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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經濟建設發展過程中，初期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十大建設有六項

是交通運輸建設，包括港口、高速公路、鐵

路、機場等交通建設，1980年代開始，台

灣發展高科技產業，中華民國政府陸續在台

灣地區設立新竹工業園區、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及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等，另外在1990年

代開始，高速鐵路開始規劃設計及施工，在

上述科技園區、港灣、高速公路、鐵路、高

速鐵路、機場交通之建設，本公司及前身中

華顧問工程司配合辦理大部分技術服務工

作。

　　本期中華技術以「科技園區、港灣、隧

道與交通之建設」作為主題，謹將本公司近

年參與「科技園區、港灣、隧道與交通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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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設」所累積的施工監造部分探討。本期特地安排專訪高雄市政府捷運局局

長吳義隆，暢談高雄市運輸路網建設與都市

發展規劃之擘劃及推動；接續邀請南科管理

局局長林威呈接受專訪，暢談南科園區開發

經驗，與對於南科未來持續努力的方向與願

景。因此本期專訪讓我們感受政府積極推動

建設之想法與用心，更了解各項推動策略與

步驟。

　　本期中華技術由營管事業群各部門參與

實際工作的專業技術同仁，利用公忙之餘，

費心撰寫專文，彙整並提供目前最新的工程

論述與寶貴的經驗分享，匯集成專文數篇，

可以讓讀者一窺監造工程師，在施工監造過

程中以樸實敬天的態度秉持誠信與專業，守護著工程善盡我們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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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局長   

吳義隆
談 高雄市捷運建設之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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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目前高雄地區大眾運輸軌道系統包括

高鐵、臺鐵、都會捷運，加上高雄

環狀輕軌捷運建設，在日趨減少的城

市空間，亟需提升通行空間的使用效

率，從現代城市治理與發展上來看，

就局長以往經歷(都發局長)，請問高

雄城市與運輸發展歷程為何？

答：高雄城市與運輸發展歷程我們可由城市、

港口、火車、公車、小客車、大眾運輸工具幾

個方面來說明：

一、由高雄城方面來說明

(一)高雄舊稱「打狗」，十五世紀左右，

此地的原住民「平埔族」，遍築荊竹抵禦

侵來的倭寇。平埔話中的「竹林」發音似

「打狗」(Takau)，故漢人稱之「打狗」亦

或「打鼓」。

(二)1624-1662年荷蘭殖民時期，高雄尚

未成為發展重心，西班牙人在北台灣發展

(紅毛城)，荷蘭人在台南發展(安平古堡、

赤崁樓)，島內耕牛缺乏，荷蘭當局從印

度輸入牛(台灣府誌)。

(三)1662-1683年鄭成功時期，左營為當

時最早的移民屯墾部落之一，開發多集中

在蓮池潭、金獅湖、內惟埤等區域。

(四)清朝統治時期，高雄一直沒有築城，

直到1721年朱一貴事件後築「鳳山舊

城」，1787年林爽文事件後築「鳳山新

城」，1825年為防民亂和海盜重修「鳳

山舊城」。當時主要交通工具仍以獸力、

步行為主，道路狹小，據文獻記載雙城古

壹、前言

　　吳義隆博士現任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局長，也是都市計畫技師，民國98年取得國立成功

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博士學位。吳義隆局長任事積極，創新負責，自民國78年由基層幫工程司

作起迄今26年，曾於民國85年獲頒行政院模範公務員，歷任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高雄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執行秘書、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高雄市政府參事、高雄市政府副秘書

長等職，對於高雄市輕軌捷運建設與都市發展規劃之擘劃及推動，積極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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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十大建設」，1979年縱貫鐵路完成

電氣化，台北至高雄乘車時間由8小時縮

短為4小時；繼續推動「十二項建設」，

1991年南迴線完工通車，台灣的「環島

鐵路網」正式完成。

四、高雄港鐵路的演進

■ 1900年台南-打狗鐵路開通，興建高雄

港站，在築港工程前已直伸至港內。

■ 1908-1912年高雄港第一期築港工程，

鹽埕完成7座碼頭，並公告170萬平方公

道部分通道僅容1人行走，清朝統治台灣

212年，台灣人口增至近300萬人(明鄭時

期僅12萬人)。

二、由高雄港方面來說明

(一)1863年打狗港開埠，1895年馬關條

約，台灣割讓日本，因台灣農產業發達，

米、糖、木材為重要輸出，同時急需軍

事、機械設備輸入，因此，從1908年起

歷經三期築港工程，「哈瑪星」、「鹽

埕」成為全台第一個填海造陸與棋盤規劃

的現代化都市，為高雄市發展的開端。

(二)日據時期高雄市的都市發展反映出

「腹地」的擴張，促使1900年後打狗火

車站建立，為西部鐵路的南端。

三、由火車方面來說明

(一)清朝時期：1887年巡撫劉銘傳在台興

建鐵路。基隆—大稻埕段通車。1893年

巡撫邵友濂續築大稻埕—新竹段。

(二)日治時期：1908年自基隆到高雄的縱

貫鐵路全線貫通。

(三)國民政府：成立台灣鐵路管理局，推

(左1)許朝榮計畫副理  (左2)鍾義民計畫經理                                                             (左3)陳幼華資深協理  (中)吳義隆局長  (右3)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2)彭國源協理  (右1)謝德成計畫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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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的「打狗市街計畫」。

■ 1912-1937年高雄港第二期築港工程，

苓雅碼頭建設完成。

■ 1921年前金及苓雅區之ㄧ部分納入都

市計畫。

■ 1936年公告以40萬人為目標的大高雄

都市計畫。

■ 1937年高雄港第三期築港工程開始。

■ 1939年左營軍港開築。

■ 1941年興建高雄火車站。

五、由公車方面來說明 

(一)高雄市公共汽車創立於1937年(日據時

期)，1952年擴大編制。公共汽車營運在

1974年以前，年年有盈餘。

(二)高雄人口密度提高及棋盤式路型的建

構，公車遂逐漸成為高雄市的交通工具之

ㄧ。同時帶動場站週邊及沿線的發展。

1960-1974年機車需求殷切，機車產業多

頭並行，機車持有由11人/台(1974年)增

加到3人/台(1990年)及1.3人/台(2008年)。

1988年起小汽車快速成長，由17萬輛增

加到44萬輛(2008年，3.5人/輛) ，更加重

(左1)許朝榮計畫副理  (左2)鍾義民計畫經理                                                             (左3)陳幼華資深協理  (中)吳義隆局長  (右3)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2)彭國源協理  (右1)謝德成計畫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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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營運的困難度。

(三)20世紀因應捷運陸續通車及公車營運

效率不佳，公車已成接駁工具。

六、由小客車方面來說明

(一)經濟：70年代十大建設，帶動高雄經

濟發展，民眾自有自用汽車的比率大幅上

昇。

(二)開路：交通政策轉向為公路主義；配

合中山高等建設，加上公路運輸的機動性

與普遍性優於鐵路，導致許多鐵路營運狀

況不佳。

(三)降稅：1979年起接續開放小汽車進

口； 1985年實施「汽車工業發展方案」

規定，對汽車工業繼續保護6年，進口

關稅由現行65%逐年降低，第6年後降至

30% 。

(四)1988年起小汽車快速成長，由17萬輛

增加到44萬輛(2008年，3.5人/輛)，更加

重公車營運的困難度。

七、由大眾運輸工具方面來說明

(一)2006年高鐵通車、2007年捷運通車、

2008年輕軌計畫核定。

(二)2009-2014年台灣大眾運輸比率從

13.4%提高至16%，高雄大眾運輸比率亦

從4.3%提高至8.4%，成長近倍。

(三)大眾運輸工具使用率的提昇，可達以

下願景：

■ 發展大眾運輸村（Transit Village ）。

■ 建構容積移轉暨放寬土地使用管制。

■ 強化捷運輕軌場站周邊發展強度與混

合使用。

問：民國100年底高雄縣市合併後，高雄都

會區因產業發展與人口遷移之改變，

原捷運整體路網規劃是否須重新考量

社經發展伴隨之更異？

答：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第一期發展計畫

路網包括紅、橘、藍、棕四線及延伸至大寮、

屏東、岡山等路線，其中之紅、橘兩線已於民

國80年經行政院核定為第一期第一階段建設路

線，並於民國97年底完工通車；至於其他未核

定路網部分，業經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分別

於民國89年辦理「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長

期路網運輸規劃」及94年辦理「高雄都會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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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義隆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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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發展區」　　

　　分別為經貿都會生活區、科技創新走

廊、產業新鎮、近郊精緻農業區、慢活文

化山城、自然公園族群文化區、雙港運籌

加值區、海岸休憩廊帶。

　　目前正因應高雄市、縣合併後之整體發

展，重新檢討大高雄捷運整體路網(如圖2)。

主要範圍係依前述民國89年、民國94年所完

成之15條路線進行檢討，再加入都會核心與外

圍地區連繫的主要運輸走廊，共定義24條重要

公共運輸路廊，以符合大眾運輸系統永續經營

的活動人口指標進行初步篩選後，界定出16條

大眾運輸路廊。該16條潛力路廊可配合高雄

眾運輸系統工程計畫長期路網規劃作業顧問服

務」，針對後續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整體路網

發展進一步探討與規劃，且已完成研提15條長

期路網。

　　依據高雄市自然環境、社經資源、土地

使用空間發展將以「生態城鄉」理念為基礎，

朝『一核、三軸、八大功能分區』(如圖1)之

空間架構發展，找到未來高雄展業與生活發展

藍圖，『台28景觀道路、旗美杉內里山慢活山

城、大岡山爽適副都心、高雄學園創新智慧科

技廊帶、大鳳山文化舊城樂活新城、亞洲新灣

區』。

■ 「一核」

　　以原高雄市舊市區為經貿核心，沿

著紅橘雙線捷運廊道發展，核心規模擴展

至北達凹子底、仁武，東至鳳山區、鳥松

區。

■ 「三軸」

　　以觀光保育、產業創新、濱海加值為

各軸帶發展主題，包括以山林資源與農業

生產為主之「特色山城保育軸」、以城鄉

發展為主之「產業新鎮創新軸」及兼具濱

海遊憩與港灣支援產業之「濱海城區加值

軸」。

吳義隆局長

圖1 一核、三軸、八大功能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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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未來的空間發展架構，與已通車(紅橘線)、

已核定(環狀輕軌)及申請中(岡山路竹延伸線)

的捷運路線，組成「雙軸」、「雙環」、「四

連結」、「北環圈」、「南環圈」、「西環

圈」、「東環圈」、「跨越延伸」之高雄大眾

運輸整體路網發展脈絡，其中有3條路線之經

濟效益及財務自償率符合輕軌系統建設門檻，

另有4條為BRT經濟可行路線。

　　未來大高雄將朝多元化的大眾運具發展，

以「高運量捷運系統」繫緊高雄城市命脈（雙

軸：紅線+岡山路竹延伸線、橘線）；以「現

代化輕軌系統」凝聚灣區經貿發展（雙環+2連

結：水岸都會環、都會延伸線+鳳山本館線、

民族高鐵線)；以「電動智慧BRT系統」蓄積服

務升級能量（2連結+南北環圈優先段：中華雙

鐵線、蓮潭本館線+燕巢線、小港林園線)；其

餘路線則以「綠色幹線公車」提供低污染、高

品質的大眾運輸服務，以兼顧大高雄區域均衡

發展。

吳義隆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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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捷運長期路網勾勒了高雄大眾運輸之

願景，惟其建設經費龐大，應無法一

蹴可及，請問發展之策略為何。

答：我們將採「漸進式捷運系統」之模式，

即發展大眾運輸策略可從改進公車系統做起，

如增加公車系統之路線密度與行車班次、更新

並引進高性能的車輛、改善公車站位及候車設

備、引進ITS系統技術、建立公車動態資訊系

統等；未來再視運輸需求的成長，逐步規劃興

建公車捷運系統（Bus Rapid Transit, BRT）、

輕軌或捷運系統。具體之發展策略例舉如下：

一、善用「台鐵捷運化」之推動：目前已定案

之「台鐵捷運化」車站包括：內惟站、美術館

站、鼓山站、三塊厝站、民族站、大順站、正

義路/澄清路站。在此基礎下，若干捷運延伸線

可思考與「台鐵捷運化」之競合，例如：捷運

路竹延伸線、屏東延伸線之路廊與台鐵相近，

在二延伸線未完成之前，可以通勤鐵路之方式

服務路科、高雄市、屏東間之旅次需求。

二、引進公車捷運系統（BRT）：於現行規劃

之輕軌路線先引進BRT，BRT係以公車運轉，

結合軌道系統營運方式，其可提供快速、彈

性、低成本的公共運輸服務。

　　簡言之，打造高雄大眾運輸骨幹之務實做

法可採「漸進式捷運」，即由公車改善、公車

捷運化做起，俟營運環境成熟後，再引進輕軌

或重運量捷運系統。

問：高雄水岸環狀輕軌為您近期發展重點

之一，輕軌捷運為高雄帶來什麼效

益？

答：由簡要的分幾點說明：

(一)活化古蹟  再創風華

■ 高雄港站（打狗驛站）：輕軌C14 候

圖2 高雄都會區捷運系統長期路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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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輕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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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軌之供電系統型式：一般以架空線

方式供電，常見於歐洲輕軌系統，需在路

線上空佈設電車線及路線旁設立支撐柱，

對都市景觀比較有顯著的影響，安全上也

有疑慮。

■ 近年來輕軌運輸技術發展快速：最新

的超級電容技術的運用，高雄環狀輕軌將

成為全亞洲第一條全線採用無架空線系統

的輕軌，21世紀鐵道運輸的新指標。

(四)電力驅動 全程無污染

■ 高雄輕軌：採全程無架空線，電力採

超級電池電容系統，列車到站20秒內完

成充電，使用再生煞車，可回收電力再使

用，節能效率達30％，此係國際新趨勢，

目前卡達、杜拜正動工興建中。

(五)100%低地板   空間無障礙

■ 上下車方便、安全、無障礙。

■ 車廂內地板無階梯，移動平順。

(六)舊鐵道再生  活化都市空間

■ 高雄輕軌沿用原台鐵臨港線的路權：

車站緊鄰紀錄高雄港區內陸客運史與城市

發展的高雄港站，未來輕軌將與舊鐵道共

軌，展現新建設與舊文化並存的特色。

■ 愛河舊鐵橋：採新舊橋共存設計，將

舊鐵橋置放到新設輕軌橋墩上，夜間則採

用浪漫同時可配合不同節慶，利用燈光顏

色展現節慶氣氛。

(二)綠意延伸  80%綠覆率

■ 根據德國綠色軌道協會研究：一平方

公尺的綠色軌道，能吸收 400-500公升的

雨水，以一年計算，德國的綠色軌道可吸

收 560,000公噸以上的雨水，實質減少都

市洪水逕流，並產生區域微氣候降溫，目

前德國已有 1150公里的綠色軌道，超過 

287.5公頃的土地。

■ 輕軌路線：除了十字路口及軌道線本

身之外，都會鋪上透水的綠草地，不僅視

覺舒適，更能保水降溫，減少下水道載

量，80%以上的綠覆率，較現有汽車行駛

的柏油路面，更具環保、節能、減碳的效

益。

(三)全程無架空線 留住景觀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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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台鐵東西臨港線，運輸功能與價值再次

提升，保留了台鐵光榮的歷史及鐵道文化

價值。

■ 拆除現有台鐵機廠灰白的圍牆，凱旋

路段煥然一新，城市空間更加通透，街道

也會因為輕軌穿梭其間而活絡。

(七)城市旅人漫遊街景的首選

■ 重建水系綠廊連結，結合山、海、

河、港、美景、美食與文化，邁向宜居、

樂業的全球城市。

■ 捷運造街與城市改造，搭配多元產業

的創意，打造一個有活力，宜居、宜遊的

國際城市。

問：最後想請局長說明高雄整體路網願

景，以作為此次訪談的結語？

答：「交通新骨幹、生活好伙伴、轉乘無縫

高雄輕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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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四連結之整合，構建高雄都會區捷運系統初

步之整體路網，由2環2軸構建到2軸6環(如圖

3)，發揮整體路網之運量提升。

　　未來伴隨大高雄軌道路線賡續加入營運服

務後，我們相信幸福高雄城在十字形捷運紅、

橘線及環狀輕軌等路線架構起來的新骨幹運輸

服務，將成為國內外旅客遊玩大高雄的最好伙

伴，再搭配上本市接駁公車及公共腳踏車將可

形成令人讚賞的無縫轉乘公共交通網路，勢將

讓大高雄展翅蛻化成為台灣宜居城市之冠。

讚、台灣宜居冠」為高雄整體路網規劃之願

景。從開拓通勤與兼顧休憩的願景網，啟動人

與城市間的對談，順應高齡社會的無障礙環

境，進而改變城市道路空間的定義，縫合城市

的新契機，促使民眾移居港都，創造宜居高雄

目標，讓民眾輕鬆移動，從逐水草而居，到沿

輕軌捷運而行，成為城市旅人漫遊高雄街景的

首選。

　　目前擘劃高雄縣市合併後的大高雄新整

體路網規劃，期望藉由延續環狀輕軌捷運之興

建，再與岡山路竹延伸線、黃線、棕線、屏東

延伸線、紅、橘線以及全方位市區四環配合市

圖3  2軸2環到2軸6環三跨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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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對於高雄市都市建設與發展積極奉獻的經

驗侃侃而談，其間甘苦與成果，及在職務崗位

上的投入與用心的態度，深感敬佩。可以想見

有此堅毅與睿智的都市建設舵手，將帶領高雄

市捷運建設成為無縫轉乘公共交通網路，活化

整體都市建設，讓高雄成為台灣宜居城市。

後記

　　承蒙吳局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次

專訪，除了由衷感謝，更從訪談過程中，闡述

其自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都市發展局局

長、高雄市政府參事、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

(左1)謝德成計畫經理  (左2)彭國源協理  (左3)林明華副總經理  (中)吳義隆局長 
(右3)陳幼華資深協理  (右2)鍾義民計畫經理  (右1)許朝榮計畫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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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   

林威呈
談 永續南科「科技創新與

文化融合之模範園區」



1
人
物
專
訪

No.108│October, 2015 │21

貳、訪談紀要

問：為了推動高雄園區的開發業務，管理

局於92年6月2日成立路竹組，並由您

受命接任組長一職，帶領一支團隊長

駐路竹工作。對於能與民風純樸的高

雄鄉親「交陪」，是您一直放在心中

最開心的經驗，請局長分享當時在高

雄園區開發期間讓您「刻骨銘心、印

象深刻」的故事。

答：在開發「路竹園區」的工作上充滿酸甜苦

辣，路竹組猶如一個獨立連，必須面對跟處理

園區開發過程中的所有柴米油鹽；除了公共建

設工程的推動與配合投資組辦理廠商引進的業

務以外，跟鄰近鄉親與民代的交往與互動，卻

成為我「路竹經驗」中，最精彩、最值得懷念

的一段。

　　「經濟學台灣，抗爭學永安」是我接任路

壹、前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成立以來，已邁入第18年，不只重視科技產業的發展，也重視生態環境

與社區的永續發展，讓蔗田變矽田，在開發園區的過程中，秉持著產業聚落、公共藝術及永續

環境三大主軸，讓南科不只是一個高科技產業進駐的園區，甚至成為可以三代同堂一起生活的

園區。

　　林威呈局長畢業於長榮大學職業與衛生系碩士班，專長工業工程、工業安全、機械工程、

經營管理，在民國86年南科籌備處時即已加入，歷任技正、組長、副局長及中科管理局副局長

等職，104年1月16日升任局長迄今，是南科「黃埔一期」重要元老，從南科一片農地到廠房林

立，參與南科籌建計畫「無役不與」。

　　林局長深耕南科將近17年，在102年8月(時任南科副局長)受科技部(原國科會)指派前往中科

管理局擔任副局長一職，期間幫助中科完成許多重要任務，受到科技部長官肯定。林局長有個

很有魅力的稱呼~「威哥」，笑臉迎人是他的招牌，從訪問過程讓我們深刻感受林局長的直率與

真誠，讓所有與他接觸的人感受到無比的熱情，這或許也就是深受管理局同仁愛戴及園區廠商

推崇的原因之一。本期專輯很榮幸林威呈局長能在百忙當中撥冗接受專訪，暢談他的園區開發

經驗，與對於南科未來持續努力的方向與願景，以下是訪談紀要。

訪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   

林威呈
談 永續南科「科技創新與

文化融合之模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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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02年8月至中科就任後首先面臨到的難

題就是中興新村開發高等研究園區原擬砍伐近

200棵芒果樹等路樹，台灣護樹團體聯盟與中

興新村護樹協調會指出中科進駐中興新村從未

公開溝通開發方向和細項，不當工程施作持

續破壞在地既有景觀，希望探討護樹等環境議

題、眷舍活化，到高等園區發展問題等，俾匯

聚共識。

　　在我了解地方的需求與訴求後，便偕同

營建組主管拜會南投市長許淑華，並表示感謝

許市長第一時間發現砍樹計畫的不恰當而攔阻

竹組組長的第一天，地方鄉親送給我的第一句

話，這個「下馬威」著實讓我倍感壓力。我探

訪當地之民情，並了解到園區西南側的永安區

為易淹水地區，以及附近又有大面積的魚塭養

殖產業，若有淹水情形發生，永安區居民將面

臨生命的威脅與財產上的重大損失。所以，凡

與地方有關的事物均事必躬親，特別是在氣象

局發布豪雨特報後就會進駐高雄園區不回家，

與地方共同抗水。

　　三年半的組長任期，我在路竹園區跟很多

地方鄉親成了很好的朋友，也為園區鄰近的民

代與鄉親下了一個評語，那就是：「每個人講

話都很大聲，但是心直口快，個性坦率，善良

可愛，很值得『交陪』」。在路竹園區的最大

收穫，就是交到很多好朋友，現在每逢當地的

節慶與拜拜，我都會受到邀請，而且還不能不

去參加耶。最後還不忘補充一句話說：「我現

在講話的聲音也變得很大聲喔」。

問：在科技部長官指派您前往中科管理局

擔任副局長時，對於中興新村開發高

等研究園區時，與地方首長、民代及

居民經過多次溝通建設內容，讓老樹

存活下來，使工程得以進行，及減少

不必要的誤解。可否請局長分享當時

的努力過程與甘苦？

 (左1)林威呈局長  (左2)周允文協理  (左3)李振榮計畫經理                                         (右3)張瑞仁計畫工程師  (右2)彭國源協理  (右1)林明華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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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不然讓中科依原計畫執行下去將造成遺

憾，建設就變沒意思了。

　　而許市長也回應：感謝中科尊重地方政

府的意見，決定不砍樹，因中興新村是個綠色

環保意象非常強烈的環境，民眾對50年老樹的

情感深厚，反彈自然很大。惟中科開發需解決

地方淹水的安全問題仍要擺第一，為了防洪必

須的箱涵和道路安全，把移植樹木數量降至最

少，地方應該可以接受。

　　在會談中也對地方民代、居民表示：「希

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在美麗的中興新村的大樹

下一起喝茶、聊天」、「攜手共同創造出一個

很成功的合作案例」，當時的努力，後來也獲

得了當地的諒解與支持。

問：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管轄有五處

基地，科學園區開發首先要面對的

就是環評問題，以及環評承諾內容的

落實執行，請局長分享在參與環評說

明會議時，如何與地方進行溝通與協

調？

 (左1)林威呈局長  (左2)周允文協理  (左3)李振榮計畫經理                                         (右3)張瑞仁計畫工程師  (右2)彭國源協理  (右1)林明華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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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任何的說明會議中，需讓參加的居民

充分表達意見及誠懇地予以回應說明，以中科

二林園區開發計畫二階環評及健康風險評估規

劃說明會為例，會中民眾主要表達之訴求為園

區各項污染量之管制作為、健康風險評估、用

水、放流水排放、就業機會等議題。針對民眾

關切的議題及對園區的期許，我強調說，科學

園區的開發一定是兼顧環境與產業，並且要和

鄉親成為「好厝邊」，希望透過說明會傳達政

府推動重大建設計畫之理念外，也希望廣納各

界建言，做為計畫推動的重要參考依據，讓民

眾充分瞭解計畫進度及內容，以保障民眾參與

的權益。

　　環評公開說明會是機關應辦的責任與義

務，透過說明會的場合也是一種面對面溝通的

機會，好好地運轉，才能使後續的開發工程能

順利推動，與地方和諧共處，共創繁榮。

問：「建設低碳綠能園區，創造永續發展

環境」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未

來目標之一，請教局長，除了現行辦

理綠能低碳產業聚落推動計畫外，如

何藉由工程技術或工法來落實目標？

答：依據行政院民國97年6月頒布之永續能

源政策綱領，永續能源發展應兼顧「能源安

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滿足未

來世代發展的需要，以創造跨世代能源、環保

與經濟三贏願景。其作法包括(一)提高能源效

率、(二)發展潔淨能源、(三)確保能源供應穩

定；而綠能低碳產業聚落計畫將遵循永續能源

政策綱領之指導，計畫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打

造綠能低碳產業聚落，並藉由廠商結合學術及

研究單位，實現專利技術商品化之最後一哩

路。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綠能低碳產業聚落推

動計畫(以下簡稱本補助計畫)」執行內涵，係

結合國家已推動之「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在

基礎研究、前瞻技術之開發及「綠色能源產業

旭升方案」等計畫，在研究應用之拓展，將其

成果順利延伸，在南科落實產品開發、技術升

級，落實行政院「四大智慧型產業」發明專利

產業化的目標，使政府補助資源可以產業化，

並於園區深根發展，以發揮其最大的效益，促

成高科技產業聚落成型。 

　　本補助計畫預計整合產、學、研之研發

能量，於南科進行前瞻潔淨能源技術研發、測

試、認證，並導入至園區綠色能源與節能減碳

廠商，形成低碳生活圈與再生能源產業聚落相

結合的示範園區，規劃補助綠能低碳產業，包

括：太陽光電、LED、電動車輛、儲能系統、

風能、氫能與燃料電池、能源資通訊及其他具

定；而綠能低碳產業聚落計畫將遵循永續能源

政策綱領之指導，計畫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打

造綠能低碳產業聚落，並藉由廠商結合學術及

研究單位，實現專利技術商品化之最後一哩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綠能低碳產業聚落推

動計畫(以下簡稱本補助計畫)」執行內涵，係

結合國家已推動之「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在

基礎研究、前瞻技術之開發及「綠色能源產業

旭升方案」等計畫，在研究應用之拓展，將其

成果順利延伸，在南科落實產品開發、技術升

級，落實行政院「四大智慧型產業」發明專利

產業化的目標，使政府補助資源可以產業化，

並於園區深根發展，以發揮其最大的效益，促

本補助計畫預計整合產、學、研之研發

能量，於南科進行前瞻潔淨能源技術研發、測

試、認證，並導入至園區綠色能源與節能減碳

廠商，形成低碳生活圈與再生能源產業聚落相

結合的示範園區，規劃補助綠能低碳產業，包

括：太陽光電、LED、電動車輛、儲能系統、

風能、氫能與燃料電池、能源資通訊及其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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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文化藝術全區化生活化

　　推動公共藝術及文化保存，讓南科成為生

產、生活、生態一體的園區，並成為科技創新

與文化融合之模範園區。

問：局長目前正「更加用力」在南科創新

創業的推動，請問局長關於南科創新

創業推動的作法，科學園區所扮演的

角色定位及其展望為何？

答：有關創新創業部分，南科不斷的轉型、

改變，第一階段就是在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

畫裡，南科透過成功大學團隊的協助輔導，在

102年5月至104年4月期間，累計共有52隊創

業團隊進駐南科創業工坊，有6組團隊獲得FITI

計畫創業金200萬元，有15隊完成公司設立，

其中3隊申請通過科學工業及4隊申請進駐園區

育成中心。累計有5隊取得南科補助計畫，獲

1,160萬元補助款。

　　現在，進階版將打造「創意到創業服務平

台」，主要內容包括：引入資源打團體戰(政

府、廠商、雇主團體)、專責業師保母、推動

數位製造中心、社群媒體介接廣宣、鼓勵廠商

往前創造、鏈結玩創造所需儀器設備、設置創

客空間等，由南科管理局提供更到位的服務。

潛力之綠能低碳創新技術。 

　　103年度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綠能低碳產業

聚落推動計畫，共核定補助13計畫案，總補助

金額新台幣3,325.2萬元，執行期程自103年7月

1日至104年6月30日止。獲補助廠商投入研發

自籌款經費約3,650萬元及47位研發人員，而獲

補助之學校投入31位碩博士研究人力。本年度

計畫執行完畢後，預計發表26篇國內外論文、

申請39件國內外專利。

問：請問局長未來在與國內其他科學園區之

競合下，南科產業發展之優勢及方向

為何？

答：我認為南科可朝下列三個方向持續發展，

那就是：

一、持續強化產業聚落，推動園區創新發展

　　提供優質投資環境，強化生技醫療器材及

綠能低碳產業聚落，建構創意到創業平台，提

升園區工商服務機能。

二、推動永續園區邁向生態社區

　　建構友善及資源循環環境，推動健康無毒

在地食材，成為融入生活圈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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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南科管理局也在南科PARK17的二樓

規劃創業工坊的空間，面積約53坪，20個座

位，大、小會議室各一間的環境。另外，同在

PARK17的二樓提供250坪面積的創客空間，則

是專為從業員工玩創意創造所規劃。

　　展望南科成為南台灣新矽谷，未來南科

創業工坊將持續注入園區資源，提供有志創業

者創業場域，成為南部重要的創新創業服務平

台，並輔導培育更多新創公司成為我國產業

新力軍。就是要「加足油門、容許失敗」，並

「踏著失敗的階梯，邁向成功的雲端」。

問：在 104年1月16日舉行卸(新)任局長交

接暨宣誓典禮中，許多貴賓對您各有

不同的肯定，包括：科技部錢宗良政

務次長致詞時提到「局長積極努力，

相信會讓南科邁向高峰。」，陳俊偉

(前)局長於致詞時表示「今天退休交

棒給原來就是南科團隊靈魂人物的林

局長，讓他很放心。」，南台科大戴

謙校長也肯定局長「具有融合地方的

能力，尤其在擔任高雄園區組長時與

地方融合相處可知，希望南風再起，

南科未來更加成長。」，同業公會陳

麗芬副理事長表示「南科廠商、公會

與管理局間相處融洽，未來全體廠商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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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持續相挺南科。」也就是在「天

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下，請  局

長說明未來建構南科的方向為何？

答：認真努力是我的態度，把事情做好是我的

目標，未來持續努力的方向有三點：

　　第一點是延續南科成功的經驗。

　　第二點是延續永續環境建構，包括投資環

境與服務效率、強化與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及相

挺、廠商不斷投資，落腳南科，「明天的氣力

要喝保力達B，廠商的投資要來南科園區」。

　　第三點是再造成功模式，過去成功是單一

窗口的高效率，未來要讓南科在推動創意到創

業發揚光大，成為創新創業平台，如同雪山上

的小雪球，讓它越滾越大。

　　南科目前已有196家廠商，就業人數接近

8萬人，已建構完整的光電、半導體、生技及

精密機械產業聚落，並正積極發展綠能低碳及

醫療器材等新興產業。廠商亦持續在南科加碼

擴廠，又科技部成立後，象徵我國科技發展將

邁入新的紀元，科學園區也將扮演產學銜接實

踐場域更關鍵的角色，南科管理局將繼續協助

園區產業創新發展。希望各界持續給予支持，

共同攻向山頂。我要為科學園區的永續發展與

地方的繁榮繼續努力，更要為有夢想、有理想

的「創客」，結合產官學的資源，為台灣的未

來、為年輕的下一代創造機會與環境，撥下種

仔，悉心呵護，期待輔導其成長與茁壯。

問：台灣世曦已在園區服務20餘年，請問

局長對於本公司後續服務的期許與期

望為何？

答：有關台灣世曦在未來提供之技術服務內

容中，對於新建、增建、修建與改建的相關工

程，應協助改善降低本局維護及管理成本，並

提升設施整體之精緻美觀。

　　本局正向國發會申請「運用資訊與通訊技

術發展智慧園區」一案及科技部張部長指示推

動智慧園區規劃，而其中包含智慧交通、智慧

社區等內容，期望有機會請台灣世曦依過去經

驗與當前科技發展，協助本局形塑一個未來願

景。

　　南科園區設立已邁入20年，對於如何提高

國際能見度，也建請台灣世曦就永續發展、文

化藝術等面向，提出可供參考之發展策略供本

局參酌。

　　對於目前本人推動的「創新創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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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的提供上，期盼台灣世曦公司更不能缺

席，希望能在工程上能提供服務。

後記

　　專訪林局長的過程，感受到局長積極任

事的精神，與成功者的人格特質，值得我們學

習；以及需為下一代創造機會的使命感，深深

地感動著我們。在此，也希望藉由本次專訪

後的內容，感動更多的人，願意當年輕人的貴

人，給予他們舞台，假以時日終將會發光發

熱。

　　對於林局長的理想與抱負，套用民歌「蘭

花草」的一小段歌詞「期待春花開，能將夙願

償，滿庭花簇簇，添得許多香」。台灣世曦在

此送上最誠摯的祝福，局長，「如你所願」。

 (左1)張瑞仁計畫工程師 (左2)彭國源協理 (左3)林威呈局長 (右3)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2)周允文協理  (右1)李振榮計畫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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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岩順向坡之重力
變形特性

ABSTRACT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臺灣翠峰至武嶺板岩順向坡變形特性，藉由現場調查、地形分析與物理模型說

明板岩不同條件下之重力變形特性，並推估板岩變形過程與潛在崩壞特性。結果顯示，溪谷侵蝕

與坡趾浸水機制為板岩變形之關鍵，其將造成板岩材料強度弱化加速發生變形。比較葉理傾角、

滑動塊體幾何(深度與坡長)、節理弱面間距等條件得知，葉理傾角與滑動塊體幾何的增加，將造成

板岩順向坡變形範圍擴大，而葉理傾角為控制板岩變形最關鍵之重要因素，滑動塊體坡長則相對

影響較小。此外，板岩順向坡變形初始發生於崖頂張力區，坡體將沿著高角度葉理滑移，並於坡

趾隆起變形帶附近形成剪切破壞或複合型破壞。而變形範圍內具有相當多葉理張開之現象，其將

有助於地表水與地下水滲入，促使板岩順向坡變形區加速崩壞。

◎ 關鍵字：板岩順向坡、物理模型、潛移崩壞

1

2

4



2
工
程
論
著

No.108│October, 2015 │31

3 421

壹、前言

板岩為一種變質岩，主要由頁岩或凝灰

岩輕度變質而成。板岩具有緻密而良好之葉理

狀岩理，稱為板劈理(slaty cleavage)，此類岩

石極易沿其劈理方向裂開，且對侵蝕與抗風化

能力較差。於乾燥條件下，其板岩邊坡本身質

地堅硬且強度甚高，相對於頁岩或砂頁岩互層

之岩坡較為穩定。然而，板岩劈理構造甚為發

達，且板岩邊坡受到長時間重力、地下水、雨

水入滲及風化作用等影響下，容易導致岩坡材

料逐漸弱化而發生變形，往往形成較深層且高

度風化之變形體或崩積層。尤其，變形後之板

岩邊坡地質結構已受損相當嚴重，使其本身材

料強度、風化程度與滲透性等性質均可能大幅

改變，容易加速板岩邊坡變形與風化區位之崩

壞，嚴重威脅板岩區附近居民或用路人之生命

安全。

過去已有相當多研究探討關於板岩邊坡變

形之地質現象，Zischinsky曾於1966年觀察阿爾

卑斯山邊坡變形特性，發現大規模岩體於不連

續面上緩慢移動，且邊坡上之葉理位態亦發生

傾向相反之變化，因此推測此為邊坡潛移作用

所造成之現象(Zischinsky, 1966)。Nemcok(1972)

發現變質岩邊坡變形作用具有以下特徵：變質

岩趨向非均質，葉理發達，受重力的作用常

使葉理變形呈類似拱彎型的褶皺之型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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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區地理位置與地形圖

形延伸至坡趾，近地表之岩層被彎曲。在深部的潛移呈現較為塑性的性

質，由於岩體為非均質，故大部分不連續變形常沿著近地表之剪力面產生

(Nemcok, 1972)。此外，Nemcok亦發現潛移岩層變形速度通常很緩慢，每

年可能只有數公釐至數公分之間，但最大速度可達20cm/day，或每年最大

6m，而變形深度可達到250-300m深。Radbruch-Hall於1978年認為潛移為

山崩類型之一，以非常緩慢之方式往下或往外移動，岩層沒有連續之破裂

面，於變質岩區岩坡易受到重力作用而產生傾倒之潛移現象(Radbruch-Hall, 

1978)。而深層之岩體變形作用與岩石之葉理分佈特性具有其關連性，

Chigira曾於1992年提出岩體受重力變形作用與葉理分佈之關係，並探討葉

理變化對於岩體變形之影響(Chigira, 1992)。然而，多數研究結果僅根據

部分地表出露之岩層進行推斷，無法確認板岩變形之深度，且不同的葉理

傾角所構成之變形深度均可能有所不同，其將可能造成不同程度之崩壞規

模，目前甚少文獻探討此類相關議題。

然而，對於板岩邊坡材料強度弱化後之變形與崩壞規模，實難以單

純利用地形分析、地質調查或數學模式精準量化，且過去相關文獻探討甚

少。因此，本文將以臺灣中央山脈翠峰至武嶺一帶之板岩邊坡作為主要研

究區域(圖1)，首先針對板岩順向坡案例受重力變形之現象進行深入探討，

並利用新型物理模型試驗進行模擬，藉此瞭解板岩邊坡受到長期降雨入

滲、重力與材料弱化影響所形成之變形行為。本文主要探討重點如下：

一、 探討未砍腳板岩順向坡於不同形狀、侵蝕程度、弱面間距與葉理傾角

變化條件下之邊坡變形特徵。

二、 綜合物理模型試驗成果，初步探討未砍腳板岩順向坡受重力影響之潛

在崩壞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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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區域地形與地質特性

本研究區域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其所蒐

集之地形資料包含1936與1996年之地形圖，

並利用2010年5m×5m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與航照影像，加強地形與地貌變化之輔

助說明。根據地形資料顯示，台14甲翠峰至

武嶺路段全長約12.5km，其重要地標由西至東

依序為翠峰(EL. 2463m)、新人崗(EL.2724m)、

櫻櫻峰(EL.2780m)、鳶峰(EL.2800m)、昆陽

(EL.3080m)、武嶺(EL.3275m)等(圖1)。其台14

甲板岩邊坡構成之坡度約35-60度，葉理與弱面

傾角約30-70度，且走向多與邊坡傾斜方向一

致，構成順向坡。而翠峰至武嶺源頭附近均可

發現板岩順向坡呈現顯著之隆起地形(圖2)，且

隆起地形周緣均有發展旺盛之侵蝕溝發育，其

為造成板岩變形之重要關鍵證據。

根據Lo與Feng(2014)調查研究結果顯示，

新人崗與櫻櫻峰源頭區由於侵蝕溝劇烈發展，

且侵蝕溝附近之板岩容易滲出地下水，並構成

單獨變形塊體。其獨立塊體於重力與其他因素

作用下，板岩邊坡將逐漸變形與潛移，形成明

顯之反凸地形。鳶峰源頭區附近發育之侵蝕溝

範圍，其反凸地形相較於新人崗與櫻櫻峰等源

頭區更為明顯，且於圖面上海拔約2,200m至

2,600m可發現大量堆積於河道上之崩積材料，

導致溪流中斷，其可能受到早期板岩滑動體掩

蓋而阻斷。而昆陽至武嶺一帶屬於濁水溪之源

頭，因其水系發展極為旺盛，致使板岩順向坡

趾部侵蝕下切相當嚴重，連帶導致邊坡受重力

而逐漸向河道變形，進而擠壓上游河道，甚至

可發現局部坡趾已有崩壞與路基下陷之跡象，

逐步增加邊坡崩壞之風險(Lo and Feng, 2014)。

因此，翠峰至武嶺一帶之板岩順向坡歷史地形

與地貌分析重點對象應包含各重要地標之源頭

與其侵蝕溝發展範圍，故藉由歷年地形與影像

分析，可有助於釐清其源頭板岩變形與蝕溝分

布之關聯性。

根據研究區地質圖顯示(圖3)，其區域內主

要出露之地層為中新世廬山層及漸新世至中新

世之大禹嶺層，以廬山層分佈最廣，占整個研

究區約95%。廬山層大部分由硬頁岩、板岩及

千枚岩組成。於翠峰至鳶峰附近之廬山層厚約

700m，由青灰色細粒變質砂岩及暗灰色砂質板

岩組成。昆陽附近出露之廬山層厚度約1,000m

以上，主要由葉理發育完整之板岩與千枚岩組

成，偶夾薄層或厚層變質砂岩。大禹嶺層由上

而下分別為板岩與粉砂岩薄層、厚層塊狀砂

岩、厚層板岩偶夾泥灰岩透鏡體、及砂岩與板

岩之薄互層等。

而濁水溪河谷附近山高谷深，地形發育上

屬幼年期至壯年期，溪谷兩側山脊海拔高度約

達2,500m以上。由於溪谷下切與側蝕作用旺

盛，且濁水溪河谷沿線與侵蝕溝發育處多以軟

圖2 台14甲沿線板岩順向坡變形狀況與分布位置

圖3 研究區地質圖(改自中央地質調查所霧社圖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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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探討翠峰至武嶺一帶之地形與地貌變化，

並搭配現場調查之板岩變形現象，說明其板岩

變形之特徵。

根據翠峰至櫻櫻峰1936年地形圖顯示(圖

4)，其整體水系發育呈樹枝狀水系分佈，且源

頭侵蝕溝發展旺盛，導致溪谷兩岸板岩邊坡受

到劇烈下切與側蝕作用，促成後續板岩邊坡變

形與崩壞的關鍵因素之一。1996年地形分析

發現，區域內侵蝕溝發展有相當顯著之變化，

且可於源頭附近發現相當多的反凸隆起地形分

佈，造成源頭附近水系偏轉、阻斷及影響侵蝕

發展。將1936年與1996年地形比對顯示，其

1936年侵蝕溝密集分佈範圍內，於1996年產

生之反凸隆起地形之範圍較廣且多具有侵蝕溝

通過其趾部之特徵；於現場調查亦可發現，其

源頭區範圍內溪谷兩岸邊坡均具有滲水與河道

大量岩屑堆積等證據，且其板岩邊坡均具有相

當顯著之變形跡象(圖5)，尤其位於侵蝕溝附

近之板岩邊坡坡趾可見到葉理急折帶構造(kink 

bands)之分佈，顯見溪谷侵蝕與兩岸坡趾浸水

機制為後續發生板岩邊坡變形之關鍵。另觀察

弱之板岩為主，加上區域山坡陡峭，坡面解壓

作用顯著，常形成大規模崩塌地。根據板岩邊

坡位態量測分佈得知，研究區板岩劈理大致呈

現東北-西南走向，傾向多偏向西南方向，傾角

約32-70度，其與區域內板岩邊坡變形與重力方

向一致，故大致可歸納區域內板岩邊坡變形多

屬於未砍腳順向坡類型。

參、研究區地形與板岩變形特徵

本節主要進行1936年與1996年等地形分

圖4 翠峰至櫻櫻峰地形分析結果(Lo and Feng, 2014)

