地工程調查綜合

評估報告。

6. 交通部公路總局(2011)，臺9線蘇花公路改

善計畫工程規劃報告。

7.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2)，臺灣活動斷

層分布圖。

8.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

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及說明書，北

部地區─蘇澳圖幅與南澳圖幅。

鐵渣塊，顯示當時有冶鐵跡象。B3標谷風隧道

南口雖為重要工作面，惟配合漢本遺址搶救及

發掘曾暫時停工，先後挖掘出土石棺十座，並

加以搶救，顯示本工程對於文化遺址之重視，

並為尋求工程與文化遺址並重而努力。

柒、結論

本工程地質主要屬中央山脈東翼地質區，

共有八座隧道，為近期大規模山岳隧道工程之

一。規劃階段經由詳細地質調查、鄰近鐵公路

隧道施工紀錄等，研判各隧道可能遭遇特殊

地質問題及研提因應對策，並就生態環境議題

研擬具體措施，於設計及施工階段公路總局亦

成立施工推動小組及環境監督小組，對於施工

安全、湧水、空氣污染、水污染、及生態等議

題進行推動及監督。本工程目前已進入施工階

段，期望在業主、設計監造及施工單位全體通

力合作下，符合生態、環境要求完成臺灣新

一代公路，並提供一條安全回家的路-「蘇花

暢行」。

參考文獻

1. 交通部公路總局(2010)，臺9線蘇花公路改

善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

2. 交通部公路總局(2010)，臺9線蘇花公路

山區路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澳～和

平、和中～大清水)環境影響說明書。

3. 交通部公路總局(2010)，臺9線蘇花公路山

區路段改善計畫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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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隧道、豎井、綠色工法、防災

交通部公路總局／用地組／組長(西部濱海公路南區臨時工程處前處長)／藍維恭 1

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南區臨時工程處／副處長／蘇文崎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工部／正工程師／林志權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工部／正工程師／周坤賢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工部／副理／陳正勳 5

關鍵詞：隧道、豎井、綠色工法、防災

臺9線南迴公路
安朔草埔段隧道工程
特殊考量及施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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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朔草埔段隧道工程係『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畫(安朔至草埔段)新闢四車

道工程』的關鍵工程，隧道長度約4.6公里，採雙孔單向車道設計，主隧道之行車淨空高

為4.6公尺，每車道寬為3.5公尺，兩車道路幅兩側各留路肩及維修步道。本隧道除採新奧

工法設計施工外，特別將世界先進國家最新的防災、綠能及永續工程設計理念導入，讓

友善環境、減碳減廢之工法落實在設計與施工中。全生命週期之設計已考量將營運階段

之優化管理機制先行規劃建構，建立完整詳實評估機制，提高結構體之耐久性，減少維

修，以達延壽之目標。

1 2 3 4 5

壹、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

台9線南迴公路為臺灣東部花東地區與南

部高屏地區之主要通行運輸幹線，惟受限於地

形條件，既有道路設計標準偏低、線形不佳、

縱坡起伏大且路寬不足，加上高路堤及高邊坡

多，易因災害受損而交通中斷，除生命財產損

失外，亦對區域經濟及產業運輸造成重大影

響，為配合國內產業東移、平衡區域發展等政

策，遂積極推動本計畫。

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起自台東縣達仁鄉安朔村，至屏東

縣獅子鄉草埔村，工程範圍為台9線安朔至草

埔路段457k＋000～472k＋700(新樁號443k＋

000～454k＋006)，全長11.006 km，本文自台9

線457k＋000起算為里程0k＋000。工作內容包

括新闢路堤、橋梁、隧道及行控中心等工程。

工程位置詳圖1，平縱斷面詳圖2。

圖1 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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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地形與地質

一、地形

本計畫路線自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沿安朔

溪溪谷向西，海拔自安朔村30公尺升至壽卡約

500公尺，再跨過縣界至屏東縣，沿楓港溪下降

至海拔約290公尺之草埔村。沿線主要溪流為東

側之安朔溪及西側之枋山溪與楓港溪。安朔溪

之堆積作用較侵蝕作用盛行，目前屬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列管編號東縣DF090土石流

溪流，屬中度潛勢。

二、地質

計畫區域之地層主要為潮州層、河階堆積

層及現代沖積層。現代沖積層主要分布在安朔

溪及其支流河床，河階堆積層主要分布在溪流

兩岸的河階上，其組成材料以礫石夾砂為主。

潮州層岩性單調，主要以板岩及硬頁岩為主，

偶夾砂岩。計畫路線範圍內並無活動斷層構造

通過，本區域主要之地質構造型態為褶皺；沿

線緊密拖曳褶皺構造相當普遍，沿板岩劈理面

之剪裂帶發育亦相當常見，地層較為破碎。根

據岩層位態變化，本路線主要地質構造包括草

埔背斜等(詳圖3)。

圖2 路線平縱斷面圖

圖3 南迴公路安朔至草埔段地質平、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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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井處附近淺層(深度<50m)為較風化或破碎之

硬頁岩，深度大於50m後之地層為劈理或裂隙略

發達之砂岩/硬頁岩層段，地下水位高且豐沛。

在主隧道北口水平鑽探過程中，於前進至412

公尺時有湧水現象產生，湧水量約為72m3/hr，

已列入設計特殊考量。

本計畫工程地質探查工作內容，詳如圖4，

包含地表地質調查、鑽探與試驗及取樣、開挖

調查、室內試驗、地球物理探測，其中於隧道

及豎井之地球物理探測結果如圖5及圖6所示。

由地電阻試驗推估的地層界面及水位面如圖中

黑色及白色虛線所示，其中電阻率越低表示頁

岩(硬頁岩)含量越高，電阻率越高表示砂岩(變

質砂岩)含量越高。由地球物理探測成果顯示在

圖4 設計階段地質調查內容

圖5 主隧道沿線地球物理探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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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臺灣岩體分類與隧道支撐系統－PCCR系

統隧道沿線地質以脊樑山脈之變質岩及亞變質岩

為主，除洞口段及特殊地質段外，歸屬A岩類。

綜整地質調查成果，將隧道沿線之岩體依岩性、

地質構造及地下水等工程特性進行分類如圖7所

示，作為隧道開挖初期支撐設計分析之依據。

參、隧道工程

一、主隧道

(一)  隧道斷面及相關設施配置

 本計畫隧道長度為北上線4602.5公

圖6 豎井區段地電阻影像剖面

圖7 安朔草埔隧道設計階段岩體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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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通道，每隔1.4公里設置一處車行連絡

通道。緊急停車彎設置在車行連絡通道的

相對側處，寬度為3公尺，長度60公尺，如

圖9所示。

二、豎井

豎井主要為施工空間及營運階段通風用

途，為減少施工及營運階段對環境影響，將原

規劃豎井位置移至台9線附近，再以橫坑銜接

主隧道，如圖10所示。通風豎井採圓形斷面，

尺、南下線4617.5公尺，採新奧工法設計

施工，隧道以雙孔單向車道設計。主隧道

行車淨空高為4.6公尺，每車道寬3.5公尺，

車道兩側各留路肩寬0.3公尺。維修步道採

15公分高之低步道配置，人行空間寬1.0公

尺、高2.0公尺。其它服務主隧道之設施尚

包括連絡通道、機房、輔助機房等，標準

斷面如圖8所示。

(二)  連絡通道與緊急停車彎

 兩線隧道間每隔350公尺設置一處人行

圖8 主隧道、機房及輔助機房標準斷面圖

圖9 緊急停車彎及連絡通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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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考量施工及通風需求，豎井開挖直徑為

10.5m，完工後內徑為9m，通風功能已考量隧道

於正常、壅塞及緊急事故等營運時段之需求。

三、隧道初期支撐

初期支撐設計與隧道/豎井開挖工法有關，

隧道/豎井開挖工法係依隧道地質條件、長度、

斷面大小、使用機械種類與施工方式等來選擇

可行之開挖方式，隧道開挖支撐如圖11所示。

隧道及豎井採二向度分析，主隧道、橫坑、通

風管道及豎井等複雜地下交叉段則依需要採用

簡化二向度分析或三向度分析。

四、混凝土襯砌與防水設計

隧道開挖後採用半剛性支撐，岩盤已達新

的平衡應力，惟隧道尚有部分地下水壓、岩體

長期岩壓、岩栓之老化及其它無法預知之因素

等，故為顧及隧道安全與增進通風效果，並為

維持較佳觀瞻等需要，全線均設鋼筋混凝土襯

砌，再視地質及附屬設施等需要配筋補強。

五、施工階段監測系統

本隧道監測項目包括開挖斷面伸縮變化之

量測、頂拱(仰拱)之沉陷(隆起)量之觀測、地層

位移變形之量測、岩體內變形及應力鬆弛範圍

之量測等。監測儀器包括收斂岩釘或三維變形

觀測點、伸縮儀、沉陷觀測釘、計測岩栓、傾

斜儀及其它附屬監測設備。

肆、隧道工程特殊考量

一、綠色環境及綠色工法

本工程位於山區，沿溪谷配置，生態資源

圖10 通風豎井與橫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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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採24小時全天候紅外線攝影觀察及夜

間勘查，調查生物路徑如圖12所示。

(二)  溪流交匯或鄰水域等生態敏感區採施

工便橋，降低生態衝擊。

(三)  施工便道沿線設置動物穿越通道。

豐富，從調查、規劃、設計至施工均考量避開

生態敏感區域，妥善規劃施工動線，以降低對

環境之衝擊。具體作法如下：

註：封面噴凝土、封面岩栓、排水鑽孔、迂迴坑、止水灌漿、地盤改良、岩錨、導坑工法、臨時仰拱及擴大基腳等，皆視需要辦理

圖11 安朔草埔隧道開挖支撐圖

圖12 綠色環境動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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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洞口及施工便道規劃迴避「大樹

及稀有植物」；「潛勢小苗」施工前先行

移植，保護原生苗木，落實保留在地物種

多樣性。隧道洞口附近則加強植栽綠化，

延伸道路綠帶範圍，提升綠覆率。

綠色工法作法如下：

1.  土石方回收再利用

  將隧道開挖產出之適用土方，運用

在本計畫隧道仰拱回填、填築路堤

及東部海岸人工養灘，以達到土石

方回收再利用之目標。

2.  縮短隧道豎井長度

  隧道路線設計長度由原規劃之5公里長

縮短為4.6公里，豎井深度由原規劃的

140公尺縮短為110公尺，減少土方開

挖量。

3.  減緩隧道縱坡

  車輛於隧道內爬坡，引擎負荷大，廢氣

排放多，溫度亦隨之升高，增加隧道通

風機電系統負擔，將隧道內縱坡由原規

劃階段之3.0%調降為2.0%，可有效減廢

且符合世界潮流。

4.  提高襯砌混凝土強度減少開挖量

  隧道開挖以鑽炸為主、機械修挖為輔，

減少對圍岩之擾動及超挖量。以全能工

班作業縮短工期均為友善環境、減廢之

工法。此外襯砌混凝土強度由245kg/cm2

提高至280kg/cm2可減少襯砌厚度，減少

材料、開挖量及土石方運送，達隧道節

能減碳之目的，如圖13所示。

二、褶皺密集地質施工考量

本隧道地質主要受褶皺作用，其軸部易形

成破碎帶(背斜軸)或蓄積地下水(向斜軸)，隧道

施工時易遭遇湧水及抽坍等現象。處理對策考

量如下：

(一)  湧水之對策工法

 路線可能遭遇之地下水問題，施工時

藉助排水鑽孔來預先掌握地下水情況。湧

水處理之對策可分為湧水之排除與阻止兩

方式。本工程豎井開挖遭遇大量湧水，其

處理工法採用化學灌漿工法，施工照片如

圖14所示。

(二)  剪裂破碎帶之對策工法

 隧道施工遭遇斷層破碎帶，可能發生

因地下水沿破碎帶湧出，或者造成隧道開

挖後變形程度過大之情形。隧道開挖前採

用長距離前進探查孔、隧道震波探測(TSP)

等，確認隧道開挖面前方斷層破碎帶位置

與影響範圍及滲水潛能；並以排水工法、

阻水工法(化學灌漿、水泥系灌漿或兩法併

用)預先減輕或避免湧水之影響，再搭配管

冪工法或地盤改良等措施因應。本工程於

南口南下線遭遇破碎帶開挖面抽坍，採灌

漿地改方式克服，施工照片如圖15所示。

           圖13 襯砌混凝土強度提高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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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洞口邊坡以地錨格梁護坡先行穩定後，隧

道頂部以管冪鋼管先行支撐再進行隧道鑽掘，

如圖16所示。

三、隧道洞口段穩定之因應對策

地質鑽探結果顯示，隧道北洞口地質較

圖14 豎井止水灌漿

圖15 開挖面抽坍與灌漿地質改良

南口南下線遇破碎帶開挖面抽坍 南口南下線抽坍區灌漿地質改良

圖16 隧道洞口邊坡保護

隧道北洞口邊坡格梁護坡 隧道北洞口管冪工法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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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隧道通風系統之特殊考量

本隧道超過3000公尺屬甲級隧道，採用點

排式與縱流式通風方式併用系統，其隧道全量

的空氣概分三段處理，進隧道500m為第一段，

可由隧道入口引入一部分供氣藉Jet Fan推送，

中段3600m為排氣模式，廢氣由隧道中央豎井

排除，部分推至隧道下游端即將隧道氣流以縱

流方式排出。點排式則當隧道發生火災時可切

換為該方式藉由隧道頂天花開設之排煙口排除

發生事故區之煙熱，以利用路人由兩端逃生。

隧道通風示意圖詳圖17所示。

基於隧道南洞口空間狹小，並為減少對該

洞口區段內動植物棲息環境之影響，南洞口機

房設置於隧道內，以減少對環境之干擾。

圖17 草埔隧道通風示意圖

圖18 隧道內主動式人員車輛機具管理系統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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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規劃、施工中確實執行，以降低對環境衝

擊。本工程將原規劃豎井位置移至台9線附近，

可減少施工及營運階段對環境影響。在友善環

境設計與施工融合下，本工程於交通部103年度

交通工程環境影響評估追蹤考核現場勘察計畫

中榮獲全國第一名殊榮，如圖20所示。

五、隧道內主動式人員車輛機具管理系統

為提高工區人員、車輛及機具進出之安全

管控；隧道施工區內均佈設無線射頻(RFID)辨

識系統，透過RFID的讀取器及資料傳送器(或中

繼站)，將配帶感應晶片之人員、車輛及機具之

動、靜態資料傳送至設置監控崗哨或工務所之

PC監控程式內，進行全方位之安全監控，詳如

圖18所示。

六、全生命週期隧道維護管理

全生命週期觀點的隧道設計考量如下：隧

道長期穩定之考量、斷面設計納入維修補強淨

空餘裕、排水設施與襯砌設計水壓、重點斷面

(區段)的長期監測設施及導入全生命週期之營運

維護檢測監測，如圖19所示。

伍、結語

本工程考量山區環境，經由詳細調查、

圖19 全生命週期隧道維護管理

圖20 103年度交通工程環境影響評估追蹤考核

        現場勘察計畫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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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設計係目前世界各國工程設計規範的發展趨勢，為順應此國際潮流，國內一些

工程設計規範已陸續朝性能設計規範方向發展，大地工程設計規範亦應同步發展，以符

合需求。本文介紹日本鐵路基礎構造物設計規範架構，並以淺基礎與樁基礎為例，透過

理論分析探討淺基礎及樁基礎之性能曲線特性，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擬訂大地工程性能

設計規範及相關性能規定之參考。

大地工程
性能設計之架構與
基礎性能分析

1 2 3 4 5 6

壹、前言

性能設計理念已是國際工程界研訂技術規範

炙手可熱的議題，此股國際規範研究發展趨勢，

是國內公共工程未來發展不可忽視之重要課題。

性能設計的重點在於性能規定與驗證分

析，與現有國內規範觀念不同。若欲落實性能

設計，須對結構物之性能完全掌握，方可訂定

各設計條件下之性能規定，並發展出適合的分

析方法或工具，建立妥適的設計流程。

有關性能設計規範實質內容，日本鐵路橋

梁設計規範是個相當有用之參考資料。日本鐵

路橋梁設計規範之發展如圖1所示，從過去制

式定型化設計法，期間經歷限度狀態設計法，

目前正進展到性能設計法階段，2012年所提出

基礎結構之設計規範[1]已全面成為性能設計

規範。

要完成一部有用之大地工程性能設計規

範需投入相當多之時間、人力與物力，要短時

間完成，實屬不易。因此本文首先分析日本鐵

路橋梁設計規範架構，並以淺基礎及樁基礎為

例，探討其性能曲線特性，此成果可作為擬

訂大地工程性能設計規範及相關性能規定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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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鐵道構造物等設計標
準‧同解說之基礎構造物規
範」之架構

日本鐵道構造物等設計標準‧同解說之基

礎構造物[2]之內容共分成二大部分，第一部

分為總論，第二編為各論。總論部分共包含12

章，內容介紹基礎構造物設計原則、性能設計

架構與基本設計要件。各論部分共包含5章，在

總論架構下，針對各類基礎構造物之特性，說

明其設計基本原則、詳細之設計方法及相關性

能驗證規定。

在該規範第4章中提到性能要求及驗證，

內容說明基礎構造物之性能要求及驗證原則與

方法。性能要求係指為達到「設計目的」所被

要求之性能，一般會從安全性、使用性與修復

性三方面作設定。性能驗證係指針對基礎構造

物在施工時及設計使用期間內的每一個性能項

目，採用適當之驗證指標檢驗構造物之性能是

否滿足其性能要求。驗證流程如圖2所示，分成

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設計反應值之計算，第

二部分設計限界值之設定，第三部分則是根據

式(1)，經考量構造物之重要性並檢驗設計反應

值與設計限界值之比值，當比值≤1.0時，則判定

基礎之性能通過驗證。

圖1 日本鐵路構造物設計規範之發展[1]

圖2 性能驗證流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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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現，故基礎性能曲線實為性能設計的基本

依據。

本節以下節錄本研究所推導之淺基礎與樁

基礎在彈塑性土壤中之性能曲線解析解，以及

如何應用於性能設計分析。

一、剛性基腳之旋轉性能曲線

在一般情況下，獨立基腳係以承受垂直

載重為主，但在上部結構載重較大，且有水平

力作用時，基腳將承受彎矩作用而產生旋轉變

位，致使上部結構傾斜，甚至發生穩定性的問

題，這是設計獨立基腳所要檢核的主要項目

之一。

針對一獨立基腳，設計基礎寬為B，長為

L，底面積A＝BL，假設基礎版中心承受一常時

固定載重P，以及一變動作用彎矩M，定義e＝

M/P為偏心距，作用彎矩M之增加相當於作用力

P之偏心距e增加。當其受彎矩作用時，基腳將

產生一旋轉角θ，這是獨立基腳受力變形型態中

最主要的一種，常為工程設計中的控制因素，

針對土壤為彈性及完全彈塑性兩種情況，可建

立其彎矩-旋轉角(Μ-θ)之性能曲線[3]。對於彈性

土壤，假設垂直地盤反力係數為kv，基腳之性能

曲線可表示如下[3]：

M / M0＝θ / θ0，( 0≤M ≤ M0)  (2)