圖5 新人崗板岩順向坡變形實況(改自Lo and Fe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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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峰至櫻櫻峰一帶板岩葉理變化得知，其板岩

邊坡葉理傾角變化之特性包含：(a)崖頂葉理傾

角約30-42度，其可見到階梯狀崩崖特徵;(b)kink 

bands隨著坡長遞增與邊坡兩翼侵蝕距離之縮短

而有增加之趨勢，其葉理傾角約20-30度;(c)由於

kink bands附近板岩破碎與風化極為嚴重，其地

表水容易入滲至裂隙內，導致下邊坡板岩坡趾

材料泡水弱化，加以重力影響造成坡趾應力增

加而葉理急遽轉陡(圖6)，最終將可能發生大規

模之崩壞。

肆、板岩順向坡變形物理模型試驗

一、物理模型試驗配置

為探討順向坡變形與破壞特性之相關課

題，且簡化現地複雜多變之各種影響條件，本

研究利用自行研發之長2m、寬1.5m、高1m之室

內物理試驗模型，以進一步探討不同順向坡崩

滑量體、地形坡度變化、節理間距、膠結強度

及降雨等因素下順向坡變形與破壞特性。物理

試驗模型分為源頭沖蝕、運移、堆積等三區(圖

7)，其物理模型試驗欲使用之儀器組件分別說明

如下：

(一)  源頭沖蝕區：主要由崩滑體放置區、

升降控制閥與降雨模擬器所組成。

崩滑體放置區係由長1公尺、寬0.5公

尺、高1公尺、厚2公分之鋼板構成。

升降控制閥具有拉放閥門設施，使

其源頭兩側鋼板可調整其地形坡度。

降雨模擬器為提供源頭區降雨之動力

設備，可調整不同雨滴大小、降雨

量、雨型與落距(最大降雨高度為2公

尺)，模擬降雨引致順向坡崩滑之基本

行為。

(二)  山崩運移區：包含組合式山崩運移台

面與角度變換構件。組合式運動台面

由長1公尺、寬1公尺、厚2公分之鋼板

組成。台面配合角度變換構件除可變

換溪谷兩岸地形坡度外(可調整範圍：

10~85度)，亦可提供溪床坡度0~50度

之變換，以模擬多重角度順向坡傾角

與各種溪谷地形之複合運移特性。

(三)  堆積區：為長2公尺、寬1.5公尺、厚1

公分之實心鋼板組成。主要為清楚觀

察不同控制條件下，順向坡崩滑體經

運移區於平面堆積區堆停後，堆積影

圖6 櫻櫻峰板岩順向坡變形實況

圖7 本研究於物理試驗模型配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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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理模型試驗結果

試體製作完成後將置於物理模型進行試

驗，並使用高解析度攝影機記錄試體變形之過

程。另透過降雨模擬器促使樹酯遇水後強度

逐漸弱化之力學特性，其模擬降雨量可達50-

500mm/hr，以模擬未砍腳順向坡之遇水弱化行

為及變形模式。藉由改變節理間距描述降雨時

岩體滲透性不同對整個坡體之變形差異。再改

變順向坡層面傾角，觀察層面傾角改變對於變

形規模與其程度之差異性。最後則改變模型深

度與坡長尺寸，比較觀察侵蝕溝下切程度與變

形塊體尺寸變化對於順向坡變形過程與其變形

程度。由於不同之順向坡塊體幾何或力學特性

均可能大幅改變其變形程度與崩滑機制，故本

研究根據翠峰至武嶺研究區板岩順向坡變形狀

況，初步規劃固定模擬降雨量為100mm/hr，並

改變弱面傾角、塊體弱面深度、模型坡長、節

理弱面間距等試驗項目進行探討(表1)，各試驗

項目之重點內容列述如下：

表1 物理模型試驗項目一覽表

岩塊
形狀

模型
寬度

弱面
傾角

模型深度
(弱面深度)

模型
坡長

弱面
間距

圓
球
狀

15cm 30° 15cm 40cm 1.2cm

15cm 45° 20cm 50cm 1.5cm

15cm 60° 25cm 60cm 2.0cm

三
角
柱
狀

15cm 30° 15cm 40cm 1.2cm

15cm 45° 20cm 50cm 1.5cm

15cm 60° 25cm 60cm 2.0cm

(一)  改變弱面傾角試驗：主要改變板岩順

向坡葉理面之傾角，初步以15度差

距為基準，分別進行30度、45度、

60度之滑動弱面傾角設定試驗，

探討滑動弱面傾角對於未砍腳順向

坡滑動與變形之影響特性。其模

型尺寸依長、寬、高分別設定為

響範圍之變化。

(四)  量測設備：主要利用2部2000萬動態

畫素攝影機(每秒可擷取30張照片)，

設置於物理模型之右側及左上位置，

進行順向坡崩滑體運移至堆積期間之

動態畫面擷取。

本研究於板岩物理模型設計上主要採用圓

球狀與三角柱狀研磨石材料(圖8)，並於研磨石

材料間加入『樹酯』，以『板狀』黏結方式(即

於每片板之顆粒接合處加入約8mm3之樹酯，而

劈理間僅加入約每片板約1/4量之樹酯)，描述板

岩邊坡『變形』之問題。其研磨石係由白色氧化

鋁、水泥及水組成，待凝固成型後進行切削與研

磨，使其具有形狀與尺寸相同、高硬度(莫氏硬

度為7)、高強度與耐磨之特性。雖然採用研磨石

材料粒徑較大與現實有所差異，但可簡化模擬出

降雨入滲至岩石孔隙之問題，尤其板岩材料葉理

間仍會有粗糙起伏之現象，亦可藉由顆粒材料組

合間的凹凸起伏反應特性。此外，真正可反應板

岩變形之關鍵材料為樹酯，其可有效反應板岩材

料遇水弱化之特性，加上研磨石材料的粒徑主控

邊坡模型變形之程度，相對於其他材料更能反應

板岩邊坡變形特性，故本研究採用顆粒性粒子與

樹酯作為物理模型建構之基礎。

圖8 圓球狀、三角柱狀研磨石與材料尺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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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cm×15cm×15cm，分別採用圓球狀

與三角柱狀等相同尺寸之研磨石進行探

討。

(二)  改變塊體弱面深度試驗：固定物理模

型之滑動弱面傾角為60度，改變模

型尺寸(高度)為40cm×15cm×15cm

(高)、40cm×15cm×20cm、40cm×

15cm×25cm，分別採用圓球狀與三角

柱狀等相同尺寸之研磨石進行試驗，藉

此探討塊體弱面深度對於未砍腳順向坡

滑動與變形之影響特性。

(三)  改變模型坡長試驗：固定物理模型之

滑動弱面傾角為60度，改變模型尺寸

(長度)為40cm(長)×15cm×15cm、

50cm×15cm×15cm、60cm×15cm×

15cm，分別採用圓球狀與三角柱狀等

相同尺寸之研磨石進行試驗，藉此探討

坡長對於未砍腳順向坡滑動與變形之影

響特性。

(四)  改變節理弱面間距試驗：固定物理模型

之滑動弱面傾角為60度，模型尺寸固定

為40cm(長)×15cm(寬)×15cm(高)，分

別採用三種尺寸之圓球狀(間距1.2cm、

間距1.5cm、間距2cm)與三角柱狀(間距

1.2cm、間距1.5、間距2cm)等研磨石進

行試驗，藉此探討節理面間距對於未砍

腳順向坡滑動與變形之影響特性。

(五)  主要觀察重點：主要以高解析度攝影機

記錄模型初始變形時間點、最大變形時

間點、崩滑(壞)時間點、崩滑深度、變

形程度等項目，做為各模型幾何特性變

化對於未砍腳板岩順向坡滑動與變形之

探討及比較重點。

本研究主要根據物理模型初步試驗結果(模

擬降雨量控制在100mm/hr進行模型試驗)觀察降

雨引致順向坡崩壞特性與其地形變化特徵，其

結果列述如下：

(一)  改變葉理傾角試驗(圖9、10)：隨著

降雨延時與累積降雨量增加，其順向

坡模型滑動深度亦將隨之逐漸加深，

且未砍腳之順向坡坡趾處模擬材料遇

水弱化後，將逐漸隆起直至最大變形

後剪斷，最終形成順向坡滑動。比較

不同葉理傾角模型得知，葉理傾角越

陡者，其變形程度、崩滑速度與崩壞

深度則隨之增加，顯見葉理傾角對於

未砍腳順向坡之影響特性。目前國內

對於順向坡潛勢評估或地質敏感區劃

定上多僅考量其坡趾切除透空與否，

故後續本研究將以此特性做為精緻化

未砍腳順向坡潛勢分析與數值模擬之

參考。而圓球狀研磨石與三角柱狀研

磨石材料試驗上最大差距在於模型材

料接觸特性與孔隙大小之差異，圓球

狀研磨石相對於三角柱狀研磨石模型

孔隙大，其地表水容易於短時間內滲

入模型內部構成較深處之弱化變形特

性，故其變形與崩滑深度相對較大。

此外，三角柱狀研磨石材料接觸屬於

面接觸型態，圓球狀研磨石之間則屬

於點接觸型態，故雨水滲入接觸面與

面或點與點間之膠結材料(樹酯)時，點

與點接觸者樹酯較易迅速弱化引致整

體變形，而面與面接觸者則弱化速度

較慢，加以三角柱狀研磨石材料面接

觸時具有較大之摩擦影響，故變形程

度與崩滑深度則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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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未砍腳板岩順向坡物理模型試驗過程-改變葉理傾角試驗成果(圓球狀研磨石)；(a)傾角為30度；(b)傾角為45

度；(c)傾角為60度

圖10   未砍腳板岩順向坡物理模型試驗過程-改變葉理傾角試驗成果(三角柱狀研磨石)；(a)傾角為30度；(b)傾角

為45度；(c)傾角為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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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未砍腳板岩順向坡物理模型試驗過程-改變侵蝕溝側蝕與弱面深度試驗(圓球狀研磨石)；(a)深度15cm；

(b)深度20cm；(c)深度25cm

坡上之主動壓力的提升，使得塊體承受

較大之下推力而發生較深層且規模較大

之變形與崩滑，然較深層之順向坡滑動

仍需較久之降雨延時，才可能引發較

大規模之順向坡崩滑與變形。

(四)  改變節理弱面間距試驗(圖13)：比較不

同節理弱面間距模型試驗得知，節理弱

面間距越大者，模型表面崩壞面積將隨

之增加，然其變形程度、崩壞深度、整

體變形與崩滑速度則呈現反比之變化。

其主要因順向坡節理弱面間距較大者地

表水入滲不易，導致地表水入滲至滑動

面時間延長，故較長延時之累積降雨，

即使順向坡岩層節理弱面分布間距較大

(岩體破碎程度較低)，其仍有可能受到

地表水長時間入滲或地下水上升後致使

剪力強度逐漸弱化，使其重力變形與崩

滑逐漸發生。

(二)  改變塊體弱面深度試驗(圖11)：比較不

同深度模型試驗得知，塊體弱面深度

越大者，其模型變形程度與崩壞深度

均將隨之增加，而整體變形與崩滑速

度則呈現反比之變化。以其力學機制

而言，當順向坡滑動塊體弱面深度增

加時，即表示順向坡互層岩組中滲透

性較差之頁岩層分布較深，導致地表

水入滲至滑動面時間延長。然較長延

時之累積降雨，分布較深層之頁岩層

仍有可能受到地表水入滲或地下水上

升後產生剪力強度之弱化，促使其變

形規模、程度與崩滑深度隨之增加。

(三)  改變模型坡長試驗(圖12)：比較不同坡

長模型試驗得知，模型坡長越大者，模

型變形程度與崩壞深度均將隨之增加，

整體變形與崩滑速度則呈現反比之變

化。其主要因順向坡坡長增加亦反映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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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未砍腳板岩順向坡物理模型試驗過程-改變節理弱面間距試驗(圓球狀研磨石)；(a)間距1.2cm；(b)1.5cm；(c)2c

圖12   未砍腳板岩順向坡物理模型試驗過程-改變模型坡長試驗(圓球狀研磨石)；(a)坡長40cm；(b)坡長50cm；

(c)坡長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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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順向坡潛移-挫曲-剪斷概念模型(黃潤秋，2007)

伍、板岩順向坡潛在崩壞特性

Kvapil與Clews(1979)曾指出岩坡破壞模

型包含主動區(Active zone)與被動區(Passive 

zone)，其上層被動區破碎程度較小，坡腹至坡

趾附近破碎與變形程度則最為嚴重，形成地表

隆起之變形特徵。黃潤秋(2007)亦曾進行中國

大規模山崩機制分析，其中大型順向坡構成崩

壞的主要機制之一為潛移-挫曲-剪斷模型(Creep-

bending-shearing model)，以力學機制觀點而

言，整個崩壞機制模型分為主動區與被動區(圖

14(a))。主動區於自重下滑力之驅動下，沿坡體

內弱面將產生層間滑移，而坡腳被動區由於岩層

尚未切除透空，故產生被動擠壓，促使岩層產生

接近垂直弱面之變形，即彎曲-隆起來協調上部坡

體之作用力(圖14(b))。當被動區受到擠壓形成之

彎曲-隆起加劇，最終岩層將被剪裂而導致崩滑之

發生(圖14(c))。因此，本研究綜合上述文獻與物

理模型試驗等結果，將其崩壞特性歸納如下：

一、  葉理傾角不同之順向坡崩壞特性：圖

15顯示，當葉理傾角增加，圓球狀與

三角柱狀等研磨石物理模型滑動深度

與剪出角度(本研究初步定義為剪出面

與葉理垂直面之交角)將隨之顯著增

圖15   比較不同葉理傾角之崩壞特性示意圖(a)30度；(b)45度；(c)60度(以上均為圓球狀)；(d)30度；(e)45度；

(f)60度(以上均為三角柱狀)；

大，顯見葉理傾角變化之影響甚為明

顯。而當葉理傾角為30度時，被動區

變形範圍最小，主動區範圍最大；當

葉理傾角為45度時，被動區變形範圍

相對最大，主動區範圍則相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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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理傾角60度之主、被動區範圍則介

於兩者之間。另比較其坡趾剪出位置

與隆起程度得知，葉理傾角30度之坡

趾剪出位置最靠近坡趾且隆起程度最

不顯著，反之葉理傾角45度者坡趾剪

出位置距離趾部最遠且隆起變形程度

最大。而葉理傾角達60度時，由於剪

出角度為最大，故其剪出位置亦較靠

近坡趾底部，剪出位置附近之隆起變

形程度則大致與45度者相同，當模型

達最大變形後，隨即於短時間內(1分

鐘內)發生全面崩滑。

二、  滑動塊體幾何不同之順向坡崩壞特

性：圖16顯示，隨著滑動塊體深度的

增加，模型滑動深度與被動區將隨之

增大。顯見滑動塊體深度或滑動面(弱

層)較深時，其趾部由於岩層材料厚度

增加而勁度提高，促使被動抵抗區隨之

擴大，並導致剪出角度逐漸降低，故需

圖16   比較不同滑動塊體深度之崩壞特性示意圖(a)15cm；(b)20cm；(c)25cm(以上均為圓球狀)；(d)15cm；

(e) 20cm；(f)25cm(以上均為三角柱狀)

圖17   比較不同弱面間距之崩壞特性示意圖(a)1.2cm；(b)1.5cm；(c)2cm(以上均為圓球狀)；(d)1.2cm；

(e) 1.5cm；(f) 2cm(以上均為三角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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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長之降雨延時與較深層之岩體強度弱

化，方能促成順向坡變形與崩滑。

三、  節理弱面間距不同之順向坡崩壞特

性：圖17顯示，當岩層弱面間距加

寬時，模型滑動深度與被動抵抗區範

圍將隨之遞減，其剪出角度則未產生

顯著之變化；而三角柱狀研磨石物理

模型滑動深度亦隨弱面間距加寬而遞

減，且剪出角度亦未隨之產生顯著之

變化，惟被動抵抗區範圍之變化隨著

弱面間距加寬而逐漸擴大，並於隆起

變形上端逐漸形成另一個剪出面(圖

17(e)、(f))，顯見弱面間距與弱面分布

位態(岩塊受弱面切割形狀)主控了被動

抵抗區之分布範圍。

四、  綜合比較葉理傾角、滑動塊體幾何、

節理弱面間距等崩壞特性分析得知，

葉理傾角對於未砍腳順向坡之變形與

崩壞影響最為顯著，其次為節理弱面

間距，滑動塊體幾何特性之影響則相

對較小，尤以滑動塊體坡長變化對於

未砍腳順向坡之變形與崩壞之影響性

相對最不顯著。

伍、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板岩順向坡之變形與崩

滑特性，藉由台14甲沿線翠峰至武嶺之現場調

查、地形分析與新型物理模型試驗等結果，說

明板岩於降雨狀態下之重力變形特性，並歸納

板岩變形特徵與評估潛在崩壞特性。現場調查

與地形分析結果顯示，溪谷侵蝕與坡趾浸水機

制為板岩變形之關鍵，其將造成板岩材料強度

弱化加速發生變形。物理模型試驗結果顯示，

比較葉理傾角、滑動塊體幾何(深度與坡長)、

節理弱面間距等條件得知，葉理傾角與滑動塊

體幾何的增加，將造成板岩順向坡變形範圍擴

大，弱面間距與弱面分布位態則主控了被動抵

抗區規模與變形程度。而葉理傾角為控制板岩

變形最關鍵之重要因素，滑動塊體坡長則相對

影響較小。另由模型試驗觀察結果發現，板岩

順向坡變形初始發生於崖頂張力區，坡體將沿

著某個深度之葉理面逐步滑移，並於坡趾隆起

變形帶附近形成剪切破壞或複合型破壞。而研

究區域沿線板岩邊坡變形範圍內具有相當多葉

理開裂與岩體破碎度甚高之跡象，其將有助於

地表水與地下水滲入，促使板岩順向坡變形區

材料弱化而加速崩壞，故應列為下一階段公路

邊坡監測、崩滑潛勢評估與治理工程規劃之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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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ENGINEERING

ABSTRACT摘  要

BIM技術可運用於整個建物生命週期，尤其是維護管理階段通常為歷時最久的階段，不論從

成本或效益的角度來看都是業主關心的重點。本研究主要提出以Open BIM概念為基礎之營運維護

管理系統架構，可將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不同軟體所建立之BIM模型及相關屬性資訊，透過IFC格

式整合，然後直接轉入設施維護管理階段使用。本系統架構在後端伺服器端主要處理IFC檔案格式

並將其儲存至文件導向式資料庫引擎中，以提升BIM模型資料整體存取效率。而在前端利用網頁架

構建置使用者介面，讓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無時間及空間限制取得各項空間及物件資訊。此系

統架構得以讓非BIM技術專業的設施維護管理人員，可以加值運用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時所建立的

BIM模型資料，以利進行後續各種營運維護管理之作業。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工程資訊整合與模擬研究中心／專案經理／許睿 ��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工程資訊整合與模擬研究中心／主任／吳翌禎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副理／陳懿佐

運用Open BIM概念於
設施維護管理系統之
設計與實作

◎ 關鍵字：BIM、Open BIM、IFC、設施維護管理、文件導向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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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

ling，簡稱BIM)技術概念目前已廣泛的被全世

界所採用，美國、英國、韓國、中國也都積

極發展BIM國家標準，BIM概念主要將建築物

(Building)整個生命週期從規劃、設計、施工、

營運甚至是拆除的所有資訊(Information)及模型

(Modeling)，透過資訊技術加以儲存運用，BIM

可以有效的在建築物的各個生命週期中扮演各

種不同的關鍵角色，透過模型資料重複運用可

以減少人工錯誤及提升使用效率，來降低整體

建造、管理之時間及成本。

建築物的生命週期主要分為早期的規劃設

計階段、中期的施工階段及後期的營運維護管

理階段，尤其後期設施維護與管理階段所歷經

的時間通常長達幾十年，甚至百年以上，佔生

命週期的絕大部分，不管從成本或效益的角度

來看，都應是不可忽視的重點[1]。導入BIM的

作用在不同的階段、不同工程專案參與者也不

盡相同，對早期部分階段或部分角色而言，可

能會額外增加其工作及成本，但對於工程的整

個生命週期整體來說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及提高

效率，特別是在越後面的階段只要能夠重複使

用之前所建立的資訊就越有效益，而本研究目

標的營運維護管理是屬於較後期的階段，因此

如何有效的延續之前建立的資訊便是整個研究

的重點。目前大多數的BIM應用多著重於如何

輔助設計及工程進行的部份，對於竣工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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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使用方法較沒有明確的探討。本研究經過評估決定採用最新的文件導向

式資料庫技術開發符合營運維護管理需求之BIM系統，設計以Open BIM架

構為基礎之工程資訊管理平台，從設施營運維護管理的角度進行BIM資料

管理與再利用。

貳、設施維護管理系統設計

一、困難及挑戰

按照國際設施管理協會(International Facil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簡稱IFMA)對於設施管理(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FM)的定義是「以保持

業務空間高品質的生活和提高投資效益為目的，以最新的技術對人類有效

的生活環境進行規劃、整備和維護管理的工作」[2]。隨著營建產業之規模

增大及架構之複雜化，以電腦資訊提昇產業效率進行資訊化管理為其必然

之道，大量的資訊與數據隨之而生，如何有效的進行資訊整合及視覺化以

利設施維護管理是值得探討的問題[3]。目前業界施工完成之資料交付大多

以圖檔為主，特別是管線資訊多以2D圖面展示配合文件說明，傳統的資料

交付流程，如圖1所示，因應不同需求承包商可能會採用不同的軟體產生不

同的檔案，例如使用AutoCAD建立平面圖、使用Revit建立外觀模型、使用

Bentley InRoads建立道路模型，業主收到資料後，一來沒有合適的軟體進

行檢視及編輯，二來沒有足夠的訓練操作軟體，大多僅能進行外觀瀏覽或

動畫播放。特別是土木設施中埋管資料本身更為複雜，除了三維空間資訊

外，尚有大量資訊，且資訊與資訊之間往往具有關聯性，而這些關聯往往

在轉換成為紙本資料或人員交接的過程中遺失，除非業主投入大量資源額

外建立各種管理系統，否則資訊往往會隨著時間遺漏。

圖1 傳統完工後資料交付業主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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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範圍的設施維護管理來說，若採用現

有的BIM軟體，則範圍過大，無法有效的進行控

管，大量的資料也會造成對軟硬體的依賴性提

高，需要有較高級的電腦配備及特殊軟體，對

營運管理而言，需要長期編列經費購買維護軟

硬體設備並培養特殊BIM軟體操作人員進行管理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系統設計架構

考量到工程資訊的複雜度，本研究提出以

資料庫引擎管理儲存大量IFC檔案及文件格式檔

案為基礎的架構，其系統架構示意如圖2所示。

儲存的資訊包含從各種BIM建模軟體所匯出之

IFC檔案，而IFC檔案可能具備有不同的綱要格

式，例如IFC2x3是目前使用最普偏之IFC格式，

而IFC2x4是目前最新版的IFC設計格式，這些

資訊會透過「資料一致化轉換器」把資料介接

至資料庫伺服器中，再透過C#程式語言開發新

增、查詢、修改之程式，利用不同查詢語法將

資料轉換為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資

料交換語言格式後傳輸至介面層，使其透過最

小的傳輸量傳遞至具有地理資訊系統考量的瀏

覽介面，增加瀏覽效率。

因此，對營運管理之使用者而言，只需要

透過特定網址即可以取得各種BIM模型及相關文

件說明資料，在這個架構之中，營運維護端不

需要額外購買特殊BIM軟體進行操作，多個場域

的資料庫伺服器也可以共同架設。但資料庫必

需具備各種備份、還原等擴充功能需求，以因

應各種管理可能面臨的狀況。

三、IFC資料標準及格式

傳統工程資料往往零散且片段的儲存在各

個不同的地方，資料格式也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互相搭配，最常見的有圖形(施工圖、大樣圖、

斷面圖、流程圖等)、文字(各種說明文件)、數

字(各種統計、數量或價格資料)，這些資料都隨

著工程進行而不斷增加，而資料之間的關聯性

也隨之更加複雜。

BIM的概念即是一個大型資料庫，儲存整個

生命週期當中所有與建物有關係的資料，需要

透過各種方式維持資料與資料之間的關聯性。

過去將資料電子化的過程中，儲存空間是一個

高成本的問題，而隨著硬體儲存技術的進步，

現今資料儲存空間已不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問題反而是資料太多無法快速找到當下所需要

的資訊。為此，要將工程資訊完整的儲存運用

勢必面臨兩個關鍵問題：包括「如何正確且有

效的儲存各種BIM模型資料」以及「如何正確且

快速的找到所需要的BIM資訊」。

針對BIM模型資料如何有效整合並儲存，

以buildingSMART組織為首提出的Open BIM認

證來解決這個問題，該認證由buildingSMART、

圖2 系統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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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SOFT、TEKLA、Trimble、NEMETSCHEK

及DATA DESIGN SYSTEM共同發起，讓所有資訊

基於一個開放的標準和流程進行協同設計、建

築實作和營運管理。Open BIM認證提供AEC軟體

供應商改進、測試和認證資料連接，幫助資料

交換與其他Open BIM軟體解決方案銜接。其主

要資料交換及儲存格式便是buildingSMART的前

身IAI(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Interoperability)

於1997年所提出之IFC(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

資料標準。IFC自1997年1月發布IFC1.0以來，

已經歷了六個主要的改版，其中IFC2x3是目前

大多數市面上的BIM軟體支援的版本，而2010

年底所發表的IFC2x4被認為是最符合Open BIM

協同設計概念跨時代的版本。IFC格式標準為了

能夠完整的描述工程所有物件，透過物件導向

的特性，以繼承、多型、封裝、抽象、參照等

各種不同的關係來描述資料間的關聯性。IFC也

包含三個ISO標準進行細部的資料描述，分別是

透過ISO10303-11使用EXPRESS描述語言來定義

IFC物件之屬性；ISO10303-21的Part21實作方法

建立編碼及交換格式；以及ISO10303-28的XML

表示方法。為明確表達所有工程資料之關係，

IFC目前已針對既有物件加以定義，以IFC2x4為

例，在實體(Entity)定義方面已有766個、定義資

料型態(Defined Types)上共有126種、列舉資料

型態(Enumeration Types)有206種、選擇資料型

態(Select Types)有59種，而內建函數(Functions)

共有42個、內建規則(Rules)有2個、屬性集

(Property Sets)有408個、數量集(Quantity Sets)有

91個、獨立屬性(Individual Properties)共有1691

個，使用者尚可依照其規定自訂所需之物件，

其組合可有效的描述記錄所有工程資訊。

目前市面上常見的BIM模型建立軟體，

如Autodesk Revit、Bentley AECOsim、TEKLA

都已支援IFC格式匯入及匯出，GRAPHSOFT 

ArchiCAD甚至直接以IFC作為資料儲存格式，所

有檔案都以IFC方式進行儲存。因此，透過IFC

檔案格式使用BIM模型，可以不限定前一階段使

用的建模軟體為何，只要支援IFC輸出格式的資

料，都可以匯入Open BIM系統。

四、IFC資料庫

I FC資料主要是透過物件導向的描述關

係進行儲存，因此其綱要格式十分複雜，以

IFC2x4格式為例，其實體的格式就有多達766

種，再加上目前市面上常見的BIM軟體大多僅

支援IFC2x3，再加上自訂義的資料欄位資訊考

量，經過評估本研究採用MongoDB作為主要資

料庫引擎進行開發，並保留彈性允許介接至不

同資料庫，目前整體設計以文件導式資料庫之

MongoDB為主，其資料儲存及使用之設計流程

如圖3所示，透過一個IFCAdapter物件進行資料

轉換，針對不同的資料庫會有不一樣的儲存型

態，其內容都是IFC原始資料，但取用時會轉換

成為一致的JSON格式進行輸出。

參、設施維護管理系統實作

本章主要針對系統模組內容詳加描述，敘

述系統後端資料庫實作最佳化方法及前端使用

者介面設計與實作。

一、資料庫實作

MongoDB是由10gen團隊(後來改名為

圖3 IFC資料儲存運用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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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DB.Inc)於2007年10月著手開發，於2009

年2月所推出之物件導向式資料庫引擎，由C++

撰寫而成，被分類在NoSQL資料庫，可以從

原始碼來編譯並安裝，支援之作業系統包含

Windows、Linux、OS X和Solaris，該資料庫引

擎不斷的更新優化，目前最新版本是2015年7月

28日所推出的3.0.5版，著名的用戶有Workdnik、

diaspora、Shutterfly、foursquare、bit.ly、The New 

York Times、SourceForge、Business Insider、

Etsy、LHC、Thumbtack、趨勢科技等公司。

本研究將IFC資料寫入文件導向式資料庫

MongoDB，其架構如圖4所示，在伺服器底下可

以有多個資料庫(Database)，資料庫底下可以有

多個資料集合(Collection)，本研究規劃一個專

案即屬於一個資料庫，而一個IFC檔案即屬於一

個資料集合，所有內容都是一筆文件(Document)

含有多個欄位(Field)，欄位包含名稱(Key)及屬性

(Value)進行資料描述，文件與文件之間的關係再

另外透過各種關聯性描述方式來進行連結。

本研究透過buildingSMART官方IFC網站

取得IFC各版本之EXPRESS描述，透過程式判

斷其綱要(Schema)，在寫入IFC資訊時，會先

將各個欄位進行對照(Mapping)，並轉換成為

BSON(Binary JSON)格式，所有資料都是以字串

為基礎，若資料是一對多關係的陣列，則會轉

換成字串陣列格式進行儲存。

二、後端資料庫最佳化方法

為了提高後端資料庫存取效率，本研究使

用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工程資訊

整合與模擬研究中心(BIM研究中心)所開發之IFC

資料壓縮模組及IFC搜尋最佳化模組，來實作資

料庫最佳化方法提高資料庫效能。

(一)  IFC資料壓縮模組

 此模組主要針對IFC檔案格式之特性，

在IFC資料儲存到資料庫之前進行壓縮，減

少整體的資料量，對於未來資料傳輸或資

料搜尋功能上，資料量減少皆可提高其效

率，特別是在設施維護管理階段，資料量

極大的狀況底下，降低整體資料量可有效

提高使用效率。

 此模組有別於IFCZIP檔案格式之壓縮方

式是以檔案為單位，必須一次處理整個檔

案，本研究的資料壓縮單位是針對單一IFC

物件資料列，無需對整個檔案進行處理。簡

單來說，資料壓縮模組最佳化是在資料匯入

時透過字元切割、排序、比對等動作，分析

可以被壓縮的資料，而後於資料庫中定義特

定文件來記錄不同資料之物件辨識碼，透

過該方式在一百萬筆資料的IFC模型中，大

約可減少40%的資料量，並配合降低資料處

理的比對次數之最佳化處理，提高轉換儲

存效率，以MongoDB之非同步處理技術，目

前在配備為CPU Intel3.6GHz記憶體8G作業系

統Windows64位元之電腦，每分鐘可處理約

二百萬筆IFC資料之模型。

(二)  IFC搜尋最佳化模組

 此模組主要針對資料搜尋最佳化，正

確的建立資料庫索引是最有效的方式，以

一百萬筆的資料查詢為例，未建立索引前

查詢特定一筆資料所需時間約700毫秒，

建立索引後僅需要約3毫秒，但IFC格式架

圖4 MongoDB資料儲存架構



No.108│October, 2015 │53

2
工
程
論
著

進行營運維護管理作業，分析常見之結構物件

之形式及其IFC描述方法，整理出大部分之IFC幾

何描述方式為掃掠方式及B-rep以點、線、面、

體描述。針對IFC不同物件模型的特性，以對應

的幾何描述顯示方法，將IFC轉換成為最小容

量的JSON檔案，進而在網頁介面上呈現圖形外

觀。以B-rep描述之正方體為例，其IFC檔案定義

了空間中的8個三維座標點位，如圖5所示，並

配合IfcPolyLoop定義構成四個面再加以組成實

體物件。

肆、雛型系統成果展示

本研究根據前述設計實作一雛型系統，使

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上傳IFC檔案，上傳後檔

案會儲存於伺服器端，並同時進行IFC檔案解

析後，儲存至文件導向式資料庫MongoDB中。

此雛型系統建置許多營運維護階段可能使用之

功能，並測試其效能。如使用圖形查詢屬性功

能，系統載入工程專案資料庫時，僅會讀取模

型外觀資訊並傳輸至使用者的瀏覽器以供展

示，待使用者點選物件後才會傳輸屬性資料，

如圖6所示。另外，使用者亦可透過關鍵字查

詢，或者指定各種條件，快速找到所需要的物

件並定位，如圖7所示。本雛型系統亦導入GIS

概念，當模型範圍廣泛時，系統可以透過分區

呈現，來提高模型展現效率，如圖8所示。而當

模型資料複雜時，此系統亦可依據BIM物件分類

分層展示，以提高管理效能，如圖9所示。

構過於複雜，無法建立所有欄位索引之

組合，且MongoDB限制索引總量必需小於

1024位元組，加上不同資料會有不同的常

用搜尋方式，例如管理建築物跟管理地下

管線的常用搜尋索引欄位名稱就會不同。

因此本系統亦保留讓使用者可以自訂索引

欄位的設定，並預設會在IFC資料匯入後透

過非同步技術自動建立「_EntityName」、

「_P21id」及「GlobalId」之索引。

 IFC資料與資料之間具有關聯性，其

資料呈現一巢狀結構，如果要透過下層物

件取得其上層物件，則需要巡覽整個資料

庫的所有欄位，再加上欄位多對多關係，

在未經過任何最佳化之前，在一百萬IFC筆

資料的狀況下，查詢經索引建置的欄位大

約需要耗費3分鐘的時間；如果加上特殊

條件(例如指定非資料庫索引欄位作為查詢

目標)，耗費時間可高達30分鐘。為解決查

詢上層物件耗時問題，本研究透過解析IFC

格式，找出其上向查詢之規則，在IFC資料

匯入時同時記錄其可能存在之上層欄位資

料，並以特殊名稱動態儲存至資料庫中作

為查詢輔助資料，透過該輔助資料進行搜

尋，可有效將單筆查詢的時間降低至平均1

秒。

三、前端資料模型展示

本研究將存入MongoDB資料庫之IFC物件加

以整理後，透過網頁形式來呈現模型資訊以供

圖5 B-rep物件展現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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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屬性查詢圖形成果

圖6 圖形查詢屬性成果

伍、結論

本研究實現Open BIM之設計概念，將建物生

命週期中所建立的所有資料利用同一個資料庫進

行儲存管理，針對IFC資料格式之特性設計最佳化

匯入、匯出、查詢、顯示等功能，透過研發工具

擷取IFC格式之跨領域整合優點，消除IFC格式之資

料繁雜且資料量龐大缺點，建立大範圍場域導入

BIM技術以進行營運維護管理之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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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分區展示成果

圖9 分層展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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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蘇花改、湧水、抽坍、工程地質、地質弱帶、剪裂帶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蘇花改監造工程處／專案協理／黃金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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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蘇花改監造工程處／地質師／郭育安 4

蘇花改觀音隧道
數種常見形成岩體
弱帶之地質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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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觀音隧道位於台灣中央山脈東翼，其地質分區屬大南澳片岩，林

啟文等(1993)製作南澳地區五萬分之一地質圖時將本區域之岩石地層命名為武塔片岩，其

岩性主要為石英雲母片岩與石墨片岩，夾有透鏡狀綠泥石片岩及較薄層之大理岩、變質

燧石及變質砂岩，其下部出露厚層變質燧石與石英片岩。

研究區域內的岩性雖看似單純，但地質構造卻相當複雜，在適當的條件下，這些複

雜的地質構造將造成岩體的異常破碎或是軟弱，形成地質弱帶或是剪裂帶，本文藉由隧

道工程進行中所觀察之中視尺度地質構造與區域應力演化結合，希望將塑性、脆-塑性、

脆性變形條件下所產生之地質構造作出區分及分別形成地質弱帶之原因及地質弱帶型態

作探討。

壹、前言

台9線蘇花公路為連接台灣東部宜蘭地區至

花蓮地區之主要道路，但因濱臨太平洋且地形

陡峭易發生落石、坍塌。經歷過數次改善工程

未有顯著成效。也因為岩石坍落常造成通行民

眾之傷亡，因此蘇花公路改善工程將以長隧道

及高架道路為主，徹底改善台9線目前的狀況。

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觀音隧道連接宜蘭南澳

地區至花蓮和平地區，為蘇花公路改善工程中最

長的隧道，其設計為雙孔隧道，北起南澳南溪右

岸，向南穿越中央山脈至觀音溪溪谷北側。(如

圖1)

貳、 大南澳片岩之區域地質及前
人研究概述

本研究區域屬中央山脈東翼大南澳片岩，

最早於日據時期由小笠原美津雄於1933年製作

比例尺為十萬分之一大南澳圖幅及其說明書。小

笠原美津雄將本研究區域的岩性大致分為石墨片

岩、綠泥石片岩、綠泥石雲母片岩、副片麻岩，

其中分布最廣泛的為石墨片岩，其次為綠泥石片

岩，副片麻岩則主要分布在飯包尖山及更上游之

區域。另外，在谷風橋以北之區域，小笠原美津

雄劃分一道所謂綠泥石雲母片岩。圖1 蘇花改觀音隧道地理位置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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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顏滄波(Yen, T.P.,1960)認為研究區域範

圍中主要以黑色片岩(顏滄波將含雲母系列片岩

簡化為黑色片岩，含綠泥石系列片岩簡化為綠

色片岩)為主，穿插層厚較薄的綠色片岩、矽質

片岩、變質石英岩(變質燧石)、結晶石灰岩、以

及片麻岩。圓頭山片麻岩、飯包尖山片麻岩及

附近的矽質片岩或變質砂岩(原岩為矽長砂岩)及

變質泥質岩劃分為開南崗層，研究區域中其餘

的部分劃分成為太魯閣層，太魯閣層又分為東

澳相及大清水相，東澳相包含了變質泥質岩及

薄層的大理岩、變質燧石等。大清水相主要特

徵為厚層的大理岩。

王執明在1982年新釋大南澳片岩一文中整理

多位在大南澳片岩工作之學者的文章，其認為大

南澳片岩層序應可重新整理，長春層的岩性與東

澳相可以比對，而九曲層則可與大清水相比對，

因長春層下部含有硬綠泥石，而硬綠泥石可為古

土壤經變質作用生成，因此長春層可能與九曲層

不整合接觸，因此另以地層命名之較為恰當。

林啟文等(1993)製作南澳地區五萬分之一

地質圖時發現顏滄波先生將大南澳群粗分太魯

閣層及開南崗層等，其每個岩石地層單位中包

含許多不同岩性，不甚方便使用，因此他於本

圖2  觀音隧道沿線地質圖／無色區塊為黑色片岩(Bs)，綠色區塊為綠泥石片岩(Gs)，

      藍色區塊為大理岩(Mb)，橘色區塊為石英片岩(Qs)，灰褐色區塊為變質燧石(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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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剪裂錯動(Shear faults)–粗顆粒剪動

破碎帶(Coarsely fragmented crushed 

zones)–細顆粒剪動破碎帶(Finely 

fragmented crushed zones)–純黏土富

集剪動破碎帶(Simple, clay-rich crushed 

zones)–複合物質剪動破碎帶(Complex, 

clay-rich crushed zones)–大型破碎帶或

節理(Larger fractures or joint zones )。

三、 風化層(Altered zone)-風化破碎帶(Altered 

crushed zones)。

本文將大致依循此架構，探討觀音隧道數

種常見形成岩體弱帶之地質構造。

肆、弱岩型

在隧道施工過程當中，我們經常發現岩體

強度具有明顯的差異，當然，這些差異性質可

能係因為數種地質構造所造成，但在此節中，

我們將探討由岩性或岩石組織、組構(Fabrics 

and textures)相關的弱帶。觀音隧道沿線主要岩

性以片岩為主，因此片岩的性質就必須再更深

入的探討。

所謂片岩是具明顯片狀構造的變質岩，其

變質溫壓條件較板岩、千枚岩高，經再結晶作

用(Recrystallization)產生變質礦物，因變質度較

高，所以礦物粒徑較大，肉眼已可明顯辨識， 

片岩根據其礦物分類和命名，如雲母片岩、角

閃石片岩、綠泥石片岩等。

影響片岩之岩石強度主要因素可區分為以

下兩點；

一、�礦物組成

　　本區域所屬片岩主要為石英雲母片岩與石墨

研究區域範圍中另提出有南澳嶺片岩、武塔片

岩及漢本大理岩等製圖單位。而飯包尖山片麻

岩則續沿用。南澳嶺片岩分布於本研究區域的

最北端，其岩性組成為石英片岩或副片麻岩。

武塔片岩則為本研究區域中分布最廣的地層單

位，其岩性主要為石英雲母片岩與石墨片岩，

夾有透鏡狀綠泥石片岩及較薄層之大理岩、變

質燧石及變質砂岩，其下部出露厚層變質燧石

與石英片岩。

觀音隧道所屬地層屬於武塔片岩，觀音隧

道沿線之岩性分布主要以黑色片岩(石英雲母片

岩、雲母片岩等)為主，穿插厚層綠色片岩(綠泥

石片岩等)及石英片岩、大理岩及變質燧石。主

要斷層帶包含樟樹山斷層、觀音斷層(紅色網格)

及多道剪裂帶(紅色虛線)，如圖2所示。

參、 蘇花改觀音隧道之地質弱帶
(weakness zone)特徵及分類

蘇花改觀音隧道施工過程當中，常遭遇

地質弱帶，可能因此引發隧道抽坍或是坍落，

但地質弱帶並非單一因素所造成，且地質弱

帶的種類也並不單純，在一般地質條件下，

Palmstrom and Berthelsen (1988)將地質弱帶區分

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 弱岩層(Layers of weakness zone )–呈層雲

母(layers of mica)–呈層/脈狀/透鏡狀滑石

(layers/veins/lenses of talc)

二、區域構造型(Tectonic fractured zone)

(一)  伸張錯動(Tension Faults)–羽毛狀節 

理(Feather joints)–黏土礦物充填

(Clay filled zones)–方解石脈、綠泥

石、粉砂等物質充填(Zones filled with 

lamellar calcite,chlorite, sil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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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岩，其名稱為廣義之名詞，依其主要的礦物組

成，可細分為綠泥石─石英─絹雲母─石墨片

岩、斜長石─白雲母─石英片岩、斜長石─石墨

─綠泥石─絹雲母─石英片岩、綠泥石─白雲母

─黑雲母─石英片岩，以及石墨─白雲母─黑雲

母─石英片岩。觀音隧道沿線片岩中常見之變質

礦物群主要有石英類、長石類、雲母類、綠泥

石類、石墨類礦物(林啟文等，1993)，其中雲母

類、綠泥石類、石墨類礦物之晶癖(Crystal habit)

以片狀(Lamellar)或條狀(Bladed)為主，而石英與

長石類礦物之晶癖為顆粒狀(Granular)為主。基本

上石英或長石類礦物之比重越高，則岩石強度較

高，若雲母類、綠泥石類、石墨類礦物等片狀礦

物比例越高，則岩石強度較低。

二、�岩石組構

　　影響片岩強度最重要之岩石組構為片理構

造，片岩為葉理構造之一種，一般而言，葉理生

成的因素大致可分為三種(楊昭男，1986)，第一

種為礦物顆粒因岩體形變產生機械旋轉而成平行

之產狀，第二種為片狀礦物於再結晶作用同時依

特定方向生長，第三種為壓溶作用使岩石部分溶

解並平行排列產生葉理。片理分類相當複雜，本

文基本上利用Dennis(1967)之分類的精神並簡化

之。基本上具片理構造之岩石在顯微鏡下可以發

現夾質領域以及劈理領域，夾質領域(microlithon 

domain)係指岩石中較無順向排列、大致維持原

組構的部分，劈理領域(cleavage domain)係指平

行排列之片狀礦物，若夾質領域較明顯，則稱為

間距劈理(spaced cleavage)，且可發現前期組構

者稱為夾皺批理(crenulation cleavage)，若無前期

組構者稱為無前理劈理(disjunctive cleavage)。如

劈理領域極發達，且夾質領域不發達者，則稱為

連續劈理(continuous cleavage)。於隧道施工同時

觀察發現，本區域之石英雲母片岩、石墨片岩與

圖3 片理間距差異所產生差異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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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為塑性變形(Ductile�deformation)

此階段所形成之變形為構造位階最深的

區域，因此溫度及壓力相當高，在這樣的溫壓

條件下，晶格中分子或原子容易轉移而形成缺

陷，一般而言有三種晶格缺陷容易產生，分別

為點缺陷、線缺陷、面缺陷，點缺陷將影響結

晶強度和固態擴散(solid-state diffusion)，固

態擴散是能改變結晶的形狀和體積，因此在塑

性變型階段岩體變形以形狀變化為主，並非斷

裂。此階段容易形成的地質構造如下：

(一)   在這樣的溫度壓力條件下，岩層常被

區域應力影響而產生複雜的褶皺。而

片理也在此階段發展，且因受同一區

域應力作用影響，常與褶皺產生關

係，若片理面與褶皺軸面(Axial plane)

綠泥石片岩等所含的片狀礦物較多，劈理領域無

法明顯區分，屬於連續劈理，而石英片岩或雲母

石英片岩則屬夾皺劈理。基本上劈理領域發達

者，其岩體強度較夾質領域發達者差，且片狀礦

物含量越多，劈理領域基本上越發達，因此由礦

物組成及岩石組構來看，可以得到片狀礦物含量

越高則其岩石強度越低的結論(如圖3所示)。

伍、區域構造型弱帶

台灣本島歷經兩次主要造山運動，分別為

南澳造山運動及蓬萊造山運動，本區域片岩之原

岩多屬碎屑沉積岩，因造山運動使這些台灣的基

盤受變質作用形成變質岩並且抬升至現今位置，

後因呂宋島弧系統西北向斜撞，也就是所謂台灣

中央山脈書折構造(Liang et al., 2005)，本區之區

域應力由壓縮(Contraction)轉變成為橫移(Strike-

slip)，也因此造成本區域構造之複雜性。

雖Palmstrom and Berthelsen所主張之地質弱

帶所提區域構造型弱帶屬於近地表脆性變形環境

下所出現之地質構造，但作者於隧道施工過程中

發現深部構成的地質構造也相同影響岩體強度，

因此也將探討於各構造位階所產生之地質構造。

應變是應力累積的結果。這是構造地質學

的基礎理論，也就是說現今的地質構造是累積

不同深度或階段的應變結果。因此本文將由不

同深度之地質構造分別論述之。考量隧道工程

地質之通用性，本文排除大型深部斷層構造帶

所出現的地質構造。

Weinberger et al.(2010)整合片岩區構造位

階由深至淺所能發現的地質構造，請注意其應

力方向始終不變，與本區域應力演化情況不

符，但其構造位階所對應之地質構造與本區域

相仿。其結果可簡化為三個階段如圖4所示。

圖4 不同構造位階所出露之地質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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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則稱為軸面劈理。若區域應力

方向改變，則會產生後一期的片理，

且前一期的片理容易被後一期的片理

干擾，而褶皺型態將轉變成為多次褶

皺(Refolded fold)。本區域的褶皺型態

大致也呈現多次褶皺型態，中視構造

(Mesoscopic structure)尺度的褶皺外型

示意如圖5。多次褶皺構造外型多變，

且褶皺波長及振幅多變，但其變形為

礦物晶格尺度僅止於形變非斷裂，因

此對整體岩石強度影響不大。

(二)  塑性變形階段產生的另一地質構造為

片理，片理對岩石強度的影響已在上

文中敘述，在此不再贅述。

二、第二階段為脆-塑性變形(Brittle-ductile�

transitional�deformation)

此階段所形成之變形為構造位階由深轉淺

的區域，因此溫度及壓力已經明顯低於塑性變

型區，部分岩石已開始發生破裂的變形模式，

在此階段發生的地質構造如下：

(一)  石英的熔點較其他礦物低，石英在此

階段依舊能夠以溶液狀態存在並充填

於裂隙當中，因此若岩體受剪破裂則

石英會充填之並產生石英脈，且若岩

體在此期間持續變形褶皺，則石英脈

也將隨之變形成外觀具褶皺狀的石英

脈，如圖6。觀音隧道施工過程中經歷

數個石英脈的富集帶，但並未發現岩

體有因石英脈富集而有特別破碎軟弱

的現象，但片理密度較高的岩層石英

脈富集的機率較高。

(二)   觀音隧道片岩中褶皺構造受強烈區域

應力影響，褶皺型態以緊密-同斜褶皺

為主，如圖7。換句話說褶皺的波長極

小，但振幅極大。但在脆-塑性變形階

段岩體之形變量無法如塑性變形階段

大，因此劇烈的褶皺作用在此階段常

於岩性或岩石強度差異大時發生移位

構造，隧道內移位構造的出現代表岩

石強度在短距離內差異大，在區域應

力持續作用的情況下，可能會在移位

作用所產生的斷塊周圍產生特別破碎

的現象，此種構造所產生的弱帶規模

取決於移位構造產生斷塊之規模，規

模大者，地質弱帶範圍也將較大。

(三)   片理急折現象(Kinking)在為脆-塑性變

形階段相當典型的地質構造。這種構

造容易出現在岩性單純，片理發達且

間距較小的地質條件下。急折帶出現

係因區域應力作用下，在構造深度深

及淺分別為形變或是斷裂所吸收的位

移量，在脆塑性轉換的環境下，其變

形由旋轉及開裂所取代，造成的結果

便是”藕斷絲連”的破裂狀況。有些學

者甚至將其歸類至褶皺的一種。

　　急折帶基本上有兩種主要構型，

如圖8所示，伸張型與擠壓型區域應力

皆可造成片理急折構造，其研判依據

為α1及α2角度的特徵。觀音隧道內
圖5 觀音隧道中多次褶皺構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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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片理急折構造如圖9及圖10。

　　雖然片理急折帶並非與斷層帶具

有明顯的斷層錯動，但於急折區域中

輕則片理開裂，嚴重者將遭遇多道平

緩的剪裂帶，其程度受制於急折帶的

性質與其急折區中旋轉程度如圖11所

示，可能的剪動模式可以從α、β角

的關係獲得(Ramsay, 1987)。

圖7 觀音隧道內多次褶皺構造，小褶皺軸朝北東傾末，照片朝北拍攝

圖6 具褶皺型態石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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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急折帶的基本型式，修改自(Ramsay, 1987)

圖9 觀音隧道內片理急折帶

圖10 Sta.6K+662附近之片理急折帶與剪裂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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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花狀構造示意

　　急折帶程度上並不如脆性斷層一般

容易有厚層剪裂泥，但事實上當脆-塑

性環境下產生的片理急折構造受區域作

用持續抬升至近地表的脆性環境下，脆

性構造極有可能沿片理急折帶所產生

的弱帶繼續發展，圖10中黃色區塊便

是與片理急折帶可能相關的後期剪動構

造。在隧道開挖過程當中，遭遇片理急

折帶經常伴隨著較多的地下水湧出以及

開裂且極破碎的片理構造，甚至容易遭

遇剪動破碎帶與薄至厚層剪裂泥。

三、第三階段為脆性變形(Brittle�deformation)

脆性變形階段為近地表的岩體變形行為，

主要以破裂、剪動構造為主。以下將觀音隧道

於此階段易形成的地質構造分為：

(一)  伸張錯動與剪裂錯動。本研究區在此

階段之區域應力由構造地質研究、南

澳地震群、以及地表位移研究發現約

在4.1Ma(葉恩肇，1998)區域應力已由

壓縮轉變為橫移，橫移構造會局部造

成擠壓或伸張構造，最著名的者為花

狀構造(Flower structure)，花狀構造因

圖11 片理急折帶產生之剪動模式(Ramsa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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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裂隙方向與應力方向之關係可造

成伸張性或擠壓性構造(圖12)，花狀

構造依其伸張性質或擠壓性質可分為

擠壓性質之正花狀構造(Positive flower 

structure)及伸張性質之負花狀構造

(Negative flower structure)。隧道工程進

行中遭遇花狀構造的特性為數道剪裂

帶會連續出現，且剪裂帶不論性質為

伸張或是壓縮，都可出現較陡或較緩

的位態如圖13、14所示。另外，負花

狀構造常形成局部張裂盆地(Pull-apart 

basin)，使地表水得以快速進入隧道施

工範圍。

　　觀音隧道施工過程中發現若干疑似

花狀構造型態的剪裂帶，因開挖斷面僅

圖14 觀音隧道小型花狀構造於展開圖中呈現之樣貌，網格區域表剪裂構造出露。

圖13 觀音隧道中小型負花狀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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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於觀音隧道北段濱海處之伸張性斷層露頭

裂帶或是斷層帶，只要規模達到一定

程度，其剪裂帶將具規模，另外也提

供地下水通路，使地下水容易富集，

也為隧道工程高風險地質構造之一。

(二)  岩石受力破碎者稱為節理，若數條節理

呈現共同的位態則稱為一組節理。節理

之組數、間距、延伸性及開口等性質對

於隧道的影響已經有許多研究及了解，

基本上單純為節理所造成地質弱帶機率

不大。但若密集的節理或開口較大時，

容易形成地下水良好的通路。

陸、風化型弱帶

岩體受到風化作用後，岩石強度將明顯降

低。觀音隧道為中等岩覆，理論上大多數的路

段岩體風化程度並不高，但是有某些情況使得

岩體受到風化呈現軟弱的特徵。在觀音隧道沿

線影響岩體風化程度重要的因素為地下水，當

局部岩體長期受地下浸潤，片岩中的雲母礦物

12公尺，對於完整的構造觀察實屬不

易，但就剪裂帶性質探討以及地質展開

圖製作之後，發現許多角度偏緩的減裂

帶應屬花狀構造上部結構的部分。(如

圖15)

　　開花構造所形成之地質弱帶影響

隧道工程程度不一，理論上花狀構造

規模越大，其剪裂帶規模越大，則影

響隧道施工可能性越高。另正花狀構

造可造成高角度或低角度的厚層夾泥

剪裂帶，且地下水易富集，對於隧道

開挖屬高風險之地質構造。除了花狀

構造外，此階段也可發現斷層帶，伸

張型斷層帶與錯動型斷層帶最大的差

異點在於斷層帶位態的角度，伸張型

斷層帶通常位態較陡，但斷層泥含量

較少，相對的充填礦物含量較高，斷

層影響範圍較小，破碎帶的範圍較

小。反之，錯動型斷層帶的夾泥量較

多，且剪裂帶或斷層影響範圍較大，

且破碎帶較厚。不論是何種性質的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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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

觀音隧道工程施作中出現相當多且複雜

的地質構造，本文利用其成因及形成環境做基

本分類，但事實上在真實的案例中，多數的情

況下，不同時期的地質構造會同時出露於開挖

面當中，且多數的地質弱帶出現也常伴隨地下

水湧水的發生。若可將本文所述之數種地質構

造結合隧道開挖之地質狀況，將有助於釐清地

質弱帶之特性，甚至能夠預測未來隧道開挖之

地質弱帶分布狀況。在觀音隧道施工期間，地

質團隊定期提出以地球物理探測、不取岩心探

查配合開挖面地質狀況加以評估預測各種地質

弱帶可能的分布狀況。若遇到非預期之地質弱

帶，也將即時提供隧道施工人員預警，以避免

隧道抽坍之狀況，如圖17、18。

另若已遭遇地質弱帶或遭遇湧水，熟悉地

質構造較能夠判斷岩體破碎之整體趨勢，較不

易被局部破碎剪裂帶影響，形成誤判。觀音隧

道施工中已有多次因正確地質構造研判因此獲

得成功導排水之案例，代表性案例如圖19~22所

示。

會產生所謂蝕變(Alteration)的現象，所謂蝕變是

指礦物生成後因區域構造作用使其靠近地表，

其溫度壓力降低，使礦物結構變得不穩定，因

此慢慢分解並且蛻變成另外一種礦物的過程。

基本上高溫型礦物蝕變的速度越快。基本上

雲母類及綠泥石類礦物通常蝕變後含結晶水

(K0.75(Al1.75R)[Si3.5Al0.5O10](OH)2)成為粘土

礦物。通常大多數的雲母礦物會蝕變成為非膨

脹性之伊利石(Illite)，但伊利石還是會受到風化

蝕變作用蛻變為其他種類的黏土礦物，因此部

分風化後的雲母片岩仍具膨脹性質。

當厚層的黏土礦物出現於隧道開挖面時，

也時常伴隨著地下水富集，若遭遇膨脹性的黏

土礦物則隧道容易變形，即便遭遇到的是不具

膨脹性的伊利石或其它黏土礦物，但黏土礦物

為片狀礦物，通常膠結性遇水則相當差，因此

觀音隧道某些部分的岩體“遇水軟化”的原因在

於片岩受到風化作用的影響所致，如圖16所

示。

圖16 頂拱綠泥石片岩、雲母片岩已風化為黏土礦物，色澤偏白，軟弱易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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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地質弱帶又同時遭遇湧水時，隧道施工將

變的異常危險與緊急。因此“即時”的構造研判

變得非常重要，務必在第一時間就必須提出施

工方案才可能順利通過地質弱帶，因此隧道地

質師必須要有良好的工程地質與構造地質的訓

練才可能將複雜的地質條件釐清，並於施工過

程提供施工現場即時的建議或警告。

圖18 SN4工作面第712輪地質異常通知

圖17 NS1工作面第1003輪地質異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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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SS2工作面第821輪湧水分析及導排策略

圖19 SN6工作面第693輪湧水分析及導排策略

圖20 SS2工作面第832輪湧水分析及導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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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工程施工中最難處理的問題莫過於遭遇湧水，地質條件較佳時會因工作度不

佳、施工效率降低而減緩工程進度。但若開挖穿越破碎帶、剪裂斷層帶、砂土層、膨脹

性土壤等軟弱地質時伴隨遭遇湧水，往往因岩盤鬆動、地層弱化、擠壓變形急遽增加等

因素，導致開挖面土石坍落、支撐系統破壞，更嚴重時則產生大規模抽心災害。

蘇花改谷風隧道新建工程(B3標)NS3工作面於104.01.04發生頂拱抽坍災害，

104.01.05～104.01.10期間再發生第二次抽坍並出現每分鐘2074公升之湧水，合計坍落土

石方約1500立方公尺，共28.9公尺主隧道遭土石坍埋。經邀集專家學者現勘提供寶貴意

見並召開多次抽坍處理工作會議研議處理方案，目前已搶修完畢恢復正常輪進開挖，謹

將本案有關支撐系統保護加固、抽坍區水文地質推估、主體隧道搶救修復對策及成果做

一說明，以利工程界之參考。

1 2 3 4

壹、工程概要

台9線蘇花公路谷風

隧道新建工程位於宜蘭縣

南澳鄉觀音至漢本地區之

間，路線全長約8.1公里，

工程項目包含新建橋梁兩

座、路堤填築一處及雙孔

單向隧道兩段(詳圖1)。

其中隧道開挖分別以8K橫

坑、10K橫坑及谷風南口為

主要鑽掘分區入口，共開

闢10個工作面進行隧道開

挖作業。本次發生湧水抽

坍災害之位置即為其中10K

橫坑北上線南向NS3工作面

(詳圖2)。

圖1 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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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區域地質及水文地質

本隧道北中段分布之地層以武塔片岩為

主，南段則以漢本大理岩為主，相關地層、構

造、水文地質及抽坍原因推估如后說明，沿線

地質平剖面圖則如圖3所示。

一、武塔片岩

主要由黑色片岩、綠色片岩、矽質片岩及

大理岩所組成，其中以黑色片岩含量最多，本

層各岩性之原生孔隙率甚低，但不連續面發達

處，其次生孔隙率會有明顯增高的跡象，故本

層各岩性可供地下水流通或賦存的地區，主要

為斷層破碎帶或節理發達處。出露於本層之大

理岩層厚以薄層為主，大理岩中節理發達處易

因地下水溶蝕而大幅增高其滲透率。

本層各類片岩中因富含綠泥石及雲母，故

風化後常形成富黏土質之夾層，故風化後之武

塔片岩的滲透率並不會明顯增高，但有部分邊

坡受解壓作用產生的張力裂隙成為地下水流通

的路徑。

圖2 隧道工作面規劃及湧水抽坍發生位置

圖3 隧道地質平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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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量較大(極可能以尖頂褶皺-Cuspate fold之型態

出現)，使得岩層局部破碎範圍較廣，加上褶皺

軸部剪裂帶相互作用影響，使開挖面上方之岩層

出現極破碎現象，再加上地下水滲水浸潤，使開

挖面上方岩盤鬆動坍落形成災害(詳圖6)。

二、漢本大理岩

主要由淺灰色至白色細粒至粗粒大理岩所

組成，由於大理岩係因變質作用重新結晶而成，

故其原生之孔隙率及滲透率均低，其地下水流通

或潛藏主要在斷層破碎帶或不連續面發達處，但

因大理岩有易受地下水溶蝕的特性，能將大理岩

溶蝕造成溶洞而增加其次生孔隙率，使部分大理

岩路段可能有地下含水層的存在。

三、本工程主要斷層

本工程主要斷層有鼓音斷層(位態：N55°E 

/45°N，預估影響位置於10K＋530～10K＋580

附近)與谷風斷層(位態：東西向/30°N，預估影

響位置於13K＋150～13K＋230附近)二處，均

為逆斷層型態，破碎帶寬度各約數十公尺。

四、抽坍原因(地質因素)推判

 由隧道區域地質展開圖及開挖面地質紀錄

研判(詳圖4～5)，本次抽坍因素應為出露於抽坍

區域上方之片岩因褶皺構造所造成之局部破碎現

象，此褶皺軸部範圍可能約有數輪至十數輪，因

岩層之上覆及下伏岩層較堅硬，使其褶皺型態壓

圖4 抽坍區地質展開圖

圖5 抽坍區T938輪地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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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抽坍路段地下水文模式推估

由地形圖發現抽坍位置南邊有一明顯集水

區域(詳圖7)，其沿片理及節理裂隙可能提供儲

存於抽坍區域附近之地下水，且因片理傾向為

北偏西，因此推論地下水流通或儲藏於山側一

帶機率頗高。目前經由隧道內不取岩心探查的

結果，發現於現在抽坍面深處(往南)，並未探知

有較大湧水分布，推測可能因素及地下水模式

如下所述。

模式一： 地下水出水點為T930-1或往前(南)數

輪上方與山側，且經抽坍處漫流，因

此探查抽坍深處並未發現地下水湧

水，詳細地下水模式如圖8所示，現

場T928-1～T930-1輪的岩栓有出水現

象，亦可間接驗證此模式的可能性。

模式二： 地下水出水點為抽坍深處上方，沿抽

坍空隙漫流於抽坍孔洞，因此不取岩

心探查結果，未能探測到漫流處，也

圖6 抽坍區地質因素推估

圖7 地表集水區與NS3T928～938抽坍路段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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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 地下水出水點為T930-1或往前(南)數輪

上方，及山側與抽坍深處上方，沿抽

坍空隙漫流於抽坍孔洞，因此不取岩

心探查並未探測到漫流處，因此也未

發現有出水現象，詳細地下水模式如

圖10所示。

參、抽坍破壞事件描述

一、第一次抽坍

104年1月4日上午4點40分NS3工作面T938

輪(里程12K＋437.9～439.5)完成出碴作業後，

開挖工班發現於T935輪頂拱開始出現噴凝土龜

裂及土石抽坍現象，因此現場人員及施工機具

立即進行撤離，待坍落情形趨緩後進行抽坍範

圍確認，現場坍落土方初估約600立方公尺(詳

圖11)，並造成NS3-T928～T935輪頂拱支保破

壞。開挖面原設置之量水堰因遭土石掩埋，經

比對隧道外量水堰總水量差異，概估抽坍區出

水量約每分鐘437公升。

二、隧道內積水

NS3工作面為下坡開挖，無法以重力方式自

然導引隧道內積水，是以施工時即設置強制抽

因而未發現有出水情形，詳細地下水

模式如圖9所示。

圖8 地下水模式一示意圖

圖10 地下水模式三示意圖

圖9 地下水模式二示意圖

圖11 NS3-T928～938輪頂拱抽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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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抽坍區擴大至T923輪

圖12 隧道內積水

排水系統，惟抽坍後中繼變電箱故障致抽水馬

達無法使用，雖緊急搶修但全線已開挖段隧道

滲流水已由抽坍區回積至T798輪後續並持續擴

大至T752輪(里程12K＋123.6)(詳圖12)，抽坍區

積水深度經計算達3.4公尺。

三、第二次抽坍

104年1月10日積水抽除後再至抽坍區勘

查，發現於抽水期間曾發生第二次抽坍，隧道

土石坍埋範圍擴大至T923輪(里程12K＋410.6)

(詳圖13)，兩次抽坍合計坍落土石方約1500立

方公尺，共28.9公尺主隧道遭土石坍埋。

四、隧道積水區段支撐系統破壞

隧道積水抽排期間於T866至T899輪發現有

噴凝土龜裂及支保挫曲現象，隧道計測系統並

觀察到不均勻沉陷現象，因本區段岩盤多有夾

泥，研判支撐系統破壞原因可能與積水期間支

保腳岩體遇水浸潤弱化有關。

五、湧水

抽坍區積水穩定消退後，比對隧道外量水

堰總水量差異，估算抽坍區出水量增大為每分

鐘2074公升，研判本次災害之發生可能與湧水

突出有關。

肆、抽坍處理對策之擬定

針對NS3抽坍事件，工務段於104年1月5日

邀集工程處、監造單位及承商召開會議確認災害

處理原則及作業流程(詳圖14及圖15)，並請監造

單位及承商於施作時應加強注意現場現況，如有

變化或異常時，需立即回報並採取因應對策。監

造單位則接續召開多次抽坍處理工作會議，依現

場實際施作成果研議及調整處理方案。

伍、階段性災害處理及成果

一、第一階段：隧道內積水排除

圖14 抽坍處理原則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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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隧道積水阻礙人員機具進入抽坍區，因

此承商另行裝設全長1.47公里之8英吋排水管並

配置2顆20匹馬力抽水馬達(詳圖16)，運轉後隧

道積水現象逐漸消退，至104年1月10日積水現

象已排除，施工人員可前進至抽坍處進行搶修

作業，推算總抽水量約5850噸。

二、第二階段：鄰近抽坍區段加固補強

為避免主隧道支撐系統破壞現象持續擴

大，需針對鄰近抽坍區段先予以加固補強，本

階段辦理事項如下：

(一)  T899輪～T920輪支撐補強：由T899輪

往抽坍面進行全輪掛鋼線網(詳圖17)、

加噴8cm厚噴凝土及原系統岩栓間加打

6m長岩栓，依序補強至T920輪。

(二)  抽坍區封面及補強：抽坍土石堆及頂

拱空洞施作封面噴凝土(詳圖18)，厚度

至少20cm，T921～T923輪則全輪加噴

鋼纖噴凝土。

圖15 抽坍處理作業流程

圖16 八英吋排水管組裝作業

圖17 T899輪～T920輪掛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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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866～T899輪擠壓變形區支撐補強：將

T886～T889輪、T892～T898輪龜裂區

掛鋼線網後加噴8cm噴凝土並打設6m長

岩栓@1.5m，支保挫曲處則於該位置支

保兩側邊補設2支6m長岩栓予以鎖固。

(四)  施 作 前 方 不 取 岩 心 探 查 ： 為 確 認

T921～T924輪前方鬆動範圍，由T920

輪鑽設12M探查孔1孔及T922輪鑽設

20M探查孔3孔(詳圖19)作為後續修復

方案之評估依據，依探查成果顯示，

T920、T922(山側)及T922(海測)探查

範圍仍於岩盤範圍內，而T922(頂拱)於

16m以後因鑽進速率極快，因此研判為

抽坍後之空洞範圍

(五)  T921～T925擠壓變形段修改：自

T921-1輪﹝註1﹞起逐輪將既有支撐工

拆除重新架設第Ⅴ類H125型鋼支保，

加掛鋼線網後施噴20cm厚噴凝土，輪

距1.0～1.2M(詳圖20)，系統岩栓長度

改為8M，每輪配置15～16支，依序施

作至T925-1輪。

註1：  重新架設輪進之編碼均於末端加 

註 “ -1 ” 如「T921-1」以利區分。

三、第三-1階段：T925-1輪前方補強加固及 

T926-1～T929-1輪修復(12K＋412.6～12K

＋416.6)

現階段隧道搶救修復即將進入抽坍空洞區

下方，因此辦理前方地質探查並依其成果擬定

後續處理方案，本階段辦理事項如下：

(一)  T925-1前方不取岩心鑽探及排水孔鑽

設：於T924-1及T925-1輪施作排水孔

(L＝20.0M)共3孔，T925-1輪施作不取

岩心前進探查3孔。探查結果於11.4～

14.8m以後無迴水現象加上鑽進速率極

圖18 抽坍土石及頂拱空洞封面噴凝土作業

圖19 不取岩心鑽探

圖20 NS3-T924-1輪支保組立及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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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推估抽坍範圍縱斷面(海側)

圖23 推估抽坍範圍縱斷面(山側)

圖22 推估抽坍範圍縱斷面(頂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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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研判為抽坍後之空洞範圍，抽坍

高度大於11m(詳圖21～23)。

(二)   鑑於探查孔鑽設時頂拱仍有土石坍落

及土心滑動之情形(詳圖24)，研判抽

坍空洞面仍處於不穩定狀態，決議現

階段抽坍處理步驟為：土心封面→打

設排水孔→前進回填PUIF灌漿→土心

PUIF固結灌漿→管冪鑽設PUIF灌漿→

逐輪開挖修復。

(三)  隧道頂拱前進固結(回填)PUIF化學灌

漿：(a)打設灌漿錏管L＝6M@1m*5

孔，θ＝＋20°後灌注PUIF，每孔

灌注量500KG，(b)打設自鑽式岩栓L

＝10M@1m*7孔，θ＝＋17°後灌注

PUIF，每孔灌注量786KG，發泡膨脹率

均設定為10倍，合計用量約8噸(詳圖

25～26)。

(四)   土心鏡面加勁固結灌漿：共分兩階段

施作，第一階段自T925-1輪打設L＝

15M*22孔，待後續隧道修復至T934-1

時再施作第二階段L＝21M*22孔(但僅

灌漿底部15M)。PUIF灌漿量設定為每

孔每M灌注20KG，兩階段土心鏡面灌

漿量共約13.2噸(詳圖27～28)。

(五)  T925-1輪9M管冪鑽設：由於前階段

T921-1～T925-1輪擠壓變形段修復時並

無預期會施作管冪工法，隧道周邊未漸

變擴大提供管冪施作空間，造成管冪灌圖24 頂拱土石坍落及土心滑動

圖25 前進化學灌漿佈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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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管孔口端3M於隧道開挖時會造成入

侵，是以此段灌漿管改採用可削式ABS

管(詳圖29)，入侵時可直接予以敲除。

(六)  T925-1管冪間6M錏管PUIF固結灌漿：

管冪完成後於T925-1施作地質探查，其

結果顯示管冪鋼管間局部固結效果不佳

仍為鬆散土石，故於管冪中間施鑽L＝

6M錏管*10孔進行PUIF補強灌漿。

(七)  T926-1～T929-1逐輪以第Ⅵ類支撐形

式進行開挖修復。

四、第三-2階段：T930-1～T936-1管冪工法上 

半頂拱部先進修復(12K＋416.6～12K＋

423.4)

因T930-1輪開挖期間頂拱空洞區陸續發生

三次小型土石坍滑現象(詳圖30)，故本階段施作

項目大致維持與第三-1階段相似作法，但開挖

修復作業則以隧道上半之頂拱部優先施作(詳圖

31)，本階段辦理事項如下：

(一)  於T930-1輪施作(a)L＝6M錏管*11孔

PUIF前進固結灌漿、(b)L＝10M自鑽式

岩栓*11孔PUIF前進固結灌漿、(c)L＝

12M*41孔全管冪鋼管水泥灌漿，灌漿

前鋼管內另置入#7鋼筋2支作為加勁

圖26 前進固結PUIF化學灌漿 圖27 兩階段土心固結灌漿示意圖

圖28 T924-1第一階段土心固結灌漿

圖29 可削式ABS管冪灌漿管

圖30 NS3-T930-1輪頂拱空洞處土石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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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d)L＝6M錏管*35孔管冪間

PUIF加強固結灌漿。

註2：  後續施作管冪工法時，灌漿鋼管內均

內置#7鋼筋2支。

(二)  T930-1土心開挖時頂拱上方(山側)仍

有出水夾帶土石滑落，因此於T927-1

輪11點至3點鐘位置打設排水孔L＝

15M@1M，θ約45°，T930-1之後輪進

採環狀分區段開挖(山側先行施作)組立

支保、噴凝土，以縮短支撐時間。

(三)  T931-1輪分區上半修鑿時上方土石仍

有坍落且管冪鋼管局部有彎曲現象，

故於管冪上方11點至1點鐘位置鑽設L

＝6m灌漿鋼管*12孔，仰角約15°～20°

進行PUIF灌漿，T928-1輪12點至2點鐘

位置則打設15m長排水孔3孔。

(四)  T931-1～T934-1逐輪採上半頂拱部先

進開挖修復。

(五)  於T934-1進行第二階段L＝21M*22

孔土心固結灌漿(PUIF＋水泥系)(詳

圖32)。

(六)  T932-1、T934-1及T930-1輪鑽設排水

孔，依成果(詳圖33)推測可能的地下水

出水點為T930-1或往前(南)數輪上方與

山側，沿片理、節理開裂間隙順流而

下，大致流向應為北偏西方向往山側

聚集，流經抽坍處後漫流至目前頂拱

及其附近的湧水處。

(七)  T932-1輪(里程12K＋417.6)施作TSP隧道

前方震波探 測：由S波速資料(詳圖34)顯

示，目前可能地下水流經來源為抽坍處

上方(約隧道頂拱上方15m)或上方南邊，

與貳-五章節所推測的地下水模式一、

三大致相符。再者，由P波速資料顯示

(詳圖35)，抽坍區域尚無明顯、較大的

圖31 T931-1～T936-1上半斷面分二階段開挖

圖32 T934-1輪第二階段土心PUIF固結灌漿

圖33 排水孔佈設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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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S波速度譜判釋2D成果圖(藍色虛線表相對富水、多水區域)

圖35 P波速度譜判釋2D成果圖(藍色虛線表相對破碎鬆軟區域)

空洞，研判可能已堆滿疏鬆的土碴。

(八)  T935-1～T936-1逐輪採上半頂拱部先

進開挖修復。

(九)  T931-1～T936-1逐輪上半底部山、海

側分段開挖修復(詳圖36)。

圖36 T936-1輪修復後開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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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四階段：T943-1～T948-1管冪工法上 

半頂拱部先進修復(12K＋429.4～12K＋

436.0)

目前開挖面仍位於主抽坍區中但岩盤穩定

性已明顯改善，是以採同第三-2階段上半頂拱部

先進修復方式施作，本階段辦理事項如下：

(一)  於T942-1輪施作：(a)L＝12M*53孔全

管冪鋼管水泥灌漿，(b)L＝6M錏管*12

孔PUIF前進灌漿，(c)L＝10M自鑽式岩

栓*13孔PUIF前進固結灌漿，(d)L＝6M 

PVC管*26孔管冪間水泥灌漿，(e)L＝

6M*8孔PVC管管冪下方局部土心水泥

固結灌漿。

(二)  T942-1頂拱前方不取岩心地質鑽探L＝

18.5M：0～3.7m鑽進速率慢，推估可

能為前進固結區；3.7～10.4m鑽進速率

極快，推估可能為鬆散堆積區；10.4～

13.1m速率中等，可能為具開口裂隙或

鬆弛擾動之岩盤；13.1～18.5m速率甚

慢，可能為較完整未擾動岩盤。

(三)  T942-1頂拱L＝20M排水孔鑽設3孔，

其中頂拱靠山側2孔出水。

(四)  T943-1～T948-1逐輪採上半頂拱部先

進開挖修復(如圖38)。

(五)  T943-1～T948-1上半底部逐輪山、海

側分段開挖修復(如圖39)。

五、第三-3階段：T937-1～T942-1管冪工法

海側導坑先進修復(12K＋423.4～12K＋

429.4)

依專家學者會勘建議採海側導坑先行工法

直至遭遇地下水，或將山側地下水導入海側導

坑後供做排水導坑之用，再行擴挖山側部，逐

輪完成上半部斷面的復舊工作，施作項目大致

維持與第三-1階段相似作法，但開挖修復作業則

改採海側導坑優先施作(詳圖37)，本階段辦理事

項如下：

(一)  於T936-1輪施作：(a)L＝12M*42孔全

管冪鋼管水泥灌漿，(b)L＝6M錏管*13

孔管冪間水泥灌漿，(c)L＝6M錏管*12

孔管冪間PUIF灌漿，(d)海側導坑支保

組立，(e)海側導坑L＝12M*10孔全管

冪鋼管水泥灌漿，(f)L＝10M自鑽式岩

栓*13孔PUIF前進固結灌漿。

(二)  TT937-1～T942-1海側導坑開挖修復。

(三)  T942-1海側導坑排水孔鑽設L＝20M*1

孔及L＝12M*2孔(均無出水)。

(四)  T937-1～T942-1山側導坑逐輪開挖修

復。

圖37 海側導坑先進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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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五階段：T948-1～T951-1管冪工法全

上半斷面開挖修復(12K＋436.0～12K＋

440.0)

本階段經評估整體岩體自立性尚可，採上

半段全斷面輪進修復，開挖前補強作業多承續

既有模式施作，本階段辦理事項如下：

(一)    於T948-1輪施作：(a)L＝12M*53孔全管

冪鋼管水泥灌漿，(b)L＝6M PVC管*12

孔水泥前進灌漿，(c)L＝10M自鑽式岩

栓*13孔水泥前進固結灌漿，(d)L＝6M 

PVC管*26孔管冪間水泥灌漿，(e)管冪下

方局部土心L＝6M*8孔PVC管水泥固結

灌漿。

(二)  T948-1輪頂拱10～2點鐘位置施作L

＝30M不取心前進探查孔(兼排水孔)2

孔，因出水量約372 L/min，是以再於

圖39 T944-1輪上半底部山側機械開挖

圖38 T948-1輪上半頂拱部機械開挖

圖40 各階段處理工法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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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灌漿材使用數量及施作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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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襯」之觀念與原則，步步為營，謹慎因應處

理後逐步突破災害區。

本次湧水抽坍災害在業主、監造、施工單

位間多次的協調與充分的溝通，加上專家學者

提供技術指導後終獲解決，但後續仍有賴各單

位更加團結合作，戮力趲趕進度，俾使整體工

程能順利完成，儘早提供東部民眾「一條安全

回家的路」。

參考文獻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蘇

花公路改善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2010。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蘇

花公路改善計畫工程規劃報告，2010。

3. 交通部公路總局，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

改善計畫建設計畫，2010。

4. 張宏德、郭育安，「B3-NS3抽坍處理及

NN5出洞建議事項」第1～第22次，2015。

5. 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漢本施工所，谷風

隧道北上線NS3-T925-1南向管冪段及側導

坑施工圖，2015。

6.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谷風隧

道北上線(NS3)12k＋417.6隧道內震波探測

第二十九次成果報告，2015。

T946-1輪鑽設L＝30m排水孔2孔進行

導排(頂拱12點鐘位置，仰角20度及海

側10點鐘位置，外偏角15度)。

(三)  T948-1～T951-1逐輪採全上半斷面開

挖修復。

(四)  自T952輪起(12K＋440.0)通過抽坍區

範圍。

(五)  自T955輪起(12K＋443.0)恢復正常輪

進開挖。

各階段處理工法分區如圖40所示。

各階段灌漿材使用數量及施作日期詳如表1

所列。

陸、結語

台灣地區由於地質構造複雜，山岳隧道本

身就是風險較大的工程，施工中常遭遇意想不

到的惡劣情況，對施工人員乃一重大考驗，是

以，隧道工程之成敗，實取決於事先對工程地

質及水文地質之瞭解與掌握。本工址位屬中央

山脈東翼變質岩區，地質條件較西部麓山帶地

質分區複雜許多，在遭遇特殊地質時若能依據

岩體特性、水文地質、工程及環保要求、機具

設備以及材料等因素，研擬因應方案後妥善執

行，將有助於工程施工之順遂推展。

隧道施工遭遇湧水問題並不能僅以排水

工法因應處理，本案例即以先進支撐及灌漿工

法為主，排水工法為輔，依現場實作成效靈活

調整應對工法，以「先期保護」、「前方加

固」、「遠排近灌」、「先撐後挖」、「隨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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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規劃後住家旁
邊的桃花源
桃園中路風禾、向陽、水秀公園及采韻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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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桃園中路地區區段徵收工程計畫，合計面積約143.53公頃，本工程為縫合中路計畫間發

展之空隙，依據桃園市景觀綱要計畫之指導原則，共設計大型公園3處、兒童遊戲公園6處及綠地18

處，合計共11.5公頃。

風禾公園為全國首創於設計階段，即將防災及收容之概念納入規劃之公園，並從防災管理中心

將廣播及監視系統，連結向陽及水秀公園，將其效能由1點擴及至全中路地區，以達到最大功效。

另將中路地區水圳特色納入整體設計，順著水圳可暢遊采韻廣場、水秀、風禾公園及多處兒童

遊戲公園、綠地等，並落實生態、植栽保護及現地資源再利用等觀念，期待以水綠環境創造美麗地

景，提供樂活思維及在地關懷，展現中路地區新風貌，增添桃園新魅力。

而在本團隊共同努力之下，風禾公園(公1)獲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十四屆公共工程金質獎

土木工程類優等獎。

圖1 各公園入口標示

1 2 3 4

壹、前言

中路地區整體開發計畫範圍為桃園市文中

路、廈門街、國際路、永安路所圍塑之地區，

分屬桃園市、桃園內壢間及南崁新市鎮等三個

都市計畫區，合計約143.53公頃。

為因應桃園市人口成長需求，桃園市政

府透過「桃園市桃園中路地區區段徵收工程計

畫」檢討及釋出桃園市核心外圍地區，除預為

規劃所需之住宅區用地，因應未來人口成長需

要，亦縫合各都市計畫間發展之空隙，並依據

桃園市景觀綱要計畫之指導原則，將本工程以

藍綠帶系統、城市意象及自明性等課題，運用

景觀綱要計畫所擬定之景觀規劃與維護原則，

進行公園綠地、景觀園道之規劃與基本設計，

期提升中路地區生活品質，打造成為居住、行

政、休憩等生活機能完善之新社區。

本計畫共設計大型公園3處(風禾、向陽、

水秀公園)如圖1、兒童遊戲公園6處(兒1～兒6)

及綠地18處(包含采韻廣場、綠1～綠4及綠6～

綠18)，合計共11.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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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程內容

本工程為中路地區區段徵收範圍內之都會

型景觀(防災)公園用地及其附屬設施設備，全

區採環境友善設計及現地景觀資源活化利用，

其中風禾公園設置滯洪池以達到都市防洪減災

目的。

另規劃將來災害發生時，風禾公園提供避

難收容空間，風禾、向陽公園均能提供相關維

生設備。

風禾公園另有二層樓防災管理中心，平時

作為鄰里活動中心之用，該中心已取得綠建築

黃金級候選證書，並已積極爭取鑽石級綠建築

標章。

整體工程內容包括整地、建築、植栽、

移植及樹木保護、景觀、排水、照明、噴灌系

統、自來水、維生用水、汙水、閉路電視、無

線電、監視系統等。其主要內容如下：

●  防災管理中心：地上2層樓SRC構造，如

圖2。

●  滯洪池：滯洪量19,200(m3)，如圖3。

●  防災設施：淋浴、廁所等維生設備如圖

4～6。

●  景觀工程：水圳(如圖7)、植栽、廣場、

體健設施。

●  兒童休憩設施：遊戲設施、細砂池等。

圖2 防災管理中心

圖3 滯洪池

圖4 防災廁所及淋浴設備

圖5 防災廁所及淋浴空間配置圖 圖6 臨時居住帳篷配置圖



3

No.108│October, 2015 │93

專
題
報
導

參、工程特色

風禾公園以微氣候「風的紋理」意象作

為地形、植栽配置、建築物造型，除滯洪池具

防洪功能外，依空間機能提供運動、生態、遊

憩、展演及防災功能。

園內防災管理中心配合地形延續行走樂

趣，延伸建物量體形成環抱園區焦點，並落實

綠建築設計，效法日本設置「防災公園」的理

念，建立具有維生功能的公園。其服務範圍為

公園周邊500公尺內之居民，以提供地震緊急避

難場地及火災避難中繼場地之短期收容(一星期

左右)場所，防災空間容留人數達1,776人。

向陽公園以「陽光輕拂」萬物生養的意

象，由健康陽光、生態永續、防災的主軸兼具運

動、遊戲、休閒等機能，植栽配置、獨立的兒童

遊戲區(如圖8)、籃球場(如圖9)、溜冰場、動物

遊憩區、鄰里廣場(如圖10～11)、體健廣場及象

徵本公園而於入口中央設置的日晷廣場(如圖12)

並設置具特色的公園廁所(如圖13)，提供鄰近居

民散步、遊憩、運動、親子一同嬉戲，鄰里交

誼，遛狗休閒的好地方。

水秀公園以「川流遊憩」重現桃園地區水

圳埤塘的概念，將舊有農田灌溉的水圳，重新

整流，以穿過整個公園的設置，引入原灌溉水

圳，塑造水圳文化景觀，提供休憩展演及防災

等功能。

圖7 景觀水圳 圖8 兒童遊憩區

圖9 籃球場

圖10 鄰里廣場

圖11 鄰里廣場旁休憩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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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內設有親水遊憩池(如圖14)及臨水的彎