M / M0＝3－2 ，( M0   M)  (3)

其中，M0＝ 
BP
6  (起始分離彎矩)，

　　　θ0＝ 
2P

kvLB2  (起始分離轉角)。

對於彈塑性土壤，假設垂直地盤反力係數為

kv，土壤降伏強度為qy，定義所對應的土壤反力

γi‧IRd / ILd ≤ 1.0  (1)

其中，

IRd ：設計反應值

ILd ：設計限界值

 γi ： 構造物係數，考量構造物之重要性，

達限界狀態時對社會之影響。

在設計反應值計算方面，首先決定作用特

性值，並決定設計作用，繼則將設計作用代入

由結構分析模式所建立之基礎反應函數計算反

應值，當分析模式採用之載重、材料特性、剛

度等參數為實際值時，所得之反應值為平均反

應值，考量分析模式之不確定，可透過相關修

正以得到設計反應值。在設計限界值設定上，

先決定材料與地盤參數之特性值及對應之材料

設計值與地盤參數設計用值，進而分別針對安

全性、使用性、修復性三個性能要求設定其限

界狀態之限界值。對於淺基礎、沉箱基礎、樁

基礎、板樁構造物等，考慮安全性、使用性、

修復性三個性能所要求之限界值，在日本「鐵

道構造物等設計標準‧同解說之基礎構造物」

規範中均有詳細之規定，內容相當完整，因受

限於論文篇幅，在此無法詳列，使用者可參考

該文獻。

參、基礎性能曲線特性分析

基礎性能曲線係指基礎(含土壤)在受某一型

態載重作用時的反應行為，若將其中主要變動

作用力及基礎代表點(通常取基礎頂面中心點)的

變位關係作圖，所得之作用力-變位曲線即為基

礎之性能曲線。此曲線代表基礎之變位隨主要

作用力增加而逐步增加之情形，因此性能曲線

完整描述了基礎受力與變位的關係，設計者可

據此決定在該種作用力之下，基礎的變位(即性

能)將到達之程度，驗證基礎在設計水準下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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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為qm＝P/A，以及降伏應力比為 f＝qy/qm，

其性能曲線可表示如下[3]：

M / M0＝θ / θ0，( 0≤M ≤ M0)  (4)

M / M0＝3－(1－ 
1
f  )－ 

f 3
16  (θ0 / θ )2，( M0   M)(5)

根據土壤為完全彈性體及完全彈塑性( f ＝

3)兩情況之分析結果，將兩者之性能曲線比較

如圖3所示，亦於圖中曲線上數個位置標示其對

應之基礎-土壤接觸面積比及土壤降伏面積比。

一般工程設計時，基礎承載力在常時載重時至

少取3的安全係數，意即 f ≥ 3，故實際基礎之性

能曲線大概介於圖3中兩性能曲線之間，可以取  

f ＝3之曲線為設計之下限，而以彈性土壤情況

之曲線為設計之上限。並且在工程應用時應可

取接觸面積減為50%之情況(偏心距達1/3基礎寬

度)為設計用之降伏點，其所對應之降伏彎矩約

為2M0，降伏旋轉角約為4θ0，超過此點基礎勁

度開始顯著減少。

二、彈塑性土壤中基樁側向反應之性能曲線

基樁之垂直阻抗可用於支承上部結構物之

重量，其側向阻抗則可用於支承上部結構物受

地震作用時之水平慣性力及彎矩，而後者往往

是工程設計的重點，乃因現行規範對樁基礎之

容許側向位移規定甚嚴，此常成為樁基礎設計

之控制因素。

在工程實務上，基樁分析常採用彈性基礎

梁模式(Beam on Elastic Foundation)[4]，以溫克

(Winkler)彈簧模擬土壤之側向阻抗。又為分析方

便起見，工程實務上常採用彈性模式分析，假

設土壤彈簧為常數，即可利用彈性解直接求得

基樁反應(位移、彎矩與剪力)作為設計用。但土

壤實為非線性材料，基樁受側向力作用時，樁

頭附近土壤很快就會進入非線性反應，甚至達

降伏狀態，使樁頭反應呈非線性曲線。為準確

求得基樁之反應，實應合理考慮土壤之非線性

行為。有鑑於此，本節整理並延伸Hsiung et  al. 

[7]所推導自由樁頭基樁在彈塑性土壤中之解析

解，並進一步推導固定樁頭情況之彈塑性解析

參數解，可將其直接用於計算基樁在彈塑性土

壤中之非線性反應，探討其性能曲線之特性，

作為發展性能設計法之重要依據。

(一)  自由樁頭基樁在彈塑性土壤中之解析解

  對於單樁在彈塑性土壤中之側向反

應，Hsiung  et  al.  [5]～[7]做了很多的研

究，首先採用數值分析歸納各種樁頭條件

之經驗式，後採用理論分析，推導得自由

樁頭條件基樁同時受水平剪力與彎矩作用

之無因次化解析解[7]，本文收錄其推導結

果於表1中，並修正其樁身彎矩表示式、以

及增列樁頭旋轉角表示式，使更完整且方

便工程分析參考使用。

(二)  固定樁頭基樁在彈塑性土壤中之解析解

  對於固定樁頭條件之情況，Hsuing  et 

al.  [7]中所列之位移解並非顯式表示式，不

方便使用，且無彎矩解可資應用。因此本

文特針對固定樁頭之情況，推導理論參數

解，藉以建構完整之性能曲線，探討其特

性供設計考量，便於工程設計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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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自由樁頭情況之彈塑性解(修改自Hsiung, et al., 2006)

項目            階段 彈性反應階段 彈塑性反應階段

樁頭作用力 s＋m ≤ 1 s＋m > 1

土壤塑性化深度 βz0＝0 t ＝βz0＝( 
s
2 －1)＋( 

s2

4 ＋m)
1
2

樁頭水平位移
v0

v* ＝s＋m
v0

v* ＝
1
2 ＋

s
3 ＋

s4

12＋
s2m
2 ＋

m2

2 ＋
2s
3 ( 

s2

4 ＋m)
3
2

樁頭旋轉角
θ0

βv*＝s＋2m
θ0

βv*＝s＋2m＋2(s＋m－1)t＋(s－2)t2＋2t3 / 3

樁身最大彎矩 
及發生位置lm

＝                   ‧e–βlm

at　βlm＝tan–1( 
s

s＋2m )

(1) 當 r2＝
s2

4 ＋m < 1時
          ＝ ‧e –tan–1( 1r －1)，

  位於 βlm＝βz0＋tan–1(
1
r －1)

(2) 當 r2＝
s2

4 ＋m ≥ 1 時

          ＝r2，位於 βlm＝
s
2

k

p

v
v*

py

S0 M0

0z

yp

,y v

z

S0

2EI β3v*

M0

2EI β2v*

Mm

2EI β2v*

β ＝ 
kD
4EI

k  ：地盤反力係數

py ：土壤降伏強度

v* ：土壤降伏位移

D ：樁徑

EI：基樁撓曲剛度

S0 ：樁頭水平剪力

M0：樁頭彎矩

Mm：樁身最大彎矩

v0   ：樁頭水平位移

θ0   ：樁頭旋轉角

z0   ：土壤塑性化深度

t    ：無因次土壤塑性化深度

s    ：無因次樁頭水平剪力

m  ：無因次樁頭彎矩

     ：無因次樁身最大彎矩

s2

2

中之彈性解可資應用；而當v0>v*時，樁前

方地表附近土壤將進入塑性反應，假設已

知土壤反力達降伏應力之深度(塑性化深度)

為z0，則因此依據土壤反力之分布，可以深

度z0為界分為兩段，分別為塑性區與彈性區

如表2中之圖所示，其控制方程式亦同時示

於圖表中。根據塑性區與彈性區兩者的邊

界條件與連續條件，經複雜之推導可得樁

  對一埋置於彈塑性土壤中之單樁，樁

頭受水平力H0作用且保持旋轉角θ0為0之情

況如表2中之圖所示，假設土壤之p-v曲線

為完全彈塑性(即一般之p-y曲線，因y為座

標，本文以變形v取代y)，其中k為水平地盤

反力係數，py為土壤之降伏強度，而v*則為

其對應之降伏位移。當樁頭水平位移v0仍小

於v*時，土壤與基樁均呈線彈性反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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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側位移與彎矩之參數解如表2所示，該參

數解可直接用於計算基樁在彈塑性土壤中

之非線性反應，探討其性能反應，便於工

程設計使用。

  茲舉一分析案例，應用表1與表2之

解析解比較自由樁頭及固定樁頭基樁在彈

塑性土層之性能曲線，顯示其勁度、強度

及變形特性之差異，供工程設計之參考

應用。

1.  基樁性質

   　　基樁為一直徑1.5m、長25m、埋置

於均勻黏土層中之鋼筋混凝土樁。假設

混凝土抗壓強度為28MPa，鋼筋之降伏

強度為414MPa，混凝土保護層厚度為

0.075m，縱向鋼筋比及橫向鋼筋比皆為

1%。考量樁斷面之撓曲非線性行為，假

設基樁所受軸力為定值P/(fc'Ag)＝0.1，以

斷面分析程式UC Fyber  [8]分析樁斷面之

彎矩-曲率關係，以等能量法將其雙線性

化可得混凝土樁斷面之等效撓曲剛度EIe

為2163977(kN-m2)，等效降伏彎矩Mye為

6704(kN-m)。

2.  土壤性質

    　　本案例分析之黏性土層條件，假設

為完全彈塑性土壤，其水平阻抗彈簧之

變形特性：地盤反力係數kh＝49035 kN/

m3(對應之地盤反力模數Es＝73552 kN/

m2)；降伏強度py＝360 kN/m2，所對應

之土壤彈簧降伏位移v*為0.007342m。

表2 固定樁頭(θ0＝0)情況之彈塑性解

項目            階段 彈性反應階段 彈塑性反應階段

土壤塑性化深度 βz0＝0 t ＝βz0 > 0

樁頭水平力 H0＝4EIβ3v0

H0

4EIβ3v*＝
1
3  [2(t＋1)＋

1
(t＋1)2]

樁頭水平位移 v0＝
H0

4EIβ3

v0

v* ＝
1
18 [9＋4(t＋1)＋(t＋1)4＋

4
(t＋1)2]

樁頭彎矩 M0＝
–H0

2β
M0

2EIβ2v*＝– 
1
3  [(t＋1)2＋

2
(t＋1)]

z

H0

0z

yp

,y v

k

p

vv*

py

β ＝ 
kD
4EI

k ：地盤反力係數

py：土壤降伏強度

v*：土壤降伏位移

D：樁徑

EI：基樁撓曲剛度

z0  ：土壤塑性化深度

t   ：無因次土壤塑性化深度

H0：樁頭水平剪力

v0  ：樁頭水平位移

θ0  ：樁頭旋轉角

M0：引致樁頭彎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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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自由樁頭及固定樁頭受側向力作用

                          樁頭位移曲線之比較

圖5 自由樁頭樁身最大彎矩及固定樁頭

      樁頭彎矩之比較   

    　　應用表1與表2之解析解可直接計算

基樁之性能曲線，圖4為自由樁頭及固定

樁頭(軸力P/(fc'Ag)＝0.1)之樁頭側力-位移

性能曲線之比較。圖5為自由樁頭樁身最

大彎矩-位移性能曲線及固定樁頭樁頭彎

矩-位移性能曲線(軸力P/(fc'Ag)＝0.1)之

比較。由兩圖之比較可明顯看出，基樁

達降伏彎矩Mye時，自由樁頭基樁所能承

受之水平側向力僅稍小於固定樁頭之情

況，但自由樁頭基樁所對應之降伏位移

則遠大於固定樁頭之情況，此乃由於自

由樁頭基樁之勁度小於固定樁頭基樁之

勁度，當土壤仍在彈性反應範圍內時，

自由樁頭基樁之水平勁度為固定樁頭基

樁水平勁度之半，但當土壤進入塑性反

應後，兩者之差距愈來愈大，自由樁頭

基樁之水平勁度將遠小於固定樁頭基樁

之水平勁度，這是工程設計採用自由樁

頭基樁時應注意之事項。此外，自由樁

頭基樁在受側向力作用產生側位移時亦

會伴隨產生樁頭轉角，引致上部結構發

生相當大的側向位移，這也是設計採用

自由樁頭基樁時應特別評估之事項。

肆、結論

一、 本文綜整現行日本鐵路基礎構造物設計規

範之架構與規定，其性能準則可作為國內

制訂大地工程性能設計規範之參考。

二、 本文推導剛性基腳受彎矩作用所產生旋轉

角之理論性能曲線，其旋轉反應為一非線

性曲線，非線性的行為係由基礎版與版底

土壤產生分離現象，以及基礎底面土壤產

生塑性化所致，淺基礎之性能曲線在分離

面積達50%(即偏心距達1/3基礎寬度)時，

其勁度開始顯著減少，適合定義為淺基礎

之降伏點。

三、 針對基樁在彈塑性土壤中之側向反應，本

文分別整理與推導自由樁頭及固定樁頭單

樁側向反應之性能曲線，並以一案例分析

說明其特性之差異。自由樁頭基樁之水平

勁度小於固定樁頭基樁之水平勁度，當土

壤仍在彈性反應範圍內時，自由樁頭基樁

之水平勁度為固定樁頭基樁水平勁度之

半，但當土壤進入塑性反應後，兩者之差

距愈來愈大，自由樁頭基樁之水平勁度將

遠小於固定樁頭基樁之水平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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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對於崩塌潛勢研判與即時預警分析多依據現地監測資訊結合過去歷史資

料，再以工程經驗作為研判之基礎。隨著近年資料品質之提升及各項技術的迅速發展，

藉由更新的數值模式解析崩塌機制並即時掌握其潛勢已臻成熟。本研究利用具物理原理

之邊坡穩定分析模式解析降雨引致邊坡崩塌之機制，探究各項影響因子與崩塌之交互關

係，進而發展實用性之崩塌潛勢研判與即時預警分析方法。本研究建構之方法、流程及

成果，可提供未來工程界對於保全區域崩塌分析之參考，並可依建構之降雨門檻值曲

線，訂定合宜之預警條件。

1 2 3 4

壹、前言

臺灣在地狹人稠之條件下，山坡地開發

成為無可避免之選擇，由於地質條件脆弱，而

山坡地開發之行為可能會降低邊坡穩定性，因

此毗鄰或位處山坡地之道路、公共建物等之建

設發展皆面臨極高之災害風險。臺灣坡地天然

災害中發生頻率較高者為降雨引致之崩塌，如

2001年桃芝颱風及2009年莫拉克颱風等，歷年

來的風災已造成無數之損壞與損失。

為有效避免或降低降雨引致之邊坡災害，

精確之邊坡崩塌潛勢研判與即時預警分析為必

要之工作，崩塌潛勢研判目的在判斷邊坡崩塌

可能性之高低，此資訊可做為工程可行性評估

選址、規劃及設計之依據；而即時預警則可於

降雨期間針對特定邊坡即時預測其穩定性以及

可能發生崩塌之時間。臺灣對於前述兩項工作

多是依據現地監測資訊結合過去歷史資料，再

以經驗加以判斷，然因降雨引致邊坡破壞之過

程為複雜之物理現象，實應藉由理論基礎嚴謹

之邊坡穩定分析模式解析降雨引致邊坡崩塌之

機制，探究水文、地文、地質等條件與崩塌四

者間之交互關係，並進而結合Arc-Hydro地形判

釋模組，發展實用性之崩塌潛勢研判與即時預

警分析方法，如此始有助於未來山坡地相關開

發與預警之工作。

貳、邊坡穩定相關研究彙整

一、邊坡穩定分析

影響邊坡穩定性之因素可概分為兩大類，

即潛在因素(土壤強度、地下水、植被、邊坡幾

何、風化等條件)與驅動因素(降雨或地震等)。

在邊坡崩塌預測分析方面，可概分為三種方

法，即經驗法、統計法與定率模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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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經驗法、統計法，「定率模擬法」

以物理原理所建立之數學模式模擬邊坡穩定性，

其輸出可為安全係數。為詳實模擬前述降雨入

滲與邊坡穩定間之機制，Tsai et al. (2008)發展

一維未飽和坡地崩塌模式，而此模式亦已成功

應用於石門水庫集水區坡地崩塌潛勢之分析。

二、邊坡即時預警

對於以降雨為觸發因素之邊坡即時預警

而言，目前多數研究皆是以降雨特性做為預警

研判之依據，即「降雨門檻值」。以統計法為

基礎所推估之降雨門檻，因在實際應用上須仰

賴過去大量之崩塌調查資料而常受到限制。因

此，近年來部分即時預警研究改採定率模擬法

以推估降雨門檻曲線，茲說明以定率模擬法之

優點如下：

(一)  資料主要以數學模式模擬而得，僅需

少量過去崩塌資料做為驗證用。

(二)  適用於工程完工後之即時預警研判。

(三)  係以模擬發生崩塌時刻之累積降雨量與

降雨延時為分析依據，因此所推估之曲

線能更正確表達降雨與崩塌間之關係。

(四)  由於可藉由模擬獲得邊坡發生崩塌之

時刻，配合逐時之降雨資料，即可繪

製崩塌發生前數小時之降雨門檻曲

線。圖1為水土保持局(2010)針對南

投縣九份二山龍南道路之上邊坡，利

用Tsai and Yang (2008)所發展之一維

飽和坡地崩塌模式，分析可能造成該

邊坡發生崩塌以及崩塌前三小時之降

雨延時與平均降雨強度組合，因此若

配合實際觀測降雨資料，決策者即可

客觀地依據預警發布後至完成應變所

需之時間，利用圖1決定預警發布之

時刻。

參、邊坡潛在因素對邊坡穩定性
之敏感度分析

不同參數對邊坡穩定之影響程度不一，

藉由敏感度分析可瞭解對於邊坡穩定性具有重

要影響之潛在因素以及模式忽略之機制其影響

性。以下藉由Tsai and Chen (2010)所發展之

一維崩塌模式為基礎，考慮模式參數在其變異

範圍內變動時對孔隙水壓力與邊坡安全係數之

影響程度，對模式輸出以整體敏感度方法做

分析。

一、整體敏感度分析之方法

本文依據Jacques et. al. (2006)提出之變異

數敏感度分析方法，以蒙地卡羅模擬為概念之

計算方式，可得一階敏感度指數與全域敏感度

指數。而一階與全域敏感度指數間之差異可用

以判斷該模式輸入參數彼此間在模式計算中是

否具有交互作用，以及全域敏感度指數本身可

做為低影響因子篩選之依據，若一階式輸入參

數之全域敏感度指數很小，代表該輸入條件在

其可能範圍內任意變動時，並不致對模式輸入

產生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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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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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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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南投縣九份二山龍南道路上邊坡崩塌降雨門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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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孔隙水壓力敏感度分析