沿小溪，且在小溪中設有跳石，彷彿蘭亭流觴的

重現(如圖15～16)，夜間瑩瑩的燈光，由階梯下

緩緩宣洩出來(如圖17)，休憩其中幾令人流連忘

返。

采韻廣場位於高速公路進入桃園中路的路

口，延續迎聚桃園的意象，為加強入口意象辨

識性，以各色造型流瀑延續造成迎賓彩帶(如圖

18)，噴水設施利用水霧及燈光變化，增加公園

趣味性，以高起環形綾帶圓滿構型樣式形成迎

圖12 多功能廣場草坪-日晷廣場

圖13 特色廁所

圖14 下凹式遊戲水池

圖15 流觴水圳

圖16 水圳夜色

圖17 夜色的階梯

圖18 水舞緞的采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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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設計階段納入透保水設計，採用最大貯留滲

透及最小逕流排放之設計，期達水資源永續利

用目標(如圖19～20)，於公園綠地中，設計窪

地、草溝、景觀生態池及雨水蓄水、調洪等空

間，落實「海綿城市」的目標，公園滯洪池平

常可供活動休憩使用，防洪設計採10年1次暴雨

頻率標準，其設計滯洪量為19,200m3，以中央

步道作為集水分界，東側逕流排入滯洪池後再

排入下游30m園道排水箱涵，整體設計為中路區

段徵收地區提供滯洪延時1小時(如圖21)。

本區公園是全國首座將防災避難空間，納

入規劃設計理念之公園，效法日本設置「防災

公園」的理念，設置兼具開放空間、以及緊急

救援道路之大型避難場所，建立具有維生功能

的公園(如圖22～23)。

賓軸向，斜起向上的台階與自地而起的環弧，

象徵航空城起飛之勢與桃園的升格一氣呵成。

風禾、向陽、水秀公園的水理設置皆採取

與環境共容的理念，所有澆灌用水，以雨水回收

的方式循環利用，且以此觀念，在公園內設置

集水暗渠，一旦下雨即發揮海綿地面的功能，

將公園內的雨水集中於回收池內，循環利用。

肆、設計與施工技術

一、整體開放空間架構的設計理念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及城市化發展，低衝擊

開發設計理念是當今市政建設的標竿。本工程

圖19 雨水回收循環利用示意圖 圖20 整體水資源利用循環

圖21 滯洪集水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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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園 的 避 難 等 級 為 「 緊 急 避 難 都 市 公

園」，服務公園周邊500公尺內居民，可做為提

供一星期短期收容場所；災害考慮係以地震與

火災時提供民眾避難為主。

在風禾公園中於園區入口廣場處設置防

災管理中心，配合地形延續公園綠地行走的樂

趣，且因管理中心設計展現平地而起的意象，

在園區內成為視覺焦點，且藉由外部走廊與屋

頂草坡綠地，可觀賞整個公園景緻，也落實綠

建築設計。

在空間的規劃上，1F平時作為里民活動中

心，災時則為救護站與登記站；2F平時包括中

控中心、閱覽室等，災時作為救難指揮中心及

物資器材倉庫，屋頂層設置太陽能光電板，以

落實綠建築設計。

本管理中心之太陽能光電板兼做大雨庇，

提供半戶外活動空間，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型式

採用建築整合光電系統(BIPV)之特性，透光型

光電模組取代原有的玻璃，將光電模組與金

屬框架整合為一體的採光罩，減少建築材料的

使用，太陽能光電板收集電能提供園區照明及

澆灌所需電力，並將餘電利用雙向電錶回售台

電，不但節能且可節約公帑(如圖24～26)。

圖22 防災範圍示意圖(500公尺)

圖23 公園防災示意圖

圖25 管理中心示意圖

圖24 管理中心太陽能光電板示意及完成圖

圖26 管理中心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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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場施工中既有資源利用與生態維護

(一) 樹木保護及移植

 施工前首先依據設計圖之樹種調查進

行確認，並依5種方式辦理(如圖27～29)：

1.  工區內保護：劃設保護區，並將樹幹包

覆，避免施工中遭受損傷，共118株。

2.  地主自行移植：現地之植栽原為地主之

財產，但徵收後即為公有資產，部分植

栽地主欲保留，則以地主自行移植之方

式處理，共88株。

3.  工區內移植：部分植栽具景觀及生態價

值，但不利於整體空間規劃，故以工區

內就近移植之方式辦理。就近移植可以

增加成活率，亦可融入整體景觀空間，

共188株。

4.  鄰近工區移植：部分位於鄰近工區基礎

標，具景觀及生態價值的喬木，但因重

劃區開發後，無其他合適地點可供移植

時，公園內亦提供空間定植，共38株。

5.  工區內移除：部分屬於先驅性的野生樹

種，或是樹形及生長不佳(例如：病蟲害)

等不具景觀及生態價值的植栽，則予以

移(清)除，但仍可以作為綠資材使用。

  經各項樹木保護及移植作業，共增加固

碳量：

  344株*64m2*900(CO2固定量) 

＝19,814,400kg。

(二) 表土保存及綠資材再利用

 公1範圍內原為私人苗圃，經長時間

腐植質堆疊，使得表土最上層30cm成為極

佳的植栽種植用客土。另外在選定具景觀

及生態價值的植栽後，於清除及掘除階段

產生的雜木及枯枝，亦有別於一般工程將

其當作廢棄物清除，而是將其視為良好的

綠資材來源並妥善收集。施工中收集的綠

資材經絞碎後與表土混拌，並每2星期翻

圖27 樹木移植前標記

圖28 現地植栽澆水養護

圖29 樟樹群現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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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一次，經6個月自然發酵後，使其成為

完全發酵成熟的肥沃土壤，並於植栽種植

前回鋪作為植栽用土壤，而現地總共保存

了13,800m3沃土，故無需再外購沃土(如圖

30～33)。

(三) 現地卵石再利用

 因桃園地質為礫石層，基地挖方中有

將近二萬立方的良質土石方(表土及卵礫石)

於施工中收集與保存，其中卵礫石需先進行

篩選、分類(依尺寸分級)及破碎後，重新再

利用於工程中的水圳壘砌、滯洪池步道鋪

設及路基級配等(如表1)。而在有限的基地

範圍內需配合工序，並先行考慮堆置的位

置，採反覆整理及運搬的方式，以減少因

施工順序所產生的工序延遲，而達到卵礫

石最有效的利用(如圖34～37)。

圖30 表土保存

圖31 綠資材收集

圖32 綠資材經絞碎後與表土混拌

圖33 表土回填

圖34 現地卵礫石收集與保存

圖35 過篩、分類及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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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邊坡處理及保水措施

 施工中需降坡開挖多功能滯洪池，期

間須隨時監測邊坡是否滑動，並於邊坡處

施打木樁及植草，以避免邊坡裸露造成滑

動達到保水功能，並於邊坡與卵石步道側

施作草溝及導排水暗溝等設施，以減少邊

坡坍滑的不安定係數，達到邊坡保護的目

的(如圖38～40)。

(五) 鋁合金迎賓彩帶的施工

 本工程於采韻廣場為桃園中路地區建

立水舞彩帶的地標，為達到水舞環繞的意

象，整體皆以鋁合金打造，採用薄殼施作

以達輕量化的目的。

 為此施工時先打造各彩帶體的頭尾邊

板，施作龍骨斜撐，一片片將鋁板以電焊

方式陸續包覆於龍骨上，所有接合處皆採

用非破壞性的PT檢測(溢滲檢驗)，檢測後經

過補土修飾，進行塗裝上色的表面處理，

陸續運至采韻廣場安裝。

 其中高起環形綾帶因高達14公尺，

施工中除先行假組立外，並需於運至工地

後，分段締組(如圖41～50)。

表1 礫石再利用說明表

               直   徑                                                      利用方式

約60～120CM 景觀鋼橋橋下砌石、樟樹林內景石

約30～60CM 景觀水圳(池)及水生植物池護岸、沉水植栽槽邊緣砌石

約10～30CM 景觀水圳(池)側及底部砌石、滯洪池步道

10CM以下 路基(再生)級配

圖36 路基(再生)級配鋪築

圖37 景觀水圳卵礫石護岸

圖38 邊坡滑動監測

圖39 邊坡施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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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邊坡施作範圍示意圖

圖41 采韻廣場水舞緞地標示意圖 圖42 頭尾邊板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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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龍骨PT檢測

圖44 陸續將龍骨包覆

圖45 鋁包板PT檢測

圖46 各彩帶陸續上色

圖47 各彩帶吊裝

圖48 環形綾帶吊裝

圖49 環形綾帶空中接合

圖50 華燈初上的采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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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程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工
程效益

一、工程的創新性

本工程為全國首座結合防災與自然休憩的

公園，在藍(水系)綠(綠地)系統所構成的綠色基

盤，在規劃即充分反映維護原地景特色的決心，

劃設相當高比例的開放空間，提供優質之水綠

環境基礎，水漾、綠動、美(美麗地景)樂(樂活思

維) 地(在地關懷)，讓每塊公園綠地藉由園道、

水圳有效串聯，為〝生態城市〞建構優質基盤，

並可讓鄰近500公尺範圍內的居民，在地震、火

災時提供緊急避難的區域，在災難時足以提供避

難收容(1776人)，因此，預先於公園中設置淋浴

設備、廁所污水處理設備、維生儲水槽等災民

維生設備，並規劃居住、炊食、曬衣等空間，

結合區內外避難動線導引設施，快速導引集中

避難民眾，提供安身立命的最後堡壘。

為了達到彰顯整個重劃區的重新塑造，除

了造就三個主要公園外，更於中路重劃區舊有

住家或畸零街角處，設立了轉角公園(如圖51～

55)，並在整個中路的入口處，位於高速公路進

入中路的樞紐，采韻廣場上建立了高達14公尺

的彩帶地標，讓每一個住在當地的居民有休閒

及激起再努力的希望(如圖56)。

圖51 街角公園-兒1公園

圖52 街角公園-綠15公園

圖53 街角公園-綠7公園 圖54 街角公園-綠12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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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效益

在防洪減災的作用上，公園滯洪池平常

二、工程的挑戰性

本工程滯洪池的開挖是一大挑戰，因為滯

洪池的範圍橫亙了一條長久以來為居民學童使

用的通學巷道，而且同時肩負了開發期間，在

中路地區雨水排水系統未完成前，做為疏解開

發區內雨水排水負荷的功用。

因此，為了在影響民眾日常生活作息最小

的情況，並兼顧工程進度，我們先進行替代道

路開闢，再作滯洪池開挖。

圖56 陽光下的采韻廣場

圖55 街角公園-兒1公園

圖57 中路全區排水示意圖

圖58 太陽能板利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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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疏解中路地區開發期間雨水排水

負荷，邊坡整地工程常受雨天淹水影響無法施

作，並造成土壤含水量偏高，且又無植被的情

況下，時有邊坡坍塌的情況，為此，在易坍塌

處除了以木樁穩固，並且利用環池步道以草溝

導水排除一般降雨，減少雨水入滲的機會(如圖

57)。

三、工程效益

在防洪減災的作用上，公園滯洪池平常可

供活動休憩使用，洪災時為中路區段徵收地區

提供滯洪延時1小時；在節能的規劃下，防災管

理中心太陽能板供應建築本體用電，節省電費

支出(以20年維持80%發電效率計算) 82.05kWP

節省電費395萬元(20年)，平均19.75 萬元/年，

且餘電可躉售台電(如圖58)；在整體生態作為

上，公園內引用農田灌溉水圳，保留現地喬木

並大量複層綠化，建立完整生態基盤，並減緩

都市熱島效應，調節開發地區微氣候。

陸、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一、優良事蹟

(一)  103年3月6日提供做為103年度全國消

防演習場地，演習獲評特優。

(二)  防災管理中心已於102年6月21取得綠

建築黃金級（得分49.76分）候選證

書，後續積極爭取綠建築鑽石級標章

(如圖59)。

圖59 綠建築證書

圖60 公1防災設施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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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景觀鋼橋上的眺望生態池

圖62 管理中心太陽能屋頂

圖63 夜間燦爛的采韻廣場

(三)  於中路區段徵收工程基礎設施尚未完

成，滯洪池下游雨水箱涵尚未完成期

間，滯洪池在施工中（102年5月11日、

6月13日、7月13日、8月21日、11月

22日、12月15日及103年5月21日共

計7日颱風、豪雨時）即發揮了滯洪功

能，確保開發區周邊無淹水情事，降

低工程開發對周邊居住環境及民眾生

活影響。

二、顯著效益

(一)  公園滯洪池平常可供活動休憩使用，防

洪設計採10年1次暴雨頻率標準，其設

計滯洪量為57,804m3，為中路區段徵

收地區提供滯洪延時1小時的功能。

(二)  公園於地震、火災時可收容人數約

1,776人，並提供7天以上避難收留等

維生設備(如圖60)。

(三)  公園之景觀生態池(如圖61)及水圳平

時供賞景、休憩使用，災時可提供消

防用水之取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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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防 災 管 理 中 心 太 陽 能 板 （ 發 電 量

82.05kWP）供應建築本體用電外，餘

電躉售台電(如圖62)。

(五)  現地雨水回收677.81m3做為植栽噴灌

水源。

(六)  公園內引用農田灌溉水圳，保留現地

喬木並大量複層綠化，建立完整生態

基盤，並減緩都市熱島效應，調節開

發地區微氣候。

柒、結語

一、 本工程為桃園市近年來最大的地區區段徵

收工程計畫，所以桃園市政府特別重視，

不但於工程後期每一～二週即召開一次施

工協調會，工務局局長也常常關心本工

程，甚至在風禾公園辦理103年度全國消防

演習，總統及桃園市長皆親自蒞臨，讓本

團隊備感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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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公司積極爭取到景觀類的設計、監造計

畫，並得到金質獎的肯定，期待能繼續為

了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繼續努力。

四、 回顧幾近兩年的辛勞，夕陽西下看著耀眼

陽光下，在景觀鋼橋下築巢的燕子回航，

采韻廣場夜燈亮起(如圖63)，附近的居民，

三三兩兩的在中路各公園散步、跑步、遛

狗、牽著兒孫遊憩，讓民眾有可休閒的空

間，工程團隊的努力，總算有所收穫。

二、 施工期間，監造單位全力配合業主控管施

工品質，並與設計單位保持密切聯繫，設

計單位亦提供最即時的協助，承包商則是

增加工班，全力趲趕，也因為有如此緊密

連結與合作的團隊，才有辦法不辱使命的

爭取到第十四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土木工程

類優等獎。

 景觀鋼橋的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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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桁架橋、公路與捷運雙層橋、華倫式桁架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協理／楊世琛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副理／林聰能 2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處長／詹榮鋒 3

國內首座公路、捷運
共構大跨度雙層
桁架橋之施工─
以汐止新社后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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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發展，都會區人口增加，交通量快速增加，在有限的用地條件下，捷運常

與公路共用路廊，以充份利用有限的道路用地，提昇都會區交通運輸容量。

「新社后橋」位於新北市汐止區社后地區聯外道路上，跨越基隆河，因公路與捷運

共同路廊，故採跨徑161公尺之雙層桁架簡支橋梁，為臺灣首座公路與捷運雙層大跨度桁

架橋。本橋為三層弦桿之華倫式桁架橋，下層提供一般公路使用、中間層提供未來民生

汐止線捷運使用、上層弦桿則考量景觀及力學需求採山形配置；而微向內傾之桁架結構

具有提升結構的穩定度與橋梁的景觀，惟增加了鋼構件施工吊裝困難度。此外，由於本

橋梁工程之捷運及公路推動之期程不同，先辦理公路橋梁之施工，因此，本橋在規模、

功能、結構型式及界面細節等皆屬國內少見之特殊案例。

本文將針對雙層桁架橋難得的施工經驗介紹，冀可供日後工程界相關工程之參考。

圖1 工址位置圖

321

壹、前言

新北市汐止區社后地區近年來發展快速，

惟聯外道路容量不足；另政府推動基隆河治理

計畫，依200年洪水頻率之洪水位進行河道整治及分洪

計畫，而社后橋因防洪高度不足，必須配合基隆河整治

計畫進行橋梁抬高之改建。為改善社后地區之聯外交通

及配合社后橋改建，新北市政府乃辦

理新社后橋工程。本橋址跨越基隆

河，位於新北市汐止區社后地區，如

圖1所示。

本工程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設計監造，2013年8月9日

開工，2015年9月7日竣工，主要內

容包括新社后橋及其引道工程，以及

交通、照明、地工、景觀、生態、防

洪排水及其他附屬工程等。另因「捷

運民生汐止線」與本路段工程位置共

線，乃配合「捷運民生汐止線」預留

共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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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汐止區域排水示意圖

貳、工址現況及工程特色

一、地形與地質

本工程工址位於台北盆地東緣，工址範圍

內基隆河之曲流型態發展明顯，處處可見呈大

彎曲的河道。工址路段地勢相當平坦，地表高

程約在海拔15公尺左右，目前沿線及鄰近多為

高速公路、道路、民房或工廠、溪河、樹林分

佈。台北盆地周遭之麓山帶丘陵區在工址北側

與南側約600公尺外。

本工程工址分布之地層為台北盆地沖積

層，主要為礫石、砂、泥等未固結沉積物組

成，由既有鑽探資料瞭解，砂頁岩之岩盤約在

地表下約33公尺左右，即為南莊層之砂頁岩。

在工址北側與南側約600公尺外之麓山帶丘陵

區，分布之地層有中新世之木山層、大寮層、

石底層、南港層、南莊層與桂竹林層等等。工

址之區域地質如圖2及圖3所示。

本工程工址南方約1.5公里之麓山帶丘陵

區，有屬非活動斷層之台北斷層呈東南傾斜約35

度、及約呈東北走向之八堵向斜延伸經過，因皆

未穿過本計畫工址，推估對本工程影響不大。

二、區域排水

汐止地區排水系統規劃係配合基隆河整理

治理計畫，辦理堤後防洪抽水站及相關引水幹

線、雨水下水道系統之規劃及修訂，

原則上採取高、低地排水分離的策

略。汐止區依地形可劃分為九個排水

分區，抽水站目前已設置十五處，未

來將規劃新建六站。本計畫中新社后

橋左岸之排水分區為樟樹分區，右岸

為社后分區，詳圖4。而社后橋兩岸相

關配合之防洪抽水站，在左岸為社后

抽水站，右岸為中興抽水站。未來計

畫道路之排水須配合當地雨水下水道

系統銜接。

三、交通運輸現況

汐止區社后地區主要道路包括

大同路、中興路、福德一路、福德二

路、福德三路、工建路、南陽街、康

寧街與吉林街，除大同路為省道等級

圖2 區域地質剖面

圖3 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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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特色

本工程具有以下幾項特色：

(一)  國內跨度最大捷運與公路共構橋梁

  本工程全長375M，主橋跨度161M，北

引道148M 南引道66M，橋面寬17M，

為目前國內跨度最大捷運與公路共構

橋梁，如圖5~6所示。

道路外，其他道路屬地區道路，依據新北市政

府交通局「汐止社后地區聯外交通改善」於民

國97年9月之交通量與旅行速率調查資料及本

計畫初步分析，社后地區道路分佈狀況如圖1所

示，其道路實質概況彙整如表1，各重要道路交

通量與服務水準分析結果則彙整如表2所示。

表1 社后地區重要道路實質概況表

道路 路段
寬度 

(公尺)

車道數 

(雙向)
分隔型態 停車管制 備註

大同路
北山大橋～新台五路 26 6 中央分隔 禁止停車 台5線

新台五路～樟樹二路 26 6 中央分隔 禁止停車 台5甲線

中興路 康寧街～大同路 12 2 標線分隔 禁止停車

福德一路 南陽街～康寧街 12 2 標線分隔 劃設路邊停車格

福德二路 南陽街～福德一路 12 2 標線分隔 劃設路邊停車格

福德三路 吉林街～福德一路 8 2 標線分隔 禁止停車

工建路 大同路～樟樹二路 12 2 標線分隔 劃設路邊停車格

南陽街 福德二路～大同路 10～12 2 標線分隔 劃設路邊停車格

康寧街 三民街～湖前街 10 2 標線分隔 禁止停車

吉林街 縣市界～中興路 6～8 1～2
標線分隔

(部分無分隔)
禁止停車

表2 工程範圍重要道路交通量與服務水準分析

道路 
名稱

路段 方向
道路
等級

車
道
數

上午尖峰 下午尖峰

交通量 
(pcu/hr)

速率 
(km/hr)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pcu/hr)

速率 
(km/hr)

服務 
水準

大同路

北山大橋- 
新台五路

往東

I

2 1,779 27.9 E 2,789 5.2 F

往西 4 3,347 30.1 D 2,368 37.5 C

新台五路- 
樟樹二路

往東 3 1,288 37.7 C 2,561 14.4 F

往西 3 1,966 27.6 E 1,252 38.2 C

中興路

康寧街- 
福德一路

往北

Ⅱ

1   646 32.2 B 1,221 16.5 F

往南 1 1,106 20.7 E   791 28.6 C

福德一路- 
大同路

往北 1 1,222 22.9 E 1,105 25.1 D

往南 1   902 29.0 C 1,249 22.0 E

福德一路

南陽街- 
中興路

往東

Ⅱ

1   126 40.9 B   525 32.1 B

往西 1   504 37.7 B   339 37.3 B

中興路- 
康寧街

往東 1   130 42.7 B   344 37.5 B

往西 1   800 31.3 C   313 36.5 B

福德二路

南陽街- 
中興路

往東

Ⅱ

1   289 36.0 B 1,204 23.4 D

往西 1   826 31.2 C   555 36.2 B

中興路- 
福德三路

往東 1   207 34.8 B   548 35.7 B

往西 1   929 25.9 D   363 37.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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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工程平面示意圖

圖6 工程透視圖

道路 
名稱

路段 方向
道路
等級

車
道
數

上午尖峰 下午尖峰

交通量 
(pcu/hr)

速率 
(km/hr)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pcu/hr)

速率 
(km/hr)

服務 
水準

福德三路
吉林街- 

福德一路

往東
Ⅲ

1   111 27.3 B   351 24.3 C

往西 1   355 25.7 B   180 28.4 B

工建路
大同路- 

樟樹二路

往東
Ⅱ

1   170 42.5 B   403 37.5 B

往西 1 1,145 24.9 D   312 40.3 B

南陽街
福德二路- 

大同路

往北
Ⅱ

1 1,256 18.6 E   920 27.2 C

往南 1 1,131 23.0 D 1,197 20.7 E

康寧街

三民街- 
中興路

往東

Ⅱ

1   454 41.9 B 1,268 15.3 F

往西 1 1,419 11.5 F   775 29.0 C

中興路- 
湖前街

往東 1   367 44.2 A   928 25.5 D

往西 1 1,084 21.5 E   571 36.0 B

吉林街
縣市界- 
中興路

往東
Ⅲ 1

  209 35.1 A   685 16.4 D

往西   693 16.2 D   340 30.2 B

表2 工程範圍重要道路交通量與服務水準分析(續前頁)

(二)  國內首座雙層鋼桁架跨河景觀橋梁

  規劃中之民生汐止線與本工程共用路

廊，在有限路幅下，公路與捷運需採

雙層橋面配置，主橋設置景觀照明，

提升橋梁景觀，創造河岸景點，如圖

7～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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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工程橫斷面示意圖

圖8 工程景觀照明示意圖

配合夜間時段調整光亮度

以間接光源勾勒結構線條，兼顧營造美感及避免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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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工程景觀照明示意圖 (續)

 圖9 路堤預留捷運橋墩示意圖

節慶─配合節慶活動主題展演不同燈光色彩效果

(三)  路堤預留捷運橋墩，避免二次開挖

  橋梁兩端路堤範圍各預留2座捷運橋墩

基礎，避免未來二次開挖、影響橋上

交通並節省整體工程經費，如圖9所

示。

(四)  以人為本的綠色道路

  橋梁設置自行車道兼人行道，提供行人

舒適行走空間，串聯既有自行車路網，

如圖10所示。

(五)  綠色材料應用

  本工程採用大跨度鋼橋，減少CO2排

放量約550公噸，道路照明採用LED燈

具，耗電量減少80%，每年減少CO2排

放量約14公噸，如圖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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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綠色道路示意圖

圖11 綠色材料應用示意圖

圖12 橋梁附掛維生管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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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橋梁附掛維生管線，增加橋梁功能

  代辦民生管線附掛，節省整體經費，

降低景觀衝擊，避免二次施工，提高

橋梁功能，如圖12所示。

參、施工挑戰與困難處理對策

新社后橋為雙層鋼桁架橋，總重約5,340T，

接合螺栓約24萬9,000顆，單一構件接合螺栓最

多高達5,096顆，採場鑄逐跨由北岸向南岸吊裝

工法。本工程由於跨距長、載重大，且主橋跨越

基隆河河道、吊裝工期短，加上弦桿內傾10度

造成立面構件接頭三向變位，及實際吊裝與平面

試拼裝之差距導致吊裝施工相當困難；又工址承

載層為砂頁岩互層，其岩石品質指標(rock quality 

designation，RQD)為41~100，因基礎載重大，經

分析基樁貫入承載層長度須達20m，方可提供足

夠承載力，致基樁施工困難。有關上述施工挑戰

與困難處理對策說明如下。

一、基樁入岩超過20公尺施工困難 

本工址承載層為砂頁岩互層，其岩石品質

指標(rock quality designation，簡寫為RQD)為

41~100， RQD大者，表示岩盤較為連續而少裂

縫，岩體強度較高、壓縮性較小、而透水性較

低；RQD小者，表示岩盤裂縫多，力學性質較

劣，由於RQD分佈不均勻，經分析基樁貫入承載

層長度須達20m，方可提供足夠承載力。

公路橋梁設計規範(交通部頒行2009年版)規

定「通常任何基樁之貫入深度在承載土層內不得

小於2.5m。樁尖下方承載土層厚度至少三倍樁徑

並檢核貫穿抗剪及沉陷量。」一般基樁貫入承

載層長度大部份在5m以下，如圖13所示，本工

程基樁貫入承載層長度達20m，且工址地下水位

高，全套管衝錘衝擊時受地下水阻力影響，衝擊

力降低，基樁施工困難，因此最後10 M採全套

管與反循環工法交替鑽掘，反循環工法為廠商為

克服砂頁岩互層之輔助工法，可克服地下水位阻

力影響提昇施工功率，如圖14所示。

圖13 基樁貫入承載層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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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鋼構件及接合螺栓多且特殊，組裝困難

新社后橋為雙層鋼桁架橋，弦桿內傾10度

造成立面構件接頭三維變位，及實際吊裝與平

面試拼裝之差距衍生吊裝施工相當困難，尤其

是下層鋼床版及上層與頂層鋼構件吊裝，為解

決上述問題，經檢討後採用扁擔工法配合外推

及側推構件作為輔助工法並調整吊裝順序，已

順利於104年1月6日全部吊裝完成。

(一)  下層鋼床鈑吊裝困難及解決對策

  原安裝工序為兩側弦桿吊裝完成後，

先吊裝拱頭處的橫梁，後吊裝鋼床

鈑，因原工序吊裝後發現兩側弦桿均

圖14 基樁施工困難解決對策

圖15 下層鋼床鈑吊裝困難示意圖

圖16 扁擔工法施工順序示意圖

向內傾，導致吊裝鋼床鈑間隙不足，

安裝困難，如圖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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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兩側弦桿內傾變位之問題，採用扁

擔(I型梁)將兩側箱梁撐開，並改順裝形式

吊裝鋼床鈑，即兩側弦桿吊裝完成後，先

吊裝左側拱頭處的橫梁，後吊裝鋼床鈑，

再吊裝右側拱頭處的橫梁，如圖16所示。

(二)  上層與頂層鋼構件吊裝吊裝困難及解

決對策

  上層與頂層鋼構件試拼裝無法反映實

際吊裝情況，另弦桿內傾10度造成立

面構件接頭三維變位，導致上層與頂

層鋼構件吊裝困難，為解決兩側弦桿

內傾變位之問題，採用外推與側推構

件作為輔助工法並調整吊裝順序處理

如圖17～18所示。除採用上述補助工

法克服構件變位吊裝困難之問題外，

圖17 外推構件改善內傾示意圖

圖18 側推構件改善側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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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水平弦桿採實長修正方式，以2G4水

平弦桿為例，先吊裝2G3、2G5拱頭，

再吊裝2G4水平弦桿，而吊裝前先測

量2G3、2G5拱頭端口座標(1～4點座

標)，如表3所示，端口座標數據再回

饋鋼構廠，作實長修正，方可順利吊

裝，如圖19～20所示。

(三)  鋼構安裝

  配合前述施工困難處理方式，本工程

鋼構安裝流程如圖21～22所示，相關

施工照片如圖23～25所示。

表3  2G3、2G5拱頭端口座標資料

No.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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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2G4水平弦桿實長修正示意圖

圖20  2G3、2G5拱頭端口測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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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鋼橋底層鋼構件安裝流程圖

圖22 鋼橋上層與頂層鋼構件安裝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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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進場 弦桿、橫梁地組

測量 螺栓軸扭力查驗

CO2電銲 螺栓軸扭力查驗

弦桿吊裝 橫梁、鋼床板吊裝

圖23 鋼橋底層鋼構件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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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斜桿、垂直桿吊裝 頂層斜桿、垂直桿吊裝

弦桿吊裝 拱頭吊裝

橫梁吊裝 測量

螺栓鎖斷 作業完成

圖24 鋼橋上層與頂層鋼構件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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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本工程在基樁施工階段，由於基樁入岩超

過20公尺施工困難，最後10M採全套管與反循

環工法交替鑽掘採用，克服地下水位阻力影響

提昇施工功率；在鋼橋吊裝施工階段，因應施

工環境採用扁擔工法及外加側推構件作為輔助

工法並調整吊裝順序，克服兩側弦桿內傾變位

及接合螺栓多且特殊，組裝困難等問題，施工

困難度實為國內鋼橋罕見之案例，冀望藉由本

文可將相關經驗傳承，供工程界參考。

參考文獻

1. 新北市政府，汐止市社后地區聯外道路

暨新社后橋捷運共構工程細部設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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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北市政府，汐止市社后地區聯外道路暨

新社后橋捷運共構工程細部設計圖(2013)。

3. 新北市政府，汐止市社后地區聯外道路暨

新社后橋捷運共構工程監造計畫書(C版) 

(2015)。

4. 新北市政府，新社后橋捷運共構工程(福德

一路至工建路段)公共工程優質獎現勘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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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新社后橋主結構體吊裝完成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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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3號增設古坑交流道」為國道3號雲林縣境內除了斗六交流道之外第二個交流

道，採分離鑽石型交流道設計，北工區範圍北起267K＋464、南約至269K＋000，南工區

範圍北起271K＋200、南至271K＋959，共計約2295公尺，南北匝道距離約3公里。完工

通車後，東雲林民眾可利用本交流道經由國3、臺78線、國1往來鄰近重要交通設施，縮

短城鄉距離，並可將農產與觀光結合，促進產業經濟。

本文從工程特色、高風險工安督導、工程困難與挑戰等作為分享本工程之監造管理

經驗，與各位先進共同探討，俾為提升監造管理技術之參考。

國道三號增建
古坑交流道工程
施工監造實務紀要

壹、前言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編號為國道3號，簡稱

福高，是臺灣第二條南北向高速公路，一般俗

稱為第二高速公路(簡稱二高)，依照興建區段

與地理位置分為北二高、中二高、南二高等3大

路段。

現有國道3號於雲林縣境東北側斗六至古坑

路段，僅設有斗六交流道銜接平面道路，提供

古坑地區及斗六地區主要南北向通行幹道，古

坑地區及斗六南側地區長程旅次需藉由縣道149

甲或158甲，經東西向快速道路台78線之台3線

交流道，再於古坑系統交流道以銜接國道3號，

缺乏直接便捷的交流道，可供進出國道3號，

為利古坑地區與斗六地區整體社經發展，提供

便捷聯外交通運輸服務，以因應未來之旅運需

求，及強化國道3號對雲林生活圈之交通運輸服

務功能，促進雲林生活圈東側鄉鎮市的整體發

展，因此地方殷殷企盼增設國道3號古坑交流

道，古坑交流道位置詳圖1所示。

貳、工程概要

一、工程範圍與工址現況

國道3號古坑交流道工程採分離鑽石型交流

道設計，北側匝道係以縣道149甲為聯絡道，設

有南下出口匝道及北上入口匝道銜接既有國道3

號；並改善連接台78線之既有古坑系統交流道

匝道，南側匝道係以縣道158甲為聯絡道，設

有南下入口匝道及北上出口匝道銜接既有國道3

號，匝道銜接位置詳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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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古坑交流道位置示意圖

圖2 匝道銜接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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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工作項目及工法

本標工程主要內容為北側匝道包括連接台

78線之既有古坑系統交流道匝道“R5”及“L5”之

改善與增設古坑交流道匝道“R1”及“L2”連接至

縣道149甲，南側匝道則包括增設古坑交流道匝

道“L1”及”R2”連接至縣道158甲。

本工程工址位於雲林縣古坑鄉境內，北側

匝道屬平原區，地勢變化不大，大致平坦，所

使用土地以旱作農地為主。南側匝道地勢與北

側匝道用地相似，惟於271K＋550箱涵以南用地

位處公告山坡地範圍，須依水土保持計畫規範

及辦法規劃水土保持設施，以避免施工期間可

能發生之災害。

表2 箱涵資料表

橋名 里程
箱涵

延長(m)
淨寬(m) 淨高(m) 交角(Deg) 施工方法 配置說明

穿越兼排水箱涵 267＋828 23.4  7.0 4.8 73° 場鑄工法 既有箱涵延長

穿越兼排水箱涵 268＋593  9.8 15.0 5.3 73° 場鑄工法 既有箱涵延長

穿越兼排水箱涵 271＋350 26.3 15.0 5.3 85° 場鑄工法 既有箱涵延長

表1 橋梁資料表

橋名
起、迄 跨徑配置

(m)
橋長
(m)

橋面淨寬
(m)

橋
高
(m)

上部結構型式
下部 

結構型式 配置 
說明

里程 ●施工方法 及基礎型式

斗六大圳
四之一號
排水橋

20k＋482～20k＋633 (30+30+2@45.5) 151

7.5

9

P.C.BOX
橋墩：
矩形單柱式

跨越斗
六大圳
及149甲
線●場鑄逐跨工法

橋墩基礎：展
式及井基

斗六大圳
四之二號
排水橋

10k＋716.5～10k＋885.5 (31+2@51+36) 169

7.5

10

P.C.BOX
橋墩：
矩形單柱式

跨越斗
六大圳
及149甲
線●場鑄逐跨工法

橋墩基礎：展
式及井基

斗六大圳
排水板橋

1k＋401.41～1k＋413.37 (11.96) 11.96
11.1

0
混凝土板 跨越斗

六大圳●場鑄工法

尖山坑 
溪橋擴建

北上線 (5@35) 175 2.3～4.8 9 P.C.I
橋台：
懸臂式

跨越尖
山坑 
溪，配
合主線
擴建

21k＋181～21k＋356 ●預鑄吊裝工法
橋墩：
圓形單柱式

南下線 (5@35) 175 3.5～8.8

9

橋台基礎：展
式

10K＋145～10K＋145
橋台基礎：基
樁

149甲線
道第十號
橋拓寬

北上線 (11.43) 11.43 1.9

0

混凝土板
跨越斗
六大圳

0K＋424～0K＋435 ●場鑄工法 

南下線 (11.59) 11.59 1

0K＋433～0K＋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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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路工工程：包含土方工程、路面工程

等。

(二)  橋梁工程：包含跨越斗六大圳及尖山

坑溪等橋梁(詳表1)。

(三)  農路箱涵配置：配合本工程進行既有

箱涵延長改建(詳表2)。

(四)  代辦工程(雲林縣政府委託辦理)：包

括北側匝道之聯絡道路149甲縣道之拓

寬及南側匝道之聯絡道路158甲縣道之

拓寬。

(五)  其他工程：包括擋土牆、延伸排水、

道路標誌、路面標記及標線、護欄、

公路照明、交控土木管道等工程。

三、工程特色

(一)  分離鑽石型交流道、減少用地徵收

　　古坑系統交流道將古坑交流道分隔為

兩區，北側匝道、南側匝道分別以縣道149

甲線、縣道158甲線為聯絡道，南北工區長

達5KM。

圖3 井式基礎施作流程圖

圖4 橋梁墩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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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混凝土(Self-Compacting Concrete，

SCC)。自充填混凝土並使用飛灰、爐石取

代部分水泥，按本工程混凝土使用量換算

可降低混凝土CO2排放量約327噸，自充填

混凝土具有高流動性及良好工作性，澆置

過程中不需施加任何震動搗實，完全藉由

自身之流動性能即可完全充填鋼筋間隙及

模板各角落，省下搗實之人力，可降低施

工成本及減少施工噪音(詳圖5)。

參、高風險作業

營造業具高危險性，工地常因未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規定設置必要安全衛生設備，而發生

職業災害，造成勞工死傷。為保障勞工作業安

全，高速公路局近年對於公共工程施工安全之

要求格外謹慎，本監造團隊於施工進行期間不

斷與承包商及業主討論如何進行工安督導，在

可兼顧進度及品質的狀況，以下列模式管控與

執行，達到施工期間「工安零事故、交維零意

外」之目標。

(二)  工法多元、發揮最佳效益

　　斗六大圳下構PN2～3、PS1～2採直接

基礎，PN1和PS3因受限於開挖範圍採井式

基礎(詳圖3)，上構採場鑄箱型梁，尖山坑

溪下構採單基樁接墩柱、上構採預力I梁(詳

圖4)。

(三)  節能減碳、永續發展

　　本工程之跨越橋墩柱及井基採用自

圖6 檢查暫停作業案例

圖5 橋梁墩柱採用SCC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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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

二、 本監造團隊安衛工程師每週實施安全衛

生檢查至少2次，並依相關規定填寫「安

衛、環保及交維統計表」，並統計分析其

相關缺失類別及檢討發生原因及後續改善

對策，以確實降低危害風險因子產生(如圖

7)。

三、  針對本工程有高風險作業區域訂定「監造

高風險檢查計畫」，其中包含：a.設計/作

業條件(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盤查，b.危

害辨識，c.風險評估，d.判定風險是否可接

受，e.決定及採取風險控制措施，f.檢討風

險控制措施之適用性及有效性，g.記錄及紀

錄管理，h.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結果之檢討

修正(如圖8、9)。

　　適當的執行施工安全風險評估，可協

助建置完整且適當的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

工地安全需由全體人員共同執行，每位現

場施作人員皆為可能因為忽略輕微小事而發生

意外狀況，如何將意外狀況降至最低，需由全

體人員共同努力。經本監造團隊與業主及承包

商討論研擬，透過各種交互檢查及追蹤檢討，

將可能發生的工安潛在危險因素降至最低，及

追蹤辦理後續改善情況，其相關作法如下：

一、 現場監造工程師依各責任區於每日進行工

地巡查，針對施工狀況與承包商討論及給

予相關施工安全建議，避免有危害因子產

生，若發現有立即危險狀況，則要求承包

商暫停該工項作業及立即改正，並開立缺

失改善通知單，待改善完成後方才同意繼

續作業(如圖6)。若為發生危險潛在因子，

則限期改善，並追蹤至改善完成為止。若

承包商未能於要求期限內改善完成或每月

次數累計達6次以上，則依工程契約相關規

定進行減付相關勞安衛相關費用，若達10

次時，則該月該項勞安衛相關費用全部不

圖7 安衛程師每週2次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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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風險作業評估標準表

圖9 風險作業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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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勞動部職安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聯合稽查

圖11 定期安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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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方法。另監造團隊每月定期召開施工安

全會議(圖11)，請本標同仁、承包商工地主

管、安衛工程師及各分包商進行本月缺失

追蹤及改善成果，並說明次月預定進行工

項可能產生之危險因子，將工作區域危險

降至最低。

五、 與業主建立良好聯絡管道，拜現今通訊軟

體發達，可利用手機網路科技進行工地現

場第一線緊急電話回報。由監造單位主

導，承包商全體工程師及協力廠商負責

人、現場領班等人員成立通話群組，即時

通報現場狀況、氣象、地震、工安意外及

其他資訊分享。並每日通報出工人員狀

況，以確認是否有無新進人員及符合進場

規定(圖12)。

畫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有效控制危

害及風險，預防或消減災害發生的可能性

或後果嚴重度，並提昇安全衛生管理績

效，進而達到零工安事故目的。

　　風險評估為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風

險控制三部分的統稱。主要依據安全衛生

法規及TOSHMS的要求說明風險評估應有的

基本原則，並提出建議性作法，作為規劃

執行風險評估的參考。在規劃及執行風險

評估相關工作時，需配合考量安全衛生法

規的要求。

四、  配合業主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

業安全衛生中心合作，每季進行一次安全

衛生聯合稽查(圖10)，並與鄰標建立聯合安

衛檢查，建立督導之一致性，並會同檢討

工安缺失、案例探討、相關缺失改善及改

圖12 使用手機通訊軟體緊急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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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無法採用傳統覆蓋防塵網、鋪設鋼板或