 模式內降雨將直接影響孔隙水壓力之

變化，藉由孔隙水壓力進一步影響安全係

數之變化，結果分析如圖4。

 圖4之降雨入滲未到達飽和時，以初始

地下水位敏感度最大。大約在20小時後受

到降雨影響，初始地下水位敏感度開始下

降，保水曲線參數敏感度上升，坡度、土

層厚度敏感度係數趨近於零。

(二)  安全係數敏感度分析

 進一步探討模式內直接影響孔隙水壓

力之保水曲線參數與初始地下水位之變異

對安全係數之影響，以及直接影響安全係

數之參數變異對其自身之影響。如圖5所

示，降雨起始時參數敏感度以摩擦角為最

大，次要為坡度、土層厚度，其餘參數敏

感度皆趨近零。

二、資料選取概述及參數設定

降雨資料係採用石門水庫集水區三光雨量

站所量測之2004年8月23日艾利颱風48小時降

雨事件之資料(如圖2)，土壤參數資料選用「石

門水庫集水區崩塌與庫區淤積風險評估研究」

計畫(2008)所完成相關土讓試驗之資料數據，

選定位置如圖3，數值高程模式DEM選用工研院

製作之5m DEM資料。模式保水曲線之參數資料

則是根據砂崙仔崩塌工址，土壤粒徑屬粗粒土

壤，故採用Carsel and Parrish (1988)所提出之砂

質土壤保水曲線參數值。

三、參數敏感度分析

為了使研究案例可明確地表示出不同DEM

解析度下，不同的坡度對模式輸入參數敏感度

之影響。並進一步在案例上做細分，將土層以

相對之位置做3等分，探討不同深度下，隨時間

變化之參數敏感度。

圖3 砂崙仔崩塌地位置

圖2 艾利颱風期間三光站時雨量組體圖

圖4 孔隙水壓力一階敏感度指數

圖5 安全係數一階敏感度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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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保水曲線參數變異性對孔隙水壓力之

影響，隨累積降雨增加而增加，但初始地

下水位變異性對孔隙水壓力之影響則隨累

積降雨增加而降低。在敏感度分析方面，

保水曲線參數與初始地下水位對敏感度指

數影響皆隨累積雨量增加而增加。敏感度

指數分析顯示土壤比重對安全係數影響不

大，摩擦角對於安全係數較重要。

肆、降雨條件對邊坡穩定性之影響

外在降雨條件為改變邊坡穩定之主要關

鍵，本研究利用不同設計雨量、延時與雨型對

二維降雨引發坡地崩塌模式進行模擬，探討外

在因子對邊坡穩定之影響。

一、雨量與延時

考慮一假設坡面坡降(S)為0.6，坡度約

31°，地下水位於地表下方4m，土壤參數如表

1，考量坡面不受其他坡面逕流與地下水影響，

因此，假設土層左側為固定地下水位邊界，右

側與下方為不透水邊界。圖6及圖7為不同延

時下之均勻降雨，總降雨量分別為300mm與

500mm之坡地穩定分析模擬結果。經分析結果

可知，安全係數隨降雨過程下降，在降雨過後

安全係數隨時間上升。此外，安全係數隨降雨

強度愈大下降速率愈快。

表1 崩塌模擬參數表

參數 值

曼寧摩擦係數 n 0.05

比重 Gs 2.65

凝聚力 c' 0.5 kPa

內摩擦角 φ' 26°

基質吸力增加所造成土壤之摩擦角度 φb (1/2)*

飽和水力傳導係數 Ks 75 cm/day

孔徑指數 N 2.0

飽和含水量 θs 0.47

殘餘含水量 θr 0.17

進氣潛能因子 ζ 0.01

Time (hr)

0 10 20 30 40 50 60
FS

0.8

1.0

1.2

1.4

1.6

1.8 Duration   6 hrs
Duration 12 hrs
Duration 24 hrs
Duration 36 hrs
Duration 48 hrs
Duration 60 hrs
FS = 1

(hr) 

圖6 在300mm雨量下安全係數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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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tion 48 hrs
Duration 60 hrs
FS = 1

(hr) 

圖7 在500mm雨量下安全係數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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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雨型對邊坡穩定性分析

相同坡地條件下，圖9至圖10為不同雨型在

總降雨量為400mm不同延時下模擬結果。在降

雨延時24小時下，中央型發生破壞於20小時，

後退型發生破壞於21.5小時；在降雨延時48小

時下，中央型未發生破壞，後退型發生破壞於

44小時，如前節所述，於特定雨量延時下，雨

型改變將進一步影響坡地破壞發生之可能。圖

11為總降雨量400mm與延時24小時下，不同雨

型孔隙水壓力與破壞面分布；其中，中央型破

壞深度較深，後退型破壞深度較淺。因此，可

知雨型亦明顯影響坡地破壞是否發生，坡地破

壞深度與發生時間皆可能因不同雨型而變化。

圖8為降雨量500mm與延時12及36小時情

況下坡地內孔隙水壓力分佈變化，過程中坡地

內基質吸力隨時間下降，地下水位則隨時間上

升，圖8(b)顯示當坡地近似飽和，土體內孔隙

水壓力變化呈現穩態，則安全係數不隨時間變

化；另在降雨過後坡地內基質吸力隨時間上

升，地下水位則隨時間下降。因此，吾人可知

降雨之雨量與延時明顯影響坡地破壞是否發

生，對坡地發生破壞深度與破壞時間有重大之

影響。

圖8 降雨量500mm延時12及36小時情況下坡地內孔隙水壓力分佈圖

(a)12hr (b)36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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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中央型雨型在400mm雨量下穩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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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後退型雨型在400mm雨量下穩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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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雨門檻值綜合探討分析

進一步製作不同雨型下雨量與延時之降雨

門檻值圖，如圖12。圖12顯示不同雨型之門檻

值曲線將門檻值圖劃分為兩區域，雨量延時於

曲線之右邊，表示坡地破壞；反之，左邊區域

表示坡地穩定。例如總降雨量400mm與降雨延

時48小時下，後退型發生破壞，其他雨型呈現

穩定。圖12顯示不同雨型門檻值曲線具有上邊

界與下邊界，如相同雨量下，降雨延時高於上

邊界或低於下邊界，則坡地未發生破壞，與過

去一維崩塌模擬所產生降雨門檻值圖有所差異，

一維模擬結果僅具有下邊界，上邊界則為一固定

雨量值，如圖13；由雨量與延時分析模擬結果

可知，相同雨量下，降雨延時短，降雨強度大，

如多數雨量沿地表逕流，則地表入滲量愈少，

愈不易發生崩塌，因此門檻值具下邊界；另在

側方向地下水流出影響下，致使長延時低強度

降雨不易發生崩塌，門檻值之上邊界為側方向

地下水流影響所產生，一維模擬由於無法考量

側向水流影響，因此上邊界為一固定雨量值。

由降雨門檻值圖可了解，不同降雨條件下，會

產生不同門檻值曲線，工程師如欲在一局部區

域建立警戒降雨條件，需藉由當地歷史降雨資

料，配合模式模擬分析建立符合現地之降雨門

檻值曲線。

圖11 不同雨型坡地內孔隙水壓力與破壞面分布圖

(a)中央型 (b)後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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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不同雨型降雨門檻值圖 圖13 一維崩塌模擬不同雨型降雨門檻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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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子，並忽略對崩塌影響較輕微

之因子。

(三)  降雨條件對邊坡穩定性之影響：由不

同設計降雨條件對邊坡模擬結果可

知，降雨之雨量、延時與雨型明顯影

響坡地破壞是否發生，對坡地發生破

壞深度與破壞時間有重大之影響。二

維模擬因考慮側向水流之影響，降雨

門檻值圖具上邊界，在不同降雨條件

下，會產生不同門檻值曲線，在局部

區域建立警戒降雨條件，需藉由當地

歷史降雨資料，配合模式模擬分析建

立符合現地之門檻值曲線。

(四)  崩塌潛勢研判與即時預警方法與流

程：本研究建構之方法與流程，可提

供未來工程師對於保全區域崩塌分析

之參考，並可依建構之門檻值曲線，

訂定合宜之預警條件。

二、建議

(一)  利用歷史雨量資料建立不同預備時間

下警戒門檻曲線，為較簡易獲得即時

預警條件之方法，另可利用崩塌模式

結合雷達雨量預警資料，即時模擬可

更精確獲得即時警戒之條件。

(二)  本研究現地應用模擬所採用參數條

件，其假設模擬區域土壤為均質，僅

能簡單代表特性。然而，區域模擬

中，不同位置之土壤參數均存在變異

性，如欲精確獲得各處崩塌潛勢，需

搭配更多現場量測與調查，於重點坡

地設立地下水即時監測井並配合即時

模擬，以利模式檢定與驗證。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利用具物理原理之一維與二維邊

坡穩定分析模式解析降雨引致邊坡崩塌之機

制，探究水文、地文、地質等條件與崩塌四者

間之交互關係，並進而結合Arc-Hydro地形判釋

模組，進行崩塌潛勢之研判並建立即時預警機

制，各項研究成果如下列所述。

(一)  邊坡穩定相關研究彙整：應用物理原

理所建立之數學模式模擬邊坡穩定

性，可獲取最佳之量化資訊，近年已

逐步考量降雨入滲或地表水流之影

響。過去應用統計方法建立之降雨門

檻值因缺乏崩塌發生確切時刻，所推

估之降雨門檻曲線可能過於樂觀，近

年利用數學模式模擬結果，以模擬發

生崩塌時刻之累積降雨量與降雨延時

為分析依據，能更正確地表達降雨與

崩塌間之關係。

(二)  邊坡潛在因素對邊坡穩定性之敏感度

分析：全域敏感度指數分析結果顯

示，土壤比重對安全係數影響不大，

摩擦角對於安全係數有極為重要之

影響。孔隙水壓力敏感度分析結果顯

示，保水曲線參數變異性對孔隙水壓

力之影響隨累積降雨之增加而增加，

而初始地下水位之變異性對孔隙水壓

力之影響隨累積降雨之增加而降低。

另外在安全係數敏感度分析方面，保

水曲線參數與初始地下水位對安全係

數之影響皆隨累積雨量之增加而增

加。敏感度分析結果可提供工程師瞭

解影響邊坡崩塌之重要因子，未來在

判斷坡地崩塌上，可依此結果獲取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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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區主要為高雄市平原區域範圍，包含楠梓、左營、三民、鼓山、梓官、

橋頭、大社、仁武、鳥松、鹽埕、新興、前金、苓雅、前鎮、旗津、小港及鳳山等行政

區，計畫面積約310平方公里，人口密集、產業發展集中。從都市防災的觀點，人口密集

區域對於災害的敏感度相對較高，尤其如地震、地盤沉陷等地質災害而言，通常具有區

域發生之特性，一旦發生災害，將會造成重大損失，因此針對都會區內的災害防治或應

變工作相當重要。本計畫蒐集高雄都會區內共4655孔工程鑽井，依據鑽井資料顯示高雄

都會區沖積層之分布狀況及組成，最接近地表的現代沖積層為各項工程建設常遭遇之地

層，其厚度在各分區分布不等。現代沖積層沉積物沉積時受原始地形、相對海水面變化

以及河系影響，形成低至中塑性之泥層，以及泥質砂或砂礫等交互層次的土層，因此高

雄都會區部分區域先天上已屬於相對軟弱、容易發生地質災害區域。本計畫在高雄都會

區已建立都會區之三維防災地質資料庫，內容包含土壤液化、軟弱地盤等地質災害潛勢

分析資料，其成果除了可呈現平面的災害潛能外，亦能呈現不同深度土層之潛勢分析結

果，可做為高雄都會區防災與工程規劃之參考。

1 2 3 4 5 6

壹、高雄都會區沖積層分布特性

高雄為臺灣南部都會中心，自民國99年

底高雄縣市合併後，其行政區面積大幅增加，

約2946平方公里，目前人口約277萬人(資料來

源：高雄市民政局)，其中以平原地區(即高雄都

會區)人口相對密集，其範圍大致北以梓官、橋

頭區為界，向南至小港區，東至西部麓山帶前

緣及鳳山丘陵西緣，西至海岸線止。高雄都會

區內平原上聳立著兩座石灰岩丘，分別為半屏

山及壽山，半屏山外形略呈紡錘狀，呈東北-西

南向，過去曾有石灰岩開採歷史，最高海拔約

180公尺左右，在稜線的西北側有斷崖，呈單面

山地形；壽山最高點為三角山，海拔356公尺，

稜線位於中央，西翼為斷崖，斷崖以東為單面

山地形。(如圖1)

依陸挽中等(2005)對臺南高雄地區地下水

文地質概況研究中，將臺南、高雄平原區分為 圖1 高雄都會區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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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地區、岡山地區及高雄地區三個主要構造

單元，而高雄都會區則位於岡山地區及高雄地

區之構造單元，岡山地區構造高區以東北-西

南走向的中洲台地為主，西北側低區連接至臺

南地區邊緣，東南側為另一沉積谷地；高雄地

區位於半屏山隆起珊瑚礁與鳳山隆起珊瑚礁之

內，中間為古高雄谷地沉積區，延伸至外海接

上高雄海底峽谷。高雄都會區平原可以半屏山

及壽山這兩個高地劃分成南北兩個主要沉積盆

地，半屏山及壽山以北屬岡山地區構造高區東南

側之沉積谷地，以南則屬古高雄谷地沉積區。

在半屏山及壽山北側僅涵蓋岡山地區東南

側沉積谷地的一部分，此區的沖積層沉積厚度

向西及向北增厚。而半屏山及壽山南側則涵蓋

整個古高雄谷地沉積區，由沖積層分布及基盤

的位置約略看出古高雄谷地的形貌，河谷谷底

約略由高雄市新莊國小位置向西南至中洲國小

附近出海，但古高雄谷地實際分布範圍，仍須

配合其他調查資料才能正確的描繪。

高雄都會區內沖積層分布特性，在半屏

山及壽山的北側之沉積谷地與南側古高雄谷地

明顯不同，岡山地區東南側之沉積谷地內沖積

層可明顯分為兩部分，即上部砂層與下部厚泥

層；而古高雄谷地內之沖積層則以砂泥互層的

分布，不易看出其岩性分布的規則性。

為能針對高雄都會區之沖積層工程地質狀

況與地工特性作整體的規劃與掌握，乃依據研

究成果及蒐集之資料進行地工分區的劃設。本

計畫主要研究都會區30公尺內未固結之沖積地

層，地質分區圖中將土層種類劃分為：砂(S)、

泥(M)、砂夾泥(S/M)、泥夾砂(M/S)及礫石(G)等

五種，土層厚度劃分為a：5～10公尺；b：10～

20公尺；c：20～30公尺等三種。在地層中砂或

泥的厚度小於5公尺，且呈互層的分布時，若劃

分的地層厚度中砂層的合計厚度大於50%，則

為砂夾泥，反之則為泥夾砂。

參考已完成的地質剖面，並依上述方法將

計畫範圍內地表下30公尺內之土層加以分類，

則可將鄰近相同分類的地層歸於同一分區，若

鄰近地層分類差異甚大，則再參考三維分析模

組分析結果及鑽孔柱狀圖來界定分區的界線。

早期對高雄地工分區研究中，其劃分依據

包含以行政區、地形、流域等加以劃分，依行

政區的劃分雖最為方便，但同一個行政區內可

能受不同沉積環境的影響會有不同的地質及地

表1 地質分區特性簡化表

地質分區 微分區 地表下30公尺內沉積物組成 工程地質特性

典寶溪(D)

D1 上部砂層大於20公尺，下部泥層 高液化潛勢，全區地層軟弱

D2 上部砂層約10～15公尺，下部泥層 高液化潛勢，全區地層軟弱

D3 第1層砂及第2層泥略大於5公尺，下方為厚砂層 局部高液化潛勢，全區地層軟弱

D4 表層及底層為泥，夾厚大於10公尺砂層 全區地層軟弱

D5 第1層砂及第2層泥略大於5公尺，下方為厚砂層 局部中液化潛勢，全區地層軟弱

後勁溪(H)

H1 上部砂層，下部厚泥層大於20公尺 中液化潛勢，全區地層軟弱

H2 厚砂層大於>30公尺 西側高液化潛勢，全區地層軟弱

H3
上部砂層約10～15公尺，中間夾泥層，底層為大

於5公尺砂層
高液化潛勢，除東側外，其餘地層軟弱

H4 上部砂，下部泥，厚度相當 全區地層軟弱

H5 上部砂層大於20公尺，下部礫石 西側高液化潛勢且地層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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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系統是透過工程地質探勘資料庫、補

充調查之地質資料，及蒐集相關災害圖資，目

工性質，若以單一特性做為該分區代表，可能

不甚恰當，因此以地形或流域分區是較為適合

做為分區的方式，同一地形其地質條件往往較

為相近，而同一流域在不同的河段可能劃分不

同沉積環境。本計畫位於平原區地形，地表上

地形變化不大，因此本計畫的地質分區以流域

做為劃分的基礎，當計畫範圍內分區均已完成

後，再依所屬的流域進行流域分區。

本計畫將高雄都會區由北而南劃分為典寶

溪、後勁溪、愛河及前鎮河等4大分區，並再細

分22個微分區，地質分區特性簡化表詳表1，地

質分區詳圖2。

貳、高雄都會區三維防災地質資
料庫

本計畫之工程鑽井資料，主要來自地調所

工程地質探勘資料庫(Geo2010)，該資料屬於

Access資料庫系統。本計畫系統目前設計為單

機版之系統，採用之空間資料庫為ArcMap之

Personal GeoDatabase，做為本系統之資料庫管

理，並可與大型資料庫如SQL資料庫進行資料整

合及資料交換，亦具備後續擴充之需求。

圖2 地質分區圖

地質分區 微分區 地表下30公尺內沉積物組成 工程地質特性

愛河(L)

L1 上部砂夾泥層，下部砂層約10～15公尺 局部中液化潛勢，全區地層軟弱

L2
上部泥層大於10公尺，中間夾砂層，底層為大於5

公尺泥層
南側高液化潛勢，全區地層軟弱

L3 上部泥層，下部厚砂層大於20公尺 局部高液化潛勢，全區地層軟弱

L4 上部泥層，下部砂層，厚度相當 中液化潛勢，全區地層軟弱

L5 第1層泥及第2層砂略大於5公尺，下方為厚泥層 南側地層軟弱

L6 上部泥層大於20公尺，下部砂層 西側局部地層軟弱

L7 上部砂夾泥層，下部砂層約10～15公尺 西側局部地層軟弱

前鎮河(C)

C1 厚砂層大於30公尺 北側高液化潛勢，全區地層軟弱

C2 第1層砂及第2層泥略大於5公尺，下方為厚砂層 局部中液化潛勢，全區地層軟弱

C3 上部泥層，下部厚砂層大於20公尺 除鄰鳳山丘陵地區外，其餘地層軟弱

C4 表層及底層為泥，夾厚15～20公尺砂層 北側地層軟弱

C5 上部泥層，下部砂層，厚度相當 低液化潛勢，無軟弱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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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三維網格分析模式之資料模式示意圖