鋪設混凝土等方式來防止揚塵。揚塵除有礙健

康外，也影響主線及周邊道路視線，恐危及道

路交通安全。

因此本監造團隊及承包商經與當地環保主

管機關討論後，除增加認養鄰近道路清洗之替

代方案，工區內並以噴灑三仙膠化學穩定劑來

降低粉塵逸散。

三仙膠為一種生物聚合物，又名黃原膠、

玉米糖膠等，為一種食品增稠劑，三仙膠可溶

於水，溶液呈現強有力的黏性，對於不溶性固

形物的分散穩定效果或乳化穩定效果佳，將

其與水混合後噴灑於工地表面，可有效降低揚

塵。惟需注意的是，三仙膠易溶於水，經雨水

沖刷後會溶失，因此本工地於下雨過後視現場

狀況重新噴灑，以維持防塵效果(圖16)。

伍、結語

國道3號增設古坑交流道雖僅為國道3號

由北到南68個交流道其中之一，但古坑交流道

開放通車後可加強古坑與斗六地區整體社經發

展，活絡地方觀光及強化國道3號對雲林生活圈

之交通運輸服務功能，促進雲林生活圈東側鄉

鎮市的整體發展。並配合104年底即將啟用之高

鐵雲林站，東雲林民眾可利用本交流道經由國

3、臺78線、國1往來高鐵雲林站，縮短城鄉距

離。另可便利本地區主要農產如柳丁、竹筍、

鳳梨、咖啡等產品運輸，將農產與觀光結合，

促進產業經濟、提升外地學子就學意願，且可

提供鄰近地區良好的醫療捷徑、爭取黃金救治

時間，將來必成為雲林地區不可或缺之運輸道

路。

國道3號增設古坑交流道即將邁向通車階

段，所有參與本標工程之人員無不引頸企盼通車

肆、工程困難與挑戰

一、南匝道工區位處公告山坡地範圍

本工程位於國道3號里程271K＋550穿越

兼排水箱涵以南區域為公告山坡地範圍，因涉

及山坡地範圍開挖整地，需擬具「水土保持計

畫」，規劃有關之水土保持設施，以避免施工

期間可能發生之災害。乃期望於施工中及完工

後能達到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減免災害

及促進土地合理利用之目的。

其相關水土保持設施分為排水設施與邊

坡保護工程，區域排水設施主要考量經濟性、

安全性及災害風險損失而定，以立即排水為優

先，均採重力方式排水為原則，與原本排水系

統之銜接時，於消能後始導入現有排水溝內。

另考量路權之限制，滯洪設施水溝採局部擴大

溝渠寬度或深度尺寸並於溝渠內設置隔板產生

滯洪與沉砂之效果(圖13、圖14)。

本工程執行水土保持計畫之困難處在於因

道路開發範圍有限，造成永久設施位置與臨時設

施位置重疊。臨時水土保持設施之滯洪池所需之

容量大於永久設施之容量，且於路權側採線狀佈

設，考量本工區主要工作為路堤填築，為於施工

中需辦理局部回填施作排水溝，以利後續路堤

填築作業，造成沉沙滯洪容量不足問題產生。

因此本監造團隊於施工期間採分別區域施

作方式，並配合相關變更，調整永久滯洪沉砂

設施，於施工期間以砂包封閉兼作臨時沉砂池

用，惟有部份量體不足時再配合開挖臨時沉砂

池辦理(圖15)。

二、裸露地表揚塵防治

本工程主要工作項目為路堤填築，高達

25.3萬餘方，受限於工作面與車行路徑影響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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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L1溝永久滯洪池沉沙設施替代臨時沉砂池量體示意圖

圖14 水土保持設施完成

圖16 噴灑化學穩定劑(三仙膠)

圖15 邊坡防水設施及量體不足時之臨時沉砂池

日到來，對於所有參與人員不僅是「做工程」而

以，能夠親眼目睹通車後帶給地方民眾交通便捷

及繁榮景象，這才是土木人真正的目的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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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為目前國內最快速便捷的陸上交通工具，自1998年台灣高鐵BOT案開始，

預定全線共設置12個車站，第一階段開放營運共8站，包含：台北站、板橋站、桃園站、

新竹站、台中站、嘉義站、台南站及左營站，另外高鐵新增三站，包含：苗栗站、彰化

站及雲林站。

高鐵新增三站施工時需考量如何在新增站體及月台施工作業中，又不影響高速鐵路

的營運，所以營運期間的施工品質及安全管理為重要的課題。本文以「高鐵苗栗站興建

工程」之成功的施工及安全管理作為，提供予未來其他工程應用。

1 2 3 4 5

壹、高鐵新增三站緣起

一、高鐵興建及新增三站緣起

「臺灣西部走廊高速鐵路工程」為國家

建設六年計畫，以因應交通運輸成長需求，並

藉由運輸功能之發揮，帶動整體社會經濟之發

展，為引進民間參與公共工程，於1993年立法

院通過高鐵計畫決議交由民間興建(BOT案)，

1998年高鐵公司與交通部簽訂「台灣南北高

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台灣南北高速鐵路

站區開發合約」，以及「政府應辦事項備忘

錄」、「合約執行備忘錄」等，2000年高鐵土

建工程開工，並於2007年完工通車，第一階段

全線採八站營運。

因考量中部區域城際運輸需求，行政院於

1997年同意增設苗栗、彰化、雲林三處車站，

於1999年站址定案，由地方政府負責用地取得

及專區開發，高鐵公司於2007年開始新增三站

籌備工作，且依營運經驗及核心機電需求，特

於2008年完成修訂「台灣高速鐵路車站設計規

範(修正三版)」，2010年辦理新增三站細部設

計，2012年核定S230標「高鐵苗栗站興建工

程」案。

二、路線及車站規劃

高速鐵路工程位於臺灣西部走廊中間地

帶，路線全長344.68公里，沿線設置臺北、板

橋、桃園、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高雄等

八處車站，依前述於原路線新增三站外，另因

政府興建三鐵共構南港站，高鐵由原規劃之整

備站提升為整備站兼營運輔助站，路線往北延

伸5.6公里，2015年苗栗(圖1)、彰化及雲林等三

站加入營運，2016年延伸線及南港站啟用，高

鐵第二階段將有十二站參與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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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興建期對新增三站配合事項

高速鐵路工程興建期即已針對新增三站站

址之主線路權、停靠線主體結構加寬、轉轍器

及軌道設施等均預先完成外，且就號誌及通訊

系統預先完成建置，故於新增三站站址附近先

期施工完成號誌及通訊設備機房(SCER)及號誌與

通訊設備電力機房(SCPR)，故本新增三站工程

得以免設，惟需新增核心機電連接機房，以完

成整體行控系統之營運功能。

貳、設計階段規劃

一、高鐵苗栗站特定區整體功能規劃及景觀

設計

高鐵苗栗站特定區在整體規劃構架上結

合運輸導向發展型態的發展模式，於高鐵、台

鐵車站周邊配置較高發展強度之商業區與產專

區以期作為全區發展動力，特定區規劃有住宅

區、商業區、產業專用區、車站專用區、加油

站專用區、電力事業專用區、農業區、及河川

圖1 苗栗站全貌

圖2 北勢溪的都市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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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挖支撐系統設計

工程經驗上，鮮少有在高鐵營運動線上新

建車站，基於營運安全考量，高鐵公司特別要

求設計顧問提出「S330高鐵苗栗站近距離開挖

對高鐵設施安全影響評估報告書」，係按照既

有墩柱(編號P25~P40)實際基礎頂端至低軌軌道

頂端之距離(H)及相鄰墩柱間之跨距(L)進行變位

分析，考量不同開挖區域施工時對高鐵單一既

有橋墩之綜合影響，施工時要求高鐵橋墩兩側

基礎採跳島方式進行開挖(同一橋墩兩側基礎於

不同時間進行開挖)，所有開挖區域均需打設鋼

軌樁，採逐層開挖並輔以H型鋼回撐，並設置傾

斜管、沉陷觀測點、水位觀測井、傾斜計及支

撐應變計等安全觀測系統，以確保營運安全無

虞。監測系統主要為於施工期間對既有橋柱進

行沉陷及傾斜之監測，確保已通車軌道安全，

其相關監測頻率、警戒值、行動值、應變措施

如表1~5。

區兼供道路使用等使用分區，劃設面積363.70公

頃，同時將特定區綠帶空間發展核心計畫延伸

至基地內，並與基地內的外部空間結合，形成

一個具整體性的生態廊道，外環則輔以五處鄰

里單元，並結合基地特有之環境水系，營造一

處兼具生活、交通、休憩、藝文之多元城鎮。

景觀設計則呼應苗栗在地之山水景觀意

象，強化地點自明性，並提升觀光遊憩效應。

採用苗栗地景文化元素：丘陵、水圳；陶磚、

石片、木板、竹編。基地綠覆面積達40%，增

加喬、灌木之種類及豐富度，並以耐旱、低維

護之多樣複層植栽為原則，搭配誘鳥、誘蝶等

蜜源植物的引用，創造具有季節性且植栽變化

豐富之景觀特色。同時設有滯洪作用的生態

池，與北勢溪的都市藍帶(圖2)相呼應，並利用

高鐵及北勢溪一高一低地貌變化，營造新門戶

美景意象。

表1 監測頻率表

儀器名稱 代號 開挖期間 非開挖期間 備註

土中傾斜管 SO 每週二次 每週一次 人工量測

水位觀測井 OW 每週二次 每週一次 人工量測

建築物傾斜計 TI 每週二次 每週一次 人工量測

沉陷觀測點 SG 每週二次 每週一次 人工量測

支撐應變計 VG 每週二次 每週一次 人工量測

全測站經緯儀 EB 隨時 自動量測

電子式傾斜計 ETI 隨時 自動量測

表2 監測警戒值、行動值

儀器名稱 代號 警戒值 行動值 備註

土中傾斜管 SO

2.57mm(L/1600) 3.60mm(L/1100) 　A區

1.71mm(L/1600) 2.40mm(L/1100) 　B區

2.28mm(L/1600) 3.20mm(L/1100) 　C區

2.0mm(L/1600) 2.80mm(L/1100)  DW區

3.40mm(L/1600) 4.80mm(L/1100)  DE區

水位觀測井 OW ±1M ±2M

支撐應變計 VG 設計軸力之90% 設計軸力之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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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監測警戒值、行動值

橋墩位置

垂直變位 垂直變位 水平角變位 水平角變位

警戒 行動
警戒值 行動值

警戒 行動
警戒值 行動值

Sec(秒) Sec(秒) Sec(秒) Sec(秒)

P25 1/2139 1/1426  96.43 144.646 1/5484 1/3656 69.605  88.387

P26R﹐ P26L 1/2129 1/1420 96.883 145.257 1/5460 1/3640 67.777  86.666

P27R﹐ P27L 1/2403 1/1602 85.836 128.754 1/3081 1/2054 66.947 100.421

P28R﹐ P28L 1/2573 1/1716 80.165 120.201 1/3299 1/2199 62.523  93.799

P29R﹐ P29L 1/2588 1/1725   79.7 119.574 1/3318 1/2212 62.165  93.248

P30R﹐ P30L 1/2518 1/1679 81.916  122.85 1/3228 1/2152 63.899  95.848

P31R﹐ P31L 1/2483 1/1656 83.071 124.556 1/3184 1/2123 64.782  97.157

P32R﹐ P32L 1/2543 1/1696 81.111 121.618 1/3261 1/2174 63.252  94.878

P33R﹐ P33L 1/2756 1/1837 74.842 112.283 1/3533 1/2355 78.382 107.586

P34R﹐ P34L 1/2695 1/1796 76.536 114.847 1/3455 1/2303   79.7 109.563

P35R﹐ P35L 1/2763 1/1842 74.652 111.979 1/3542 1/2362 78.234 107.326

P36R﹐ P36L 1/2789 1/1860 73.956 110.895 1/3576 1/2384  77.68  106.52

P37R﹐ P37L 1/2882 1/1921  71.57 107.374 1/3695 1/2463 75.823 103.745

P38R﹐ P38L 1/2949 1/1966 69.944 104.916 1/3781 1/2521 54.553  81.819

P39R﹐ P39L 1/2846 1/1897 72.475 108.732 1/7297 1/4865 63.267  77.398

P40R﹐ P40L 1/2888 1/1925 71.421  107.15 1/7405 1/4936 67.855  80.788

表4 監測警戒值、行動值(沉陷觀測點)

橋墩位置
垂直變位

警戒值(mm) 行動值(mm)

P25 0.0025 0.00375

P26R﹐ P26L 0.0025 0.00375

P27R﹐ P27L  0.005  0.0075

P28R﹐ P28L  0.005  0.0075

P29R﹐ P29L  0.005  0.0075

P30R﹐ P30L  0.005  0.0075

P31R﹐ P31L  0.005  0.0075

P32R﹐ P32L  0.005  0.0075

P33R﹐ P33L  0.005  0.0075

P34R﹐ P34L  0.005  0.0075

P35R﹐ P35L  0.005  0.0075

P36R﹐ P36L  0.005  0.0075

P37R﹐ P37L  0.005  0.0075

P38R﹐ P38L  0.005  0.0075

P39R﹐ P39L 0.0025 0.00375

P40R﹐ P40L 0.0025 0.00375

三、站體及月台柱基礎設計考慮

基地在鑽孔深度(35.00m)內之地層之主要組

成層次約可分為3個層次：(1)回填層；(2)卵礫石

層夾黃棕色砂土；(3)灰色或黃棕色風化砂岩夾

貝屑偶夾泥岩或頁岩層，既有橋柱基礎型式為基

樁坐落於砂泥岩層，故站體及月台柱基礎選用

時，特別考慮差異沉陷或既有結構之垂直或水平

變位，於基礎採用獨立基腳或筏式基礎時，基礎

底部不得低於原結構樁帽高程，且將結構物載重

傳遞至岩盤或卵礫石層，若基礎底部地層為軟弱

土壤，則必須以早強混凝土置換，以快速提供既

有結構之側向支撐及永久承載力。

四、新舊結構連結之地震力檢討

站體結構設計以不直接影響高鐵行車安全

及營運需求之前提下進行，並符合『台灣高速

鐵路設計規範－第九冊－土建設計』及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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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並分次改善；其餘需要考量施工性之衝突標

示於發包圖面內，在施工階段期間由施工廠商

依據其施工性進行改善修正，降低施工中可能

發生的施工界面問題。

建築技術規則之相關規定。基礎結構採用回歸

期475年的地震力傳遞下來之放大2.5倍之基底

剪力，以彈性設計之，確保大地震時基礎變位

保持於彈性範圍內。

在車站站體的配置上，將車站主體結構

配置脫離於軌道正下方，以避免高鐵車輛經過

時所產生之軌道振動對車站主結構體之影響，

並增加施工之可行性，施工月台板時亦以吊模

方式澆鑄混凝土，確保混凝土之抗壓強度及品

質。車站主體及月台柱結構與既有橋柱之結構

勁度不同，故於結構設計分析需模擬地震力之

碰撞檢討，以確定各單元伸縮縫之設計寬度。

參、施工階段規劃

一、BIM導入及模擬施工─有效縮短工期及

降低變更設計機率

高鐵苗栗站為配合整體高鐵營運及地方居

民提早啟用需求，便有縮短原興建工期42個月

為28個月之目標構想，於車站設計期末便委託

CECI將所有設計資料建置BIM模型(相關建置流

程如圖3)及3D視覺化模型(圖4)，找出設計重大

管線及結構衝突(圖5)，在細部設計階段調整衝

表5 緊急狀況及救援相關處理方式

狀況 處理不當狀況 建議處理方式 事先預防方式

支撐超過容許荷重，或

施工不良而潛藏危機
1.支撐系統失敗

1 .增加水準支撐數量，或減小有效

無支承長度

2. 尋出主要原因並處理之，如溫度

太高等

3.掌握時機，改善施工不良處

1.注意將構台支承樁與中間樁分開

2. 動員加強檢查支撐系統施工並注意

盲點或弱點

3.同步預壓

4.監測公司配合管制預壓過程

開挖面土壤隆起量大；

配合傾斜儀底部土層位

移量持續變大

1.水平支撐挫曲

2.連續壁結構扭曲

1.停止挖土，降低水位

2.基地邊緣土台緊急回填

3.考慮分區，以島式施工

4.進行地質改良加速完成大底

1.管制抽水計畫

2.不超挖且筏基工程進度適當

3.監測公司確實觀測及反應

4.深度選擇適當

持續驟雨；震動；重車

等外加荷重太大

對整個安全系統產生

不利影響，甚至失敗
避免持續外加荷重

1.施工規劃及協調完善

2.構台勿用中間樁支承

圖3 BIM模型建置流程

圖4 3D視覺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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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重大設計階段管線及結構衝突統計示意圖

TRAY 相互衝突

設計階段之衝突 設計階段改善之衝突

TRAY 相互衝突

風管與 TRAY 衝突重疊

風管與 TRAY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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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站區分區及基礎跳島式施工

為便於工區各工作施作階段有統一劃分區

域編號名稱(圖7)，以利各區域各工種配合施

作，及便於工務所對各工作區域做有效運用、

管理和進度安排等，故將本工區做一工作分區

劃分。

(一)  車站興建期考量營運行駛之列車安

全，於設計圖說施工要求如下：

1.  月台區(D區)基礎施作階段，同一橋墩

東、西兩側只許一側施作，不可同時

開挖。

2.  月台區基礎同一側，兩相鄰之基礎不得

同時開挖，採跳島方式進行開挖。

3.  車站區A區域與C區域基礎不可同時開挖

施作，須待一側區域基礎施作完成回填

後，始可進行另一區域開挖作業。

4.  車站區B1區域與B2區域基礎不可同時開

挖施作，須待一側區域基礎施作完成回

填後，始可進行另一區域開挖作業。

依據高鐵苗栗站竣工資料顯示，於生命週

期設計階段即開始進行BIM建置與各專業整合之

模擬施工，可在施工階段減少約三分之一足以

影響工期及成本之設計變更。

二、苗栗站採車站主體、既有軌道結構分離

包覆式施工

高鐵苗栗站站體結構型式(圖6)概分為

(一)  基礎型式：獨立基腳(Spread footing)、

連續基腳(Continuous footing)、筏式基

礎(Floating foundation) 。

(二)  上部結構：鋼筋混凝土RC、鋼骨結構

SC、鋼骨混凝土SRC

高鐵苗栗站站體的施工配置上如前言，是

將興建之車站主體結構與既有軌道結構體，採

結構分離、包覆式施工，以避免營運中高鐵車

輛行經時產生之振動對興建中車站主構造體產

生負面影響，故車站施工所需支撐、模板系統

等皆以此概念規劃。

圖6 高鐵苗栗站站體結構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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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此原則規劃工區基礎工程施工順序

如下：

1.  車站主體基礎工程順序

A區 → B1區 → B2區 → C區。

2.  月台基礎工程順序

DS2區 → DN1區 → DS1區 → DN2區。

以DS2區為例

月台柱基礎開挖順序(圖8)：①DSW12→②

DSE11→③DSW10→④DSE9→⑤DSW8→⑥DSE

7→⑦DSE12→⑧DSW11→⑨DSE10→⑩DSW9→

①①DSE8→①②DSW7。

四、營運列車營運模式

由於在主線興建期即預先施作後續新增

三站之月台停靠軌，在主體工程施工前另行施

作主線軌道與停靠軌間施作隔音牆工程，以完

整阻隔列車駕駛在行進間經過車站工地，受到

工地施工影響，造成虛驚事件影響營運；在主

體工程施作之初亦規定列車在經過新增三站工

地時須減速行駛，讓列車駕駛對於突發狀況能

有反應時間，直到工程進行穩定，各項工安要

求皆依照高速鐵路運轉規範(High Speed Rail 

Operations Regulations, HSROR)確實執行後，才

解除減速行駛之規定。

圖7 高鐵S230標苗栗站工區分區示意圖

圖8 高鐵S230標苗栗站月台基礎施工順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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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宣導，確實依施工前進行危害分析及

風險評估，採取適當減輕措施，以降低高

鐵營運風險。

六、 月台層工區臨時阻隔圍籬宜標示高壓電危

險及禁止入侵等警告(圖10)，未來如有外

勞，亦應加入外勞母語說明。

七、 月台層工區電車線系統(Overhead Catenary 

System, OCS)側吊車使用期間，應設置緩

衝區管制，嚴禁施工機具、材料及人員侵

入，並應嚴格規定施工機具之使用方式。

八、 月台層工區於臨時阻隔圍籬設置完成後，

接地棒設置於最接近臨時圍籬門之OCS位

置，另加設軌道安全防護(圖11 Track Safety 

Protection,TSP)設備於臨時阻隔圍籬內，前

肆、施工管理採取措施

為降低本工程施工對於高鐵營運界面之安

全風險，高鐵苗栗站S230標業主駐地辦公室 

(以下簡稱S230 REO)研擬下述對策，要求承商 

及各有關協力廠商確實遵守：

一、 高鐵苗栗站月台層工區於臨時阻隔圍籬

設置完成前，任何人員進出及施工須依

進入高速鐵路運轉規範(High Speed Rail 

Operations Regulations, HSROR)管制區域

之認證規定辦理；月台層工區於臨時阻隔

圍籬設置完成後(圖9)，即非屬HSROR管制

區，工區內之人員及機具則由S230 REO負

責督導。

二、 月台層施工採取單側月台輪流施工之方

式，以利保留一側月台軌道提供高鐵營運

列車緊急調度、停靠之用。

三、 施工期間採取嚴格管制措施，人員須通過

相關HSROR訓練才可進出月台層工區。

四、  承商參酌高鐵公司HSROR B級訓練教材暨高

鐵苗栗站興建工程危害告知，編製安全衛

生訓練教材，施工人員及欲進入工區者，

皆需完成安全衛生訓練才能進入。

五、 強化月台版模、鋼筋及鋼架吊裝工班安全

圖9 設置臨時阻隔圍籬(右側) 圖11  設軌道安全防護(Track Safety Protection,TSP) 

設備

圖10 高壓電危險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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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設備於臨時阻隔圍籬拆除前應每日檢查

其情況是否正常。

九、 在 月 台 層 進 行 吊 掛 作 業 時 ， 若 事 故 發

生 時 ， 施 工 單 位 除 立 即 以 手 持 無 線 電

(Terrestrial Trunked Radio, TETRA)通報高

鐵公司行控中心(Operation Control Center, 

OCC)外，亦應第一時間作動TSP，期以最快

速度使列車停下，降低傷害至最低程度。

十、 於施工期間為配合高鐵公司之維修／檢測

車輛於施工期間駛進及駛離月台線工區，

本公司將設計可供快速組裝／拆卸之臨時

阻隔圍籬門，以確保營運時間帶開始前，

月台線工區之臨時阻隔圍籬能復原完成。

十一、  若高鐵營運列車需緊急停靠至月台層軌

道區待避時，月台層工班須配合停工、

淨空，以降低高鐵營運風險。

圖12 臨時阻隔圍籬

圖14 各項風險評估示意圖

圖13 軌道上方的電車線(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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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鑒於高鐵車站之興建，設計上除應考量高

鐵營運需求、地方經濟發展及自然生態之間平

衡點，期與地方共生共榮，共創高鐵、地方及

生態三贏；施工上為有效工期控管及降低變更

設計成本，導入BIM模擬施工已為時代所趨，高

鐵苗栗站於營運中高鐵正線軌道旁施工，為一

難得且深具挑戰的工程案例，願與各工程先進

及高鐵苗栗站興建人員們分享之。

參考文獻

1. 各類簡報及施工規範，高鐵苗栗站S230標

業主駐地辦公室。

2. 「高鐵苗栗站興建工程」：施工計畫書，

豐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十二、 架設臨時阻隔圍籬

東／西月台軌道區於隔音牆端架設臨時

阻隔圍籬(圖12)，以禁止人員侵入高鐵營

運範圍。

十三、 斷電、接地作業

如於營運時間帶吊裝時，東正線1號軌

(E1)、西正線1號軌(W1)軌道上方的電車

線(圖13 OCS)須申請斷電及接地作業，斷

電申請人員須經HSROR之E級訓練合格，

擔任接地人員須經接地訓練合格。

十四、 吊裝作業及熔接作業時之風速及雨限制

所有長形或大面積可能受風力影響之吊

裝物件均應連有繫繩方便現場人員牽

拉，避免吊裝時搖晃擺盪。吊掛作業如

遇強風(10m／s以上)、大雨(時雨量40mm

以上)應立即停止作業，熔接作業則不得

於下雨時進行；所有進行吊掛安裝、假

固定及熔接作業之人員均應配備有符合

其工作需求之個人安全裝備、工作台及

上下設備等。

十五、 吊裝作業安全設備

吊裝作業之起重機設備應實施進場管制

(一機三證)，每日作業前確實執行自主

檢查。

十六、 相關危害分析及風險評估風險降低對策

示意如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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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工業區開發、再生能源、綠色能源

打造綠能科技園區─
以臺南市永康科技
工業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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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政府產業政策引導下，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臺南市政府為考量財政無法提

供工業區開發所需之資金，於是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相關規定，將工業區規劃編定

及開發工作全部委託開發商辦理，委託開發因政府零出資，且可獲得工業區內的公共設

施及產權，而開發商為加速土地銷售，在用地規劃時即同時協助招商，並於用地及公共

設施規劃時考量產業發展的實際需要，減少以後變更的幅度，可說是一舉數得。

1 2 3 4

壹、永康科技工業區開發方式

臺南市政府在考量工業區開發的資金龐

大，為能吸引開發商參與意願及減輕其資金籌

措壓力，由市政府向財政部建設基金貸款，以

支付用地取得之費用，永康科技工業區即是採

用此模式辦理，工業區開發經費108億元，土地

款部分由政府投入金額為53億元，土地132.11

公頃。永康科技工業區開發模式比照柳營科技

工業區及樹谷園區模式採公共工程施工及土地

出售同時進行，以便廠商同步建廠，縮短進駐

廠商建廠期程，爭取市場先機，由市府委託OT

商經營管理服務機構後，市府除無需自設管理

機構可節省一筆龐大的經費外，每年尚可收取

權利金600萬元，而且借重民間企業化的管理服

務經驗，可進一步提升工業區服務品質，提供

進駐企業和員工更完善的服務。

臺南市政府在招商過程除推廣臺南市的產

業政策及發展現況，使企業主更瞭解於臺南市

設廠的利基，同時加入多種商業性與服務性工

作，加速土地的去化，金融機構配合提供永康

科技園區專案貸款，土地融資90%、建廠融資

80%、設備融資80%，市府以推出「買比租更便

宜」的優惠方案，廣獲企業主熱烈的迴響。自

97年5月份起永康科技工業區進行土地出售，預

估可吸引約320億元的投資額，創造超過150億

元年產值及3,500個就業機會。工業區開發完成

後，預期將可創造1,000億元年產值及12,000個

就業機會。

建設綠色園區，創造永續發展環境，擴

大再生能源利用，加速綠色能源產業發展，強

化能源效率管理，是行政院近年之施政方針。

臺南市政府致力於陽光電城的發展已有多年，

為達到建設新臺南十大旗艦計畫「低碳綠能永

續大臺南」的目標，從100年縣市合併後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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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園區開發範圍 圖3 產業區域位置圖

圖1 區域位置圖

一、計畫概述

(一) 地理區位

 永康科技工業區(圖1及圖2)位於臺南

市永康區東北方，毗鄰永康工業區及永康

焚化廠。

(二) 產業區位

 北距臺南科學園區約5公里，西南距臺

南市中心約8公里，南距高鐵臺南車站特定

區約12公里。

(三) 交通區位

 南、北兩側有台1、台20通過，東鄰

高鐵橋下道路，西距國1永康交流道約2.5

里，北距國8新市交流道約2.5公里。

二、發展利基

(一) 空間條件

1.  臺南都會區臺南-永康-新市-善化-麻豆發

展廊帶。

2.  南臺灣科技金三角。

3.  臺南都會區科技發展軸(圖3)。

(二) 在地優勢

 都市化地區人口20萬，居住、商業機

104年2月份，臺南地區設置太陽光電取得同意

備案量已有1,856件，總設置容量逾95百萬瓦

(MWp)，預估減碳量62,130公噸，相當於191座

臺南公園的年減碳量，吸引投資金額超過85億

元，在全國各縣市名列前茅。臺南市每年平均

日照時數超過2,000個小時，擁有發展太陽光電

的天然優勢。臺南市政府在綠能及低碳方面，

配合能源使用的世界潮流，打造永續的綠能低

碳環境，積極導入太陽能光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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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園區內道路配置圖

表1 土地使用計畫表

使用分區 公頃 百分比

生產事業區   76.1  57.61%

研究發展區   1.65   1.25%

相關產業區   3.19   2.42%

公
共
設
施

服務中心   0.95   0.72%

公園綠地  20.62  16.13%

道路  22.82  16.75%

其它   6.79   5.14%

小計  51.17  38.73%

合計 132.11   100%

2.土地使用計畫(如表1)

貳、打造「綠能科技」園區

永康科技工業區為臺南市近年開發的工業

區，除提供廠商產業發展用地，規劃完善的道

路系統、充足的用水及用電供應設施、符合規

定的環保設施外，並強調生態及生活。臺南市

政府為能表達科技化及現代感的意象，創造媲

美科學園區之優質環境及臺南市低碳綠能永續

發展之目標，永康科技工業區在綠能及低碳方

面，配合能源使用的世界潮流，打造永續的綠

能低碳環境，全面導入太陽能光電系統，引進

太陽能發電，而配合市府推廣電動汽車政策，

於停車場設電動汽車充電站，免費提供電動汽

車充電使用，道路照明則率先採用LED燈具，兼

具省電及低維護成本等優點，將永康科技工業

區打造成為「綠能科技」園區。

永康科技工業區土地面積132.11公頃，公

共設施用地包含服務中心、公園、道路、停車

場及綠地等約51.17公頃，佔開發面積之39%，

高出法規規定之30%，其中，兼具防洪、景

觀、休憩及生態的滯洪池面積佔地4.9公頃。區

內綠色能源設置，已建置全區照明LED節能燈

具，太陽能發電設置，及在園區八座停車場設

置太陽能棚架；此外，在服務中心、污水處理

廠及高架水塔設置大型太陽能板，預估每年總

能發展成熟產業基礎深厚，2,500家工廠，

300家汽車零件廠，聯外交通便利，人力資

源年輕素質高，水電基礎設施完備。

三、基地規劃

(一) 基地規劃─區內道路

1.  工業區道路配置約11,160公尺(圖4)

2.  停車場：八處

(二) 基地規劃─公共設施

1. 公共服務

(1)設置管理機構及服務中心

(2)公共停車場(八處)、道路設施

(3)設置變電所，管路地下化。

(4)自來水設施(用水量1萬CMD)

(5)三日用水量公共蓄水設施

(6)電信、瓦斯管線。

(7)雨、污水分流系統

(8)區內獨立排水系統及滯洪設施

(9)三級處理標準污水處理廠

(10)環區寬20米以上綠帶，綠地比11.5%。

(11)三處大型公園，公園用地比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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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服務中心屋頂傳統型太陽能板

圖7 服務中心南側立面薄膜型太陽能板

一、綠能建置

(一) 服務中心

 服務中心(圖5)基地面積9500㎡、RF面

積382㎡，屋頂中央設置採光罩(圖6)，為

避免遮蔽服務中心中庭光線，於採光罩四

周設置傳統型太陽能板。

服務中心為銅級綠建築，於南側立面及屋

頂(圖7、8)設置太陽能板，可塑造整體景觀。配

合南側滯洪池，將服務中心南側立面打造成船

帆型式，象徵園區綠能科技蓄勢待發的意象，

風起帆揚。

(二) 高架水塔

 將高架水塔樓梯南面玻璃帷幕改成薄

膜型太陽能板，另兩側則改為同色調及同

尺寸玻璃，對原先規劃之地標燈光造景效

果影響較小(圖9)。

發電量共41.6萬度，除可供應園區污水處理廠、

服務中心、園區照明、電動車充電等，更能將

太陽能板所發電量躉售台電，增加未來全工業

區營運的利基。

為擺脫工業區刻板的印象，永康科技工業

區全面「公園化」，並做好敦親睦鄰，除了休閒

育樂中心，還有環區自行車道、三座滯洪池景觀

公園、涼亭等公共設施，提供當地社區民眾及進

駐廠商休憩使用，創造親民的形象。景觀美化方

面，在服務中心南側立面設置造型太陽能板，除

了塑造整體公共藝術景觀，所產生的電流供應服

務中心使用，並配合南側滯洪池，以突顯園區為

綠色園區的意象；在園區內三座滯洪池浮島，設

置太陽能板創意的水車及昆蟲、草花造型，與服

務中心南側立面景觀相互呼應，塑造一個優質的

現代化生產、生活及生態環境。

圖6 服務中心中庭採光罩

圖5 服務中心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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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高架水塔室外燈光模擬側視圖

圖10 調勻池傳統型太陽能板(專區污水前處理廠)

圖11 脫水機房屋頂傳統型太陽能板

圖12 調勻池傳統型太陽能板(綜合污水處理廠)

圖13 幸運草亭子傳統型太陽能板

(四) 綜合污水處理廠

 綜合污水處理廠太陽能板設置於管理

中心屋頂、機房屋頂及調勻池上方(圖12)、

幸運草亭子(圖13)。

(五) 停車場

 全區八座停車場(圖14~21)停車棚架設

置太陽能停車棚架，除供遮蔭外，所產生

電量躉售台電。

(三) 專區污水前處理廠

 永康科技工業區內的金屬表面處理專

區，佔地7.8公頃，獨立設置處理容量3,500 

CMD的專區污水前處理廠，將電鍍污水完成

前處理後，再排入綜合污水處理廠併同一

般產業區之5,500CMD污水一起再處理後排

放，而綜合污水處理廠之處理容量為9,000 

CMD，專區污水前處理廠太陽能板設置於調

勻池上方(圖10)及脫水機房屋頂(圖11)。

圖14 停車場一(傳統型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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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軟體模擬得太陽能板與面向南水平夾角

差異之發電效益，以4kWp傳統型太陽能板於推

估日發電3小時下之全年發電量，太陽能板以

0°、2°、5°、20°、22.50°、25°等六種不同角度

分別進行，其中5°以下係以排水坡度模擬之，

20°～25°則係推估最大效益之角度(表2)。

由表2可知，於臺南市面向南太陽能板與

水平夾20°可獲得最大效益，惟因其效益差距

不大，為考量停車棚架美觀及日後維護，而採

用排水坡度2°～5°(不超過10°)作為停車棚架

角度。

圖15 停車場二(傳統型太陽能板)

圖16 停車場三(傳統型太陽能板)

圖17 停車場四(傳統型太陽能板)

圖18 停車場五(傳統型太陽能板)

圖19 停車場六(傳統型太陽能板)

圖20 停車場七(傳統型太陽能板)

圖21 停車場八(傳統型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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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太陽能板與水平夾角效益模擬結果表

太陽能
板角度

發電量(kw) 發電效益比 備註

0° 4.285  96.10%

2° 4.318  96.80% 排水坡度

5° 4.361  97.80%

20° 4.459 100.00% 最大效益

22.5° 4.449  99.78%

25° 4.435  99.50%

二、充電樁設置位置及造型

配合「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計畫」於鄰近

園區管理中心之停車場(停車場五用地)設置電動

汽車充電站(圖22、23)、充電樁，提供附近居

民、上班族或洽公民眾使用。

圖22 電動汽車充電站

圖23 電動機車充電站

三、滯洪池設置：青庭綠水(圖24、25)

以蜻蜓離水展翅，優雅舞遊於池畔，象徵

科技園區以綠能及低碳與周圍環境和諧榮生，

並與服務中心南側立面景觀相互呼應，所產電

源配合夜間照明使用。

參、裝置太陽光電系統申辦流程
及效益

一、再生能源法規(圖26)

圖26 再生能源法規示意圖

圖24 滯洪池生態浮島太陽能板設置日間模擬

圖25 滯洪池生態浮島太陽能板設置夜間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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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申請辦理流程示意圖

期上限費率乘以(1-得標折扣)。

(三)  費率計算基準日為「完工日」，即為

台電併聯掛錶日期。

三、太陽光電系統行政申請辦理流程(圖27)

(一)  注意竣工掛表完成日期：自首日併聯

日起計量電能。

(二)  應於與台電簽約之日起一年內，完成設

置與併聯，並向能源局申請設備登記。

(三)  檢附設備登記文件至臺電辦理開始躉

購電能，並結算試運轉期間計量電能

之電價。

四、每年預估發電量及收益(表4)

(一)  標準型裝置容量(kWPp/小時)＝230(Wp) 

×裝置片數。

(二)  標準型發電量(Wp/片/年)＝標準型裝置

容量(kWPp/小時)×裝置片數×3(小時) 

×365(天)。

(三)  薄膜型裝置容量(kWPp/小時)＝130(Wp) 

×裝置片數。

二、價格管理制度(FIT)

再生能源躉購制度之設計可區分為「價

格管理制度」與「數量管理制度」，數量管理

係由政府透過立法規範電業或能源用戶之再生

能源發電比例，其價格取決於市場機制，又稱

再生能源配比義務(RPS)。由於RPS制度屬強制

性，因此若電力業者未達到要求目標時，須採

行罰責制度。價格管理制度係政府按不同再生

能源發電技術來擬定各種再生能源固定收購電

價，稱為FIT制度，主要分為兩種收購型式，第

一種為政府在一定期間內以固定的躉購費率收

購再生能源所生產的電力，第二種為再生能源

電價差額補助(FIT)，由政府制定再生能源收購

電價，而再生能源所生之電力交由電力市場進

行標售，由政府補助得標電力業者按其得標價

格與實際電力市場銷售價格之差額，為我國現

採用方式。FIT制度提供再生能源業者長期穩定

的投資環境，採20年固定費率讓業者可掌握每

期現金流量(表3)，以利投資決策規劃，降低營

運風險，此外，以能量費率及成本標竿模式，

鼓勵再生能源資源較優之區域及經營效率較佳

之業者優先進入市場，以提升再生能源經濟效

益。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計算方式：

(一)  每年度免競標及競標之適用對象及其

容量，由經濟部另訂之。

(二)  屬競標適用對象之電能躉購費率為當

         表3 102年躉購費率表(依年期調整費率)

分
類

裝置容量級距
102年

第一期上限
費率(元/度)

102年

第二期上限

費率(元/度)

上
限
費
率

屋
頂
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8.3971 8.1836

10瓩以上不及100瓩 7.5432 7.3297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7.1162 6.9027

500瓩以上 6.3334 5.9776

地
面
型

1瓩以上 5.9776 5.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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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中心為例，原每年預估發電量為

98,396.7kWp，依據103年度實際發電量之統計為

115,056kWp，可達成每年預估發電量及收益。

肆、結語

經濟部能源局於2012年推動「陽光屋頂百

萬座」計畫，作為達成再生能源擴大推廣主要策

略，採「逐步擴大、先屋頂後地面」方式推動，

並規劃於2030年推廣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容

量達到6,200MW目標，建立我國太陽光電設置應

用完善環境，積極推動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臺南市政府致力於陽光電城的發展已有多

年，因受惠於南台灣熱情的太陽是取之不盡、用

之不竭的資源，配合能源使用的世界潮流，積極

導入太陽能光電系統，並藉以帶動綠能相關產業

的發展，永康科技工業區在市府、顧問公司、廠

商的努力下，已成為「綠能科技」園區。

表4 每年預估發電量及收益表

設置位置 詳細位置 型式 發電量(kWp/年) 費率(元/度) 每年預估金額(元)

服務中心
屋頂 標準  70,014.30 7.5432  $528,132

造型牆 薄膜  28,382.40 7.3297  $208,034

專區污水

前處理廠

機房屋頂 標準   4,029.60 7.3297   $29,536

調勻池 標準  35,259.00 7.3297  $258,438

綜合污水處理廠

管理中心 標準   5,540.70 7.3297   $40,612

機房屋頂 標準  12,088.80 7.3297   $88,607

調勻池 標準   7,555.50 7.3297   $55,380

幸運草亭 標準   5,792.55 7.1602   $41,476

停1 停車棚架 標準  37,777.50 7.3297  $276,898

停2～8 停車棚架 標準 172,517.25 6.419 $1,107,388

高架水塔 玻璃帷幕 薄膜  14,235.00 未完成躉售 　

合計 　 　 416,275 kWp 　 $2,63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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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多良高架橋、井式基礎、堅硬岩盤、地下湧水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嘉南工程處／技術經理／張曜洲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南迴監造專案／專案副理／潘永真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南迴監造專案／正工程師／吳士雄 3

關鍵詞：多良高架橋、井式基礎、堅硬岩盤、地下湧水

臨海側井式基礎施工
案例探討─以台９線
南迴拓寬改善工程
多良高架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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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9線南迴公路為花東與高屏地區主要運輸幹道，隨著近年來經濟成長及休閒旅遊風

氣興盛，車輛急遽增加，原有道路規劃標準、道路線形、縱坡及路寬等均無法負荷現今

之交通流量，且行駛速率常受大型車影響，不當超車行為更是威脅交通安全，在在顯示

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工程之必要性。

本文除概略說明本工程多良高架橋設計背景及工法選擇外，主要將針對該橋下部結

構井式基礎施工過程遭遇堅硬岩盤、地下湧水及潮汐海水滲流等困境處理過程及其解決

對策之成效進行探討，期有助日後進行類似工程施工時之借鏡及精進作為之參考。

圖2 多良高架橋施工減少對環境破壞圖1 多良高架橋施工前邊坡現況

址週遭環境生態。

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工程施工路段沿

線地層以板岩崩積層為主，邊坡坡度約為25°～

50°。由於工址坡度較陡，橋梁基礎若採傳統工

法，除施工困難外，亦將嚴重破壞環境景觀。

本工程多良高架橋橋墩採用井式基礎開挖工

法，施工時不需大型機具，適用於作業空間受

限的陡峭邊坡；並可降低邊坡擾動範圍，維持

既有邊坡穩定，由於開挖範圍縮小，使施工對

周遭環境景觀生態之衝擊降至最低(圖2)。

壹、前言

台9線南迴公路海側邊坡施築橋梁基礎，除

須考量邊坡保護、作業空間及施工安全等因素

外，臨海側長浪侵襲及颱風威脅亦是施工期間

的防範重點(圖1)。

傳統橋梁結構位於邊坡上之基礎開挖，多

採噴凝土或格梁護坡再配合鋼板(軌)樁或預壘樁

等開挖擋土方式，然傳統工法所需處理之邊坡

面積較大，除工程費用較高外，亦嚴重破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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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多良高架橋井式基礎示意圖

貳、環境背景及工法選擇

台9線南廻公路拓寬改善工程橋梁橋址在經

過台9線南迴公路山坡地情況下，其橋墩基礎施

作時通常需面臨土方開挖後邊坡穩定處理及擋

土支撐等議題。不論採用何種工法皆有坡度及

高度限制、需要大量土方開挖作業及破壞當地

生態景觀等缺點；而有關開挖擋土支撐方式，

傳統工法皆採自然邊坡開挖、鋼板(軌)樁擋土

或型鋼樁擋土等方式，各工法皆可能有適用土

層限制、開挖範圍大、作業空間受限或是工期

長、費用高等缺點。

井式基礎開挖工法施工方式，係先於原有

邊坡表面整平後施作洞口保護工，再逐層開挖

並施作掛網噴凝土壁體至PC底，完成基礎PC混

凝土澆置作業，開始進行井式基礎鋼筋綁紮、

內模組立及混凝土澆置等作業。本工法開挖範

圍僅需較井式基礎結構略大，可將邊坡擾動範

圍降至最小，施工時不需大型機具，適用於作

業空間受限的陡峭邊坡，可提供橋梁工程於陡

峭邊坡基礎開挖時的解決方案(圖3)。

參、井式基礎施工

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工程多良高架橋全

長1.361公里，上部結構採用支撐先進及逐跨場

撐工法，下部結構橋墩基礎採用井式基礎，橋墩

數共計30墩，井式基礎尺寸為直徑6M深度12M，

採中空填土方式設計，最大開挖深度達22M。

一、施工步驟

有關多良高架橋井式基礎開挖工法之施工

步驟概述如后(圖4)：

(一)  基地整理：首先清除洞口保護工預定

位置處之雜草、樹木等地上物，並適

度整平。

(二)  施作地面上之洞口保護工：於整地後

先進行井式基礎環梁放樣、開挖、鋪

設鋼線網及安裝桁型鋼肋，然後進行

環梁噴凝土施工；再進行洞口保護工

放樣及鋼筋模板組立作業，接著澆置

混凝土完成洞口保護工結構體。

(三)  施作壁體：沿洞口保護工內側垂直向

下開挖約1m，於垂直開挖面表面鋪設

鋼線網、架設桁型鋼肋及施打垂直補

強筋後，再以強度210kg/cm2噴凝土施

築15cm厚之擋土壁體。

(四)  重複步驟(三)直至井式基礎PC底面，進

行25cm厚PC混凝土(280kg/cm2)澆置作

業。

(五)  於井式基礎封底頂部中央設置集水

坑，裝設抽排水設備，將內部積水及

壁體滲流排出，以利施工。

(六)  施作井式基礎結構及橋墩，完成多良

高架橋橋梁下部結構。

二、施工管理重點

(一)  洞口保護工

 洞口保護工施工前需視邊坡地形打設

H型鋼樁擋土支撐，部分地形雜亂或臨近台

9線邊坡處，在進行洞口保護施工前，除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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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厚度；另外若工址屬破碎地層或發生湧

水等現象，則需視個案狀況分別處理。

(三)  井式基礎開挖壁體垂直度量測作業

 因多良高架橋井式基礎最大開挖深度

達22M，故開挖前須於洞口保護工頂部安

裝垂球線固定板，於井式基礎開挖期間，

每M進行開挖壁體垂直度及井式基礎尺寸

量測作業，避免超挖及結構偏心。

(四)  井式基礎封底

 井式基礎封底頂部須設置集水坑及抽

水設備，確保井式基礎內無大量積水影響

鋼筋綁紮及內模組立，混凝土澆注前需將

積水排除。

設H型鋼樁擋土支撐外，亦需進行掛網噴凝

土作業以穩定邊坡，避免井式基礎開挖期

間邊坡土石崩落，危及台9線用路人及施工

人員安全，故洞口保護工施工前須確認邊

坡臨時性穩定措施完成後，方可進行後續

開挖及整地作業。

(二)  井式基礎壁體

 井式基礎壁體開挖時，需於噴凝土施

作前裝置洩水孔，以降低未來井式基礎壁

體因地下水所造成之側壓力，洩水孔之配

置應視土壤透水性而定，通常以設置在低

處為原則。

 壁體噴凝土主要提供開挖表面穩定保

護之用，噴凝土施作時須避免鋼線網及鋼

筋後方壁體產生空隙，確保壁體及保護層

圖4 井式基礎施工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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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井式基礎開挖安全管理

 洞口保護工完成後，隨即於洞口四周

設置安全欄杆防止墜落，井內設置護籠爬

梯並附掛防墜器；為維護施工人員安全，

承包商依照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章

通風及換氣相關規定，於井式基礎內設置

抽排風機強制換氣(圖5)，人員進入前須檢

測井基內氧氣及有害氣體濃度，缺氧作業

主管應在場隨時監控；作業人員均需配備

無線通信設備，以利井式基礎內部施工人

員對外聯繫。

肆、井式基礎施工遭遇困難及解
決對策

多良高架橋井式基礎施工初期即遭遇堅硬

岩盤、地下湧水及潮汐海水滲流等困難，以下

針對井式基礎施工過程各項遭遇困難及解決對

策分別說明。

一、井式基礎開挖遭遇堅硬岩盤

依據多良高架橋地質鑽探資料顯示，該路

段沿線附近共進行地質鑽探15孔，深度22M～

30M，總鑽探深度共442M。沿線地層主要為

崩積層覆蓋於板岩上，地下水位絕大部分位於

井式基礎底部以下。本工程施工初期進行橋墩

P4、P6、P9及P10井式基礎開挖過程，發現地

質狀況多屬堅硬完整岩層(圖6)，經會同設計單

位現場勘查結果，考量岩層地質條件優於井基

混凝土結構，評估可減少井式基礎入岩深度。

經檢核考量井式基礎設計尺寸有結構穩定

性的限制，無法將深度尺寸大幅縮減，且縮短

後部分鋼筋仍需適度增加。綜合評估結果，因

井式基礎深度縮減尺寸有限，無法藉以縮短井

式基礎挖掘時間，提高工率，且鋼筋需重新設

計補強，用量亦需增加，無法達到提高工率節

省經費之目的。

經檢討，以施工初期工率分析，井式基

礎挖掘1M深度所需時間4小時，鋪設壁面鋼線

網、架設桁型鋼肋、施打垂直補強筋及噴凝土

等作業時間4小時，每M井式基礎挖掘作業共計

需約8小時，故一般正常工時情況下1天僅能挖

掘1M。為加速工進推展，井式基礎施工改為24

小時輪班方式作業，並增加1組挖掘工班進場，

經以上述方式提升挖掘工率後，順利克服井式

基礎開挖遭遇堅硬岩盤困境。

二、井式基礎開挖遭遇地下湧水及潮汐海水

滲流

依現場開挖結果分析，井基開挖過程地下

水已有大量湧入開挖區域情形，一般抽排水方

圖5 井式基礎設置抽風換氣設備 圖6 井式基礎開挖過程遭遇堅硬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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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中構造物。

(三)  依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第三篇工程材

料所述，海水中對鋼材之腐蝕速率以

在飛沫帶最快，而於海底面下腐蝕速

率相較是最慢。本工程金崙高架橋與

多良高架橋於海(水)中路段僅墩柱部分

採用熱浸鍍鋅鋼筋，上構與基礎均未

需採用熱浸鍍鋅鋼筋，故施工過程鋼

筋接觸海水，應屬短期現象，結構完

成後鋼筋為混凝土完整包覆同時阻絕

空氣不會有向內部鏽蝕現象。

(四)  多良高架橋井式基礎於海水中施工已

就結構混凝土、鋼筋品質及未來耐久

性做完整設計考量，故井式基礎內部

及外部皆已符合海中環境之設計要

求，不至於影響結構安全。

(五)  另井式基礎PC面灌漿對後續井式基礎

鋼筋綁紮、集中抽排水及人員施工確

有助益及需求。

(六)  井式基礎應於混凝土澆置前以清水沖洗

鋼筋以避免鹽份附著，維護施工品質。

上述井式基礎開挖遭遇地下湧水及潮汐海

水滲流困境，經與業主、設計單位及承包商多

式無法將地下水維持在開挖面下1M範圍內，即

便採取強制抽水仍無法應付開挖壁體滲入之地

下水。

因井式基礎挖掘受地下水湧入影響(圖7)，

需採取適當井式基礎底部灌漿及壁體止水措

施，為避免造成井式基礎混凝土澆置過程地下

水滲入影響施工品質，故檢討井式基礎鋼筋應

改採鍍鋅鋼筋。

經檢討：

(一)  井式基礎施工開挖時遭遇地下水，造

成開挖壁面滲水，於水壓大且岩層較

破碎位置時，以水柱方式噴出，其施

工困難應屬開挖壁面噴凝土無法噴附

影響最大，若配合適當措施導出壁

面滲水，噴凝土即可噴附於開挖壁

體，不需進行額外止水措施。依逐階

開挖，配合抽排水，儘可能將滲水導

排至集水坑再抽掉，逐階施做襯砌壁

面，應可逐階止水。惟若壁體滲流量

過大時，應考量將井式基礎由中空型

式改為實心灌注方式施作，藉由實心

灌注混凝土消弭壁體滲流量過大時對

結構安全之影響。

(二)  本工程混凝土係採用TYPE II抗中度硫

酸鹽水泥，適用於抗鹽蝕、海灣、臨

圖7 井式基礎開挖過程壁體海水滲流 圖8 井式基礎底板牆身實心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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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檢討結果，為加速井式基礎施工工率，避免

地下湧水及潮汐海水滲流壁體影響後續施工及

結構品質，井式基礎由中空填土改以實心灌注

混凝土方式施工(圖8)，節省井式基礎內部模板

組立時間及費用，符合業主避免工進延宕及維

護結構安全期望。

三、井式基礎(P5～P8)壁體滲流解決對策 

多良高架橋井式基礎P5～P8間，施工初

期未採取變更實心灌注混凝土方式施作，為維

護施工品質，於施作牆體結構前先行於井式基

礎“封底＂頂部裝設壁體滲流排水管，以利壁

體滲流藉由排水管排放至井式基礎中央集水坑

內，利用抽排水設備保持井式基礎內無積水，

俟井式基礎牆體結構施作完成，並確認井式

基礎內部無積水或滲流情形時，澆置40cm厚

140kg/cm2混凝土將止水閥及排水管封閉，以利

井式基礎中空部位土石回填作業(圖9)。

伍、分享與建議

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工程多良高架橋

井式基礎施工過程，雖遭遇堅硬岩盤、地下湧

水及潮汐海水滲流等困境，經過業主、設計單

位、監造單位及承包商共同研商及檢討，相關

施工困難均已逐一克服，以下將就後續規劃設

計及施工前評估，提出幾點建議：

一、 設計階段之地質及水文調查應確實及完

整，以預知地下水或海水湧入狀況，於契

約內預先擬訂因應對策及標準作業程序，

相關工作經費及工期編排應詳盡，以利監

圖9 多良高架橋橋墩P5～P8壁體滲流解決對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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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環保性、施工性、經濟性、工期性及安全

性等皆優於傳統開挖工法。本文藉井式基礎施

工中所遭遇的各項困難及解決方案，提供後續

施工規劃參考，期望在類似的環境條件下，順

利推展工進，節省相關經費及研討時程。

目前多良高架橋下部結構工程已全數完

成，持續趲趕上部結構箱型梁；本工程係國內

少數延海岸線構築高架橋之施工案例，除難度

較高外，施工前亦需詳細評估邊坡穩定各項措

施是否符合現地需求，期許工程施工與破壞環

境生態不再畫上等號，共存共榮。

參考文獻

1. 交通部公路總局施工說明書技術規定第

03050章混凝土基本材料及施工方法。

2.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十二章第三節。

3. 台9線412K＋350～415K＋500間拓寬改善

工程多良高架橋井式基礎各項施工疑義會

勘、會議紀錄及變更設計文件。

造單位監督承包商事前規劃是否合理。

二、 井式基礎施工過程隨時會有不同變化及突

發狀況，現場人員應隨時監測壁體開挖情

形，遇有緊急狀況需立即採取應變作為。

三、 橋梁井式基礎之直徑尺寸，需考量開挖機

具及人員進出所需作業空間。

四、 橋梁井式基礎需因地制宜，位處臨海側井

式基礎需考量施工進出動線，是否會遭遇

長浪侵襲，邊坡穩定措施符合現況需求。

五、 橋梁井式基礎局限空間挖掘作業施工安全

需隨時注意，而上下護籠爬梯、防墜器、

夜間照明、無線電對講機及通風換氣設備

等井式基礎所需安衛措施及數量，需詳加

考量，並量化於契約內。安衛工程師需確

實執行勞工安全衛生檢查事項，加強勞安

管理、教育訓練及危害告知，維護施工人

員作業安全。

陸、結論

目前台9線南迴拓寬改善工程正如火如荼的

展開，因改善路段位於海岸及山區，施工環境險

峻，過程中常受長浪及颱風豪雨侵襲，如何克

服及解決各項施工障礙，如期如質完工，對現

場施工人員而言，將會是重要的課題及挑戰；

井式基礎開挖工法除避免大量土方開挖與邊坡

破壞作業外，亦可將邊坡土壤擾動範圍降至最

低，施工時不需大型機械及特殊施工技術，特

別適用於陡峭邊坡或施工空間受限區域，具有

維持原有地貌、降低邊坡崩塌可能、節省工程

經費、縮短施工期間等顯著效益；因此就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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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井湧水及橫坑
抽坍案例探討



3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No.108│October, 2015 │169

本文針對台9線南迴公路安朔草埔段隧道豎井遭遇湧水及橫坑發生抽坍之過程及處理

工法進行紀實，並於災變後執行地表地質調查及利用補充地質鑽探與既有鑽探資料進行

岩心判釋，各鑽孔岩心紀錄均顯示工址有一厚度約4～6公尺之破碎帶，透過地質分析之

三點定向法推算破碎帶位態，並將其投影至豎井橫坑之開挖剖面上，發現推算之破碎帶

位置與實際開挖遭遇位置非常吻合，顯示於構造複雜且岩性單調之地質區，仍可透過地

質判釋與分析得到有助於工程方案研擬之弱帶分佈資料。本文透過地質調查及分析，建

構可能之弱帶分佈地質模式，以作為後續隧道開挖施工對策評估之參考。

1 2 3 4

壹、前言

台灣島因位處板塊聚合邊界造山運動活

躍，故形成為數甚多之褶皺、斷層等構造，亦

因劇烈的構造運動致地層多有節理或剪裂帶發

育，加上年雨量豐沛為裂隙岩體帶來充足之地

下水補注，故於此地質環境下，工址之地質構

造特性與工程施工將息息相關，尤其山岳隧道

更是如此。

隧道工程之順利與否常與區域地質構造

有關，因構造複雜、岩體軟弱或地層破碎，常

使得隧道於開挖過程中產生規模不等之災害，

較常見之災害有抽坍、湧水、擠壓及邊坡滑

動……等。如鐵路三義壹號隧道因通過斷層

帶、剪裂帶、弱面形成之不利岩楔及軟弱地層

等，致有抽坍災害發生[1]，北迴鐵路新永春隧

道因突發巨量湧水(80 m3/min)造成開挖面抽坍

大量土石(22000 m3)[2,3]，鯉魚潭水庫士林水

力發電工程地下電廠區亦因遭遇湧水及剪裂帶

而發生抽坍[4]，北二高木柵隧道因進入灣潭

斷層帶，隧道擠壓變形最嚴重區段頂拱入侵達

1.5m[5]，北二高新店一號隧道南口邊坡，因地

質不佳及邊坡與隧道開挖致周圍岩體鬆動之互

制影響，造成邊坡有淺層滑動及深層蠕動情形

[6,7]。上述各災害案例均對工程修復成本及工

期增加產生一定程度影響，故掌握隧道開挖面

前方與周遭之地質情況，及瞭解地盤力學特性

對隧道施工之影響，實為一重要工作也是隧道

工程師之使命。

本文針對台9線南迴公路安朔草埔段隧道

豎井遭遇湧水及橫坑發生抽坍之過程及處理工

法進行紀實，並於災後執行地表地質調查，配

合補充地質鑽探[8](4孔各120m)及既有鑽探資

料(豎井中心120m)，可發現各鑽孔均有一段明

顯之破碎夾泥帶，藉由地質分析之三點定向法

(three points method)推算破碎帶走向及傾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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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判破碎帶之延伸，並將其投影至豎井橫

坑開挖剖面，發現推算之破碎帶位置與實際開

挖遭遇位置相當吻合，顯示於構造複雜且岩性

單調之地質區，仍可透過地質判釋與分析推知

弱帶分佈位置，以及早研擬工程解決方案。

因此，如何綜合各項資訊(如地表地形、地

質露頭、開挖面地質紀錄、前進探查資料、鑽

探岩心、隧道前方震波探測TSP、地電阻影像剖

面探測RIP……等)，建構出合理之地質模式並做

出預判，及提出可能之破壞機制與岩體參數，

以供後續隧道設計施工參考，為工程地質師重

要任務之一。

貳、工程及地質概況

一、工程概況

台9線南迴公路安朔草埔段隧道係穿越中央

山脈南端，全長4.6公里，由台東縣達仁鄉安朔

村(北口)至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南口)，設有一

圓形斷面通風豎井，並規劃北口、南口及豎井

等三工區分別進行隧道開挖工作(圖1)。隧道全

線採新奧工法設計施工，為一雙孔單向之車行

隧道，整體隧道由南往北以2%之縱坡洩降，主

隧道直徑約12.5m，開挖斷面約130m2，豎井開

挖直徑為10.5公尺，深度約112.5m，於井底以

長32m寬9.4m之橫坑(開挖方向為N27°W)，經漸

變段續接6號人行連絡通道(長39m寬13m)，以推

展至主隧道北上線與南下線工作面[9]，相關豎

井及橫坑工區概況如圖2所示。

豎井開挖前於中心鑽設有一孔地質探查

(CD-1孔，120m)，因0～50m地層較破碎故打

設42m管冪鋼管92支(GL.-3～-45m，@40cm)，

及深42m之止水灌漿26孔(GL.-3～-45m)，研

判地下水流可能係由東北側而來，故考量於

豎井之東北側(方位角315°～135°)較密集佈孔

(@1.2m)，西南側則以約2.4m間距佈孔(圖3)，於

前置作業完成後即開挖豎井。

二、地形概況

豎井工區位屬中央山脈西側，座落於一楓

港溪支流與楓港溪交會處之河床堆積地上，整

圖1 工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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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質

本隧道所在地層位屬中央山脈南端之潮

州層，沉積環境可能位於大陸坡邊緣屬一巨厚

之深海沖積扇序列[10,11]，沉積物以泥質材

料為主，故無煤層及石灰岩，因此遭遇瓦斯或

石灰岩洞穴之可能性不大[12]。豎井工區周圍

岩性以硬頁岩為主偶夾薄層石英砂岩或粉砂

岩，地表之硬頁岩風化或解壓後易形成鉛筆狀

構造，隧道內之硬頁岩則易因遇水而有崩解現

象(slaking)，砂岩質地堅硬呈脆性常發育有節

理組。

區域性主要構造為菩安山背斜，係由數個

背、向斜摺皺組成之一大倒轉背斜構造，東翼

岩層大多以小角度向東傾斜，西翼岩層則多以

高角度倒轉位態向東傾斜，整體背斜構造有向

南傾沒之現象，劈理面則有向軸部漸漸發達之

趨勢[10]。本工區位於該複背斜之東翼，局部

有小褶皺構造發育，一般隧道通過背斜軸部時

可能局部會遭遇破碎岩體，而在向斜軸部時則

可能會遭遇地下水之問題[13]。南迴鐵路中央

隧道興建時曾於隧道及豎井工區遭遇湧水問題

[9,14]，本隧道於規劃設計階段之地質調查結

體地勢北高南低，周圍海拔高程自豎井東北側

小山脊之500m，降至坡趾處豎井之345m，再

提升至楓港溪南岸小山脊之450m。楓港溪支流

上游集水區面積約23.2km2，屬終年有水之長流

溪，顯示區域地下水蘊藏量較豐富[8]。本區域

水系受岩性或節理影響呈格子狀，由工區東側

河床溯溪而上，楓港溪支流於豎井北側有一明

顯之轉折，河道更往上游則呈一直線段，溪流

沿線發育有許多小野溪及明顯之蝕溝地形。

圖2 豎井及橫坑工區概況圖

圖3 豎井管冪鋼管及止水灌漿佈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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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亦指出豎井工區需注意地下水問題[15]，故

於施工階段應加強相關調查(較大比例尺)，以補

足或驗證規設階段之地質調查結果。

由相關研究[10,11]顯示本區域之地質構造

相當複雜，因此水文地質概念模式之建立，應

基於詳細、由廣而精之完整構造地質調查與解

釋[16]，若能於施工前瞭解規設階段之地調結果

及相關地質文獻資料，概略勾勒出工區範圍地

質形貌，再配合附近地表地形及露頭與施工中

實際開挖遭遇岩盤加以比對，則可提高對隧道

前方地質之掌握程度。

參、豎井湧水及橫坑抽坍搶修紀實

一、豎井湧水處理經過

豎井於開挖過程中共發生四次湧水事件，

工區地下水位約位於地表下5.0m。自地表開挖

至第6輪時(GL.-9m)壁面開始有少量滲水，第一

次湧水發生於第23輪(GL.-26m)，壁面出現大量

湧水，出水量約為800～1000L/min，緊急處理

方式為先以2部15HP馬達進行抽水，並於20～

23輪處打設共計4環，長3m@2.0m之水平鑽孔並

灌注聚胺酯樹脂(PU)，止水灌漿工作完成後出水

量降至600L/min左右，本次止水灌漿雖然無法

完全止水，但井內配合馬達抽水後已可繼續進

行開挖工作。

第二次湧水為開挖至第34輪時(GL.-41.5m)

突然遭遇大量湧水，最大湧水量達2356L/min，

處理方式為於34輪向下打設長6m@2.5m之傘狀

鑽孔並灌注PU，及打設12m@3.0m之傘狀管冪

並灌注PU止水，後於33～35輪處打設共計3環

3m@1.2m之水平鑽孔並灌注PU，惟因井內外水

頭差較大致湧出水流甚快，故灌漿方式採水壓

平衡法[17]進行施灌，後續並陸續設置5孔深井

降水(W1及W2為120m，W3～5為55m)，止水灌

漿示意圖如圖4所示，完成後井內出水量降至

485L/min。另為瞭解後續豎井開挖之湧水潛能

區段，故辦理補充地質鑽探調查(BH-1～4孔，

各120m)及進行一系列水文地質現地試驗[9]。

後續開挖至第47輪時(GL.-62m)發現開挖

壁面滲流水增多，開挖面使用2部15HP之馬達

抽水，抽水量約為560L/min，直至於第48輪開

挖時(GL.-63.5m)大量地下水自岩縫湧出造成第

三次湧水事件，最大湧水量達1460L/min，持

續湧水量約為800～1000L/min，後續緊急處理

為於48輪向下打設長8m@2.0m之傘狀鑽孔並灌

注PU止水，及於46～48輪處打設共計3環，長

3m@2.0m之水平鑽孔並灌注LW(水泥及水玻璃混

和漿)，並於48輪處打設8m@3.0m之水平鑽孔並

灌注PU，施作完成後出水量降至700L/min。

繼續開挖至52輪時(GL.-69.5m)發生第四次

湧水事件，最大湧水量達1000L/min，處理方

式為於52輪向下打設8m@2.0m之傘狀鑽孔並灌

注PU止水，及於50～52輪處打設共計3環，長

3m@2.0m之水平鑽孔並灌注PU，施作完成後井

內出水量降至820L/min，後續掘進岩盤未再有

明顯湧水情形，配合井內馬達抽水得以順利進

行豎井開挖作業。

圖4 豎井第34輪止水灌漿示意圖

PU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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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探查結果(鬆動岩盤範圍)，採於T02～

T08輪佈設灌漿孔並灌注LW以加固鬆動岩體，待

鑽灌作業完成後則進行管冪鑽設作業，考量利用

管冪於隧道頂拱形成一傘狀保護環(於軟弱地盤

應注意須與支保結合，以形成三度空間之支撐系

統)，並配合灌漿以固結破碎岩盤及止水，故於

T08輪打設長12m@0.5m之管冪鋼管共計12支並

灌注PU，俾與岩盤形成有效之承載拱圈。

本次灌漿依灌漿目的及考量地盤特性與材

料特性，設定膠凝時間為20～30秒，並視情況

調整凝結時間，若有漿液隨地下水流出之情形

則以間歇方式灌漿、調整配比、降低膠凝時間

或分2～3階段佈孔與灌漿等方式因應。

完成階段性補強工作後進行試鑽以瞭解灌

漿成效，試鑽結果發現頂拱上方約3m處有水脈

存在且水壓不小，故於止水灌漿後打設6孔(各

30m)排水管兼作不取心前進探查，經打設排水

管後頂拱出水之水壓及水量有顯著下降，顯示

頂拱水源應係被排水管於遠處先截取所致，其

中往東北側之BH-3及BH-4孔出水量較大(合計約

1500L/min)，其水量隨時間洩降之幅度較小，故

研判東北側應較具湧水潛能，經本次抽坍處理

後續開挖輪進均得以順利進行。

肆、補充地質調查及資料分析與
研判

豎井工區經發生湧水及抽坍事件後，為瞭解

事件發生之原因，掌握工區周圍之地質情況，避

免同樣災害再次發生，以利後續主隧道施工，於

事件後地質師即利用6孔鑽孔資料進行岩心判釋

與分析對比，除參考規設階段之地質圖外，並針

對豎井周圍進行較細部之地表地質調查以建構工

區地質模式，最後配合隧道輪進地質開挖面進行

驗證，以綜合研判豎井工區之地質情況，相關調

查、分析、驗證及研判結果說明如後。

二、橫坑抽坍處理經過

豎井開挖完成後則進行橫坑開挖工作，橫

坑開挖面岩盤自立性尚佳，僅局部區段之右側較

為破碎，及有少量滲水或潮溼現象，6號人行連

絡道則發生二次抽坍事件。第一次抽坍為於T01

輪(里程0k＋33.4m)開挖面右側漸露破碎岩盤且

有出水情形(約300L/min)，湧出之地下水夾有泥

砂呈混濁狀，1天後橫坑T19～T25輪間噴凝土面

之頂拱和右側即有裂縫產生，且支保局部擠壓變

形，緊急於裂隙區域打設補強岩栓及掛網噴漿，

3天後於開挖T02輪(里程0k＋34.4m)時則發生抽

坍(18m3)。緊急處理方式為進行開挖面封面，於

右側抽坍範圍打設自鑽式岩栓進行補強，及以掛

網噴凝土方式藉以形成一保護殼，於噴凝土封堵

抽坍孔洞前，在出水處(T01輪)埋設1支PVC排水

管以降低側壁背面之水壓，後續開挖輪進時於右

側破碎區域打設自鑽式岩栓作為先撐使用，並於

T05輪施作完成後再回頭處理T02輪抽坍處之背

填灌漿。

接續之6號人行連絡道開挖面均有明顯滲流

水情形，整體隧道出水量有明顯增加(約800L/

min)，開挖面右側破碎岩盤範圍隨著輪進有漸

往頂拱中心移動之趨勢。第二次抽坍為於T11

輪(里程0k＋42.4m)施作先撐鋼管過程中，於

開挖面1點～3點鐘方向發生約40m3之抽坍且

仍不斷有碎石掉落，至次日坍落塊石體積達約

220m3，處理方式為先將開挖面封面及初步封

堵抽坍空洞，並將坍落之錐狀土心以掛網噴凝

土進行封固處理，以抑制抽坍範圍擴大，及於

橫坑T23輪至6號人行連絡道T10輪之範圍，以

10cm掛網噴凝土方式進行加固作業，期間距開

挖面10m間隧道內出水量約700～900L/min。

本區域岩盤為葉理發達之硬頁岩，開挖面有

流水情形地下水處於流動狀態，且抽坍事件可能

造成圍岩有鬆動或孔洞情形，故先以鑽孔探查瞭

解抽坍及鬆動岩盤範圍，俾研擬後續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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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鑽孔岩心判釋結果

本區域鑽孔計有設計階段之AD-60(140m)，

施工前豎井中心CD-1(120m)，補充地質鑽探

BH-1～BH-4(各120m)，各鑽孔位置經測量放

樣標示如圖5所示。地質師對相關鑽孔進行岩

心判釋，整體岩性均為硬頁岩為主偶夾薄層砂

岩，其間有一段明顯之破碎夾泥帶存在，破碎

帶產狀為破碎角礫夾黏土，剪裂面傾角呈60°～

80°，其餘岩心則有多段RQD值偏低之破裂

岩帶。

藉由對岩性進行細部區分及配合層面傾角

可瞭解工區地質構造概況，本區鑽探岩心岩性

可分為硬頁岩(sh)、砂岩(ss)、硬頁岩為主偶夾

薄層砂岩(sh/ss)、硬頁岩為主偶夾薄紋層砂岩

(sh//ss)、砂岩為主偶夾薄層頁岩(ss/sh)、砂頁岩

薄互層(ss//sh)等，並據以分析比對以繪製地質

剖面。

另依破碎帶寬度、破碎程度、周圍岩性、

石英脈分佈或其他地質特徵等資料，作為判

釋主破碎帶範圍之依據，各鑽孔破碎帶範圍

判釋如下：CD-1孔主破碎帶分佈於GL.-15.9～ 

-37.6m，BH-1孔主破碎帶分佈於GL.-31.85～ 

-52.0m，BH-2孔無該破碎帶出露僅GL.-71.8～ 

-76.35m較破碎，BH-3孔主破碎帶分佈於GL. 

-20.6～-34.75m，BH-4孔主破碎帶分佈於GL. 

-51.6～-67.75m，AD-60孔無該破碎帶出露，其

中GL.-62.2～-64.65m、GL.-92.0～-94.15m及GL. 

-132.2～-134.4m較破碎，整體來看該破碎帶有

往東北方向漸深之趨勢，各孔主破碎帶岩心照

片如圖6所示。

二、破碎帶位態地質分析

本文以出露破碎帶之4孔(CD-1、BH-1、

BH-3及BH-4)鑽探資料，假設破碎帶於本工程

尺度下呈一平面而非曲面，以破碎帶中心點之

高程，利用地質分析之三點定向法(three points 

method)[18]推求破碎帶走向與傾斜。

欲求取一平面走向與傾斜此兩項未知數

需要兩條方程式才能求解，而三點定向法則係

圖5 豎井周圍鑽孔位置圖 圖6 各鑽孔岩心主破碎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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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表地質調查結果

地質調查結果顯示工區周圍岩性以厚層粉

砂質硬頁岩為主，偶夾灰色細粒薄紋層石英砂

岩或粉砂岩，岩層葉理發育密集，豎井周圍之

層理位態與葉理位態一致，約為N20°～50°W/ 

60°～80°NE，周圍地表偶可見拖曳褶皺構造，

且常有沿葉理面發育之剪裂面存在，研判區域

性之弱帶位態應在此範圍附近。

豎井東北側出露一厚層泥質細粒砂岩，質

地堅硬，砂岩層呈透鏡狀常有尖滅現象，於豎

井旁其露頭位態為N50°W/22°N。豎井工區位屬

一南北向向斜之西翼，工區東側區域為緩傾角

(N40°W/14°N)，往西則為漸變為高傾角向東傾

斜(N0°～10°W/82°～86°E)。控制本地區地質構

造主要為近東西方向之主應力，形成南北軸向

之緊密摺皺及剪裂帶，惟區域上應先後發生有

不同方向之構造運動[10]，構造應力疊加作用

之結果使地質構造較為複雜，在地表露頭有限

且岩性單調之情況下，欲完全瞭解所有岩層層

序、構造型態、破碎帶延伸、斷層類別及層位

落差等，均待進一步地質調查釐清。

四、隧道內地質觀察

進入橫坑後隧道內岩性以硬頁岩為主偶夾

粉砂岩，不連續面有葉理、層理及節理等，隧

利用空間中不共線三點所形成之兩測線，各依

視傾角(apparent dip)轉換法(式1)列出兩條方程

式，進而求解走向與傾斜兩未知數，以下以BH-

3-BH-4測線及BH-1-BH-4測線作算例，假設破碎

帶位態為Nθ°W/α°N，使用數據如表1，相關計 

算如後：

tanβ＝sinθ∙tan α (1)

β：視傾角

θ：破碎帶走向與測線之夾角

α：真傾角

tan 66.5＝sin(67＋θ)．tan α (2)

tan 44.2＝sin(θ－28)．tan α (3)

對 式 2 及 式 3 解 聯 立 可 得 θ＝ 5 0 . 1 ° ，

α ＝ 6 8 . 8 ° ， 即 推 算 之 破 碎 帶 位 態 為

N50.1°W/68.8°N。因有4孔鑽探資料故測線排 

列組合方式有4組，本文考量推算位態之不確定

性，故採4組推算位態之平均結果作為後續分

析評估之依據。以CD-1-BH-4測線及BH-3-BH-4

測線推算之破碎帶位態為N52.7°W/69.3°N，

以BH-4-CD-1測線及BH-1-CD-1測線推算之破

碎帶位態為N48.4°W/70.4°N，以BH-3-CD-1

測線及BH-1-CD-1測線推算之破碎帶位態為

N52.8°W/72 .0°N，後續採破碎帶平均位態

N51°W/70°N進行分析。

表1 計算破碎帶位態使用參數表

鑽孔 
地表高程

破碎帶 
中心高程

鑽孔距離 破碎帶視傾角
破碎帶走向 
與測線夾角

BH-1 E.L.345.0m E.L.303.08m - - -

BH-3 E.L.347.5m E.L.319.83m - - -

BH-4 E.L.346.0m E.L.286.35m - - -

BH-3-BH-4測線 - - 14.57m (67＋θ)

BH-1-BH-4測線 - - 17.22m (θ－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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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基地地質圖

道內葉理位態主要為N20°～52°W/50°～70°N及

N0°～10°W/70°～80°N，因其常密集發育且多有

夾泥情況，為控制岩體強度之主要弱面。地下

水於本隧道工區內分佈似呈區段狀，雖位於地

下水位面下但並非所有岩體均飽含地下水，完

整岩體或緻密硬頁岩中呈乾燥或潮濕狀，破碎

夾泥岩盤區段則出水較明顯。

於6號人行連絡道T01輪附近開挖面可觀察

到一葉理極密集帶(鱗片狀葉理，scaly fo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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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地質剖面圖

漸漸由右側出露，且隨著開挖輪進有向頂拱中

央移動之趨勢，該葉理密集帶弱面間距<6cm

常張裂夾泥，且偶有薄層之破碎角礫夾泥間夾

其中，該層開挖初期自持力尚可，惟經開挖解

壓、風化且有水之情況下，隨時間增長強度急

劇下降，由地質錘即可輕易將其刮蝕。

五、地質資料整合與驗證

整合相關地質資料以建構豎井工區之地質

模式，並據以繪製基地地質圖、地質剖面圖、

豎井橫坑開挖地質剖面圖及豎井橫坑開挖地質

平面圖，詳如圖7～10所示。

由基地地質圖(圖7)顯示本區域影響隧道工

程主要之構造為剪裂破碎帶、向斜、背斜及拖

曳摺皺構造，區域之向斜構造有利於聚集地下

水，而於複雜摺皺系統中，背斜軸之張力裂隙

可能易使地表水向下入滲流通，而向斜軸部則

可能遭遇湧水問題，層間剪裂帶或斷層帶可能

因穿透含水層或連通地表，易將地下水引入其

周圍之裂隙岩體中，且破碎岩體孔隙率較高有

利儲水及地下水流通，剪裂泥為不透水層有拘

限地下水之作用，因而形成局部蓄水構造[19]，

加上豎井位屬地形相對低處，區域地下水位較

高(GL.-5.0m)，且附近有長流溪存在，顯示本工

區應具湧水潛能。

地質剖面圖(圖8)顯示橫坑有一寬約4～6m

之破碎帶通過，另由地表岩層位態推測豎井破

碎帶之東側可能有易聚水之局部向斜構造，破

碎帶西側則為一拖曳背斜其間應有破碎剪裂帶

存在，通過摺皺軸附近時應注意層間剪裂帶、

構造節理或斷層破碎帶等，所衍生之抽坍或湧

水問題對隧道施工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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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三點定向法所推算之破碎帶位態繪製

豎井橫坑開挖地質剖面圖，由剖面圖(圖9)顯示

破碎帶通過位置與湧水及抽坍位置相當吻合。

以各鑽井岩心判釋結果及推算之破碎帶位態，

建立工區弱帶分布地質模式，考量破碎岩層出

露於頂拱位置較為不利，故於隧道頂拱高程(E.L. 

250m)切一剖面作為豎井橫坑開挖地質平面圖

(圖10)，由隧道內地質紀錄驗證發現，由鑽井資

料推估之破碎帶走勢(圖10)與實際開挖遭遇位置

相當吻合。由此可知造成6號人行連絡道T11輪

抽坍，及豎井開挖第34輪湧水事件應為遭遇同

一破碎帶所致，該破碎岩體飽含地下水被拘限

於剪裂泥或完整岩盤間，當隧道開挖挖破阻水

層時則會造成突發湧水，滲流水若將岩縫間細

粒料帶出，使岩盤鬆動岩體強度減低，將可能

導致抽坍事件。

抽坍事件後於6號人行連絡道T16輪(里程0k

＋48.4m)開挖面觀察到該葉理密集帶具一剪裂

面，剪裂面下盤呈現拖曳摺皺構造且有石英脈

富集，剪裂面周圍尚有一段破碎擾動帶，整體

剪裂帶寬約4～6m其中嚴重破碎夾泥部分寬約

1m，開挖面破碎帶照片及地質紀錄詳如圖11所

示。該葉理密集帶成因可能為(1)原岩即屬較軟

弱之細粒料泥質岩(頁岩或黏土岩)，(2)受構造應

力作用下，岩體應力集中部分易形成葉理密集

帶，沿葉理剪滑現象普遍致形成岩體之弱帶。

圖9 豎井橫坑開挖地質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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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係破碎岩體為良好之蓄水及通水構造，區域地

下水水脈大部分沿弱面或破碎帶分佈流通，惟破

碎帶中之斷層泥或其周圍之緻密泥質岩不透水，

阻隔拘限地下水之流通，常使地下水經循環後，

沿破碎帶內之碎裂岩及角礫岩流動上昇，並蓄積

於破碎帶內，造成局部區段地下水量較多，此應

與高山深谷型溫泉成因機制類似[22]。

另本工程南口工區北上線隧道399輪(10k＋

191)發生湧水及抽坍事件後，亦進行地表地質調

查並於隧道上方溪溝中測得一葉理密集帶位態，

將其延伸投影至隧道開挖剖面，發現推估之破碎

帶位置(10k＋195)與實際遭遇湧水抽坍里程相當

吻合(圖12)，誤差範圍符合工程所需精度。由本

伍、討論

本案例利用鑽探資料推算破碎帶位態，進

而推估後續隧道施工遭遇破碎帶之里程，發現

推估之破碎帶位置與實際開挖遭遇位置相當吻

合，此現象與彭山隧道遭遇屈尺斷層之案例類

似[20,21]，顯示於工程尺度下破碎帶走勢可假

設為一平面來進行預判，此亦表示若可於地表

量測到破碎帶之位態，則可據以推估破碎帶與

地下隧道之相交里程，以及早進行細部調查或

研擬處理對策。

本案例發現豎井湧水位置與破碎帶有吻合

之趨勢(圖9及圖10)，研判本地區水文地質模式

圖10 豎井橫坑開挖地質平面圖(隧道頂拱高程E.L.250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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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之地質經驗顯示，在有充足地質資訊之情況

下，地下破碎帶位置應是可被預測的。

實務上有時依據前進探查結果預判前方某

里程將遭遇一弱帶，但可能開挖通過時卻無坍

落情形發生，或是尚未到達該里程時即發生抽

坍事件，分析其原因可能為(1)僅依據鑽進速率

研判岩體好壞之適用性，鑽機轉速、推力、操

作習慣因人而易，可能導致進尺時間誤差；(2)

預判之準確性，鑽進速率多快或速度差異多少

為應注意之弱帶；(3)未考慮空間中弱帶位態與

隧道間之關係致預判失準；(4)工班謹慎施工且

因應得宜，故未有抽坍事件發生。

綜上所述，由於地質弱帶是可以被預測

的，惟災害發生成因多為複合因素所致甚難預

測，故僅能預防其發生。因此，如何預防抽坍或

湧水事件發生常為隧道工程師所努力之目標。

一般而言，隧道施工中地質調查有以下目

的(1)進行岩體分類據以決定支撐型式，並對規

設階段之地調結果予以驗證或補足；(2)預判地

質情況。隧道內進行地質觀察常受限於尺度較

圖11 人行連絡道T16輪開挖面地質紀錄

圖12 南口工區北上線399輪湧水處地質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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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本區域隧道經驗，於區域地下水位較

高、有長流溪流經、位屬地形相對低處、

地層屬破碎岩盤、位於摺皺構造內、有剪

裂帶通過之區域較具湧水潛能，加以若某

區段隧道內之排水管總出水量較大(>1000L/

min)，且不連續面走向約與隧道垂直時應加

以注意，開挖面前方發生突發性湧水事件

之機率較高。

四、 若開挖面滲出或湧出之地下水夾有泥砂呈

混濁狀則務必提高警覺，本區域岩盤於泥

水湧出後之1～3天內，即發生規模大小不

一之擠壓或抽坍事件。

五、 規劃完善且可行之施工中地質調查手段，

可預先瞭解前方地質情況，及早研擬施工

方案，以避免倍數於調查費之災變處理費

用與工期延宕之損失。

六、 本文透過地質調查及分析，建構可能之地

質模式以作為後續隧道開挖評估之探討，

並期能藉此案例分享，以提供類似地質條

件隧道施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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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提升國家整體經貿競爭力，因應全球貨運船舶趨向高載重噸位(Deadweight 

Tonnage,DWT)，積極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商港建設，包括碼頭改建船席、航道疏浚或新建

堤岸碼頭進行浚填造地。茲以高雄港為例，港區既有航道每年需浚挖約40萬立方公尺，

以維持航道水深不致淤積影響營運。洲際貨櫃中心計畫新生地填築工程浚填量體更是龐

大，浚挖(填)工程已是國內港灣新建工程與維護營運之重要工作。

本文謹就國內相關港灣浚挖(填)施工案例，說明浚挖(填)技術、作業流程及工程常見

問題，並探討浚填船機選用適宜性與相關施工管理措施，俾供後續類似工程參酌。

1 2 3 4

壹、前言

台灣四面環海，擁有全長約1,250公里海岸

線，臨近高雄港河川及大小排水，經常夾雜土

石、漂沙隨潮流帶入港區淤積，造成航道水深

不足影響營運安全，爰此港區疏浚工作為維持

高雄港港埠功能之重要工作之一。

另配合政府推動經貿發展的企圖心、高雄港

所具亞太地區地理區位之優勢、成為區域性樞紐

港的基礎條件及因應貨櫃運量成長需求，政府規

劃「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依開發區位與

執行期程之不同，區分為近程及長程計畫，其中

近程計畫又分二期開發(詳圖1所示)。高雄港洲際

貨櫃中心第一、二期工程計畫將興建9席貨櫃碼

頭、10席倉儲碼頭、4席散雜貨碼頭腹地，另新

生地填築總浚填量約6,500萬立方公尺。目前第一

期工程計畫已全數完成，後續第二期工程計畫尚

有約4,500萬立方公尺浚填即將展開。

本文謹就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浚填作

業之規劃、施作及施工管控等，逐一進行探討

說明。

圖1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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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浚挖船機及工法選用原則

高雄港浚挖標的物包含泥、沙、岩石等，

浚挖船機依其施工條件之迥異而有不同選擇，

船機選用不當經常造成工期延誤、增加施工成

本。浚挖、填築作業因任務不同各有其設計功

能及最適當之作業環境，通常機械式挖泥船適

於軟硬土質，惟作業效率較水力式浚挖船低；

水力式挖泥船適合普通沙土浚填，平均單價便

宜、作業能量大，適合作業量體大之浚挖工

程。另因應海床浚深若為堅硬土質或岩石，可

採鑽炸方式作業[2]，浚填作業船機種類，詳如

圖2所示。

一般浚挖船機之選擇考量因素大致可歸

納為：

一、浚挖海床地質、土沙處理。

二、 港埠環境調查：如可能障礙物、海上航

運、漁業權調查。

三、 船機動員：考量使用現有船機之調度可行

性，避免多次動員或閒置。

圖2 洲際二期計畫浚挖船機種類

抓斗式挖泥船 鏟斗式挖泥船

吸管式挖泥船 絞吸式挖泥船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接管排填)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艏吹排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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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鏟斗)浚挖(詳圖4)，並於每日收工前再利用