前對於地質災害之災害類型(軟弱地層、土壤液

化)等進行分析，並對地下沉積物分類等，建置

防災地質圖基本資料庫。

本計畫資料庫可於GIS分析之評估模式進

行土壤液化潛勢分析計算，達到輔助製作防災

地質圖之目的。評估模式以三維網格為基礎進

行，首先需建立分析區域之三維網格資料庫，

再針對每個網格計算，最後可將建置完成之三

維網格資料庫，製作地下30公尺內各深度之岩

性、剪力波速、抗液化安全係數FL資料，並可展

示平均剪力波速、平均N值、液化潛能指數PL(最

大地震、中小地震、設計地震)等不同之分析結

果。

本模式建立三維立體網格資料庫方式進

行分析，首先將所蒐集之工程井，依據本計畫

所研擬之篩選條件，得出可供分析使用之井錄

後，將各井錄之原始資料以加權平均法將資料

進行標準化，重新產生以1公尺為間距之地質資

料，並建立地下三維立體網格資料庫。最後再

將各網格分別計算土壤液化分析模式(PL值)，以

產出土壤液化潛勢分析圖。本模式之優點，可

將建置完成之三維網格資料庫，進行廣泛查詢

與應用分析主題圖，如製作地下30公尺各深度

之PI、γt、N、USGS、VS、FL，並可展示平均

剪力波速、平均N值、液化潛能指數PL(最大地

震、中小地震、設計地震)等分析結果圖，本模

式之資料模式概念如圖3。

參、高雄都會區沖積層地質災害
潛勢分析

依據民國99年11月6日頒布之地質法，地

質災害係指自然或人為引發之地震、海嘯、火

山、斷層活動、山崩、地滑、土石流、地層下

陷、海岸變遷或其他地質作用所造成之災害。

而本計畫針對盆地內第四紀現代沖積層為探討

對象，把地質災害之討論焦點放在都會區內土

層可能產生之土壤液化及軟弱地盤等課題進行

潛勢分析與探討。

一、土壤液化潛能分析

有關土壤液化判定的方法，依據民國90年

1.鑽井資料先進行垂直內插，取得30m內每公尺資料

2.每公尺為一層，進行水平內插，計算每一網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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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液化潛能。而針對土壤液化損害評估方法則

參考日本Iwasaki et al.(1982)所提之土壤液化潛

能指數PL來進行分析。

除了土壤特性之外，地下水位對於液化評

估影響亦大，地下水位愈高，則可能發生土壤

液化的範圍亦增加。然而，地下水位資料會隨

著工址位置不同而不同，也會隨著季節性以及

人為擾動(如施工抽水、鑽探回水等)影響其觀測

水位。為避免所採用水位資料受到上述因素影

響其代表性，本計畫以經濟部水利署長期觀測

地下水位作為液化潛能分析之基本資料。

依據民國100年「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

說」，本計畫計畫範圍為高雄都會區，各地震

微分區採用之地震力係數如表2所示。

內政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篇－建築物基

礎構造設計規範」及「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

解說」之規定辦理。工址應分別檢核設計地震

及中小度地震時工址之地表水平加速度情況下

之液化潛能。

土壤於地震作用下是否會發生土壤液化現

象，係以地震引致地層中之剪應力是否大於土壤

之抗液化強度做為判斷之標準。依新日本道路橋

液化評估法(日本道路協會,1996)進行土壤液化判

定，抗液化安全係數FL＝R/L，其中R為土壤動

態剪力強度比，L為地震引致之平均反覆剪應力

比，當FL<1時則視為該土層具有液化潛能。

依據土壤液化之基本條件，土壤若具塑

性(CL及CH)或具凝聚力則直接判定不具液化潛

能。若土壤位於地下水位面以上亦直接判定不

表2 高雄都會區各微分區之地震力係數

微分區 S DS S D1 S MS S M1
仁武區 0.6 0.35 0.8 0.5

鳥松區 0.6 0.35 0.8 0.5

岡山區 0.7 0.35 0.9 0.5

橋頭區 0.7 0.35 0.9 0.5

梓官區 0.7 0.35 0.9 0.5

鹽埕區 0.6 0.35 0.8 0.5

鼓山區 0.6 0.35 0.8 0.5

左營區 0.6 0.35 0.8 0.5

楠梓區 0.6 0.35 0.8 0.5

三民區 0.6 0.35 0.8 0.5

新興區 0.6 0.35 0.8 0.5

前金區 0.6 0.35 0.8 0.5

苓雅區 0.5 0.35 0.7 0.5

前鎮區 0.5 0.35 0.7 0.5

旗津區 0.5 0.35 0.7 0.5

小港區 0.5 0.35 0.7 0.45

鳳山區 0.5 0.35 0.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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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高雄都會區設計地震(A=0.2~0.28g)液化潛能分布圖 圖6 高雄都會區土層平均Vs值(0~30公尺)等值圖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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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

質粉土，因此具有較高之土壤液化潛能。針對設

計地震狀態下之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  高液化潛勢區

 主要位於高雄中北部沿海區域，包括

梓官、左營、鹽埕、前金、新興、苓雅、

前鎮區以及大社、仁武區之平原區一帶其

淺層沉積物(地表下0～20公尺)以淘選良好

之砂質/粉土質土壤為主要之地質材料，土

壤結構鬆散、地下水位亦高，為高液化潛

勢區。

(二)  中液化潛勢區

上述相關分析方法與流程乃參考相關規範

進行，此處不再贅述，而僅針對分析結果提出

探討。經系統進行土壤液化潛能判定結果詳如

圖4所示，另為瞭解地下各深度土層之液化潛勢

分布，於都會區中心附近另外展切三個土壤液

化潛勢剖面如圖5。本計畫分析結果與前人研究

成果比較，其趨勢大致相同，惟局部地區有些

微差異，可能是因為分析所使用之鑽井資料以

及所分析之數量不同所影響。以本計畫範圍為

例，在規範設計地震情況下，計畫範圍內地表

加速度為0.2～0.28g，主要高液化潛勢區以沿海

區域如梓官、新興、鹽埕、前金等區為主，而

局部於仁武區西緣，於較淺部土層為較疏鬆之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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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高雄都會區設計地震(A=0.2~0.28g) 土壤液化潛能剖面圖

圖6 高雄都會區土層平均Vs值(0~30公尺)等值圖

← 計畫範圍

 主要分布於沿海地區之內陸邊緣，

包括楠梓、橋頭、三民、旗津、岡山、鳳

山、小港等區，為中液化潛勢區。

(三)  低液化潛勢區

 於壽山、半屏山以及大社、仁武等局

部丘陵區以及都會區南區之小港與東部之

鳥松，屬於低液化潛勢區。

二、軟弱地層評估

在工程設計時，通常需要進行地質調查，

藉以了解、掌握地層條件。一般調查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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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在工程區及超載荷重影響範圍內之軟弱

地質分布狀況，包括分布面積、深度及各層次

的厚度；(2)各軟弱地質的組成及其工程性質。

工程上常用的調查方法為地質鑽探，透過

鑽探、現地試驗或取樣進行室內試驗，進行土

壤性質的評估以掌握地層狀況。

本計畫採用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所規定之

剪力波速(VS30)作為本計畫軟弱土層的評估方

法，以VS30法之工址土壤分類定義，將地表下30

公尺(100ft)內之土壤平均VS值小於180m/sec的

土層視為軟弱土層。由於土層剪力波速(VS)並非

為一般地質調查之指定工作項目，因此直接量

測之數據較少，依據內政部2011年所頒佈建築

物耐震設計規範採用下列公式概估之，並將地

表下深度30m內之VS值作平均計算後，以等值

圖展現，如圖6。

檢視分析結果，高雄都會區除了壽山、半

屏山以及大社、仁武、鳥松等嶺口丘陵西緣區

域外，幾乎皆屬軟弱地盤，其土層性質亦相對

軟弱。

肆、結論與建議

一、 本計畫為增加分析之精度，蒐集地調所國

土資訊系統、高雄都會區工程及建築鑽孔

共有4655孔鑽孔資料，並彙入系統進行相

關分析。

二、 經參考既有研究及適合計畫範圍特性，完

成計畫範圍北而南劃分典寶溪、後勁溪、

愛河及鎮前溪等四個地質分區，並再細分

成22個微分區。

三、 本計畫利用Geo 2010工程地質探勘資料庫

資料結合三維網格技術建置高雄都會區三

維防災地質資料庫，並進一步分別辦理土

壤液化潛能及軟弱地層之地質災害潛勢分

析，其中以梓官、新興、鹽埕、前金等沿

海區域區及仁武西緣淺部土層較具高土壤

液化潛勢風險，而高雄都會區除了壽山、

半屏山以及大社、仁武、鳥松等嶺口丘陵

西緣區域外，幾乎皆屬軟弱地盤，其土層

性質亦相對軟弱。

四、 本計畫所完成之三維防災地質資料庫之空

間資料分析，並可於平面及剖面進行展

示，惟考量硬體之限制以及鑽孔分布之密

度，並無法將網格切得太細，後續搭配電

腦技術之發展以及鑽井資料密度逐年增

加，可再進行更高解析度之資料分析，提

供更高精度之地質防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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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BIM、介面整合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正工程師／許耀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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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業務經理／李魁士 7

關鍵詞：BIM、介面整合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正工程師／許耀仁 1

BIM在大地工程
設計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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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個別計畫之特性將BIM相關軟體導入，並實際應用於隧道、線形廊道、風險分

析等大地及土木相關工程之設計。設計者藉由建置3D環境模型並執行設計，以提升設計

方案正確性及介面溝通之有效性，惟為因應不同之環境條件及設計內容，常須採多種BIM

軟體分項建置模型，再加以匯入及整合，故須克服軟體間之整合限制以完整呈現設計成

果，俾利即時反應環境條件或設計變更之需求。本文藉各大地工程相關案例呈現近年來

BIM之應用情況供工程界參考。

1 42 53 6 7

壹、由建築延伸BIM應用至大地
及土木工程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自2006年

開始導入BIM，以Revit軟體設計地下車站，包括

站體、景觀、敷地、道路等，整體規劃均以3D

設計，並針對個案特性自行研發智慧元件，相

關成果詳圖1、圖2。

初始以Revit Architecture為主進行土建設

計，為更有效溝通土建機電介面、減少管線衝

突，後續再導入Revit MEP進行機電設計，達

到全3D設計的目標，設計成果整合如圖3、圖4

所示。

圖1 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美術館站

圖2 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三塊厝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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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BIM應用於大地及土木工程
實例及整合成果

大地及土木工程與工址地形地貌具高度

圖3 臺北捷運地下車站

圖4 捷運地下車站機電整合成果

圖5 台電電纜線路工程設計

圖6 自來水管線工程設計

圖7 隧道工程設計

本公司除執行土建機電協同作業、強化介

面整合外，近年來亦將BIM的應用擴展至大地及

土木工程，包括台電地下電纜線路、自來水、

邊坡、隧道等工程(詳圖5～7)。另因應工程特性

以3D建置設計環境，包括地下障礙物、既有管

線、地形地貌等，提升BIM設計成果的整體性和

精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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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廊道線形、地物設計整合

圖9 地下線路工程Revit、Civil 3D等之BIM整合成果

帶為基礎發展而成之土建設施；線形廊帶初步

確認之後，相關配套方案如地中障礙物處理對

策、邊坡穩定工法、隧道洞口配置及景觀等各

項設計工作始得展開。完善之線形廊道規劃與

完整之現況資訊息息相關，在進行線形廊帶規

劃設計前，應先行蒐集整理工址各項基本資

訊，包含地形、地物、地貌、地籍、地中障礙

物等，並視工程需要將所蒐集整理之相關資訊

匯入BIM 3D模型，據以進行線形廊帶3D設計，

如圖8。

密切性，3D設計主要運用Civil 3D、Revit、

ArcScene及SketchUp等多樣軟體整合，實際應

用於包含(1)線形設計、(2)三維GIS輔助線形設

計、(3)隧道洞口修坡、(4)明隧道、(5)三維地質

及(6)集水區分析等專業。

一、線形設計

在逐漸拓展BIM應用至土建工程的過程

中，線形廊道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論是

道路、橋梁、軌道、維生線路，均是以線形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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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人員出入、電纜延放需求，地下電

纜洞道須銜接至直井、機房，因此地形、洞道

與相關建物須建置在相同的座標系統並經整合

界面資訊，以提升設計品質，如圖9。

二、三維GIS輔助線形設計

道路線形規劃不易，傳統道路工程設計採

等距斷面逐一檢討，地面形狀起伏之掌握分析

困難，若須納入環境變化模擬(如河道沖積扇

模擬、洪水溢淹高程、淤積高程時)，將更增

加2D設計之困難度。因而，若能導入三維GIS

作為設計輔助工具，逐項檢視各種設計情境需

求並回饋調整，必可提升設計及溝通之品質及

效率。

利用ArcScene整合GIS圖資，建置光達測

繪之擬真地表面，並配合各項淹水位及河道

淤積模擬，作為道路線形設計之依據，可呈

現各種情境之模擬，如(1)100年重現期洪水

溢淹分析模擬、(2)未來2029年之沖淤序率分

析＋20年重現期之洪水溢淹範圍及(3)土石流

沖積扇模擬等，如圖10。

導入三維GIS整合3D模型具有：(1)建置快

速、(2)模型調整機動性高、(3)GIS圖資與高程

整合分析及(4)高擬真性展示效果等優勢，可大

幅減少圖紙調閱時間及方便溝通，利於規劃設

計方案研擬、願景呈現及協調整合。

三、隧道洞口修坡

傳統2D山岳隧道洞口設計，多以隧道中心

線縱軸方向做為隧道頂端與地盤的接點，據以

檢討洞口上方覆土厚度、邊坡的坡度及隧道總

長等。由於隧道斷面係為多心圓，洞口邊坡地

形及傾角方向與隧道入洞角度常斜交，必須經

由平面、縱面、橫斷面與地表面的關係來決定

洞口的位置與形狀，並配合分析結果反覆不斷

的確認洞口修坡的坡比(如圖11)，因此洞口型式

常因現場地形不規則性須配合變更調整。

採Civil 3D進行隧道洞口的修坡設計(如圖

12)，模擬隧道洞口與修坡的關係(如圖13)，並

即時檢視隧道頂部及側壁覆土妥適性，如有覆

土不足、偏壓、洞口高程變更、修坡坡比及洞

口位置改變等，只要調整數值，就能自動產生

調整後3D模型，原選定里程之縱斷面與橫斷面

也會配合一併修正，可減少2D設計常犯之部分

圖面未同步修正情形。

圖10 GIS洪水、淤積、構造物整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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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Civil 3D建立明隧道之次組合元件(如

圖14)，直接於路線上產生明隧道結構，在3D環

境中結合地形及明隧道(如圖15)，建立完成之

3D視圖並自動產製多組2D橫斷面(如圖16)。

四、明隧道

傳統2D明隧道設計僅能利用平面、縱斷面

及橫斷面，表達規劃構想，不易完整呈現修坡

後邊坡與構造物的關係，故常須在施工過程中

進行整合以符合現況。

圖11 隧道洞口修坡2D作業過程

2D隧道洞口平面設計 2D隧道洞口橫斷面設計

圖12 3D隧道與格框護坡

圖13 3D隧道洞口設計

(圖14a) 明隧道實景

圖14 建立明隧道次組合元件

(圖14b) 次組合元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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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維地質模型建置之應用

應用整合Auto CAD Civil 3D的附屬程式

(Geotechnical Module)、Corel DRAW繪圖軟體及

SketchUp三維相關技術以展現地質剖面柵狀圖，

依各鑽孔之座標、高程，地層分布深度即可自

動產生三維鑽孔柱狀圖，如圖17。透過將各鑽

孔中相同的岩性介面(如土壤與岩盤)以三角網格

法相連成地層面(圖18)。若於地表面套疊地形資

料，則可進一步展現地層與地形之相對關係(圖

19)。

於設計上所需之剖面圖可利用Civil 3D剖面

繪製功能，將剖面線(定線)繪製於圖上後，即可

把定線所截切之地層面及地形面繪製成剖面(圖

20)，可快速取得各剖面線的地質資料。

在三維剖面圖及柵狀圖呈現的部分，可利

用Civil 3D將繪製好的剖面圖建置成三維模型，

或採SketchUp建立等比例模型後，再將各剖面當

作素材貼於模型上(圖21)，即可展現三維地質剖

面及三維柵狀圖。

圖15 明隧道3D模擬圖

圖16 快速自動產生2D橫斷面圖

圖17 三維鑽孔柱狀圖

圖18 相同岩性地層面

圖19 套疊地形與地層

圖20 地形與地層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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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三維地質模型建置

圖24 集水區分析成果

漸發展應用於大地或土木相關工程，由於工址

往往存在錯綜複雜的地下管線，且地形變化較

為複雜，以傳統2D設計圖資不易判讀。近年來

透過BIM軟體3D設計及呈現，可提升整體設計

品質、效率，並改善介面整合及溝通，有助設

計方案研擬，並可於模型中直接進行設計、驗

證設計成果之可行性及安全性。由於地形、橋

梁、管線建置模型後須予以整合，並設法避免

因格式轉換造成材質流失，故須採擇適當的整

合平台軟體，以避免因負載規模過大的模型而

造成硬體當機，方得以呈現設計重點並精進設

計。

圖22 流徑分析操作方法 圖23 集水區分析操作方法

六、集水區分析

邊坡水利設施之容量設計應依據合理估算

之上游集水面積，利用Civil 3D分析功能在3D地

形模型中建立並標示坡地上流水集中的路徑，

經由指定集水區之排水點後，可自動分析產生

集水區(詳圖22～24)。

參、結語

BIM技術之發展經由建築設計案件已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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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潛盾隧道、延性鑄鐵管

地下管線遭遇斷層

之設計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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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紹兩個地下管線通過斷層之設計案例，分別是「鯉魚潭水源北送支援苗栗管

(三)設計」及「大度線輸水管新設工程設計」計畫，其中大度線輸水管位於臺北市大度

路，除通過橋梁基樁及近接大度陸橋與另條潛盾隧道外，並對於通過山腳活動斷層有特

殊考量；另鯉魚潭水源北送計畫係屬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三義交流道至三義減壓池

φ1000mm延性鑄鐵管(DIP)輸水管線工程，是國內首例以潛盾施工並於隧道內部預留維修

通道之自來水輸水幹管工程，由於沿線為台13線三義木雕街商圈且遭遇之地層為中部地

區堅硬之卵礫石層，對潛盾隧道施工與自來水管線設計係一大挑戰。

地下管線遭遇斷層

之設計案例探討

1 2 3 4 5

壹、前言

為維持都會區自來水供應順暢，有些路段

無可避免地須跨越活動斷層帶，例如前述兩個

計畫，其中大度路輸水管位於臺北市大度路，

係採用有填充材包裹保護的管中管設計，跨

越活動斷層的影響主要係考量山腳斷層地盤錯

動所產生的永久變位，對於自來水管隧道造成

強制變位損害；另鯉魚潭水源北送支援苗栗管

(三)，係採用潛盾施工後再於隧道內進行內穿

自來水管並設置維修步道，受到活動斷層的影

響主要係探討地震波搖晃對於潛盾隧道內自來

水管的影響。上述兩計畫之自來水管及潛盾隧

道的幾何配置相當複雜，傳統地工的平面應變

問題無法因應，須進行三維數值計算以瞭解斷

層地盤錯動對於自來水輸水幹管的影響，藉由

數值計算結果提出可能的因應對策並納入設計

考量。

貳、自來水管隧道耐震分析方法

自來水管隧道行經路線靠近活動斷層時，

有必要探討將來活動斷層錯動所引發地震對於

自來水管隧道的影響。活動斷層錯動所引發地

震之影響可細分兩大類：(1)斷層錯動所引發地

震波搖晃對於新設自來水管結構的影響，例如

鯉魚潭水源北送支援苗栗管(三)工程；(2)斷層錯

動位移量對於新設自來水管結構的影響，例如

大度路輸水管新設工程。茲將其分析方法分述

如下：

一、地震搖晃對於自來水管隧道影響的分析

方法

(一)  強制變位法(Racking method)