拖船將浚挖船機拖至航道外下錨固定，通知塔

台開放航道，隔日等待塔台通知後，始可再開

始循環移泊浚挖。

參、泥、沙質標的物之浚挖(填)實
務探討

一、船機規劃

以「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

岸線、浚填、港勤船渠工程」(以下簡稱第二

標)為例，其主要工程內容為興建洲際貨櫃中心

S6～S19碼頭岸線，如圖5所示。第二標主要浚

挖工項為沉箱出塢及儲存區、沉箱拖行航道、

沉箱基礎、二港口迴船池浚挖等；而浚填重點

為沉箱內艙回填沙、岸線碼頭背填沙及中油公

四、 船機能量：須滿足經濟性與工程進度需要。

五、 船機組合方案：同一工程如有數種浚挖設

備方案時，應選擇方法合理、設備效能可

充分發揮之方案。

六、對其他可能影響浚挖工程因素進行分析。

以「高雄港第一、二港口航道及迴船池浚

挖工程」為例，高雄港南、北航道與迴船池浚

挖區屬大範圍且施工中須兼顧航道暢通，故採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施工，所謂「自航」即

船機自有推進系統設備、「自載」即船機自有

泥艙裝載、「耙吸」為船機使用耙桿及耙頭浚

深海床，此種船機配有導航定位及雷達系統，

施工中仍可機動避讓港區船舶，達成一面施工

浚深、一面維護航道暢通之目的，詳圖3。另高

雄港第一、二港口隘口段，因屬局部範圍且遇

堅硬海床，而航道每日須開放部分時間通行，

故不允許於海上接浮管排沙，乃採機械式(抓

圖3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浚挖作業

圖4 機械式(抓斗、鏟斗)挖泥船浚挖作業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航至取沙區 挖泥船耙桿及耙頭下放至海床

抓斗式挖泥船 鏟斗式挖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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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倉儲用地第一階段填築作業。第二標工程相

關浚填作業船機規劃如下：

(一)  沉箱出塢及儲存區：絞刀式挖泥船、

抓斗式挖泥船

 沉箱出塢及儲存區位於高雄港第二 

港口進出口處，儲存區範圍(長×寬約

600m×150m)約可提供60座沉箱暫置， 

海床底部屬沉泥及沙為主，原海床深度

約CD-8～-12m，計畫需浚深至CD-13～-

15m，且出塢水域海床底部可能有消波塊

等障礙物。

 上述工項作業範圍為一連續帶狀區

域，施工動線需避免與航道相互干擾，浚

挖區岸邊與陸上土沙回填區距離約1.5km，

圖5 洲際二期計畫第二標工程範圍及內容

圖6 洲際二期計畫第二標沉箱出塢及儲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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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沉箱拖行航道及基礎浚挖：絞刀式挖

泥船、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

 第二標最大尺寸沉箱之長×寬×高

為23.9m×19m×21.5m，吃水深約14m， 

契 約 規 定 適 宜 之 拖 行 航 道 水 深 應 大 於

15m、寬度應大於75m，碼頭岸線基礎設

計水深為CD-22m，原海床水深約CD-9m～ 

-16m。

故採用絞刀式挖泥船搭配海陸上排沙管，

將取得之土沙排填至陸上回填區(整體作業

區域配置如圖6所示)，而近岸邊水域浚深

初期因屬淺水區，深度不足以由絞刀式挖

泥船作業，該部分採用小型吸管式挖泥船

進行浚深，惟出塢水域海床底可能殘留之

消波塊等障礙物，絞刀式挖泥船在大型障

礙物清除能力上較不足，故預備一部抓斗

式挖泥船進行可能之障礙物排除(作業機具

及排填管線如圖7所示)。

圖7 沉箱出塢及儲存區作業實況

抓斗式挖泥船 鏟斗式挖泥船

吸管式挖泥船 絞吸式挖泥船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接管排填)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艏吹排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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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標沉箱拖行航道及基礎浚挖作業

量體大(超過240萬m3)，且沉箱拖放定位為

第二標主要徑，為達成契約規定之里程碑

要求，評估須採用二部絞刀式挖泥船二工

作面分別進行沉箱拖行航道及基礎浚挖作

業，且船機浚挖深度須可達水深CD-22m，

並採海上排沙管排填土沙至回填區(作業區

域及配置如圖8所示)。

圖8 洲際二期計畫第二標沉箱航道及基礎浚挖示意

圖9 洲際二期計畫第二標沉箱拖放航道浚挖船機作業變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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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沉箱拖行航道浚挖作業，並搭配海上排

沙管排填土沙至回填區(如圖9所示)，藉由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可載運土沙特性，

縮短海上排沙管佈設長度，克服第一標船

機動線與第二標排沙管牴觸問題(相關作業

船機及管線佈設如圖10所示)。

(三)  沉箱內填沙及後側背填：絞刀式挖泥

船、吸管式挖泥船

 第二標最大規模尺寸沉箱為23.9m× 

　　後因鄰標(洲際二期外廓堤工程，簡稱

第一標)開始進行沉箱背填沙浚填，所採用

船機為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作業方式

為至取沙區耙吸後，再載運土沙返航至排

填區，其最佳取沙動線需跨越本標，惟航

道將與第二標沉箱拖行航道浚挖作業排沙

管牴觸，考量兩標作業動線及維持最佳浚

挖效率，經協商整合後，第二標遂藉由沉

箱拖行航道浚挖船機設備需維修時機，改

由另一部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替代，進

圖10 沉箱基礎及拖行航道浚挖作業實況

抓斗式挖泥船 鏟斗式挖泥船

吸管式挖泥船 絞吸式挖泥船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接管排填)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艏吹排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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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m×21.5m(長×寬×高)，單座沉箱內填

沙約為6,000m3，187座沉箱內填沙總量約

為112萬m3，沉箱後側背填總數約650萬

m3(如圖11所示)。

 考量作業船機能量及土沙之留置率，

沉箱拖放定位後即進行內填沙，保護沉箱

避免遭受風浪影響結構安全及定位後之精

度，沉箱內填沙配合沉箱拖放進度，採逐

座沉箱拖放後進行內填沙作業，故不宜採

用大能量之絞刀式挖泥船進行水力浚填，

乃採用吸管式挖泥船搭配海陸排沙管進行

浚填(如圖12所示)。

 沉箱後線背填沙作業主要考量水下土

沙留置之坡度，及背填過程中水中漂沙濁

度，應避免背填沙作業影響較晚拖放之沉

箱作業(如基礎浚挖、基礎石料拋放、襯墊

鋪設、沉箱背填石料拋放等)，故採局限範

圍背填。實務而言，一般多與尚未進行背

填石料拋放之沉箱保持約十座距離。鑒於

沉箱堤後背填土沙量體及範圍較大，小口

徑吸管式挖泥船作業效率不敷所需，故採

絞刀式挖泥船進行沉箱背填沙底部大部分

作業，及至近背填完成面時，考量土沙留

置率再改以小口徑吸管式挖泥船進行最後

收土背填(如圖13)。

(四)  石化油品儲運中心第一階段填地：自

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

 第二標第一階段填地面積約47.2公

頃，填築深度約自CD-13m至CD＋4.7m，

總填築量約538萬m3，契約規定料源來自

於外海取沙區，料源至填築區最近距離逾

2,500m(如圖14所示)，船機可作業時程約5

個月，相當每月需浚填106萬m3，扣除船機

圖11 洲際二期計畫二標沉箱填沙示意圖

圖12 沉箱內填沙作業實況

吸管式挖泥船進行沉箱內填沙 逐座進行沉箱內填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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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綜整評估後，採用自航自載耙吸式

挖泥船作業，考量船機取沙至滿艙、取沙

區至填築區往返運輸、土沙傾瀉填築、例

行性維修保養、補給等作業時間，平均一

天需進行4航次取沙填築循環，故作業船機

泥艙容量需大於1.1萬m3。第二標工程承商

最後採用比利時Jan De Nul 集團所屬Juan 

Sebastian de Elcano(簡稱卡諾號)進行浚

填。卡諾號泥艙設計容量約16,800m3，實

際容載量約12,000m3，平均每日作業4.5航

保修及氣候因素，評估每天需完成浚填量

高達4.4萬m3。

 考量如採絞刀式挖泥船搭配接管方

式，其接管距離太長，亦將影響鄰標作業

航道，管線於外海未受保護，衍增施工風

險；若以鏟斗式或抓斗式挖泥船作業，尚

需搭配拖船及受泥船設置，評估每日可

浚填能量約僅0.6萬m3，實不足支應進度

所需。

圖13 洲際二期第二標沉箱背填沙實況

抓斗式挖泥船 鏟斗式挖泥船

吸管式挖泥船 絞吸式挖泥船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接管排填)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艏吹排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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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洲際二期二標外海取沙區位置圖

圖15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作業實況

抓斗式挖泥船 鏟斗式挖泥船

吸管式挖泥船 絞吸式挖泥船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接管排填)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艏吹排填)



3

No.108│October, 2015 │195

專
題
報
導

變化情形，並可避免超挖、管制產能及規

劃航線與浚挖分區順序。

(二)  水深測量管控重點

 水深測量主要儀器採用單音束音鼓或

多音束音鼓並搭配驗潮站(測海床高程)，同

時以RTK或DGPS定位系統(測位置)，進行水

深測量。施測時應搭配湧浪補償儀(單音束)

或船舶姿態蒐集器(多音束)做湧浪改正。

單音束測量必須先進行儀器精度檢校(Bar 

Check)，精度無誤後方可繼續作業，而多

次。如浚挖土沙流失率以15%計，經統計

每日約可填築4.6萬m3，達成如期如質填地

里程碑目標(作業實況如圖15所示)。

二、浚填作業測量

(一)  測量規劃管理重點

 浚填量管控，有賴浚前、浚後收方水

深測量。按實務經驗擬定測量作業內容與

頻率(如表1所示)，配合浚挖進度辦理經常

性水深收方測量，始能釐清海床因浚挖之

圖15 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作業實況(續)

填區填築前 填築中

填區填築完成 填區填築完成

表1 測量作業內容與頻率

項次 工 作 項 目 內 容 及 頻 率

1 已知點平面及高程檢測 施工前及每6個月檢測一次

2 自動潮位儀設置及檢測 施工前及每6個月檢測一次

3 浚挖區地形測量 配合浚挖作業並回饋海床資料

4 填築區地形測量 施工中施測(每月至少2次)並回饋排填作業

5 測量成果提送 每次測量後提送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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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分別求取音鼓安置於測量船之前後傾

斜(pitch)、左右傾斜(roll)、船向偏差(yaw)

之角度，修正水深測點之深度與位置。音

速之修正使用聲速剖面儀(velocity meter)，

取得水中各層的傳播音速值，以作為水深

測量值之修正用。音鼓角度不得大於1.5

度，多音束大於120°以上之資料不適使

用，多音束測帶重疊應至少30%以上，相

關測量校正儀器及測深示意如圖16所示。

多音束測深儀 單音束測深儀 GPS 接收儀

湧浪補償儀 聲速剖面儀 船上工業用電腦

圖16 單音束及多音束測深儀器及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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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前擬定水深測量施測作業程序，

如圖17(單音束流程)、圖18(多音束流程)。

水深施測完成後，應保留原始資料立即燒

錄光碟備檔，依實務經驗與水深測量規

範，可事先擬定測量成果管控重點(如表

2)，以確保測量成果。

三、施工障礙排除

(一)  遭遇障礙物種類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浚挖作業

圖17 水深測量－單音束作業流程

區域位於高雄港內外，部分障礙物年代久

遠，沉積於海床底，其上並已覆蓋甚厚底

泥，不易發現，故浚挖過程中遭遇若干障

礙物，諸如廢棄輪胎、漁網、垃圾等，導

致耙吸頭或絞刀頭阻塞，甚或遭遇堅硬土

質，導致原規劃採水力吸管式挖泥船不易

浚挖。幸賴後續處理得宜，故能確保不致

造成浚挖船機損壞導致工進停滯。茲列舉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浚挖過程中經常

遭遇障礙物種類及其處置排除方式如次(詳

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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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水深測量－多音束作業流程

表2 水深測量資料成果管控重點

項目 管控重點

資
料
檢
查
及
備
份

1.下載各種儀器的原始記錄

2.檢查電子檔之檔案大小是否與作業時間成正比

3.潮位資料可與附近潮位站資料比較，確認其正確性。

4.水深資料可與歷史水深資料比較，以確定其正確性。

5.每日原始資料(含記錄紙及電子檔)

6.繳交當日原始資料備份

水
深
資
料
檢
核

1.檢核及初步篩選可疑水深，若使用自動篩選應記錄篩選條件。

2.合併所有修正參數得到歸算水深

3.再次篩選可疑水深，被刪除之異常水深亦應保留其原始記錄

4.單音束內插模式及設定參數應詳實記載。多音束不必內插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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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口航道

自航自載式耙吸挖泥船遭遇：

海床廢棄輪胎、漁具、垃圾阻塞

耙管，耙桿需回收船上進行清

理。

二港口六櫃船席

絞刀式挖泥船遭遇：

海床廢棄漁網纏繞絞刀頭，絞刀

頭需回升海面上進行清理。

一港口航道

水力吸管式挖泥船遭遇：

堅硬土質不易浚挖，需採用抓斗

船或鏟斗船先行浚挖。

圖19 高雄港浚挖遭遇障礙物及處置排除

圖20 障礙物事前調查與清除重點

調查港埠環境

協助判定障礙物可能區塊

障礙物可能區塊規劃方格網

利用船機輔助定位

均佈實施水下攝影

確認海床障礙物區塊

採機械式浚挖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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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擬定障礙物事前調查與清除排除

 浚挖過程若遭遇障礙物，經常造成浚

填作業中斷影響工進，作業前若能事先調

查作業區域及進行必要之清除，有利於浚

圖22 臨時定沙施工概況

填區施作前 臨時定沙裝置施作

臨時定沙裝置逐步施作 填區施作中(接管排填)

圖21 臨時定沙裝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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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施工的連續性。實務上可事先擬定廢棄

物事前調查與清除流程，調查港埠碼頭船

席環境，將障礙物可能區塊繪製方格網識

別，並利用船機輔助定位及水下攝影確認

障礙物所在位置及性質，依障礙物性質採

適當之清除方式，如遭遇岩方可能事先進

行破碎清除，待浚挖區無障礙物後，始動

員大型船機一次連續施工完畢，將可降低

浚挖成本與時間。相關障礙物調查及清除

重點如圖20所示。

四、開放水域填築流失抑制

以第二標第一階段浚填作業為例，該區

以自航自載耙吸式挖泥船進行浚填作業，因水

力式浚挖施作效率高，惟不可避免伴隨漂沙，

如保持開放水域作業，易造成周邊水域混濁影

響環境，造成因水域混濁而降低水下作業能見

度，阻礙後續作業進行。該區於浚填過程中，

特於填區界線依排填進度逐步設置臨時定沙裝

置，提高土沙留置率，亦降低對水域之影響(臨

時定沙裝置示意如圖21所示)，施工過程中當回

填土沙近出水面時，即分批以陸運填以石料及

鋪設濾布，完成後之定沙裝置，可有效阻擋土

沙流失，提高回填效率，並為已完成填築部分

提供屏障，避免惡劣海象風浪侵襲，造成填地

土沙流失(施工實況詳圖22所示)。

肆、岩方浚挖實例探討

一、岩方浚挖施工流程

海床中除粉土、沙土外(一般稱之土方)，尚

有黏土、礫石等其他土質分佈其中(一般稱之岩

方)，一般而言岩方大部分以機械式浚挖施工，

如以抓斗式、鏟斗式挖泥船配合受泥船裝載浚

挖土方實施海上運輸，並由搭建臨時碼頭供受

圖22 臨時定沙施工概況(續)

填區施作中(艏吹排填) 填區完成

圖23 岩方浚挖施工流程



3

202 │No.108│ October, 2015

專
題
報
導

泥船停泊，再以挖掘機配合卡車實施陸上轉

運，其成本較水力式浚挖施工昂貴。另部分區

域海床地層可能分佈泥岩或玄武岩層等較堅硬

岩盤，一般傳統機械式浚挖施工無法達到預期

成效，故衍生有勾耙式、震動式、氣動式及鑽

炸式等特殊工法以因應不同海床環境之施工需

求。岩方浚挖施工流程如圖23所示。

二、岩方浚挖施工管控重點

(一)  岩方表層覆土清理

 岩方浚挖前應先以浚挖船機耙吸表層

淤泥或覆土層後，於岩方浚挖區規劃20m

方格網，利用GPS定位並施以水下探挖及水

中攝影方式來確認覆土層厚度，以作為岩

方浚挖數量之判定(如圖24所示)。

圖24 岩方數量完成面3D模型圖

填區填築前 填築中

填區填築完成 填區填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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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浚挖過程航道管制

圖26 即時記錄浚挖情形

配合港口管制時間作業 隨時與塔台保持聯繫

GPS定位紀錄浚挖情形 即時水位資料概估浚深

 岩方表層覆土厚度判定須由潛水人員

以繩索作為測線，配合兩艘工作船兩端固

定，繩索每20m標記位置後，確實執探桿

並以鐵搥敲擊三次確認覆土下為岩方後，

再以水中攝影紀錄量測探桿深度，做為判

定依據。

(二)  浚挖過程航道管制

 在減低對港口營運衝擊前提下，浚挖

作業應避開航運尖峰時間，事先向塔台提

出管制時間申請，並發佈港灣通報通知各

航商及相關進出船舶之規定，浚挖期間隨

時與塔台保持聯繫，維持船舶航行及作業

安全(如圖25所示)。

(三)  運輸動線規劃

 應視港埠作業環境特性，慎選海上運

輸動線，降低運輸時程，並儘可能避開相

關管制航線，如進、出港申請須經由塔台

及海巡同意始可放行。另配合填築區需求

就近設置臨時碼頭供浚挖岩方陸上轉運、

拋填，儘可能避免對鄰近海、陸運交通動

線造成衝擊。

(四)  即時記錄浚挖情形

 浚挖過程中應以GPS定位船機位置，並

配合測深儀器隨時檢核浚挖深度，即時概

估水位資料，做為現場作業調整與修正之

依據，可避免浚挖範圍錯誤、浚深不足或

超挖等情形發生(如圖26所示)。

(五)  管控重點

 為避免浚挖後船舶隨意棄土，除不

定期查驗受泥船船艙載土狀況及檢查船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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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條，並檢查航跡確實按申請運輸路線航

行，抵達臨時碼頭卸土前並應再次確認受

泥船船艙載土容量，每日施工後應將當日

浚挖船機GPS定位資料及航跡圖供檢核備

檔，務求浚挖過程前、中、後一致(如圖27

所示)。

三、鑽炸工法施工流程

水下鑽炸技術在國內使用情形並不普遍，

通常以爆破人員基於岩盤性質、水深、炸藥特

性等條件考量，並參酌以往施工經驗以決定孔

位佈設，經過幾輪之開炸結果檢討後，修正孔

位佈設方式直至施工效能及安全性達最佳狀態

為止。孔位佈設方式一般分為系統佈設及隨機

佈設，系統佈設係指不考慮岩盤厚度、強度、

節理、片理等變化因素，統一採取相同間距佈

設，隨機佈設即考量前述因素適當調整孔位，

一般鑽炸施工流程如圖28所示。

圖27 岩方浚挖管控重點

挖區運土船艙查驗 受泥船艙封條檢查

填區收土船艙查驗 施工船舶航跡確認

圖28 鑽炸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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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鑽炸孔位佈設示意圖

(一)  鑽孔作業

 以高雄港第一港口岩方鑽炸施工為

例，水下深度13m作業水壓力大、海床岩

盤強度高、開炸完成面具平整性要求等因

素，採系統佈設方式較為可行，故暫定以

鑽孔直徑39mm、間距1m、深度3m來進

行，鑽孔完成後置入內套管，作為後續炸

藥裝填作業之引導，並於開炸後視其成效

適度調整鑽孔間距及深度，相關鑽炸孔位

佈設如圖29、30所示。

(二)  爆腸加工與炸藥裝填

 依據現場岩盤厚度及孔位佈設圖計算

各孔岩方量(孔距1m，每孔涵蓋面積3m2)，

開炸單位岩方量所需炸藥用量依經驗值暫

訂為0.8kg/m2，故每孔需炸藥用量(W)為：

W＝V×0.8＝2.4kg(約10支乳膠炸藥)，後續

並以實炸成果驗證檢討、修正炸藥用量。

如開炸過程岩盤推移距離過大，顯示炸藥

使用過量，須減低用量，如開炸後岩盤無

法推移或破碎，顯示炸藥用量不足，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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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爆腸加工示意圖

圖30 水下鑽孔實況

水中鑽孔設備 水下鑽孔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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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用量，如此反覆測試直至獲得最佳成

效用量，以供後續作業依據。

 爆腸加工以陸上作業較佳，加工場

地應有遮陽設施且須避開動線及人員工作

區，爆腸加工處理後，依其孔位編號逐一

投入內套管，並拔除內套管供下一區開炸

使用，爆腸加工如圖31所示。

(三)  鑽炸作業注意事項

 各開炸區鑽孔完成炸藥填塞後，爆破

人員採串聯方式完成爆腸與電雷管結線，

每排電雷管結線後需進行通電測試，全部

結線及測試完成後將腳線連接至發爆器，

結線時警戒人員應實施管制，避免閒雜人

等或未具證照人員進入管制區，引爆前5～

10分鐘以鳴哨、警報器、敲鐘等通知周邊

人員，並疏離開炸區半徑200m以內之人

員及船機，直至確認清場完成且安全無虞

時，通知爆破人員進行引爆。

 爆破震動對邊坡及周遭環境之影響取

決於炸藥量使用多寡(依據陸上爆破經驗每

孔炸藥用量2.5kg，震動波段可影響範圍為

13m以內[3]，本工程爆破範圍20m以內均

無相關建物，且於水下13m爆破除有海水

可提供最佳自然吸能之屏障，並使用遲發

電雷管分段施炸引爆各佈孔(亦稱微差爆

破)，通過延遲分段，把原本齊發爆破的震

波，切分為多個強度較弱的震波，經過一

定時間與空間之衰減，又彼此相互干擾，

將爆破震動之影響降至最低[4]，另引爆時

間選於高潮位進行，亦可減低爆破音量，

避免影響鄰近居民生活品質(如圖32所示)。

圖32 爆破震動原理及型式

震波作用力原理 微差爆破的震波型式

圖33 施工期間安全監測

實施安全監測 鄰近建物無龜裂、異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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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始得進行相關作業。另爆材進場使用

前及爆腸加工後結餘數量退料繳回原火藥

庫均須詳實紀錄，以確實管制爆材流向，

避免遭不肖人士非法誤用。

(三)  安全警戒與航道管制

 爆破作業前一週需於地區報紙登載公

告，並於施工區域設置明顯告示牌，同時

向鄰近居民實施廣播及睦鄰政策，以降低

居民心理恐慌，另須發佈港灣通報，通知

塔台及各航商航道管制範圍與時間(如圖34

所示)。

 爆破作業時，海、陸上管制範圍須指

派警戒船及人員實施管制，所有船機、人

員須退避至安全距離200m以外，爆破人員

始得進行引爆作業。

四、鑽炸作業安全管理重點

(一)  施工期間周邊環境之安全監測

 高雄港第一港口岩方雖採微差爆破方

式進行鑽炸，惟邊坡及鄰近建物仍可能受

應力波在岩體結構面上大量與長時間產生

透射和反射現象，產生局部拉伸作用[5]，

故每次鑽炸後都應觀察與紀錄鑽炸範圍有

無超炸、失炸、爆破不良情形或鄰近地層

及建物有無龜裂、異常現象(如圖33所示)。

(二)  爆材使用及管理須注意事項

 開炸用爆材具高度危險特性且屬列管

性材料，舉凡爆材之購買、儲存、運輸、

使用及爆炸物管理人員、爆炸物專業人員

等，均須依事業爆炸物管理條例等相關規

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礦務局)申請核

圖34 安全警戒與航道管制

發佈港灣通報實施航道管制 警戒船管制船舶進出

圖35 鑽炸後成效確認

鑽炸後岩方浚挖進行 實施浚後水深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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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破作業後，無論電雷管是否正常引

爆，應切斷發爆器之電源，並將發爆母線

端解離發爆器，予以二端結合使其短路，

靜置30分鐘後檢查發爆現場確認無殘存未

爆孔，始得解除管制。

(四)  鑽炸後成效確認

 鑽炸作業完成後，將開炸後之岩方挖

運至堆置地點，並實施浚後水深測量以驗

證成效，若檢測後浚挖深度不足應持續修

炸直至合格為止(如圖35所示)。

伍、填地沉陷及地質改良探討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屬大規模填海造

地工程，填築面積約370公頃以上，平均填築高

度約為20m(CD.-15.0m～＋5.0m)[6]，預估沉陷

量約為-30cm～-80cm，沉陷量估算約佔3.25%，

且沉陷量約與填土高度成正比(如圖36、37所

圖36 填土增加應力影響範圍示意圖

圖37 填土應力造成地層壓縮量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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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分析填築所引發之沉陷量中，約75%為填

土階段之立即沉陷，約25%屬壓密沉陷。評估

於1.2年達到90%的壓密沉陷量，5～6年沉陷行

為已趨穩定(如圖38所示)。

依據高雄港洲際一期計畫(填築完成迄今已

4年餘)及洲際二期計畫第一標(填築完成迄今已

2年餘)浚填經驗，並參考埋設於洲際一期及洲

際二期計畫之第一標填築區測沉板實測資料顯

示，該填築區水深約為4～6m，沉陷值分別為

19.5cm及4.6cm，沉陷量約4.3%及0.7%，與前述

預估沉陷量3.25%約略相符，應可供未來浚填區

沉陷值推估參酌。

陸、結語

台灣地狹人稠，土地有限，填海造陸能有

效的增加國土腹地。高雄港未來港埠發展建設

浚填工程為至要關鍵所在，相關計畫推展前如

能確實事前調查，排除潛在施工障礙，並掌握

工程特性、港區作業環境限制、可動員船機設

備能量，選用最佳之作業方式及確實進行後續

施工管理與檢測，將可使整體浚填作業效率更

見提升。與此同時，如能兼顧浚填過程中之污

染防治及造陸後裸露地表保護等，亦將為產業

升級、經濟開發與環境生態維護兼容並蓄留下

典範。

圖38 沉陷發生時程分析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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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貿與產業快速發展，多元化海運需求，驅使各國無不積極開發港埠建設，以

符潮流趨勢。另為解決龐大資金與營運技術之需求，近年來國際各商港埠發展多朝民營

化策略，亦促使碼頭興建得以快速前進升級，增加競爭力。碼頭構造約略分為棧橋式、

護岸式及沉箱等三大類，本文旨在探討棧橋碼頭與沉箱碼頭之施工規劃與實務，並以高

雄港洲際貨櫃中心新建計畫相關工程案例，扼要說明其施工特性及差異比較。

1 2 3 4

壹、前言

航運船舶逐漸大型化趨勢，形成樞紐港

地位與港埠硬體設施之擴充競爭，大型船舶將

僅選擇深水大港停靠；再者航運市場航商聯盟

現象，將使全球航線面臨軸心化趨勢，均使高

雄港港埠經營面臨更多挑戰。高雄港深水碼頭

及腹地漸趨不足，並需配合規劃港埠碼頭硬體

設施擴充。同時，因應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推

展，擴大自由貿易港區面積、興建倉儲設施與

招商等諸多考量下，近年來我國的重大港灣建

設-「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新建計畫」乃因孕

而生。

本文爰就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新建計畫案

內碼頭之興建實務及施工過程進行研討，期為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貳、棧橋碼頭

以高雄港第六貨櫃中心碼頭興建工程為

例，棧橋碼頭主要功能在提供8,000TEU以上貨

櫃船停靠船席，而碼頭後線場地，主要為提供

儲存貨櫃功能，並擔負著貨櫃於船舶與陸地間

交換任務。

高雄港第六貨櫃中心碼頭興建工程採棧橋

碼頭設計，上部結構由RC梁板組成，上部結構

自重、碼頭面上車輛、堆載及貨櫃起重機等垂

直荷重，藉由面板及縱、橫向大梁，導入下部

結構鋼管樁。同時藉由斜樁提供高水平勁度，

抵抗地震力、船舶衝擊力、牽引力及起重機等

側向作用力，有效控制碼頭水平變形[1]，詳圖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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棧橋碼頭為一般常見碼頭構造，該工法首

先須於場區進行基樁打設，其後構築梁、板及

繫靠設施，完成施工作業。另為減少現場所需

臨時支撐，上部梁板亦可採用預鑄方式施作。

由於結構型式類似建築結構，因此，預鑄構件

安裝精度要求高，施工時需嚴格要求打樁精

度，以求構件之連續性與完整性，圖2為高雄港

第六貨櫃中心棧橋碼頭主要施工流程。

圖1 斜樁式棧橋碼頭示意圖

圖2 高雄港第六貨櫃中心棧橋碼頭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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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外牆(透水牆)、消波室及陸側外牆(不透水牆)

組合而成，結構配置詳圖3。通過海側外牆開口

之波浪，將於消波室內藉由消波艙孔隙及波浪

相位差來消減能量。依據風浪及船跡波影響，

採沉箱碼頭第一艙作為消波艙，除可達到消波

功能外，亦因沉箱重心後移減低沉箱坡趾受

力，相關施工流程詳圖4。此外，於開孔部分將

可供海生物附著，吸引魚類棲息，有助於海域

生態維護，詳圖5。

參、沉箱碼頭

以「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

岸線、浚填、港勤船渠工程」為例，主要提供

10座石化油品(倉儲)碼頭及4座散雜貨碼頭，

碼頭岸線主要由沉箱體連結而成，沉箱構造係

由RC板牆構築成巨型隔艙浮箱，內部填充沙石

料，形成一重力式結構，用以承載船舶拖曳荷

載需求。另外沉箱海側外牆設置消波室，可增

加船舶停靠時的穩定度[2]。沉箱消波艙係由海

圖3 消波式沉箱碼頭斷面示意圖

圖4 沉箱碼頭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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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棧橋碼頭與沉箱碼頭施工條
件探討

一、海象影響

海象條件對於碼頭興建有著極大影響，無

論棧橋碼頭或沉箱碼頭，海象條件均深深左右

工進推展。棧橋碼頭主要工項之一為海上打樁

作業，打樁大部分則依賴海上打樁船機，打樁

精確度與安全性則受浪高限制與影響。沉箱碼

頭主要工項為海床基礎拋石整平與沉箱拖放定

位，此等工項需仰仗海上船機作業，同樣受限

於浪高因素，且往往成為其工進關鍵。

波浪是風作用於海面產生的一種海水運

動。長時間的強風，會造成巨大的波浪，引起

工作船機橫搖、縱搖和垂直運動。橫搖的最大

危險在於船機自由搖擺週期與波浪週期相近

時，會出現共振現象，使船機的橫搖振幅驟

增，從而導致船舶傾覆；劇烈的縱搖會使螺旋

槳露出水面，引起機器不正常工作和速度的損

失；船機在波浪中的垂直運動，容易造成淺水

域船舶觸底。因此無論是棧橋碼頭或沉箱碼頭

工程，對於海象波高的掌握均屬同等重要。一

般而言，施工廠商會依其實務經驗，綜整判斷

港區歷年來海象影響情形，估計每年可工作時

間，從而規劃船機、工班能量。以高雄港為

例，歷年觀測統計高雄港冬、夏季季風波浪

特性(詳表1)，夏季季風波高小於1.0m者約佔

49.0%～79.2%，週期小於9秒者約佔89.3%～

95.9%；冬季季風波高小於1.0m者約佔95.3%～

97.8%，週期小於9秒約佔89.4%～98.0%，夏

季季風波浪對洲際貨櫃中心計畫工區影響較

大。另依據中央氣象局小琉球浮標測站2002年

11月22日～2009年8月8日統計資料分析，沉

箱碼頭或棧橋碼頭各分項工程每年可工作天數

如表2所示。由表2統計調查，沉箱碼頭工程與

棧橋碼頭工程受海象影響較大分別為「拋石整

平、沉箱拖放」與「打樁作業」，符合以往工

程實務經驗。而棧橋碼頭打樁作業，雖與「沉

箱拖放」具相同之海象限制，惟一般棧橋碼頭

打樁作業施工位置大部分於港內，且部分打樁

作業可利用臨水陸地，因此每年可施工日數相

對較多。

颱風造成波高的影響力，為碼頭興建工程

最具風險的施工項目。工程經歷颱風惡劣海象

影響後，工地所需復原之平均工作天數遠較於

直接影響天數常多達3倍以上，可見颱風災損復

原對於工進有相當大衝擊與影響。為因應颱風

可能帶來危害，須預先做好防災、減災工作，

圖5 沉箱消波艙兼具維護生態功能

表1 高雄港冬、夏季季風波浪特性

說明 高雄港

波高(%)
夏季 ≦1m，49.0%～79.2%

冬季 ≦1m，95.3%～97.8%

週期(%)
夏季 ≦9sec，89.3%～95.9%

冬季 ≦9sec，89.4%～90.6%



3

No.108│October, 2015 │217

專
題
報
導

施工廠商應每日蒐集海、氣象等資料，以為海

上作業時程及工序安排依據。

施工前提送防災計畫(含應變措施)，並做好防災

準備，詳圖6。施工期間應隨時注意氣象報告，

表2 高雄港域沉箱碼頭或棧橋碼頭各分項工程每年可工作天數

沉箱碼頭主要工項
施工允許

波高

各月海上可工作天數 各工項年
工作天數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堤心拋石 1.5m 30 28 29 29 25 18 15 15 15 25 29 30 288

堤基浚挖 1.0m 25 24 25 26 22 15 13 13 14 21 22 21 241

水下整平 0.7m 22 20 22 23 20 13 10 10 10 16 18 20 204

沉箱回填沙 0.7m 22 20 22 23 20 13 10 10 10 16 18 20 204

沉箱拖放 0.5-0.7m 20 17 20 20 15 10 8 8 10 10 17 19 174

各類型塊海上吊放 0.7m 22 20 22 23 20 13 10 10 10 16 18 20 204

堤面混凝土結構 0.7m 22 20 22 23 20 13 10 10 10 16 18 20 204

棧橋碼頭主要工項
施工允許

波高

各月海上可工作天數 各工項年
工作天數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船席浚挖 1.5m 31 28 31 28 29 20 20 20 20 31 30 31 318

橋面結構 0.7m 26 25 24 23 23 18 18 17 17 21 26 26 264

打樁作業 0.5-0.7m 22 20 22 20 19 17 16 15 15 18 22 22 228

各類型塊海上吊放 0.7m 26 25 24 23 23 18 18 17 17 21 26 26 264

圖6 颱風來襲防災減災應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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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深影響

棧橋碼頭與沉箱碼頭依使用功能、設計考

量與工程規模，分布於不同水深工址環境。施

工廠商對於港灣海事工程投標前，應優先了解

海床地形與地質及水深狀況等，作為動員施工

船機之參考。

碼頭工程一般須搭配浚挖作業，棧橋碼頭

水深分布由船席(最深)漸變至後線擋土設施(最

淺)，考量水深變化大、鋼管分布於浚挖區，故

在浚挖海床時須搭配機械式浚挖方式(抓斗、鏟

斗)。以高雄港第六貨櫃中心碼頭興建工程為

例，先以鏟斗式挖泥船清除海床障礙物(如圖

7)，再以絞刀式浚挖船(18米浚挖深度)浚挖海床

(如圖8)，棧橋管樁完成後，再利用鏟斗式、抓

斗式機具施作海床面拋石(如圖9、10)。

沉箱碼頭於興建階段，岸線工作區兩側均

臨海，沉箱拖放定位前，相關前置作業如堤基

浚挖、拋石、整平作業等，全仰賴海上船機作

業。浚挖及整平船機之選擇取決於浚挖設計海

床水深。以「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

計畫岸線、浚填、港勤船渠工程」為例，浚挖

堤基水深達22公尺，故施工廠商採用大型絞刀

式挖泥船(大興號，11,400hp)浚挖堤基，該船機

不僅可達需求水深，亦可兼顧浚挖後之平整度

(如圖11)。依設計圖說，拋石整平機具鏟斗能

量至少需達21公尺，施工廠商採用目前全國最

大工作能量整平船(宏興號EX3500)施作整平作

業，並於鏟斗端裝設監測系統，精確掌握石料

整平狀況，並節省整平作業時間(如圖12)。

三、工址場地影響

工址施工場地之大小，攸關工程施工動線

規劃，棧橋碼頭一般可搭配後線場地(利用現有

或先行興建)作為施工基地的後援，如施工機

具佈設位置、物料堆置等，有利於集中管理。

而沉箱碼頭工址形狀多為長條線形，需先行將

沉箱體連結成線後，隨後施作沉箱堤後背填作

業，續再施築相關碼頭後線場地設施。

圖7 鏟斗式挖泥船清除海床障礙物

圖8 絞刀式浚挖船浚挖海床

圖9 鏟斗式機具施作海床面拋石

圖10 抓斗式機具施作海床面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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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所有沉箱尺寸及重量外，浮船塢所需停靠碼

頭，亦需尋覓適當工址或新建。碼頭空間尚需

劃定沉箱內外模(含零組件)及鋼筋儲放空間，施

工車輛作業動線、施工人員休息及物料置放空

間等亦需充分規劃，詳「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

第二期工程計畫外廓海堤工程」沉箱場地實況

(圖15)。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岸

線、浚填、港勤船渠工程」岸線碼頭採用陸上

軌道工法製造沉箱，所需作業場地除如前述浮

船塢工法外，尚需於岸上建置沉箱製造及移駁

沉箱至浮船塢之軌道空間，該場地因需承載沉

箱重量，相關場地承載力加強措施(如鋼管樁等)

型式及數量等，亦需經由縝密結構計算確認，

詳圖16。

沉箱完成製作後，需藉由浮船塢將沉箱

載運至出塢區。浮船塢進水下沉後，使沉箱自

然起浮，再由拖船將起浮沉箱拖放至暫存區置

以高雄港第六貨櫃中心碼頭興建工程為

例，棧橋碼頭與後線櫃場採同時施工，因此棧

橋碼頭鄰近後線場地區塊，部分作業可利用後

線場地作為支援空間，利用陸上機具施作兼顧

精確度，降低船機依賴性與海象影響。該工程

棧橋碼頭與後線櫃場介面處(L型牆位置)若依設

計水深浚挖，則後線場地有大部分區域將作為

水下穩定邊坡，因而影響L型牆陸上吊裝作業及

後線場地櫃場施工進度，故施工廠商於近L型牆

位置打設臨時鋼板樁，並配合高耐索背拉作為

開挖擋土設施，可使L型牆吊裝、打樁作業、卵

石拋放整平等，均利用岸上空間作業(如圖13)，

兼得櫃場基礎作業同步施工之效，縮短工時(如

圖14)。

沉箱應用於港灣工程略分外廓海堤、碼

頭岸線二大類，施工場地均需考量三項重點，

分別為沉箱製造、沉箱出塢儲存、沉箱拖放。

沉箱製造首要考量其製作工法，工法選定如為

浮船塢工法，除浮船塢淨空間及載重需足以因

圖11 絞刀式挖泥船浚挖岸線堤基

圖12 整平船堤基石料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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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當岸線碼頭底部基礎完成浚深及拋石整平

後，暫存區沉箱將拖放定位至碼頭岸線設計位

置沉放，沉箱拖行過程中，沉箱暫存區、浮船

塢或沉箱所經航道，其深度及寬度均需確認充

圖13 棧橋式碼頭作業運用岸上空間示意

圖14 棧橋式碼頭與櫃場基礎同步施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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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倘有不足者，需予及時浚挖，否則將影響

沉箱儲存或拖行，如圖17。

沉箱碼頭於沉箱拖放定位前，尚為一片

水域，無法進行碼頭後線填築，不似棧橋式碼

頭，可於施作碼頭同時，搭配後線場地作為施

工基地後援(如施工機具佈設位置、物料堆置

等)。沉箱碼頭後線空間，反而需待沉箱拖放定

位、完成後線填築出水面後，方能展現(如圖

18)，故在碼頭後線填築完成前，所有沉箱碼頭

堤面作業，仍需靠沉箱堤面空間提供所需之車

行動線，此時物料儲存空間較不適合設置於碼

頭堤面，因後線填築完成前，沉箱碼頭只是海

面水域上一帶狀結構體，深受海象影響，如遇

颱風大浪時，常有越浪情事，故此時沉箱堤面

需嚴加管控人員進出安全，相關物料亦需視情

況撤離，以免受損。

圖15 洲際二期計畫外廓海堤工程沉箱製作場區鳥瞰

圖16 洲際二期計畫岸線、浚填、港勤船渠工程沉箱製作場區鳥瞰

圖17  洲際二期計畫岸線、浚填、港勤船渠工程沉箱

航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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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棧橋、沉箱碼頭下部結構差異

棧橋碼頭與沉箱碼頭主要差異為下部結

構，棧橋碼頭下部結構施工主要為鋼管樁打

設，而沉箱碼頭下部結構主要為預鑄沉箱，沉

箱製作後再進行拖放定位作為碼頭重力結構。

鋼管樁打設為棧橋碼頭關鍵作業，需於施

工前確實探勘掌握地質特性，慎選適當機具能

量，鋼管插樁前務必以GPS定位確認樁位，打樁

過程應以免錂鏡經緯儀檢測以隨時校正垂直度

(如圖19)，相關打樁記錄需詳實填戴，以計算鋼

管樁承戴力是否符合安全承戴力，倘使用沖樁

法施工，則沖樁長度不得超過樁長之50%，打

設過程中如遭遇障礙物無法前進，不得進行強

力打擊以免造成鋼管樁損傷。

棧橋碼頭所打設鋼管樁為永久結構，長

久埋入海床及浸泡於海水中，故鋼管樁防蝕處

理，亦為保障棧橋式碼頭結構重要課題。常見

鋼管樁防蝕處理分為塗覆裝工法及陰極防蝕工

法(鋁陽極塊)，塗覆樁工法常用於潮間帶部分，

陰極防蝕工法適用於海水中部分，至於海泥中

鋼管樁，因較海側腐蝕速率為小(0.03mm/年)，

通常不設置防蝕設施(如圖20所示)。

潮間帶鋼管樁因受潮位升降及海象變化，

潮位高時受海水浸潤，潮位低時樁體外露與空

氣接觸，此區間鋼管樁防蝕處理常採用塗覆裝

工法，即於樁體外層塗覆高膜厚彈性PU，以抗

海水侵蝕，陸上塗覆PU前鋼管樁體需先進行噴

沙清潔，檢驗符合所需之清潔度規定後，再進

行PU噴塗，塗覆完成後亦需檢測塗裝膜厚，相

圖18 沉箱碼頭拖放定位水域實況

圖19 鋼管樁打設檢測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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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結構、預留筋、預留孔；施工人員作業空間