 依據耐震設計規範475年回歸期之設

計地震值的應用，僅適用於地上結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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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管隧道係屬埋置於地底下的地下結

構物，類似臺北或高雄捷運系統，其受到

地震損害影響的評估方法與傳統地上結構

物不同。一般皆採用強制變位法(Racking 

method)評估地震對於地下結構物的影響，

捷運潛盾隧道亦如是，即以強制變位角作

用於地盤再傳遞到自來水管隧道，以瞭解

地震搖晃瞬間對於自來水管隧道的損害影

響。地盤的強制變位角度大小與地盤性質

有關，地盤性質越佳地盤的強制變位角越

小，一般地盤的強制變位角度很少超過千

分之五，主要與地盤的標準貫入試驗SPT-N

值有關，其具體評估方法如下：

 自由場內土壤受地震力作用後，所產

生的剪變形量(Racking deformation)為：

 R ＝ I × 
Vmax

Cse

 其中I＝1.2為重要係數，Vmax為地表運

動最大速度(m/sec)，Cse為潛盾隧道所在位

置地層剪力波速，應依量測值而定，若無

量測值，下列經驗公式可用來決定。地層

剪力波速(m/sec)

 Cse＝100N 
1
3 適用於凝聚性土壤；

 Cse＝80N 
1
3 適用於無凝聚性土壤；

 「鯉魚潭水源北送支援苗栗管(三)設

計」計畫中的工作井壓入式沉箱與潛盾隧

道接頭受地震搖晃的影響，即採用地盤強

制變位法評估。由於工作井壓入式沉箱與

潛盾隧道兩者結構勁度差異大，於地震波

搖晃的強制變位作用下容易在兩者接頭處

造成應力集中現象，如圖1a及1b所示。上

述工作井沉箱與潛盾隧道等地下結構物周

遭都受到土壤包圍著，為考慮到土壤與結

構互制(SSI)問題，數值計算時將工作井沉

箱、潛盾隧道及周遭圍束土層一併考慮，

此種分析方法雖較精確但計算時間也相對

較耗時。

(二)  地震反應譜分析(Response Spectrum 

Analysis)

 「鯉魚潭水源北送支援苗栗管(三)設

計」係採用潛盾隧道內設置φ1000mm自來

水管，並預留人員巡檢步道與後續管材拆

換維修之運輸通道。潛盾隧道與周遭圍束

土層相連，但自來水幹管僅是固定於鋼梁

上，周遭為空氣，其受到地震波搖晃的行

為與一般地上結構物之地震反應類似，前

述的強制變位法將不再適用。

圖1a 出發工作井與潛盾隧道相關位置之數值分析網格

圖1b 強制變位法作用下之平均應力增加等值圖

圖1 分析網格及應力等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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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物受地震波搖晃影響的最精確

分析是進行時間域數值計算(Time domain 

analysis)。若地震歷時為60秒相當於須進行

12000次的一般靜力計算才能得到結構物受

地震作用的反應，若結構物形狀複雜自由

度大，如圖2所示。數值計算執行上相當困

難，因此一般採用數值計算代價較小的頻率

域地震反應譜分析(Response spectrum analysis)

 地震反應譜分析係藉由模態分析(mode 

analysis)得到整個系統振動搖晃時的可能振

動模態形狀(mode shape)及其所對應的自然

頻率(Natural frequency,ω)，亦可以得到各種 圖2 自來水管系統之三維空間幾何配置

圖3 自來水管前10個模態形狀及其所對應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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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模態對於整個系統振動搖晃的貢獻程

度，即所謂參與因數(participation factor)。

理論上連續體結構物系統具有無限多個自

由度即具有無限個振動模態，惟因高頻振

動模態對於體系的動力影響較小，因此通

常只考慮少數幾個基本模態，將使數值計

算工作大為減化且計算精度也能滿足要

求。本工程數值計算實際執行時只要取前

面的10個模態，如圖3所示，進行模態疊加

分析已可達到足夠的精度。每個模態各有

其對應的頻率或週期，根據各模態的頻率

或週期再藉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提

供之適用於本工區的地震加速度反應譜，

即可計算出本工程自來水管結構系統之前

10模態所對應的地震反應。上述10個自來

水管振動模態中，以第1模態(0.73Hz)及第

4模態(1.83Hz)對於地震搖晃的反應貢獻最

大，其貢獻度分別為70%及16%。因此，

本工程自來水管系統於地震作用期間的擺

動形狀約略像第1及第4模態的綜合表現。

二、斷層錯動位移量對於自來水管隧道的分

析方法

活動斷層錯動所引發地震對於自來水管隧

道之影響，除地震波搖晃對於自來水管隧道的

影響外，地盤錯動所產生的永久或塑性變位，

亦可能對自來水管隧道造成強制變位損害。大

度線輸水管新設工程設計計畫，φ1200mm自來

水幹管剛好跨過山腳斷層，為降低斷層錯動位

移破壞自來水幹管而影響正常供水，對於跨過

斷層地段管採用管中管設計，即以潛盾隧道及

軟弱填充材包裹保護著DIP(Ductile Iron Pipe)自

來水鑄鐵管，必要時於自來水鑄鐵管內設置多

處柔性接頭，以吸收斷層錯動的大變位。具體

分析方法係根據地質資料研判，未來斷層可能

的錯動位置、變位量大小及斷層錯動型態等進

行強制位移模擬。一般而言，距離斷層錯動位

置愈遠，斷層錯動變位傳到自來水隧道的影響

應愈小；逆斷層比正斷層的影響範圍來得大。

大度路自來水幹管受到山腳斷層下滑錯動位移

角度80°、下滑錯動位移量1.8m作用下，滑動

面-1(距離自來水幹管40m)及滑動面-2(距離自來

水幹管100m)傳遞到地盤及自來水管隧道之變位

等值圖，如圖4a及4b所示。圖中顯示，滑動面-2

附近的變位小於位於滑動面-1附近的變位，主要

係因自來水管隧道位於滑動面-2附近，與斷層錯

動下滑位置的距離較遠所造成。

圖4a  距離100m斷層下滑錯動位移所造成之地盤變位

等值圖

圖4b  距離40m斷層下滑錯動位移所造成之地盤變位等

值圖

圖4 不同距離斷層下滑錯動位移造成地盤變位等值圖



2
專
題
報
導

No.105│January, 2015 │141

參、案例1-鯉魚潭水源北送支援
苗栗管(三)設計

鯉魚潭水源北送支援苗栗管(三)設計計畫

係於台13線苗栗縣三義鄉水美街道路下方(木

雕觀光商圈)以潛盾隧道內穿自來水管方式新設

φ1000mm之送水管線路，總長度約1,416m，並與

兩端淺埋之φ1000mm管線聯絡後供應銅鑼、苗栗

地區之用水，相關位置詳圖5所示。

一、工地環境

本工程之潛盾發進井位於台水公司三義減壓

池旁(台13線49k+000)，沿三義水美街(木雕街)， 圖5 鯉魚潭水源北送支援苗栗管(三)輸水管網路位置圖

圖6 鯉魚潭水源北送支援苗栗管(三)設計計畫沿線工址環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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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區域岩性分布圖

往南穿越木雕觀光商圈後至台13線50k+400處附

近路旁設到達井為終點(里程1k+416)，沿線現況

詳圖6所示。

二、地形、地質與水文

(一)  區域地形及地質

 本工址位於丘陵區，海拔高度約310～

365m之間。區域地質分區屬於西部麓山

帶，由沉積岩組成，岩性以三義斷層為界

線東西兩側有顯著的不同，東側砂頁互層

為主，西側以礫石為主。計畫工址位於斷

層西側紅土礫石堆積層上，現場調查卵礫

石粒徑約達0.2～1.0m間。

 本工址鄰近構造有銅鑼向斜、十六份

向斜及三義斷層。三義斷層平行於工址東

方約170～230m，屬於第一類活動斷層，

破碎帶約200～400m寬，相關設計應考量

斷層活動對管路、隧道與工作井之影響。

本工程計畫沿線之區域岩性分佈及三義斷

層位置如圖7所示。

(二)  水文概況

 區域內有西湖溪由南向北流，沿線堆

積許多河川堆積層的礫岩，工址位於河流

西側的斜坡上，另本計畫設計期間於發進

井及到達井佈設水位觀測井各1處，並量

測沿線2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之鑽

井水位資料，經對本工程沿線地下水位經

(102.7～102.12)實際量測結果，顯示除局

部路段約150m受季節性影響有地下水，

大部分路線均在地下水位之上，相關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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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成果如圖8所示，於觀測期

間發進井附近地下水位約在地表

下5.7m～12.6m之間，到達井附

近地下水位則約在地表下40m左

右。

(三)  工程地質

 經 由 鑽 探 資 料 顯 示 本 計

畫沿線地層除上覆約1～5m回

填 層 及 砂 質 粉 土 層 外 ， 其 餘

均 為 棕 紅 色 之 卵 礫 石 層 ， 卵

礫 石 層 之 岩 性 為 砂 岩 ， 其 單

軸抗壓強度介於753～1 , 4 7 5  

kgf/cm2之間，相關地層參數如表1

所示。

三、潛盾隧道設計

(一)  隧道定線原則

 本計畫隧道因內部需設置

φ1000mm自來水管，故相關路

線規劃原則除須考量隧道施工因

素外，尚須考慮自來水延性鑄鐵

管之穿管安裝作業，相關考量要點為(1)隧

道之覆土厚(2)隧道路線之最大縱坡(3)隧道

路線之最小排水縱坡。

(二)  隧道斷面規劃

1.  潛盾隧道內設置φ1000mm自來水管(延

性鑄鐵管第1級-K型(D1K))，並需留人

員巡檢步道與後續管材拆換維修之運輸

通道。

2.  需考量人員進出隧道侷限空間前之送、

排氣所需之通風路徑，俾利符合工安。

3.  規劃採內徑3200mm，環片200mm厚之

潛盾隧道，規劃隧道斷面如圖9所示。

圖8 計畫沿線水位量測成果

表1 簡化地層及參數表

層

次
土層描述

分佈

深度
N值

γt

(t/m3)

c
(t/m2)

φ

(deg.)
Su

(t/m2)
Cc

1 回填層 1.2 - 1.80 0 29 - -

2 砂質粉土層 3.2 9 1.91 0 31 5.6 *1 0.18 *2

3 卵礫石夾砂層 40 50 2.10 0 35 - -

*1. 以Su＝N/1.6(t/m2)估算。

*2. 以Cc＝0.009(LL-10)估算。

圖9 隧道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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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潛盾環片設計

 環片由三片A型環片、一片B2型、一

片B1型環片及一片K型環片組合而成。RC

環片厚度經分析，採200mm厚度規劃，K

型環片採軸方向插入理念，以減少環片段

差，地下水滲漏到襯砌內側之情形，另鋼

筋混凝土環片之寬度則可採用1.0m潛盾環

片資料如表2所示。

四、工作井設計

(一)  工作井尺寸：經考量潛盾發進與到達

作業需求，規劃發進井內徑為10m，

到達井內徑8m，以方便後續6m長D1K

管吊放施工。

(二)  發進井：開挖深度約為12m，發進井採

沉箱辦理，另為減少開挖沉陷影響減壓

池，可考量採壓入輔助措施施工以確保

安全，相關配置詳圖10及圖11所示。

(三)  到達井：開挖深度約29m，規劃採施

工機具設備量體小且機動性高之圓型

鋼襯鈑(Liner plate)工法施工，以減低

對施工用地取得及交通衝擊影響，相

關配置詳圖12及圖13所示。

表2 RC環片襯砌設計一覽表

項目 說明

隧道內徑 3,200mm

襯砌厚度 200mm

襯砌長度 1,000mm

接頭個數 環間11個，片間12個

A、B型環片角度 67.5°

K型環片角度 梯型22.5°平推式

混凝土強度 450 kg/cm2

接頭止水條 水膨脹性橡膠止水條

圖10 發進井平面位置圖

圖11 發進井A-A剖面圖

圖12 到達井平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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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線設計

 為達便利及維護需求，未來潛盾發進

及到達井將作為永久操作維護閥井，並設

置相關閥件，如表3所示，包含：(1)制水閥

(蝶閥)：可達到分段停水維修功能；(2)排

氣閥：設置於管段相對高點，除可降低水

錘作用亦可減少復水時間；(3)排泥閥：可

供管線清除積泥使用；(4)可撓管：設置於

管線埋設不同介面處(隧道與直井及直井與

傳統埋管處)，除可避免沉陷造成管線位移

問題，亦可提供地震時保護管線功能。

肆、案例2-大度線輸水管新設工
程設計

「大度線輸水管新設工程設計」計畫係屬

於大度配水池暨加壓站至台水公司銜接點之大

度淡海線φ1200mm輸水管潛盾工程，計畫目標

與效益係滿足於民國104年底完成淡海新市鎮及

附近區域之水源供應，相關位置詳圖14所示。

一、工地環境

五、管線工程設計

(一)  管材研選

 本計畫管線埋設方向與三義斷層平

行(距離約200m)，就承受內外壓力、維修

性、施工性等因素作通盤性考量如下：

1.  潛盾內穿管段：本工程潛盾內穿管段之

管材採延性鑄鐵管第1級-K型接頭(D1K)

為主。

2.  發進及到達井段：因工作井為永久性維

護井，並採樓板設計，考量施工便利性

及防蝕需求，故工作井豎管管材考量採

SUS304設計。

3.  與上下游既有管銜接：建議與上下游管

材一致，即採DIP第3級管。

圖13 到達井B-B剖面圖

表3 本工程發進井及到達井之閥栓配置表

閥井 功能需求 設置相關閥件

發

進

井

‧ 與既有φ1000mm管線銜接

‧ 與既有減壓池φ400mm出水管銜接

1-φ1000mm電動蝶閥、

1-φ400mm彈性座封閥、

1-φ1000mm雙拉桿伸縮接頭、

1-φ400mm排氣閥、

2-φ1000mm可撓管

到

達

井

‧ 與既有φ1000mm管線銜接

1-φ1000mm電動蝶閥、

1-φ1000mm雙拉桿伸縮接頭、

1-φ150mm排氣閥、

2-φ1000mm可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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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計畫沿線工址環境現況照片

本計畫管線起點發進井位於臺北市北投區

大度配水池暨加壓站(里程0k+000)，出發後轉彎

穿越貴子坑溪橋涵至大度路北側，沿大度路北

側向西行，平行大度陸橋並橫交穿越捷運淡水

線後，至中央北路與民權路交叉路口槽化島為

工程終點(里程2k+249)，詳圖15所示。

二、地形、地質與水文

本計畫位於臺北盆地西北緣之關渡平原

區，地形平緩，海拔高程多在10m以下。主要水

系基隆河流經計畫管線南側，於關渡與淡水河

滙流。計畫所在地層以現代沖積層為主(為臺北

盆地最表層之松山層)，主要組成為未固結之砂

泥堆積材料。在靠近計畫管線西端因進入大屯

火山區，其地層以安山岩火山角礫岩為主，工

址地層剖面如圖16所示。

圖14 大度線輸水管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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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計畫沿線工址地層剖面

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0年活動斷層

資料，本工址鄰近斷層由西向東依序為新莊斷

層、金山斷層及山腳斷層，山腳斷層屬第二類

活動斷層，其餘均為非活動斷層；新莊斷層約

於工址西側0.2km 處通過，山腳斷層及金山斷層

穿越本計畫管線，但均為臺北盆地松山層所覆

蓋。

三、潛盾隧道設計

(一)  隧道定線原則

 本工程為自來水管線，須以加壓方式

克服地形限制，定線原則不考慮緩和曲線

配置(舒適性)，於曲線段僅在直線與直線間

插入適當半徑圓曲線。

 水平定線上之主要考慮在於如何穿越

地中障礙物之施工考量，相關因素有下列

幾點：

1.  地中障礙物：既有橋涵基礎基樁及既有

管線之位置，於定線過程中需確認，確

保潛盾施工無礙。

2.  避免不必要之彎曲以減少DIP彎頭設置：

盡量以直線設計，減少管材施工接合及

運輸困難。

3.  確認定線範圍為公有之道路用地：定線

於既有道路，若因閃避既有地中障礙

物，也需定線於大度路兩側公有綠帶用

地內。

 依照上述之原則發展後，基本設計之

平面線形呈東西向，定線範圍為自大度路

配水池發進井0k+000～中央北路2k+249

間，長約2,249m，共有8處曲線段，曲線半

徑分別為125m～1,000m不等。

(二)  隧道斷面規劃

 本工作潛盾隧道主要依下列項目進行

設計：

1.  隧道需內穿φ1200mm U型DIP自來水管

運送空間

2. DIP管兩側預留施工空間約400mm

3. 山腳斷層地震錯動變位餘裕空間

4. 可撓管耐震接頭尺寸接合施工方式

 本工程隧道斷面綜合上述因素，訂出

最小隧道內部直徑為2.1m，如圖17所示。

圖17 隧道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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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潛盾環片設計

 環片由三片A型環片、二片B型及一片

K型環片組合而成。環片厚度經分析，採

150mm厚度規劃，另混凝土環片之寬度則

採用1.0m。潛盾環片資料如表4所示。

四、工作井設計

(一)  工作井尺寸：經考量潛盾發進與到達

作業需求，規劃發進井內徑為10m，

到達井內徑8m，以方便後續6m長D3U

管吊放施工。

(二)  發進井：由於發進井用地受限，採用

圓形沉箱工法施作，可符合經濟、安

全與環境需求，經評估以沉箱施工之

準確性及安全性，在本工程沉積地層

應為較佳之選擇，並於規範要求垂直

度之限制。相關配置詳圖18及圖19

所示。

(三)  到達井：到達井之地質狀況為凝灰角

礫岩，若採用沉箱工法施作下沉困

難，經評估以鋼襯板配合環型鋼加

勁，在岩性地層為較佳之選擇。相關

配置詳圖20及圖21所示。

表4 RC環片襯砌基本設計一覽表

項目 說明

隧道內徑 2100mm

襯砌厚度 150mm

襯砌長度 1000mm

接頭個數 環間11個，片間12個

A、B型環片角度 65.45°

K型環片角度 梯型32.73°平推式

背填灌漿孔徑及個數 φ58mm×6

混凝土強度 450 kg/cm2

接頭止水條 水膨脹性橡膠止水條

圖18 發進井平面位置圖

圖19 發進井A-A剖面圖

圖20 到達井平面位置圖

圖21 到達井B-B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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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線工程設計

(一)  管材研選

 本工程潛盾隧道內穿管管種採用延性

鑄鐵管第3級管-U型接頭(D3U)，明挖段採

延性鑄鐵管第3級管-K型接頭(D3K)，U型

及K型接頭型式即為柔性接頭，會隨著地

盤變形而拉伸及彎曲，兩者均適用於一般

管路，而U型接頭可用於需管內面接合之

工法。

(二)  管線設計

 為達便利操作及日後維護需求，本工

程應於適當位置設置各種閥類，包含潛盾

發進及到達井將作為永久操作維護閥井，

設置相關閥件如表5所示。

伍、結論

一、 自來水地下管線隧道通過斷層之設計，須

考量斷層錯動所引發地震波搖晃及斷層錯

動位移量對於自來水管的影響。

二、 自來水管受到斷層錯動的影響，除DIP管的

轉角檢核外，也須對DIP管的伸長量進行檢

核，設計皆須納入考量以避免受震損壞。

三、 自來水管隧道距離斷層錯動位置愈遠，斷層

錯動變位傳到自來水隧道的影響則愈小。

四、 為避免土壤與結構互制問題，自來水管受

斷層錯動影響，建議將土壤與自來水管一

併考慮進行數值分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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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報告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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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本工程發進井及到達井之閥栓配置表

閥井 功能需求 設置相關閥件

發
進
井

‧與大度加壓站出水管(壓力管)銜接

‧ 與大度路貴子坑溪φ1000mm水管橋

銜接

1-φ1200mm電動蝶閥、1-φ1000mm電動蝶閥、

1-φ1200mm雙拉桿伸縮接頭、1-φ1000mm雙拉桿伸縮接頭、

1-φ200mm排氣閥、1-φ1200mm可撓管

到
達
井

‧ 與台灣自來水公司φ1000mm輸水幹

管銜接

2-φ1200mm可撓管、1-φ1200mm電動蝶閥、

1-φ1200mm雙拉桿伸縮接頭、1-φ200mm排氣閥、

1-φ400mm彈性座封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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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都會區的高度發展與工程技術之演進，大斷面潛盾隧道成為解決都會空間不

足之有效對策。藉由蒐集各國大斷面隧道運用，如日本東京地鐵雙軌列車隧道、西班牙

巴賽隆納捷運隧道、中國上海長江公路隧道、日本首都圈外郭放水路排水隧道等相關實

績，回顧並展望臺灣大斷面潛盾隧道需求，進一步評析大斷面潛盾隧道之設計與施工技

術及在臺灣執行之可行性。

1 2 3 4

壹、前言

臺灣自1975年引入潛盾隧道技術發展迄

今，已能克服地表淺層之一般性課題。然而隨著

都市高密度發展，並因應潛盾穿越市區已密佈設

施之道路下方、無直井用地條件，產生大斷面隧

道運用之需求。為減低對交通及環境之衝擊，避

開路線中既存之各種箱涵、橋梁基礎、維生管

道及鐵、公路隧道等，國際上採取大斷面潛盾

隧道工法已漸成趨勢，除了將使新設隧道愈趨

加深外，大斷面潛盾隧道可併納共同管道、捷

運、地鐵、車站或蓄排水隧道等，兼而可縮短

工期、減少用地、降低交通衝擊及工程費。

貳、大斷面潛盾隧道發展與實績

大斷面潛盾主要緣起於1980年代直徑約9m

之雙軌列車隧道，兼而運用於公路、水道等並

漸次發展至17m等級(圖1)。直徑在9m以上之隧

道可被歸類為大斷面，用以區別以往6m直徑潛

盾隧道。至今在日本、歐美及中國大陸共計已

完成200件以上之工程實績，主要施工廠商超過

30家以上，大尺寸潛盾機製造商有5家以上，技

術上已是相當成熟之工法。茲就公路、鐵路、

水道等運用說明如後。

圖1 日本大斷面潛盾案演進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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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東京地鐵雙軌列車潛盾隧道 圖3 日本臨海副都心線大井町車站

圖4 荷蘭綠心隧道斷面示意圖

圖5 西班牙巴塞隆納9號線月台與軌道 圖6 西班牙巴塞隆納9號線隧道內軌道水平變換垂直配置

一、鐵路隧道運用

大斷面潛盾隧道常運用於鐵道、捷運，

諸如日本常盤新線及東京地鐵雙軌列車潛盾隧

道，外徑約10m(圖2)。另都會區中，為滿足車

站月台空間需求以停靠列車供旅客銜接車站出

入口，並提供列車停駐與管道空間，日本東京

臨海副都心線大井町站，即以外徑10.1m潛盾機

分別施築上、下疊置之列車與月台隧道，並利

用連通道與車站出入口銜接(圖3)。

荷蘭綠心高鐵隧道外徑14.87m(圖4)。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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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日本東京灣橫斷道路川崎隧道 圖8 日本東京首都高速公路中央環狀品川線

圖9 西班牙馬德里M-30 Ring Road隧道斷面示意圖

圖10  法國巴黎SOCATOP A86 Paris East隧道

       斷面示意圖

牙巴塞隆納9號線捷運，以外徑11.95m潛盾施築

月台與軌道(圖5)，隧道內軌道可依運轉需求由

水平變換為上下疊置配置(圖6)。

二、公路隧道運用

日本、中國大陸、歐洲及美國之公路為避

免影響現有地面交通，或為穿越河川、海底、

都會區等，常以大斷面潛盾隧道施築。日本東

京灣橫斷道路1994年啟始14.14m大斷面潛盾穿

越海灣實績(圖7)，近年日本東京首都高速公路-

中央環狀品川線亦採用12.55m隧道(圖8)。西班

牙馬德里M-30環狀公路Ring Road外徑15.2m隧

道(圖9)。法國巴黎SOCATOP A86 Paris East外

徑為11.565m隧道(圖10)。美國華盛頓州西雅

圖市SR99 Bored Tunnel Project外徑17.07m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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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中國上海中路越江隧道斷面示意圖

(圖11)是迄今最大斷面。近年中國大陸上海、

南京等地，分別有上海長江隧道、中路越江隧

道、南京長江隧道等穿越長江及黃浦江，其

隧道外徑分別為15.43m、14.87m及14.93m(圖

12～14)。

日本東京首都高速道路之中央環狀新宿線

自2003年起以外徑12.5m～13m之潛盾隧道(單

向2車道及1個避難通路)於都會中興建高速道

路，隧道側面須大範圍開口以連結交流道是其

特色(圖15)。

三、排水隧道運用

日本是少數運用大斷面潛盾於排水、蓄水

及防洪調節等功能之地區，1997年東京首都圈

外郭放水路，以外徑為12.04m潛盾隧道構築長

度為6,300m之疏排洪水道(圖16)；2012年東京

都勝島下水道，以外徑10.1m潛盾隧道興建長度

為980m之疏洪水道(圖17)；位於滋賀縣琵琶湖

之大津放水路，以外徑12.4m潛盾隧道構築長度

1,783m之疏洪水道(圖18)，皆是排水隧道採大斷

面潛盾之應用實例。

圖11 美國西雅圖市SR99 Bored Tunnel Project隧道

       斷面圖

圖12 中國上海長江隧道斷面示意圖

圖15 日本中央環狀新宿線側開之交流道

圖14 中國南京長江隧道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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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6.42m×11.62m眼鏡型DOT潛盾工法辦理(圖

20)，於2009年起施工至2011年完成。

2007年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之鼓山站至三

塊厝站地下段，曾檢討以外徑11.8m單孔雙軌潛

盾隧道穿越愛河，以化解施工對河道之衝擊影

響(圖21)。採用潛盾工法可免設鐵路臨時軌及臨

時鐵路橋，亦避免影響地面交通及管線遷移，

且可保存原有之愛河鐵路橋，施工期間不影響

通水斷面，無水位壅升之問題，可縮短工期並

參、臺灣大斷面潛盾隧道需求演進

迄至2014年止，台灣最大潛盾隧道斷面為

2003年之台電核四龍門放流管計畫之外徑8.28m

潛盾隧道(圖19)。

2001年桃園國際機場捷運線採BOT執行

時，曾檢討於三重至臺北車站區段採單孔直徑

約10m之潛盾隧道以容納雙軌列車，然於收回臺

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辦理後，於2006年經檢討

圖16 日本首都圈外郭放水路隧道

圖17 日本東京都勝島下水道∮10.1m, R=30m

圖18 日本滋賀縣琵琶湖之大津放水路

圖19 台電龍門計畫潛盾機外徑8.2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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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相當之經濟性，惟後續因故仍採四階段圍堰

明挖工法進行河道版施工。

2010年臺南鐵路地下化工程，於衛民街至

林森站、林森站至南臺南站地下段，曾檢討以

外徑7.5m×13.5m眼鏡型DOT潛盾工法辦理(圖

22)，以降低施工對周遭環境之衝擊影響、減少

交通維持及管線遷移等施工界面。惟因配合潛

盾工作井施工需增設臨時軌工程，並考量機電

設備佈設空間動線及鐵路地下化沿線鄰近建物

之禁限建問題，最後仍採明挖覆蓋工法進行設

計。

2012年臺北捷運萬大線參酌西班牙巴塞隆

納9號線案例，採潛盾車站對策避開文化遺址與

巨型排水箱涵障礙，車站月台設施與出入機能

配置如圖23，並由乘客、地方居民及管理者之

角度，檢視國內目前之技術基礎與規範下，潛

盾車站方案具備多項優越性，然亦因故仍採傳

統明挖覆蓋工法設計。

圖20 桃園國際機場捷運過河段採DOT雙圓潛盾施作

圖21 單孔雙軌潛盾隧道穿過高雄愛河段示意圖(建議案)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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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大斷面潛盾隧道設計與
施工探討

國際上大斷面潛盾隧道施工技術已然成

熟，有經驗的施工廠商也不少，另初步檢視國

內大斷面潛盾機製造、環片、與施工各條件皆

已達可擴張、精進執行之環境。

一、 潛盾機採購：具備大斷面潛盾製造實績廠

商，在日本、歐洲等地有5家以上製造商可

供採購。

二、 環片製作與設計：國內雪山隧道TBM曾採

用直徑12.5m環片。此外，臺商在大陸之環

片製造廠已供應上海、杭州隧道11.5m環片

(圖25)，並供應義大利15m環片鋼模，技術

嫻熟。考量運輸性以外徑13m隧道為例，可

採厚度約50cm、寬度2m之環片，則可分割

一片環片荷重約10噸，方便運輸。只要臺

灣有大斷面潛盾案件，既有環片廠經適當

擴充即具備生產大型環片能力。另因環片

厚度大，可採多道環片止水措施，也有利

於提升隧道止水性能。

三、 自動化施工：大斷面隧道環片單元較重，

且每環單元數量多，採快速接頭施築除可

加速工進外，亦可提升工安。目前台電大

林～高港潛盾洞道之環片已有採用快速接

頭設計與施工實績(圖26)可供參引。

2013年桃園捷運綠線因道路寬度不足，參

考日本東京臨海副都心線大井町站案例，研擬

潛盾車站之構想如圖24，目前該方案仍待觀察

其後續之發展。

圖23 臺北捷運萬大線大斷面潛盾車站示意(檢討案)

圖24 桃園捷運雙疊圓潛盾車站構想

圖22 臺南鐵路地下化雙圓潛盾(檢討案)

圖25 中國大陸臺商製作之大斷面預鑄混凝土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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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挖面穩定：在軟弱地層及高水壓下進行

大斷面潛盾，須檢討開挖面穩定及避免損

鄰問題，國內迄今已累積諸多土壓式與泥

水式潛盾機技術經驗與基礎，可穩定隧道

施工之開挖面。大斷面隧道採同步背填灌

漿控制地盤沉陷量具經濟性，且較明挖覆

蓋工法沉陷量小，可有效保護鄰房。潛盾

出碴、搬運等施工計畫與風險管理等，國

內外均有具體實績可供參考。

五、 破鏡施工：大斷面潛盾機因口徑大，鏡面

可採兩道止水封圈因應高水壓。除一般之

灌漿地盤改良穩定鏡面外，亦可考量採用

可削式鏡面工法。國內目前已有多件大

深度地盤改良及可削式鏡面工法案例經

驗，可直接應用於未來大斷面隧道之破鏡

施工。

伍、結語

都會區工程推動常遭遇用地問題及複雜近

鄰施工問題，由於主要幹道之地下相對淺層位

置通常已被各式各樣的大型維生管線或地下結

構物佔滿，後續的地下結構物，如大型維生管

線、捷運隧道、交會站等，漸往深層、大斷面

發展，以求在既有道路下方用地內容納所需設

施，並可解決明挖覆蓋工法面臨之課題、減少

用地限制及提高路線規劃自由度。回顧並展望

國內潛盾技術之發展歷程，現今之大斷面潛盾

技術已足以運用於鐵、公路、共同管道及捷運

等隧道。

圖26 台電大林～高港潛盾快速接頭環片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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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路邊坡工程、極端氣候、復建、調查、設計

極端氣候下
公路邊坡災害復建
工程設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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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質構造破碎複雜、地形陡峭，河床坡度大，颱風頻繁，且雨量集中，在極

端氣候情況下，回顧近年公路邊坡災害歷史，陸續發生多起道路中斷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之重大災害。因此公路邊坡工程未來將會面臨愈來愈多之重大挑戰，包括邊坡滑動、土

石流及落石等災害議題，本文主要整理國內山區道路於極端氣候下之邊坡災害，並列舉

工程復建不同結構型式案例，以及未來公路邊坡防災維護管理之看法，供作工程各界

參考。

極端氣候下
公路邊坡災害復建
工程設計探討

1 2 3 4

壹、前言

臺灣位居環太平洋地震帶，處於歐亞大

陸板塊和菲律賓海洋板塊的接觸區，造山運動

不斷進行，容易產生山崩、地滑、岩屑坍滑及

落石等多種邊坡災害；復因地理環境特殊，位

於北迴歸線附近，為北半球太平洋颱風最頻繁

的路徑上，平均每年颱風侵臺約3～4次，颱風

挾帶超大豪雨，降雨強度大，累積降雨量多，

超大豪雨作用不僅在山區加劇公路邊坡滑動、

土石流及落石災害，也為平原地區引來淹水災

害。此外，地質年代相對年輕，構造複雜且脆

弱，地形陡峭崇山峻嶺，山地佔全臺面積四分

之三以上，平原僅佔不到四分之一，可開發及

居住的面積不多，人們為滿足居住需求，漸往

山坡地發展，開發山坡地居住，山區道路交通

設施亦隨之而來，颱風豪雨時，居住環境及道

路更容易受到邊坡災害及洪患之侵襲。

回顧近年來臺灣天然災害所引發的影響，

對臺灣社會產生莫大的人身傷害與經濟建設的

嚴重損失，例如賀伯風災(1996)、集集大地震

(1999)、桃芝風災(2001)、納莉風災(2001)、敏

督利風災(2004)、辛樂克風災(2008)、莫拉克

風災(2009)、梅姬風災(2010)、蘇拉風災(2012)

等。氣候極端變化下，近10多年來，單次侵臺

颱風所帶來的降雨量有8個逾1000毫米，如圖1

所示，相較於1970到2000年代，每10年約僅出

現1到2個單次總雨量逾1000毫米的颱風，其降

雨強度及集中性明顯增加。1999年921地震後，

臺灣邊坡坡體受到強烈擾動而結構更加破碎，

加上極端氣候強降雨的影響，故近10年來公路

邊坡的災害增加許多，其中以莫拉克風災(2009)

之中南部災情尤為嚴重，於嘉義阿里山地區5日

連續雨量約近3000毫米，超過臺灣年平均雨量

(約2500毫米)，因此未來之公路邊坡災害新建及

復建工程設計，不容忽視極端氣候之影響，應

將其適度納入設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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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路邊坡災害模式及類型

極端氣候下之公路邊坡一旦發生災害，其

毀壞情形通常都更加嚴重，大多數破壞原因為

連續豪雨作用，坡地地下水位上升，地表逕流

增大，沖刷力驟增，加上河川山洪暴發，道路

下邊坡河岸側刷，引發邊坡災害。公路邊坡破

壞模式，以運動型態可概分為五大類，包括1.落

石、2.滑動、3.流動、4.翻覆、5.複合型，各破

壞模式分述如下：

一、落石

落石是體積大小不一的岩塊或土石以自由

落體伴隨滾動、彈跳的運動方式向下或沿坡面

掉落，多發生於陡峭邊坡或懸崖，速度極快。

此一破壞類型常發生在逆向坡側，規模量體

很大時容易於坡底形成崖錐堆積，為一臨界穩

定之鬆散結構，可能因道路開發而於後續施工

中或完工通車時產生滑動破壞。案例：台2線

68k、77.8k、82.5k濱海公路、台8線太魯閣長

春祠、台9線蘇花公路、台9線421k、台18線明

隧道、台20線183k、東北角南雅里、南投太極

峽谷、杉林溪安定彎邊坡、基隆市北寧路落石

等。

二、滑動

滑動是一種剪切式的移動，主要可分為平

面型滑動及圓弧型滑動。平面型滑動常沿著岩盤

面、層面、節理面或斷層面滑動，常因地層排水

不良而觸發，排水不良導致地下水位上升，而上

升的水位對滑動塊體產生額外的上浮力、下推

力，甚至弱化滑動面的抗滑強度；也常因坡腳被

移除以致滑動面出露而引發大規模順向坡滑動，

因此以發生在道路之上邊坡或河流旁的坡面最

多。圓弧型滑動常發生於坡體材料為土層、崩積

層及高度破碎岩層，而地下水位亦常扮演重要

之誘發因素。案例：平面型滑動-林肯大郡、草

嶺、九份二山、南投和社、汐萬路、國道三號

3.1k等；圓弧型滑動-陽明大學回填邊坡、梨山

地滑，台18線37k、59k、雲林縣149甲32k等。

三、流動

流動為由土、砂、礫、巨石等材料與水之

混合物受重力作用後所產生的像可塑性流體一

樣的移動，以重力為主，流動為輔，其速度可

以從每秒數公分至每秒數十公尺，土石流即為

典型之代表，常常在很短的時間內沖毀或掩埋

各種設施，造成生命財產的傷亡。案例：台20

線96k布唐布那斯溪、台21線豐丘、隆華國小、

郡坑村、楓港溪、溪頭土石流、松鶴部落、

八七水災八卦山區、花蓮鳳義坑、花蓮東興土

石流、台7線41k＋730蘇樂橋等。

四、翻覆

翻覆是岩塊向下坡方向以幾近垂直的形式

發生掉落的一種破壞方式；坡體岩層材料被數

組垂直節理切割成柱狀的岩塊，容易在自由面

上發生翻覆。翻覆發生的場合通常有一組高傾

角的不連續面(層面或節理面)向邊坡的內側傾

斜。案例：八斗子採石場、杉林溪安定彎、萬

榮林道、台8線中橫公路等。

圖1 近年總累積雨量逾1000毫米之颱風累積雨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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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公路邊坡災害破壞模式及整治案例表

公路邊坡災害地點 行政區 地層

地理區位 主要破壞模式 道路災害類型

主要整治理念及工法高
陡
坡

砂
頁
岩
互
層

崩
積
土
坡

填
方
邊
坡

斷
層
帶

河
海
岸
沖
蝕

泥
岩
邊
坡

台
地
邊
坡

野
溪
坑
溝

落
石

翻
覆

滑
動

流
動

複
合
型

上
邊
坡

下
邊
坡

整
體
邊
坡

河
岸
侵
蝕

北部 汐萬路彩虹橋 新北市汐止區 五指山層 V V V V V V V 避開，大跨度鋼橋

北部
北31線汐平路
道路邊坡整治

新北市汐止、
平溪區

五指山層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下邊坡坡趾保護，邊坡整治(擋土
牆、排樁、地錨及水平及水平排
水管…等)

北部
北33線汐碇路
道路邊坡整治

新北市汐止、
石碇區

五指山層 V V V V V V V V V V
下邊坡坡趾保護，邊坡整治(擋土
牆、排樁、地錨及水平及水平排
水管…等)

中部 149甲線32k 雲林縣古坑鄉 錦水頁岩、卓蘭層 V V V V V V V
深層集水井、縱橫向排水溝、排
樁地錨

中部 台18線37k 嘉義縣番路鄉 達邦層、南莊層 V V V V V 排樁、地錨、邊坡保護

中部 台18線59k 嘉義縣阿里山鄉 達邦層、南莊層 V V V V V V V
排樁、地錨、明隧道修復、邊坡
保護

中部 台18線71k 嘉義縣阿里山鄉 達邦層、南莊層 V V V V V V 避開、大跨度鋼拱橋

中部
台18線69.3k~90.9k
六座明隧道

嘉義縣阿里山鄉 南莊層、桂竹林層 V V V V V 明隧道

中部 149甲線47.1k 嘉義縣梅山鄉 南莊層 V V V 河岸保謢

南部 台24線34k 屏東縣霧台鄉
潮洲層：板岩、
硬頁岩

V V V V V V V
避開(隧道或橋)或加強邊坡保護
(方案規劃中)

南部
高133線6k不老
溫泉區

高雄市六龜區
樟山層、台地
堆積層

V V V V V V
下邊坡坡趾保護，邊坡整治(裂縫
填補、深層集水井、排樁、地錨
…等)

東部
台20線191k嘉寶
隧道

台東縣海端鄉 片岩 V V V V V
短期：深層集水井排水
長期：隧道方案(規劃中)

東部 台9線421.7k 台東縣太麻里
潮洲層：硬頁岩與
變質砂岩互層

V V V V 沖蝕溝整治、邊坡保護

東部 台20線182.7k 台東縣海端鄉
畢祿山層：板岩、
千枚岩、變質砂岩
互質

V V V V 明隧道、邊坡保護、河岸保護

東部 台20線146.8k 台東縣海端鄉
畢祿山層：板岩、
千枚岩、變質砂岩
互質

V V V V V V
向山側改線、邊坡保護、排樁、
岩錨

東部 台20線157.6k 台東縣海端鄉
畢祿山層：板岩、
千枚岩、變質砂岩
互質

V V V V
向山側改線、邊坡保護、排樁、
岩錨

東部 台20線193.1k 台東縣海端鄉
大南澳片岩：變質
砂岩

V V V V V 明隧道、上邊坡保護、河岸保護

東部 台9線439~441k 台東縣大武鄉
潮洲層：變質砂
岩、硬頁岩

V V V V V
防淘刷工程、石籠擋土牆、邊坡
保護

除前述文中提到之案例外，整理近年來台

灣世曦公司辦理規模較大且具代表性之公路邊

坡破壞模式及整治案例如表1所示，代表性災害

照片則如圖2所示。

常見之公路邊坡滑動災害類型可區分為：

(一)上邊坡滑動、(二)下邊坡滑動、(三)整體邊

坡滑動及(四)河(海)岸沖刷等。分別說明如下：

五、複合型

顧名思義，複合型災害即為由上述四種

災害類型中之兩種以上相伴而發生，實務上常

見落石與翻覆、流動與滑動伴生之破壞類型。

案例：陽明山馬槽橋為落石與土石流複合型案

例，必坦溪-德基電廠則為滑動及流動複合型災

害案例、嘉169縣道達邦三號橋邊坡為落石及滑

動複合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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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邊坡滑動破壞

 上邊坡地質破碎或為崩積地層，因

導排水系統不良，植生不佳，在連續降雨

後，地表逕流沖刷與入滲導致地下水位上

升，極易造成邊坡坡體驅動力增加及抗滑

能力下降，產生邊坡滑動，破壞擋土設

施，滑落土石堆積於路面或甚至沖毀路

基，以致道路中斷，典型案例如圖3所示。

(二)  下邊坡滑動破壞

 道路下邊坡之路基，在擋土設施基礎

缺乏穩定性，或下邊坡導排水系統不佳、

水流沖刷下邊坡坡腳，邊坡滑動造成路基

下陷或流失。典型案例如圖4所示。

台20線96k布唐布那斯溪土石流災害 台20線157k邊坡滑動災害

台20線182k落石災害 萬榮林道岩石翻覆災害

草嶺大崩山平面型滑動破壞 嘉169線達邦三號橋複合型滑動破壞

圖2 代表性邊坡破壞模式災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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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上邊坡滑動破壞

台18線34k上邊坡滑動 安定彎道路上邊坡落石防護

圖4 下邊坡滑動破壞

象神颱風(2000)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下邊坡滑動
莫拉克風災(2009)，台20線55k道路下邊坡

滑動造成擋土牆側移及路基流失

圖5 整體邊坡滑動破壞

辛樂克風災(2008)，雲林149甲線32k邊坡
整體滑動，道路中斷

台24線34k邊坡整體滑動，道路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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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河(海)岸沖刷造成邊坡滑動破壞

莫拉克風災(2009)，高132線河岸沖刷
造成下邊坡滑動，路基流失

台9線439k海岸侵蝕，擋土牆下邊坡淘刷，
造成路基流失

(三)  整體邊坡滑動破壞

 道路通過地質破碎區、崩積土區或舊

崩坍地，因連續豪雨，地表逕流沖刷與雨水

入滲，地下水位上升，地層泡水軟化剪力

強度降低，造成道路上下邊坡整體滑動破

壞，以致道路中斷，典型案例如圖5所示。

(四) 河(海)岸沖刷

 連續豪雨溪水暴漲，河床土石淤積，

河水面高於護岸頂部(或本無護岸工)，以致

河岸裸露部分無保護措施，水流直接淘刷

下邊坡坡腳或河道轉彎處之凹岸坡腳受河

水淘刷，邊坡坡腳流失，上方邊坡失去支

撐而滑動，典型案例如圖6所示。

參、設計調查作業

坡地之地質條件及水文狀況較一般平地變

異性大，為全盤掌握其地質、水文及既有災害

歷史等重要資料供復建工程設計作業之參考，

應進行周詳的蒐集及調查。除一般測量、鑽探

及室內試驗外，公路邊坡災害調查經常採用之

主要項目及相關建議如表2所示，表中之調查項

目亦常多項同時併用及配合現勘，最後目的希

望可確實掌握邊坡災害範圍、致災原因及破壞

表2 公路邊坡調查之主要項目及相關建議

調查項目 目的 執行重點

文獻蒐集

‧ 由 前 期 資 料 ( 地 形 、

地 質 、 水 文 、 環 境 

…)研判致災原因

‧過往工程竣工資料

‧地形變遷、災害歷史

‧挖填紀錄(例如填方邊坡易產生問題)

航照判釋及地

表地質調查

‧地層模式建立

‧地形演變

‧ 不同年代遙測影像，著重在崩坍區的發展、致災原因探討及潛在

坡地災害。(如圖7)

‧無人載具空拍(UAV)建立立體模型

‧高精度數值地形模型(LiDAR)資料研判構造線形

地球物理探測 ‧地下水位及破碎帶
‧地電阻影像判釋地下水位分佈

‧折射震測判釋地層弱帶

水位觀測井 ‧邊坡水位觀測 ‧ 儘可能採用自記式，以全程掌握暴雨、颱風之水位昇降歷程

傾度管 ‧邊坡變形監測
‧ 注意傾度管周邊需與地層緊密結合，傾度管外之回填建議由孔底

以灌漿管灌注。

地下水檢層及

水質試驗
‧ 了解地下水來源及流向

‧ 掌握全區域可能的地下水分佈，提出假設模型後，依試驗結果進

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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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土保持設施重建原則：要有具體保全對

象，大型土砂災害，宜依整體調查規劃結

果辦理整治。

六、 道路橋梁設施重建原則：滿足車輛使用道

路需求下，儘量減少道路路幅。避免大規

模土方挖填作業。

公路邊坡災害復建工程於設計階段最重要

的工作就是決定復建對策及工法。山區道路之復

建應優先考量避開重大滑動、重複致災或高度環

境敏感區域，如無法避開或避開之工程費用太高

而必需採擇原址重建時，則應透過資料蒐集、地

質水文調查監測等作業，研析原址災害路段之致

災原因、邊坡災害模式，再據以決定復建工法，

並進行設計，而選用之工法必需要能消除或克

服致災原因方不致於完工後仍然重複致災。

案例一：雲林縣149甲線32k道路復建工程

2008年9月辛樂克颱風來襲，雲林縣古坑

鄉草嶺公路149甲線道路多處山壁崩塌、路基淘

空流失，其中32k＋250～＋750及33k＋250～＋

模式，作為設計時工法之選用依據。

肆、規劃設計原則與案例

公路邊坡災害復建規劃設計原則除依據學

理及工程經驗外，亦可參考行政院103年7月7日

修訂之『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

行作業要點』及98年10月2日頒布之『莫拉克颱

風災後重建工程審議作業要點』，雖然『莫拉

克颱風災後重建工程審議作業要點』已於103年

隨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任務

圓滿結束而廢止，但其中部分述及公路災害復

建理念值得參考，簡述如下。

一、 全流域管理、詳細現地調查、掌握致災原

因，因地制宜。

二、 確實考量保全對象、設施使用情形，評估

復建工程之必要性或規模適宜性。

三、 重大山崩、重複致災或高度環境敏感區域，

應列入專業檢討，考量分期、分階段辦理。

四、 山河路橋共治，整體考量致災原因。

圖7 遙測影像判釋例

■ 工址具岩屑坍滑歷史，上邊坡存在崩塌裸露面，坑溝堆積崩積土砂

■ 下邊坡屬土石流坑溝，具向源侵蝕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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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受到大規模邊坡滑動損毀，崩坍

面積達35公頃，總滑動量體估計約140

萬立方公尺。工址岩層以卓蘭層、錦水

頁岩及大窩砂岩為主，卓蘭層為厚層砂

岩，出露於崩坍區冠部，節理發達，岩

體頗為破碎，為崩積層主要材料來源。

本計畫區災害路段因豪雨後地表水由地

表張裂縫及節理入滲造成水位上昇(致

災原因)，導致平面及圓弧滑動破壞(破

壞模式)，滑動後土石改變坑溝水流，

造成北側二次沖刷破壞，坡腳石鰻坑溪

溪谷沖刷下切嚴重(致災原因)，造成邊

坡穩定安全問題。

於規劃階段經詳細評估後，該

工程復建方案考量原址復建案、隧道

案、橋隧案等三案，路線方案平面圖

及縱面圖如圖8、圖9所示。其中原址

復建案地貌改變最小，經費最省；隧

道案可避開滑動層，有利長期穩定，

但經費太高；橋隧案改道截彎取直，

路線最短，但經費亦高。經綜合評估

地質、道路設計、居民進出需求、生

態環保、工期、用地、工程經費等因

子，以原址復建案為最優方案，並據

以辦理工程細部設計，詳如表3所示。

本工程整治理念，以149甲線為

保全對象，針對整體不穩定邊坡進行

整治，以生態為導向，安全為基礎。

探討致災原因，降低不利因子影響，

整治考量剛柔並蓄，確保穩定安全。

設計以排水設施抑制工為主，

以擋土設施抑止工為輔。排水設施採

降低地表及地下逕流對坡體之不利影

響，避免坡面沖刷及坡體飽和、軟化

而滑動，主要設施包括深層集水井、

圖8 雲林縣149甲32k案路線方案平面圖

路線方案三橋隧案平縱面圖

圖9 雲林縣149甲32k案路線方案縱面圖

路線方案一原址復建案平縱面圖

路線方案二隧道方案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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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149甲32k案排水工程配置圖

項
次

項目
單
位

數量

1 道路側溝 M 1283

2 縱向截水溝(S4) M 4,088

3 橫向截水溝(S2) M 2,867

4 陡槽工 M 1,435

5 過路箱涵 M 50

6 沉砂消能井 座 5

7 集水井 處 2

8 排水涵管 M 10

9 節制壩 座 9

10 護岸 M 488

11 排水盲溝 M 500

12 ∮3.5m深層集水井 座 5

表3 雲林縣149甲32k復建工程方案比較表

項目   方案 方案一：原址復建案 方案二：隧道方案 方案三：橋隧方案

地質 ○佳

妥適處理排水問題，

並 輔 以 邊 坡 穩 定 措

施，可達長期穩定

○佳

前段道路仍需經過既有崩

坍區，且考量隧道安全，

仍需辦理排水及邊坡保護

措施

○佳
舊草嶺公路拓寬段亦為老

崩坍地，需加以保護

道路設計 ◎優
可符合30km/hr設計標

準
◎優 可符合30km/hr設計標準 ▼劣

舊草嶺公路段無法達到

30km/hr設計標準

運輸及居民

進出需求
◎優

既有道路可滿足住民

需求
○佳

銜接雲220道路需改道臨

時便道
○佳

銜接雲220道路需改道臨

時便道

生態保護/

環境影響評估
◎優

工程設計可達挖填平

衡
▼劣

挖方量超過10萬方，需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
▼劣

挖方量超過10萬方，需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設計工期 ◎優 依原訂工期進行 ▼劣
需辦理環評，設計工期增

加9~12個月
▼劣

需辦理環評，設計工期增

加9~12個月

用地取得 ◎優 無私有地問題 ◎優 無私有地問題 ○佳
舊草嶺公路段經私有地，

需辦理徵收

復育防災 ○佳 道路工程需定期維護 ◎優 隧道工程維護容易 ◎優 橋梁、隧道工程維護容易

施工工期 ◎優 18個月 ○佳 24個月 ▼劣 28個月

施工期間交維 ○佳

上、下邊坡道路局部

改道，可維持臨時便

道通行

◎優
隧道口位於既有道路旁，

不影響既有交通
○佳

施工期間北洞口需另闢施

工便道

工程經費 ◎優 約4.75億元 ▼劣 約6.8億元 ○佳 約6.03億元

綜合評估 ◎優 較優方案 ○佳 可行方案 ○佳 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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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149甲32k案擋土設施平面配置圖

項
目

名稱
單
位

數量

1 ∮1.2m擋土排樁+地錨 M 11,660

2 重力式擋土牆 M 44

3 半重力式擋土牆 M 380

4 懸臂式擋土牆 M 97

5 石籠擋土牆 M 320

6 掛網植生 M2 27,000

7 中層噴植 M2 92,100

8 自由型框植生 M2 1,400

縱橫向排水溝、地下盲溝及水平排水管，如圖

10所示。石鰻坑溪採節制壩固床及護岸工保護

河岸，避免下刷。

本工區經詳細地質調查，崩積層較厚，依

現地地層滑動監測分析，最大可能滑動面深度

約20～25m，於非颱風汛期間，地層仍持續滑動

中，大地工程擋土設施以擋土排樁配置於路基

下邊坡，樁長深入穩定地層，維持邊坡穩定，

如圖11所示。以排樁、地錨及擋土牆加強本工

區破碎地層之工程性質及增加坡體下滑之抵抗

強度。

案例二：安定彎道路復建工程

溪頭風景特定區二-1號道路安定彎段，是

溪頭通往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之重要觀光

道路，1999年集集地震造成公路長達400m大崩

塌，雖曾短暫搶通，惟地震後結構鬆散之邊坡

在2001年桃芝颱風豪雨襲擊下(致災原因)，造成

更嚴重之崩塌，崩塌深度達百餘公尺，搶修工

程極度困難，造成杉林溪風景區與外界隔絕。

經評估「開挖邊坡闢路」、「建跨越橋」、

「隧道」三方案，本路段最後決定採用安全度

較高之隧道設計(單孔二車道隧道淨寬9.0m，淨

高4.6m、長度643m)，避開坍滑區以徹底解決坍

方之問題，復建前後之情形，詳圖12所示。

案例三：台18線59.1k路段坍方復建

台18線為連絡阿里山及嘉義市之重要觀光

道路，2009年莫拉克颱風挾帶豪雨造成阿里山

公路59.1k路段附近邊坡整體性坍滑，造成巃頭

明隧道下陷、側移擠壓破壞及道路崩塌無法通

行。邊坡滑動之致災主因研判為連續豪雨、地

表逕流、雨水入滲造成地下水位上升及土岩層

強度泡水軟化而產生滑動，其破壞模式以圓弧

滑動為主，平面滑動次之(複合型)。本路段復

建係於道路上下邊坡護坡整治，對坡面之排水

及路面排水做適當導排，另針對部分已受側移

及陷落影響之巃頭明隧道進行重建。邊坡復建

工程為減低致災因子，採用之抑制工包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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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台18線59.1k巃頭明隧道復建前後成果圖

59k巃頭明隧道復建前 59k巃頭明隧道復建後

明隧道下陷及側移擠壓破壞 新建明隧道採樁基礎

圖14 台18線59.1k路堤段復建前後成果圖

59.1k道路復建前 59.1k道路復建後

邊坡坍滑，道路中斷
下邊坡採排樁及擋土牆、上邊坡採自由型框

及石籠護坡

圖12 安定隧道復建前後成果圖

山崩道路復建前 山崩道路復建後

山崩導致道路崩塌嚴重 新建隧道(北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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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坡面導排水、縱洩溝、水平排水管、掛網

噴植護坡等；另為增加坡體強度，採用之抑止

工包括：排樁配合地錨、格梁地錨護坡、自由

型框配合灌漿錨筋護坡等，復建前後之情形，

詳圖13、圖14所示。

案例四：台18線71.1k路段坍方復建

2009年莫拉克颱風挾帶豪雨造成阿里山

公路71.1k路段附近邊坡整體性滑動，造成道

路崩塌。邊坡滑動之致災主因係暴雨造成土石

大規模坍滑(圓弧滑動為主，平面滑動次之(複

合型))。由於此路段邊坡陡峭，且局部路段腹

地不足，難以採用路工方案，故採新建橋梁方

式避開崩塌區方式予以復建。考量本工址崩塌

區之特性及地質條件，且需克服運輸與吊裝架

設條件之困難，採鋼構造構件輕巧，不僅可減

少結構量體，並可依據運輸與施工條件需求，

規劃節塊尺寸大小，除可大幅降低地震慣性力

及現場易於吊裝架設外，鋼構造在工廠內製作

之品質容易掌握，施工迅速。本工址採半穿式

鋼拱橋鋼橋(拱跨徑160m，拱高約20m，全長

198m，橋面全寬10m)，並以當地鄒族原住民的

文化及圖騰命名芙谷峩橋，復建前後之情形，

詳圖15所示。

伍、結語

有關山區道路邊坡災害復建工程提出以下

三點結語：

一、 臺灣山區道路上下方坡地及鄰近河川分屬

不同管轄單位，邊坡災害範圍如延伸至路

權外且未完全穩定時，其道路復建之邊坡

整治工程應整體考量，洽路權外相關單位

一併辦理，方能獲得較佳之復建成效。

二、 臺灣山區道路邊坡災害不斷，近10年來災

害頻率及規模更加擴大，此部分與921地震

及極端氣候下之超大豪雨，如莫拉克風災

息息相關，因此未來公路邊坡復建工程之

設計，應將極端氣候因素納入考量。

三、 山區道路邊坡災害範圍大且邊坡未完全穩

定，難以確切掌握之情況下，公路復建對

策應優先考慮避開。如無法避開或避開方

案之工程費用太高而必須選擇原址重建

時，後續則應透過既有資料蒐集、地質水

文調查，監測等作為，研析邊坡災害之致

災原因，災害模式機制，再據以決定復建

工法，並進行設計，以利長期之安全。

圖15 台18線71.1k芙谷峩橋復建前後成果圖

71.1k道路復建前 71.1k道路復建後

道路邊坡大規模滑動 新建橋梁，避開滑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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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藉由觀摩日本近年施築之都會區地下高速道

路、潛盾隧道開口銜接交流道、世界最具規模地下

防洪儲流設施、採用壓氣沉箱與親子潛盾機施築排

洪道設施等特殊技術，探究國外最新發展現況以汲

取相關技術及經驗，供構思國內未來建設方案研擇

及技術發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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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東京都住宅，鐵路、道路密集，日

本正興建多樣化之地下高速道路克服環

境及用地限制，此外，隨著日本東京首

都圈的人口擴張開發，在埼玉縣春日部

市區域因為被數條大河流所貫穿，如容

器般地形在地勢低漥區容易積水，自古

以來就一直飽受水患，因此興建世界最

具規模之地下儲流設施及排水道治水。

另，東京都江東區大島地區運用親子潛

盾機因應排水隧道流通量於上游較小、

下游漸大的特性以構築不同斷面達減量

開挖。水道匯流處採壓氣沉箱施築抽水

站，具施工精度高、鄰近沉陷量小、且

無抽降地下水可降低對環境、水文之衝

擊。潛盾施工遇地中構造物，因應受限

腹地狹窄環境，遂採DO-Jet特殊高壓噴

射地盤改良工法予以保護並排除基樁障

礙物。茲彙整及略述該等工程建設之參

訪觀摩心得，提供工程界參考。

貳、都會區地下道路

日本近年來於都會中開始興建地

下道路，包括東京之中央環狀新宿線

(2003～2010)、中央環狀品川線(2009

～2015)、外環線(2014～2020)、大阪

大和川線(2013～2016)及橫濱環狀北

線(2011～2016)。高速道路過去多採

高架橋方式立體化，為何中央環狀新宿

線改採成本高且救難防災較困難之地下

道路方式興建？由東京首都圈外環線興

建經歷演進，或可窺知構造物型式除技

術考量外，亦受社會人文接受度所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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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高速道路(株)NEXCO東京都外環線

構造型式演進

第一階段：最早採高架橋方式興建外環自

動車道，並已完成三鄉南交流道至美女木交流

道間之路段(圖1)。

第二階段：於美女木交流道至大泉交流道

銜接關越自動車道間目前亦已通車，採明挖與

明挖覆蓋間隔配置方式興建可以避免道路地下

化所需之通風設施需求，該計畫之隧道通風模

式曾於本公司高雄隧道風洞試驗場進行模擬驗

證。惟此路段於興建執行過程中，附近居民因

期盼自家門前採覆蓋段而不願意面對明挖段致

常引起爭議。

第三階段：目前施工中(預定2017年通車)

之千葉縣區間(高谷交流道至三鄉南交流道)，由

1969年規劃之高架橋型式歷經27年之爭議，於

1996年定案改採明挖半覆蓋型式構築地下道路(

圖2)。

第四階段：2014～2020年興建之大泉交流

道至東名交流道區間，因經過地價更高、更都

市化之區域，經歷數十年無法順利徵收土地，

於2001年日本通過地表40m下大深度地下為公

共使用目的之特別措置法施行(圖3)，而採雙孔

各三車道之潛盾隧道(直徑16m)興建16.2km之地

下道路，僅需取得出入口部分用地。

二、外環線千葉縣區間(高谷交流道至三鄉南

交流道)

外環線千葉縣區間設計速率80km/hr，道路

範圍內用地取得及搬遷後，採用明挖半覆蓋方

式構築地下車道(圖2)，由於半覆蓋結構間隔性

開口可提供地下道路自然換氣需求，免設通風

機房可減少對鄰近居民住宅之影響。然全長約

圖1 東京都會區高速道路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網站)

圖2  高谷交流道至三鄉南交流道間之明挖半覆蓋地下

道路

圖3 日本大深度地下為公共使用目的之特別措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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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m間隔性開口所引入之光線對車輛駕駛則有

負面影響，間隔梁之梁深與開口寬尺寸要考量

行車速度並經噪音、日照太陽分析(圖4)，避免

陽光直射駕駛員。

由於明挖半覆蓋隧道開挖深度淺，屬一般

性施工技術，然工址因應居民要求施工物料運

輸不經社區道路，因此所有物料、土方輸運動

線全在計畫路線用地上，並設多處鋼便橋跨越

地區道路且直接通行至高速道路上，反為本工

程施工特色(圖5)。

三、首都高速道路中央環狀新宿線、品川線

為改善東京市中心之交通，興建以都心為

中心，半徑約5km的中央環狀線(C2)，通車後新

宿至羽田機場可由現況40分鐘縮短至20分鐘，

效益顯著。新宿線及品川線皆為地下化段，隧

道主線設計速率60km/hr，雙向各二車道，並採

地下車行方向與地面車行相反之方式配置(圖6)

以簡化地面道路銜接地下道路之出入口。另富

谷出入口採大管徑迴線工法予以容納兩線路匯

流(圖7～8)。此外，大橋交流道利用環狀繞圈的

環形構造，連通中央環狀線與3號高架橋道路兩

路線間上下高差約70m之銜接，外表有如羅馬競

技場，內併設換氣所(圖9)。地下隧道往新宿側

進入大橋交流道長約200m之岔出與匯入段，於

隧道側先施作直井，將雙向呈垂直分布之二隧

道側壁拆除及補強，使土中隧道壁體所受應力

能順利轉換，並將二車道漸次變為三車道接入

交流道，以利車流之岔出與匯入(圖10～11)。大

橋交流道往大井方向之岔出與匯入段，其中主

隧道內徑11.5m，連絡道直徑9.5m，兩潛盾隧道

須於地底銜接，將水平併行之二圓形隧道斷面

整合成一可連通之似大橢圓隧道斷面，使車流

能夠於此出入口路段岔出或匯入(圖12)。而五反

田出入口於兩隧道間進行出入口銜接(圖13)，其

出口段潛盾隧道開口長約400m，入口段開口長

約620m。銜接之交流匝道主要採明挖工法，部

分路段因交通或地下管線障礙因素等採管冪工

法開挖(圖14)。

中央環狀線潛盾隧道內徑11.5m，外徑為

12.3m，混凝土環片寬度為2m，於出入口處之潛

盾隧道需大範圍開口，故採用混凝土合成環片

與鋼環片搭配使用，經彙整其值得參考借鏡之

潛盾工程特色如圖15所示。

圖4 半覆蓋式隧道內日照駕駛影響與噪音模擬

視覺環境與減噪評析

隔梁造成閃爍影響

圖5 鋼便橋跨越車道銜接高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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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新宿線富谷出入口施工 圖9 大橋交流道空拍

圖7 新宿線富谷出入口大管徑迴線工法匯集線路

圖6 地下隧道車行逆向配置順接至地面車道示意

新宿線與品川線地下道

路設置完整之防災安全配置，

包括消音裝置、進氣、排氣、

獨立避難通路、自動火災偵側

器、水噴霧設備、交通文字情

報板等。因應周邊居民對環

境之反映及為容納足夠之設備

空間需求，部分排氣塔高達

45m，並聳立於道路中，形成

特殊之街景(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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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新宿側進入大橋交流道匯入

圖11 交流道匯入主線

圖12 大橋交流道往大井方向匯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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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五反田出入口之施工

(3) 土方開挖完成之情況 (4) 隧道大範圍開口及施作軀體頂版

(1) 管冪打設施工 (2) 導坑開挖土方

圖13 五反田出入口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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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首都圈外郭放水路

日本埼玉縣春日部市區自古為低漥易淹水

區域，因此首都圈外郭放水路目標係將颱風或

豪大雨導致之暴漲河水導流至地下，以存儲超

過河流容量的洪水，並將其排向下游之江戶川

內，扮演洪水調節池的作用。首都圈外郭放水

路位於國道16號下，主要由內徑10.6m排水隧

道、豎井、調壓水槽及抽水站等設施組成，將

大落古利根川、幸松川、倉松川、中川及第18

號水路等河流的洪水導流至江戶川，於1993～
圖16 換氣塔街景

圖15 五反田出入口附近之合成環片及鋼環片切除作業

(1)  掘進與組裝同步快速施工，平均每環可節省22分鐘
施工時間

(2) 輪輻管內切刃更換提升效率及確保作業安全

(3)  混凝土加聚丙烯纖維，增加耐火性，使混凝土不會
爆裂

(4)  鄰近既有結構物或開口之應力集中區段採用合成環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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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施工，造價約為2,300億日圓，全線排

水隧道長6.3km，為世界上最具規模之地下排水

道，最大流量可達每秒200m3(圖17)，並由國土

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局之江戶川河川事務所管

理運轉。

一、排水隧道

連通各豎井間為內徑10.6m大斷面潛盾排水

隧道，隧道之最深覆土為地表下50m，不同河川

間分五個區段，各區段長度為380m～1,920m，

組成總長6.3km之地下河流。為了提高施工性及

配合此大口徑的內部水壓潛盾隧道，所運用隧

道技術特點說明如下。

(一)  內部水壓對策：不僅是環片的外側土

水壓，對於充滿水之地底下50m隧道

內壓也須予以因應。

(二)  內面平滑：環片表面無螺栓盒不凹

凸，流水順暢，免二次襯砌。

(三)  高 剛 性 ： 環 片 接 頭 採 用 「 楔 型 結

構」，提高環片間之結合力(圖18)。

(四)  高速自動組裝：通過楔效接合，縮短

組立時間。

圖17 首都圈外郭放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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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豎井

第1～5豎井通過排水隧道相連，各豎井之

深度為69～74.5m，內徑約15～30m，壁厚為2.0

～3.3m之巨大圓筒形構造物。豎井除了導入洪

水之作用外，亦具備可容納搬運管理車輛、安

裝通風設備等維護管理之機能。當大落古利根

川、幸松川、倉松川、中川及第18號水路等河

流水位上升、超過溢流堤的高度後，洪水會自

然流進豎井(圖19)。溢流堤的高度與周圍的最低

地面高度相近，因此即使是中小洪水情形下也

能夠發揮防洪功用。

三、調壓水槽

為削減由地下隧道流出水之衝擊力，使水

流順暢地抽排流入江戶川，在地底下深約22m處

建造長177m、寬78m、高18m的巨大鋼筋混凝

土之調壓水槽，並由59根長7m、寬2m、高18m

之立柱支撐調壓水槽之頂版，宛如矗立於地底

之神宮(圖20)。具有使抽水站穩定運行之作用和

在緊急事件時調節劇烈水壓變化之作用。

四、抽水站

調壓水槽內之水由抽水站通過6個5.4m× 

4.2m的排水暗渠水門流入江戶川。抽水站由4台

50cms之立軸渦卷斜流式抽水機組成，總計容

量200cms，每台設計揚程14m，原動機採用雙

軸臥式渦輪機(由飛機之渦輪機改造)，額定功率

10,300kw(14,000PS；圖21)。

首都圈外圍排水道自2002年進行部分通水

以來，至2014年2月共有85次洪水調節實績，治

水效果顯著，大幅度減輕了日本埼玉縣春日部

市區之淹水災害。

圖18 高接合性且內面平滑環片

圖19 三號豎井倉松川流入設施

(圖20a) 調壓水槽(地下神宮)

(圖20b) 實體模型

圖20 調壓水槽及抽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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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斷面大小亦不同特性，採用一部親子潛盾

機施工可減量開挖。其中第一階段(母機)潛盾洞

道外徑7.1m，內徑6m，長度約705m稱為東大島

幹線；第二階段(子機)潛盾洞道外徑5.34m，內

徑4.5m，長度約831m稱為南大島幹線；此外抽

水站(潛盾工作井)採壓氣沉箱工法避免抽降地下

水，減緩對環境地下水文影響。另排水道遭遇

地下構造物採DO-Jet地盤改良工法等特殊技術，

亦分敘於后。

圖23 親子潛盾隧道施工

(1) 親子潛盾機示意圖及照片

(2) 30cm＋5cm二次襯砌(無筋)共構環片 (3) 親子潛盾隧道介面

圖21 抽水站內部

圖22 東大島幹線及南大島幹線路線示意

肆、大島幹線排洪系統

2012～2014年施工之東大島幹線及南大島

幹線工程為因應日本東京都江東區及江戶區小

松川流域防洪目的之地下排水隧道。排水隧道

匯流至小松川第二抽水站，總長約為1,536m(圖

22)。排水隧道配合上、下游集水區不同，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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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壓氣沉箱土方及人員進出(一) (2) 壓氣沉箱土方及人員進出(二)

一、親子潛盾機施工

親子潛盾機分離施工不同口徑之排水幹線 

(圖23)，親子潛盾機之造價約為一般潛盾機之

1.5倍，但可替代二部潛盾機並減少開挖土方。

工址運用混凝土環片、鋼環片及合成環片三種

潛盾環片。混凝土環片之快速接頭型式與台電

施工中大林～高港345kV電纜洞道工程相似。

完成後隧道內面平滑有利排水。鋼環片應用於

急曲線施工，而鋼環片內填混凝土之合成環片

則運用於水道匯流之開口銜接部補強區段。此

外，RC環片製造上一併考量防沖蝕與結構開口

所需之二次襯砌厚度，以減少二次襯砌構築範

圍。

二、壓氣沉箱工法施築抽水站

壓氣沉箱工法係於1841年由法國開發，

利用壓縮空氣抵抗水壓，增加開挖壁面之自立

性，防止地下水滲入導致地層軟化或湧水(圖

24)；壓氣工法不抽降地下水，對環境及鄰近結

構物影響小，並可目視確認承載地層條件，工

法可靠，且箱體結構體於地面上構築品質佳。

壓氣沉箱過去常運用於大橋之巨型基礎，過港

沉埋隧道陸域端施工，近年來卻屢見其運用於

東京抽水站計畫。本抽水站前池開挖深度約

45m，因地質差，若採連續壁厚度大且深，並不

經濟，且考量臨近河道，為克服高水壓與減少

抽降水對環境影響，故採用壓氣沉箱構築抽水

站。當壓氣＞1.8kg/cm2之環境下沉箱挖掘採遠

端機械遙控方式之無人壓氣沉箱工法，以兼顧

圖25 小松川抽水站壓氣沉箱工法

圖24 壓氣沉箱示意

圖26／接下頁↓
No.105│January, 2015 │185



3
參
訪
報
告

人員安全及工進效率。小松川抽水站壓氣沉箱

施工運作模型詳圖25，施工情形詳圖26所示。

三、地下障礙物處理

排水幹線潛盾機遭遇地下構造物，採行DO-

Jet工法進行地盤改良保護並切除廢棄版樁(圖27

～28)。DO-Jet施工工率每三天雖約僅能改良前

進0.8m，然可避免由地表施工，不影響地面交

通，且人員無需出艙到潛盾機外切除障礙物，

大幅提昇工安，此種改良工法運用於大深度潛

盾工程時將更具經濟性。

(3) 土方開挖遠端遙控室(一) (4) 土方開挖遠端遙控室(二)

  

(5) 完成沉箱品質佳、不漏水

 

(6) 抽水站工址與塔吊

圖26 壓氣沉箱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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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與心得

藉由參訪國外實績，更清楚大斷面潛盾

隧道工法之應用已擴展至都會區地下道路，更

衍生出交流道出入口與主線隧道大範圍環片開

口銜接施工、潛盾快速施工、環片防火性能提

昇、合成環片強化勁度等技術；親子潛盾減量

開挖、壓氣沉箱施工免抽降地下水且能兼顧環

境，以及地下蓄、排水道防範洪災等特殊技術

構想，有利構思國內未來建設之推展方向。

參考文獻

1. 李建中等人，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103年度東京地區重要工程案例參訪

報告」，2014年7月。

2. 日本首都高速道路株式會社，「中央環狀

品川線」型錄資料，2013年12月。

3. 日本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局，「首都

外圍排水道」型錄資料，2014年。

4. 日本東京都下水道局，「東大島幹線及南

大島幹線」型錄資料，2014年。

圖27 DO-Jet工法示意

圖28 DO-Jet工法破除障礙物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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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加括號表示。如圖1、表2；Table 1、Figure 2，表的標題置於表的上方中間，圖的標題置於圖的下方中間。

十、符號：內文所有符號須於符號第一次出現時加以定義。

十一、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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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直接引用之文獻不得出現。

參考文獻之寫法須依下列格式：

(l)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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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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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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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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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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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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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集， 臺北，第25-30頁(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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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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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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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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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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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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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No.53，台南 (1983)。

   Thompson, J. P.,“Fire resistanc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floors，”PCA Report, Chicago, U.S.A., pp.1-15(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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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接獲指示辦理本期編輯重任後，即以戒慎恐懼、兢兢業業的

心情從事，深怕因編輯不力而影響本刊所建立之良好口碑。主編同

仁在平日滿檔例行工作要做之情形下，又要兼顧編輯工作，時常挑

燈夜戰，幸賴各級長官的指導及各方人力支持，從專輯主題之選

定，盱衡目前社會重視防災的氛圍，迅速擬定編輯工作計畫，再依

計畫逐步進行。非常感謝陳宏宇主任、陳彥伯局長、鍾家富處長等

三位專訪人物，於公務繁忙之中，撥冗接受本刊之專訪，他們的精

闢見解及豐富人生歷練，特予整理專訪內容以饗廣大讀者。

  　感謝各專題技術論文作者將專業工作上的努力成果，利用公忙

之餘，費心撰寫專文，探討大地工程的挑戰，文章中充滿新思維，

很值得提供各界參考。於今終於順利完成任務，也在此一併致上謝

忱。然而，吾等雖全力以赴編輯本期，惟覺才疏學淺，若有疏漏之

處，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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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1491內湖區陽 
   光 街 3 2 3 號 1 0 樓 ， 台 灣 世 曦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企 劃 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 106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民參‧再精進與新契機
 出刊日：201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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