及動線等做整體規劃，滑模速度應控制在20～

30cm/hr，速度過與不及均易產生混凝土脫落

及拉裂現象，甚至發生夾模。以「高雄港洲際

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岸線、浚填、港勤船

關塗覆裝工法特性及實例詳如圖21。

鋼管樁陰極防蝕工法係直接採用活性度較

高之金屬做為陽極(又名犧牲陽極)，例如鋁、鎂

等金屬，活性均較鋼鐵高。犧牲陽極與鋼鐵連

通後，會透過海水提高鋼鐵其電位並保持在腐

蝕平衡電位之上使其不受海水腐蝕的作用。而

活性金屬放出電流，並成為金屬離子自體溶於

海水中，故稱該等金屬為犧牲陽極，如碼頭鋼

管樁安裝鋁合金陽極塊。相關防蝕方式特性及

實例詳圖22所示。

沉箱製作為沉箱碼頭關鍵作業，一般而言

沉箱碼頭結構量體大、經濟規模足夠，故常以

滑模系統製造沉箱，不論採浮船塢工法或陸上

軌道工法，皆如同工廠生產線般採一貫作業流

程，其施工循環流程為：底板組模紮筋、底板

混凝土澆置、沉箱艙模吊裝、沉箱滑模(含紮

筋)、養護及拆模、沉箱出塢暫存等。沉箱製造

每一作業流程均需確實掌握，方能管控沉箱製

造品質，諸如滑模系統之選用需考量載重、沉 圖20 鋼管樁防蝕設置示意

圖21 鋼管樁塗覆裝工法特性及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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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沉箱滑模時間歷經四天三夜，且隔天緊接

著續做下一座沉箱滑模，故施工人員及監造人

員採用輪班方式執勤，人力規劃及動員，需事

前協調補足，避免人員超時工作，影響健康及

施工效率品質。滑模屬於高空作業環境，不論

鋼筋吊放、內外艙模組拆等，皆使用大量起重

設備，相關機具檢查、作業空間圈圍，與滑模

工作架之定期檢視，為安衛管制重點。相關沉

箱製造流程中監造及安衛檢驗停留點如圖23

所示。

圖22 鋼管樁陰極防蝕工法特性及示意

圖23 沉箱製造流程中監造及安衛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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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貨櫃中心興建計畫包括新建#108～

#110碼頭及拆除#111碼頭改建兩部分，不論新

建或改建工程，其關鍵要項均為打樁作業，一

般改建碼頭位於既有港內，部分打樁可規劃於

陸上作業，以降低海上作業船機之依賴性。計

畫執行過程中，最大困難為海上打樁施工精度

較難以控制，尤其基地工址原為拆船碼頭，故

現地地面下尚遺留為數眾多之拆船後障礙物，

使得打樁作業施工難度大幅增加。

打設斜樁前，採用斜樁樣架進行定位，

有效控制定位精度，克服鋼管樁斜度及偏角施

工難度，增加施工效率。施工前除詳加掌握工

址地質狀況，慎選打樁機具能量外，打樁過程

亦以經緯儀隨時校正垂直度。施工期間如遇障

礙物無法前進時，即進行障礙物探查及排除作

業，避免因強力打擊造成鋼管樁受損。障礙物

探查作業包括以潛水伕先行探查，隨後於平台

船搭配長臂挖土機探挖，或以平台船搭配吊車

使用鋼板(軌)樁進行探測，詳圖25。障礙物清除

作業則利用全套管抓斗抓掘或擊碎障礙物，或

可利用冲樁設備搭配吊升機具清除障礙物，詳

圖26。

二、沉箱碼頭(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

程計畫岸線、浚填、港勤船渠工程)

基於施工及完工營運期間均需確保碼頭

岸線結構安全，洲際二期計畫岸線碼頭工程沉

箱結構斷面設計係以『最短期程、最少經費』

完成目標為首要考量。另於港埠岸線規劃須以

可滿足進港船舶靠泊與裝卸作業為目標，並評

估其配置方案在颱風及季風期間，港內水域之

靜穩度是否足敷各船型靠泊所需。綜整上述需

求，本案最後選定採連續沉箱構築岸線碼頭，

相關斷面及配置詳圖27。

此外，沉箱接縫處漏沙常造成背填土地坍

陷、港區淤沙之困窘。國內外海堤或碼頭護岸

伍、施工實例探討

一、棧橋碼頭(洲際一期計畫第六貨櫃中心)

棧橋碼頭梁版結構傳統施工方式多為場

鑄工法，場鑄梁版結構施作前，需先進行海上

打樁施工，惟海上打樁需採用海上平台打樁

機，因現場氣候、波浪、潮位、海流等變動幅

度較大，故海上打樁精度往往較差，尤其鋼管

斜樁之施工精度最難以掌握，場鑄工法最大特

點為可隨打樁偏差進行現場樁頭處理之調整與

補強，避免因海上打樁精度不足造成結構強度

減損。

鑒於場鑄工法主要徑為海上梁結構場鑄

作業，紮筋與組模工項皆須於海上架設，且施

工多處於潮間帶，架模拆模十分費工耗時，常

因海象不佳延誤工進。為求撙節施工時程並降

低風險，近年來棧橋式碼頭已漸改採半預鑄工

法施作，其優勢在於大部分上部結構及擋土設

施，如預鑄樁帽、預鑄梁、預鑄板及預鑄L型塊

等工項，可於工廠先行預鑄。當海上鋼管樁整

樁完成打設，且護坡拋石整坡整平後，即可開

始吊裝L型塊、樁帽、半預鑄梁，並配合各工進

打設場鑄節點，俟強度達到設計值後，吊裝半

預鑄板，並打設上半部場鑄板，完成整體碼頭

之施作。另該工法部分碼頭面板與軌道梁板同

時亦採場鑄方式施作，主要目的為克服因相關

軌道及水電設施之預埋件安裝精度偏差，造成

接合之困擾。

高明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以BOT方式興

建「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計畫」(第六貨

櫃中心)以作為貨櫃營運基地(詳圖24)，即採用

半預鑄工法施作。該基地碼頭完工後，自#108

至#111四席碼頭全長將達1,500公尺，水深16.5

公尺，可以同時容納4艘8,000TEU級以上的大

型貨櫃輪靠泊，作業量預估每年可達280萬TEU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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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第六貨櫃中心位置及航拍示意圖

圖25 障礙物探查作業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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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防沙濾布鋪設，加上沉箱間隙採用防沙板

配置，三層不同粒徑濾料輔以防沙濾布等多重

措施，防止土沙流失，為洲際二期計畫沉箱構

造相當具施工特色之一環，沉箱間隙榫間作業

及濾層作業步驟詳如圖28、29。

背填漏沙案例分析，防沙濾布破損恐是導致漏

沙流出之主要原因，因此防沙濾布強度特性、

施工過程中可能導致濾布變形或破壞之因素，

以及背填石料摩擦致濾布破損等，即為施工良

窳之關鍵。經參酌國內外多年累積防止漏沙技

術經驗與方法，本案係將沉箱背填石料，採不

圖26 障礙物清除作業

圖27 沉箱碼頭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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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棧橋碼頭與沉箱碼頭評析 (詳表3)

1.沉箱間隙水中非分離混凝土 2.濾布筒＋內灌混凝土 3.鋼筋混凝土澆置 4.濾料(F1、F2、F3)拋放

圖28 沉箱間隙榫間作業流程

圖29 沉箱背填濾層作業步驟

1.防沙板施作 2.拋放F2(1)濾料 3.整平船整平作業 4.濾布鋪設

5.拋放F1濾料 6.拋放F2(2)濾料 7.拋放10～50kg卵石 8.回填沙填築

                 表3 棧橋碼頭與沉箱式碼頭綜合比較評估

評
估
項
目

棧橋碼頭 沉箱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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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新建計畫為

例，探討棧橋與碼頭碼頭之差異及優劣比較，

期為提供日後港灣工程建設參酌。

參考文獻

1. 方讓右、何鈞鈺、黃逢時、黃國城，「棧

橋碼頭半預鑄工法簡介」，中華技術，

No.85，2010年。

2. 王錦榮、羅勝方、彭國源、蔡同宏、葉錦

璋，「港灣工程沉箱陸上軌道工法之施工

實務」，中華技術，No.104，2013年。

陸、結論

碼頭規劃設計需綜整工址自然條件、碼

頭使用條件、工期、費用、施工條件及施工風

險等因素，方能擇定最適宜結構斷面。工址自

然條件包含工址土壤力學性質、地震、波浪、

港內盪漾、潮位及水流等，尤其是土壤力學性

質，為選擇碼頭結構型式之主要決定因素。使

用條件則包括碼頭使用限制、靠泊船型、裝卸

設施、繫靠設施、載重、碼頭容許變位等。另

施工條件則須參酌國內外廠商施工經驗、施工

機具、動員能力及施工能量。因此，碼頭興建

工法需兼顧施工性、經濟性、施工期程、生態

環保及維護管理等，甚而兼容不同工法，構思

一最佳方案，以符合計畫功能所需。

主
要
工
項

1.鋼管樁製作及打設
2.基礎浚挖及拋石
3.梁板鋼筋混凝土施工
4.繫靠及防蝕設施安裝

1.沉箱製作、儲存及安放
2.基礎浚挖及拋石
3.沉箱內填沙及後線背填
4.堤面鋼筋混凝土施工
5.繫靠設施安裝

主
要

材
料 鋼管樁、鋼筋、混凝土、防舷材、繫船柱、防蝕塊及石料 鋼筋、混凝土、防舷材、繫船柱及石料

構
造
特

性
1.直樁構造，主要承載橋式機組工作載重
2.斜樁構造，主要抵抗船舶水平撞擊力

1.重力式混凝土沉箱具耐震、耐久性。
2. 具消波艙，可降低船跡波及季風波浪影響，提高裝卸效

率。

選
用
條
件

1.較適用於貨櫃碼頭
2.興建階段部分防波堤需已完成
3. 配合保留舊棧橋基樁，可改建為水深較深、設備較新的棧橋碼

頭。

1.較適用於石化、散雜貨碼頭
2.興建階段適用於開放水域
3. 適用於較大規模碼頭，且沉箱數量有一定規模始具經濟

性。

施
工
性

1. 施工船機齊備，施工技術純熟，完成案例多。
2. 下部結構基樁精度要求高，上部結構組模、拆模受波浪影響

大。
3.一般工址位於港內，受海象影響較小。
4. 樁位定位後易受颱風波浪、拋石、船機撞擊影響而變位，設置

橫向支撐可防止變位。

1. 國內可供沉箱製作之大型浮台船塢少，採陸上軌道工法
可降低船機的依賴性。

2. 沉箱數量有一定規模且尺寸大，一般採滑模系統製作。
3. 沉箱拖放前須拋石整平，整平作業受海象影響較大。
4. 施工動線需依賴堤面，一般堤面作業則採半半施工，確

保材料運送動線無阻。

主
要
工
項
工
率

依據六櫃中心高明貨櫃碼頭工程實務經驗
鋼管樁製作每月1,200m(管徑1m)
鋼管樁40m～55m打設工率約每月20支
L型牆吊裝每月約240m
棧橋板(梁、板結構)約每月完成2,365m2

依據洲際2-2標岸線工程實務經驗
1.基礎浚挖每月約12座
2.拋石整平每月約10座
3.沉箱製作每月約6～7座(兩個生產線)
4.沉箱拖放約每月6～8座
5.堤面混凝土每月8～10座

生
態 採用可回收鋼管樁，減少CO2排放量。

開孔部分可供海生物附著，並可提高通水效果，吸引魚類
棲息。

管
理

維
護

1. 鋼管樁數量較多，所需防蝕塊相對多，增加定期維護成本。
2. 棧橋底板混凝土需定期檢查，並視混凝土剝落狀況進行維護。

除天災及人為破壞或材料老化需維護外，不必做消耗性維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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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消弭都市發展差異縫合都市節理，及提供更為舒適美化之環境，高雄鐵路地下化

工程自2009年，分高雄、左營、鳳山三個計畫推動，採明挖覆蓋工法將原縱貫高雄市區

之鐵路改至地下。於明挖覆蓋工法施工時，會遇到原有橫交鐵路之平交道、維生管線、

及高架橋梁等既有設施，如何在不影響原使用功能，並讓工程順利施工，由設計及施工

團隊研採特殊之施工對策，本文將就此進行介紹說明。

圖1 高雄鐵路地下化全區範圍圖

1 2 3 4 5 6

壹、前言

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為臺鐵捷運化暨

立體化改建計畫，實際上執行分為高雄計畫、

左營計畫以及鳳山計畫，可消除7處平交道及16

處立體交叉路口，也可消除鐵路沿線兩側地區

發展之阻礙，改善鐵路行車所產生之噪音、振

動等環境公害問題，提升都市土地利用及經濟

活動力。本計畫範圍北起高雄市左營區新左營

車站，南達高雄市鳳山區大智陸橋，施工路段

總長度約15.37公里，總經費715.82億元，本計

畫已於2009年6月26日動工興建，預定2017年

底達成地下化通車目標，計畫範圍詳圖1。

鐵路地下化工程之興建，除維持既有鐵路

之營運，施工過程需將對市民生活品質影響降至

最低，以免招致民怨反彈，因此如現有橫交鐵路

之平交道、既有橫跨鐵路之高架橋、穿越鐵路之

地下道，暨自來水、汙水、電力等大型無法採臨

時遷移處理之重要民生維生管線等，如何在不

影響原使用功能狀況下順利施工，實為市區鐵

路地下化工程施作一大挑戰。一般而論，對於

上述施工問題，規設階段常見處理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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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民生管線：地下化施工過程對於橫交

牴觸管線，原則均與管線單位協調採臨時

遷移方式辦理，但對於部分重要管線，因

影響民眾範圍廣泛且遷移耗時，則採連續

壁特殊單元方式施做，於開挖時採吊掛

保護。

二、 既有橫越鐵路之高架橋或地下道設施：為

穿越既有橋梁進行地下化隧道作業，對於

既有橋梁基礎常採托底補強或採用管冪工

法進行施工，而在橋面投影面積下方之連

續壁作業，因受高度限制(視橋面高度不等)

則採用限高型機具搭配降挖方式施作。

三、 現有平交道：為不影響既有交通車流，原

則採用半半改道分階段施工辦理。

本文就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執行過

程，彙整施工遭遇案例，謹提供爾後遭遇類似

狀況之參考，相關內容說明如后。

貳、重要民生管線牴觸因應－連
續壁特殊單元施工

目前公共工程在既有道路上施工常需面臨

既設管線群之障礙，常見處理方式是進行管線

遷移。但依公共工程委員會統計資料所作之報

告指出，管線遷移是繼用地取得外造成公共工

程延誤之第二大主因。為確保工程不致因管線

遷移延宕而影響工進，如何運用擋土壁特殊之

施作方式以減少管線遷移(特別是耗時且難以遷

移之重要民生管線)，宜在規劃設計階段預作考

量，以免影響工進。

連續壁特殊單元與一般型不同之處，主

要為導溝施作型式不同，因需處理既有管線保

護，故一般大多採鋼板樁等擋土措施施作深導

溝，原則施作導溝深度約需於管線下1公尺，另

配合管線埋設深度，其連續壁單元分割及鋼筋

籠設置型式亦有所不同，以下將以高雄鐵路地

下化兩案例進行對照說明。

一、背景說明

(一)  鳳山計畫臺鐵隧道UK410＋485：本里

程有一∮800mm RCP污水幹管橫越工

區，深度位於地面下GL＝-5.7公尺，

採推進工法完成(詳圖２)，因污水納排

影響範圍廣，遷移難度甚高，故採連

續壁特殊單元施工方式，完成後始可

進行後續隧道開挖作業。

(二)  左營計畫臺鐵隧道UK399＋576：本

平面圖

圖２ 污水管線分布圖

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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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與華榮路下方之高雄市水利局轄

管口徑ψ1650mm RCP污水幹管(外徑

2m)橫交，該污水幹管係以推管施作，

屬鐵路西側集污區排向東側市區之幹

管，埋深達8～10公尺，位置詳圖３。

二、深導溝施作方式

為避免壁體崩落，連續壁導溝需施作至管

線下方，配合管線深度及地質條件等問題，現

場採用的施作方式說明如下。

(一)  以鋼板樁施作深導溝位於地下5～6

公尺之污水管，地質條件為粉土質黏

土，地下水位於地表下4公尺，深導溝

之擋土措施係採打設鋼板樁及架設擋

土型鋼支撐(詳圖４)，為避免開挖過程

中有地下水滲入及外側沉陷疑慮，另

於鋼板樁外側施作∮400mm之CCP地

改樁(詳圖５)進行止水補強。於開挖至

管線接近深度，則以人工進行清理管

線周邊餘土，並預製補強鋼製環片予

以包覆補強。接續進行深導溝開挖、

管線保護、深導溝牆施作。

  其中深導溝牆深約7公尺，分三階段

進行昇層澆置混凝土，並設置無筋地

中壁，每昇層完成拆模後輔以木樁即

進行部分回填砂，以減少外側發生沉

陷。並預留鋼線由導溝頂繞至管底，

以作為連續壁施工鋼筋籠吊放。

(二)  以連續壁施作深導溝位於華榮路下方

之口徑ψ1650mm RCP污水幹管(外徑

2m)橫交，於施工前辦理地電阻探測該

管之位置，確認其深度約地下8-10公

尺深處(詳圖６)。該處地表下5～20公

尺主要以未固結之粉土質砂為主，地

下水位分布在地表下2～3公尺。經評

估在此高地下水位及砂層地質之工址
圖６ 地下污水管地電阻探查成果

圖３ 華榮路ψ1650mm污水管位置

圖５ 地改樁施作

圖４ 擋土牆施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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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下，倘採用擋土樁配合內支撐降

挖，輔以地質改良及點井降水，逐層

施築厚50公分、深超過10公尺及內淨

寬1.05公尺之內外深導溝壁，施工時

程較久、風險較高；兼此處位於半半

施工交維之華榮路口，亦有交維限期

完成之時程壓力。爰檢討以壁式深導

溝(或稱壁式導牆)施作，即內外深導

溝壁均以連續壁施築，除可縮短工進

外，亦可將槽溝保護深入污水管下，

提高主連續壁施工安全。

三、連續壁特殊單元施作

(一)  壁體挖掘：連續壁挖掘機具為垂直上

下，期間不能有障礙物阻擋，遇到管

線時即採取特殊型連續壁抓斗進行抓

掘管下土方。另為配合鋼筋籠吊放需

要牽引移動需依工法作業空間調整

開挖長度，較一般型連續壁寬(4～6

公尺)。

(二)  鋼筋籠吊放：鋼筋籠吊放為克服吊入

管下的問題都採鋼索遷引，而鋼筋籠

製作則依不同規劃，考量可採管上、

管下組合方式或一體成型等。

以下將以不同吊放鋼筋籠規則配置案

例說明：

1.  鳳山計畫臺鐵隧道UK410＋485：本案

為利特殊單元鋼筋籠有適當吊放平移空

間，依據事先探管確認之管線位置及高

程，規劃單元配置，可分為先行單元、

特殊單元及後行閉合單元，經規劃後將

前期完成後預留約15公尺範圍之單元

配置，詳圖7，其中特殊單元寬度為7公
圖7 連續壁單元配置圖

圖8 特製L型釘耙 圖9 鋼筋籠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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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進行兩側端版清理後，吊放特殊型單

元鋼筋籠(4.3公尺)及一般型鋼筋籠(3公

尺)。

  　　本案特殊型鋼筋籠採上下一體成型

先不考慮施作完整鋼筋籠，以利吊放安

尺，施工過程係先將3公尺寬之先行單

元(母單元)施作完成，接下來進行特殊

單元(7公尺寬之雙公單元併接)，其管線

下方土方清理係以L型釘耙將餘土扒落底

部(詳圖8)，再以標準抓斗將其挖除，接

圖10 特殊單元連續壁施工流程圖

圖11 UK410＋485污水管連續壁特殊單元施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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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作業(詳圖9)，故管線高程、位置需

精準掌握；於吊放至預定位置後與預留

之牽引母索一端固定，再下放至設計高

程，母索另一端以另一台吊車緩拉，將鋼

筋籠牽引平移穿過管線至標示位置，最後

固定吊耳並進行特密管澆置混凝土作業。

相關施工流程及說明(詳圖10、圖11)。

  　　進行連續壁特殊單元之施作雖可解

決部分難以遷移之管線，可省卻管線遷

移之費用，但其施工工率低、費用高，

以本案例而言，單一特殊型連續壁單元

施作須3天，因本施作工區鄰近軌道，事

前之擋土支撐、開挖作業、管線保護、深

導溝逐層施作等工進推動工率低，致鋼板

樁打設起至最後一塊閉合單元完成，共計

50日，施工時程詳圖12，惟若採管線遷

移方式，耗費之時間、人力、成本更甚。

2.  左營計畫臺鐵隧道UK399＋576：本案

由於華榮路污水管位地下8～10公尺過

深，採用連續壁工法施作壁式導牆，以

克服工址屬高地下水位之砂質地盤之深

導溝施作風險，復因污水管外徑達2公

尺，管底土方無法由一般MASAGO正常

挖掘，須由管線兩側先挖掘之空間，側

移MASAGO半半挖掘，並輔以側式反斗

耙除及特殊高壓水流清洗管頂、管側及

管底餘土；又配合連續壁廠商抓斗寬達

3.6公尺，現場整體連續壁施工單元規

劃詳圖13。東西側特殊單元寬達9.25公

尺，自定位抓掘至澆置完成連續施作不

間斷，預估需3天2夜；由於施工歷程較

久，現場施工需特別注意坍孔風險，整

體施工流程詳圖14、15。

   　　其中鋼筋籠吊放亦為施工重點，

本案特殊單元寬度達9.25公尺，因此鋼

筋籠規劃分為四個單元，利用導引繩索

將鋼索拉至另側，將管線下方鋼筋籠

單元側拉定位，再吊放管線左右兩側鋼

筋籠，最後吊放管線上方鋼筋籠後進行

特密管澆置混凝土，施工過程照片詳圖

16。

圖12 UK410＋485污水管連續壁特殊單元施工時程

圖13  華榮路污水管連續壁特殊單元及壁式導溝單元

規劃

圖14 華榮路污水管連續壁特殊單元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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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華榮路污水管連續壁特殊單元施工說明圖示

圖16 華榮路污水管連續壁特殊單元施工照片

先行單元及壁式導牆(t＝0.5m)導溝 壁式導牆(t＝0.5m)採用ICOS

挖掘(義大利Impresadi Costruzione 

Opere Specializzate公司)

連續壁特殊單元(t＝1.0m)挖掘

管下餘土以反斗側耙方式刮除 管周餘土以高壓水槍

(50-100kg/cm2)沖洗

污水管開挖後及吊掛保護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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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限高型連續壁施工

於部分橋梁下方連續壁作業，施作期間需維

持橋梁通行，惟連續壁受限現場高度不足，故需

將鋼筋籠分割為較短的小單元吊放後以鋼筋續接

器接續，其工時較傳統型大幅增加，而橋下作業

之特殊型連續壁機具需具備最小高度需求為8公

尺，而一般橋下高度約僅5公尺，淨空不足，因此

橋梁下方連續壁作業需再配合降挖施工(詳圖18)。

一、機具調整

為因應基地限高限寬條件本案採用BLK-a抓

掘機，配合修改機具包含桁架長度、吊車後端

配重移除以符合限寬需求、油管及吊索輪軸後

移、電力系統修改等。

   　　本特殊單元連續壁依前述步驟完成

施作後，即分階段進行降挖支撐並逐階

敲除侵入隧道結構淨空之內導溝壁，兼

檢視其壁體之完整性。至管頂及管下與

連續壁接縫滲水處則施作封艙並加強止

水灌漿，後續併配合吊掛保護污水管，

終於順利完成本處臺鐵隧道降挖、支撐

及結構體施工，本案例施工時程詳圖

17。

   　　本文二種案例之工法選擇端視現況

需求及連續壁廠商的工作安排，其中最

重要的是如何確保壁體土方清除完全，

以及管底下的鋼筋能正確定位，另壁

體開挖寬度亦為考量的重點，太寬則穩

定度不佳，太窄則工作性不佳，經筆者

查閱數個案例壁體原則以不超過10m為

度。

圖17 華榮路污水管連續壁特殊單元施作時程

圖18 限高工區淨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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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降挖斜坡剖面圖

二、假設工程

為限高型連續壁受橋梁下淨空影響需配

合降挖且受橋下空間限制，因此事先規劃相當

重要，例如橋下機具作業空間應考量機具挖取

土及吊放鋼筋籠吊車空間，降挖段運輸動線為

安全考量起見，其坡度應有所限制避免坡度過

陡，造成吊運鋼筋籠過程中發生傾覆等，均應

於施工前評估周詳。

(一) 工區降挖及斜坡

1. 構築斜坡供機具進出。

2.  限高區各向東西側延伸6公尺為平面段，

作為機具作業動線。

3  配合降挖深度，斜坡坡度保持在20°以

下，可供鋼筋籠吊運過程，不致發生危

險(詳圖19)。

(二) 導溝內外側地質改良

 限高型單元因施工難度高、時程冗長

且重型機具緊貼抓掘之槽溝，為減少壁體

坍孔情形，於導溝內外側下方施作地盤改

良樁(JSG樁徑ψ50cm＠40cm、改良深度H＝ 

-1.5m～-20m)，以利工程順利進行(詳圖20)， 

圖20 地盤改良樁施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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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艙作為補強，設置位置原則設於公單元

中間，間隔則視公母單元規劃寬度而定。

(三) 棄土處理

 連續壁挖掘作業時，因BLK-a抓掘機無

法迴轉，棄土採小型剷土機搬運至棄土桶

後外運。

三、鋼筋籠製作、吊放及搭接

(一) 鋼筋籠製作

 本區段連續壁型式壁厚1.2公尺、設計

深度45公尺，降挖後鋼筋籠實際長度為42.5

公尺。鋼筋籠加工場地因運輸動線考量，一

般設置於降挖區外，以利鋼筋加工作業及

運輸，另由於施工高度之限制，鋼筋籠續

接若採焊接續接方式，則焊接時間過長及

搭接鋼筋使用過量與搭接處將密不透空，

故限高單元鋼筋籠全採機械式續接器續接，

本案鋼筋籠依工地現況分為11節10搭施作，

每節鋼筋籠主筋為3.8公尺，由於錯位60公

分，故每節總長度為4.4公尺(詳圖21)。

(二) 鋼筋籠吊放

 鋼筋籠於工區西側製作完成後，利用

副吊將每節鋼筋籠逐一吊至限高區，限高

區內採用怪手或使用改良型70噸吊車作為

吊放鋼筋籠的機具，70噸吊車在吊放時需

依序由第二吊點轉換為第一吊點，如此可

以增加鋼筋長度並減少搭接次數，此種施

工方式雖較為繁複，但可有效降低施工時

間及風險(詳圖22)。

四、施工工率說明

限高型連續壁施工程序與一般連續壁施

作差異不大，主要差別在於開挖階段受場地限

制，開挖速率較慢，另在於鋼筋籠吊放階段亦

受橋梁淨高限制，無法一次吊放，需分節吊放

並採鋼筋續接器鎖固；連續壁施作過程為避免

坍孔崩落，原則均24小時連續施作完成，依本

案例而言，每單元均需4～5天方可完成，詳如

表1，因此施工期間如何控制穩定液品質及濃

度，維持壁體穩定至為重要。

圖21 鋼筋籠製作

圖22 鋼筋籠吊放

表1 限高型連續壁施作工率一覽表

型式
壁厚
(M)

壁深
(M)

單元長度
(M)

單元數
工率

(日/單元)
天數
(日)

母單元 120 43 2 7 4 28

公單元 120 43 4.2 6 4 24

公母單元 120 43 5.945 1 5 5

總計 57

備註說明： 限高型連續壁之公、母單元長度規劃均較一般型
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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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施作托底板並銜接墩柱，最後將橋梁載重轉

移至托底板後拆除暫撐鋼架。

大順陸橋托底主要施工步驟分為5階段，分

述如后：

一、階段1施工順序(詳圖25)

(一)  工區南側交維改道，架設橋墩托底施

工圍籬。

(二) 工區整地，施作鋼板樁擋土設施。

(三)  橋下降挖3.8公尺，確保淨高9公尺之

限高型連續壁施工空間。

(四)  橋下降挖區施作限高型連續壁，深度

為45公尺，寬度1.2公尺。

二、階段2施工順序(詳圖26)

施作橋墩東西側連續壁上方臨時托底鋼架

<BH920*1200>基座，以承載橋梁靜載重及活載

重(如表2)。

表2 橋墩設計條件表

橋墩設計 原設計評估(T) 備註

靜載重 1255 垂直向

活載重 212 垂直向

三、階段3施工順序(詳圖27)

(一)  暫撐鋼架組立、吊裝，螺栓鎖固及銲

接補強。

(二)  架設千斤頂(使用4組300T千斤頂及4組

200T千斤頂)於帽梁與鋼架間，並作千

斤頂防側移補強，施加預壓力頂升，

使部分載重轉移至暫撐鋼架。

(三)  暫撐鋼架之千斤頂荷重達預定應力時

(經結構技師檢核，分階段加壓至荷重

45%)，即進行舊有橋墩基礎敲除，並

保留搭接主筋。

肆、既有橫跨鐵路高架橋因應－
托底工法

鐵路與市區重要幹道橫交處，因交通量考

量常採高架橋梁跨越通行，橋梁基礎係屬於用

基樁承載的深基礎，現地下化工程必須穿越該

橋梁，當遇到原有樁基礎，此時常應用「托底

工法」，所謂托底工法簡言之為置換原有結構

體之舊基礎，在不影響到橋梁運輸功能與安全

下，置換該橋之樁基礎，改成托底板跨座在隧

道二側的擋土壁上等基礎形式支承。

【案例說明一】

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之臺鐵隧道

於貫穿大順陸橋位置，里程約UK408＋379，

與既有大順陸橋南側橋墩及基樁衝突(詳圖23、

24)，為維持陸橋原有功能，採安全性佳之托底

工法；其工法過程係先於大順陸橋下施作限高

型連續壁，於連續壁上方施作臨時托底鋼架基

座，並配合千斤頂架設暫撐鋼架，將橋梁載重

轉移至暫撐鋼架後打除既有橋梁基礎及墩柱，

圖23 大順陸橋平面圖

圖24 大順陸橋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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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階段4施工順序(詳圖28)

(一)  施築托底板(尺寸：寬8公尺*長18～21

公尺*高2公尺)，並預留與墩柱之搭接

主筋。

(二)  暫撐鋼架與托底板間組立載重移轉支

撐鋼柱及千斤頂。

(三)  千斤頂施加預壓力頂升，使部分橋梁

載重由支撐鋼柱傳遞至托底板。

五、階段5施工順序(詳圖29)

(一)  綁紮續接段墩柱圍束筋，並以壓力灌

漿澆灌混凝土續接墩柱。

(二)  橋墩混凝土達到設計強度後，放鬆千

斤頂使載重轉由完工之橋柱承載，並

拆除暫撐鋼架。

本工法施工重點主要在於橋梁載重傳遞轉

移至暫撐鋼架或托底板是否順利，因此載重傳遞

過程監控至為重要，依本案例而言，為掌握托底

施工過程中，暫撐鋼架與既有橋墩變化情形，

於暫撐鋼架架設完成(詳圖30)至千斤頂施加預力

前，配合托底工程裝設自動化監測儀器及人工輔

助量測觀測點並建立初始值，透過監測平台系統

(詳圖31)，可由電腦或智慧型手機藉由網路即時

圖25 階段1施工順序圖 圖26 階段2施工順序圖 圖27 階段3施工順序圖

圖28 階段4施工順序圖 圖29 階段5施工順序圖

圖30 大順陸橋托底工程暫撐架全貌 圖31 大順陸橋托底工程安全監測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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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相關荷重及變位情形，如有超標情形，需

立即檢討原因，並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本案例

施作過程約需210天，各階段施作天數詳圖32。

【案例說明二】

高雄鐵路地下化左營計畫之臺鐵隧道於出土

引道段(里程約UK397＋820)與國道8號大中路快

速道路F匝道(高鐵左營車站連絡道)之門架式橋墩

PF01相衝突，並且與洲仔洋圳灌排水路重疊(詳

圖33)，為維持匝道橋原有功能，採安全性佳之

換柱工法，於原基礎上新增墩柱以支承匝道橋。

由匝道橋竣工圖可知PF01橋墩基礎頂比引

道底版深，故PF01之樁基礎不會與臺鐵隧道引

道段衝突，原有的樁基礎可保留。經設計單位

依現場評估採保留門架式橋墩之西邊墩柱(道路

側)，並將新墩柱與既有帽梁以hinge方式銜接

(詳圖34～35)，俟新墩柱完成後再將東側帽梁及

墩柱切割及敲除，以利臺鐵隧道引道段施工(詳

圖36)，本案例施工時程詳圖37。

圖32 大順陸橋托底各階段施作時程

圖33  大中路高架橋橋墩與左營計畫之臺鐵隧道引道

段衝突位置

圖34 大中路高架橋換柱剖面圖

圖36 大中路高架橋換柱完成全貌

圖35 大中路高架橋換柱細部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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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鐵路平交道交通維持

鐵路地下化重要效益其一即為消弭平交道

以縫合都市之裂痕，惟平交道處因施工階段不得

妨礙鐵路運輸及阻斷橫交之都市幹道通行，故

成為瓶頸點。雖施工單位欲將施工階段對平交

道之影響降至最低，然緊鄰平交道之車站(或隧

道)結構體施作前必須先完成擋土設施(如：連續

壁、中間樁…)及覆蓋板系統，此類作業為地面

施工，勢必影響與平交道橫交之都市幹道通行。

因需維持都市幹道順暢通行，於進行擋

土設施及覆蓋板系統施作階段則採用「半半施

工」作為解決方案。於臨鐵路平交道進行半半

施工與一般市區道路不同處，以高雄鐵路地下

化延伸鳳山計畫之正義路平交道半半施工為

例，簡述如后。

一、 鳳山計畫之正義路平交道(里程約UK409＋

920)位於都市開發較早區域，平行鐵路之

周邊道路為寬度6公尺以下之巷道，並無足

夠縱深可提供道路轉向。

二、 正義路為高雄與鳳山地區銜接交通幹道之

一，平交道過往車輛交通量甚大，因此為

維持民眾車輛通行使用，採用半半施工，

分三階段進行交維並於交維期間完成道路

範圍之連續壁及覆蓋板後，始得進行下一

圖37 大中路高架橋換柱施工時程

圖40 第二階段交維

圖38 正義路平交道原貌

圖41 復舊完成

圖39 第一階段交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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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平交道告警機、遮斷機、門型限

高架及平交道相關標誌、號誌等，該

設施往往與鐵路系統連動，需於列車

停駛期間才能進行移設，本案於各階

段設施移設前均邀集臺鐵運、工、

機、電等相關單位辦理會勘確認移設

位置及時程，於移設前先完成纜線預

埋，並將涉及影響臺鐵營運外設施先

行移設完成；於移設當晚，配合臺鐵

斷電封鎖時間進行，但因列車僅能於

凌晨01：00至04：00停駛，施工時間

相對緊迫，且必須於列車復駛前完成

設備復原(詳圖43)。

(二)  於交維當晚除臺鐵設施移設外(詳圖

44～45)，尚有道路改道瀝青混凝土刨

鋪及標線繪製作業(詳圖46～47)，以

正義路平交道第一階段為例，當晚各

階段交維。前兩階段主要配合半半施工進

行改道，第三次則進行道路復舊作業，各

階段施工現況詳圖38～41。

三、 本案例於施工前依照現況提報交維改道計

畫送高雄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綜合管

考小組(簡稱管考小組)進行審議，奉核後配

合改道交維設置(詳圖42)；另因平交道範圍

不足以提供半半施工所需，為維持既有車

行路寬需新增平交道範圍(於切換前安裝額

外平交道版)，以提供車輛改道所需。

四、 本案例於交維各階段移設為避免影響民眾

白天通行，均於事前妥善規劃，利用一晚

時間進行移設(原則為晚間十時至次日上午

八時)，當晚工作重點說明如下：

(一)  與幹道正交之平交道臺鐵設施，通常

圖42 平交道半半施工交維移設圖

圖43 平交道第一階段設施移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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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遷移時程及交維分階段完成時程

詳圖48及表3。

(三)  另平交道處有電壓25,000伏特之電車

線，施工前需完成斷電封鎖申請及接

地作業，吊車及其他起重機具於施作

中必須特別注意不能傷及電車線。

五、 除交維改道移設作業需特別慎重外，管線

遷移亦列為重點，因一般管線包含自來

水、電力、電信、污排水等大多利用既有

圖46 遷移後瀝青混凝土鋪設

圖44 門型架移設

圖47 道路標線劃設

圖45 遮斷機移設

圖48 正義路平交道第一階段遷移時程

表3 正義路半半施工各階段交維完成時間一覽表

項目 完成時間 使用天數
第一階段交維 103年06月30日 65

第二階段交維 103年09月04日 53

復舊完成 103年10月27日 合計11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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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穿越平交道，依本案例於正義路上即

有電力、電信、軍訊(軍方通訊使用)及排

水、污水等諸多管線通過，因此於半半施

工前即先辦理會勘研擬管線保護方式，一

般常用有吊掛保護及臨時管線遷移方式，

惟交維執行通常有限期完成壓力，管遷過

程容易與擋土措施施工動線牴觸，建議施

工規劃階段應考量管遷時程變數，並應於

事前進行試挖作業，以充分掌握管線確實

位置。

六、 另市區道路除平交道外，常有車行地下道

穿越軌道，高雄鐵路地下化於左營計畫臺

鐵隧道橫交中華一路之左營地下道(里程約

UK400＋098～129)即於由軌道下方穿越

(詳圖49)。由於中華一路為市區重要幹線，

交維改道衝擊甚大，且工期較長，因此採

用管冪工法因應。管冪工法或稱管幕工法

(Pipes Roof Method，PRM)，主要將圓形鋼

管利用反力設備，逐支鑽掘推入土體內；

鋼管與鋼管側間以公母榫連結(詳圖50)。

數支鋼管締結組成形如「排笛」之鋼管排

面；進而構成橫斷面為ㄇ或口字型之鋼管

圍冪，以抵抗周圍土壓，並保護鐵路隧道

箱涵結構開挖時的頂拱及側邊，再配合臨

時支撐進行分階段開挖及結構施作，管冪

施工流程及推進順序詳圖51、52。惟此案

例目前因進行當中遭遇非可預期之橋梁基

樁影響致尚未完成。

陸、結語

鐵路地下化考量施工難易度、用地取得、

風險評估及成本預算等綜合考量採用明挖覆蓋

工法，雖工法單純且發展已相當成熟，惟作業

地點位於都市化人口稠密區，如何克服橫交管

線、既有道路橋梁，兼降低影響民眾程度，需要

施工團隊事先妥善規劃及確切執行方可達成。

圖49 臺鐵隧道穿越左營地下道(中華一路)平面配置圖

圖51 管冪整體施工流程

圖50 管冪工法剖面配置圖

圖52 管冪鋼管推進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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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彙整高雄鐵路地下化相關案例監造經

驗，謹列出下列建議提供先進參考。

一、 對於橫交牴觸管線原則朝臨遷方式辦理，

惟依實際經驗，與管線單位協調工作冗

長，建議於開工初期即應請承商完整調查

且提前協調。

二、 連續壁施工引進國內多年，雖已是成熟安

全工法，但針對特殊單元事先仍應審慎評

估，尤其於鐵路側施作，應搭配淺層地改

不可省卻。土體掘削過程對於管線保護，

鋼筋籠吊放需配合穿綁鋼索以利拖拉定

位，及施工過程隨時監測穩定液品質等，

均應全程保持高度警戒狀態，慎思凡事豫

則立，不豫則廢。

三、 以左營計畫華榮路ψ1650mm RCP污水幹

管為例，因污水管較深，無法施作深導

溝，改以連續壁施作壁式導牆，亦無法以

人工下至管線週邊完成保護措施。因此施

工期間於管線週邊預留較大空間，如何開

挖不損及管線，管周餘土消除及鋼筋籠吊

放定位等，僅能以超音波及施工人員加以

研判，因此現場作業人員專業素質為重要

關鍵。

四、 限高連續壁施作，其降挖高度需視協力廠

商機具而定，配合降挖兩側動線，開挖機

具配置、鋼筋籠運輸動線，務必事先規劃

並與協力廠商現場確認。

五、 因限高高度限制，鋼筋籠無法一次吊放，

需使用鋼筋續接器予以分段續接。作業時

間通常需配合施作深度而分2～5個工作天

不等，因此施工期間如何控制穩定液品質

及濃度，維持壁體穩定至為重要。

六、 於托底施工時，既有橋梁墩柱進行切割，

其橋梁該跨重量透過千斤頂系統傳遞穩定

暫撐架之應力轉換過程，建議應設置妥善

監測系統隨時監控。

七、 平交道進行半半施工時，因需配合遷移臺

鐵設施(含平交道告警機、遮斷機、門型限

高架、鐵路標誌及號誌、平交道板，以及

鐵路監視系統等)，建議應提前與臺鐵運、

工、機、電各單位協商遷移位置及時程，另

配合臺鐵營運需於斷電時間移設(原則為凌

晨一點至四點)，建議應由熟悉臺鐵設備具

備移設經驗協力廠商進行移設，方可利用一

晚順利完成；另建議於提送交通維持計畫時

應考量管遷所需時程，並應於施工前進行試

挖作業，以充分掌握管線確實位置。

八、 經彙整本文各施工案例，僅實際施工期程

即需50～210天不等，對於鐵路地下化工程

工期影響甚鉅，此尚不包含事前規劃及備

料時程，建議開工前期應進行現場調查確

認，避免現況不符，致無法按原規劃進行

而延宕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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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結合綠能發電，以小型風力發電機及太陽能板發電為主力，氫燃料電池發電為

輔助，製作一座可驅動照明、風扇、充電器及小火車的獨立微型電網之模型，並進行評

估及探討。模型中風力發電機及太陽能發電於平時擔任系統發電主力，優先供應負載電

力，當有多餘電力時則以水電解方式製造氫氣並予以儲存；當風力發電機及太陽能發電

不足或無法發電時，利用先前所儲存之氫氣供應氫燃料電池備援發電，自動投入系統，

使負載供電不會中斷。經於實驗室模擬太陽能光源及風力發電機風源實際測試，本獨立

微型電網模型運作正常可行，惟太陽能板、風力機及氫能源發電能量效率皆有折損，而

氫燃料電池經過長時發電，僅約略排放少許水量，確實具有環保無污染的良好條件。以

此程序模擬於離島或偏郊地區之微電網搭配氫燃料電池作為備援發電系統之基本架構，

從實驗過程評估及探討此架構之可行性以及發掘問題，可作為後續設置風光互補及氫燃

料電池發電系統示範研究之參考。

壹、前言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於2001年

提出1850～2150年間之全球能源系統轉換曲線

[1](如圖1)，圖中可發現目前液態能源已取代固

態能源，而不久的將來液態能源亦將會被氣態能

源取代，其中氫氣將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資料來源：http://www.slideshare.net/AlessandroACarmonaMa/hrsaal-f128carmona

圖1 全球能源系統轉換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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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為石化能源高度缺乏國家，超過97%

的能源需仰賴進口，且石化燃料相關活動將造

成二氧化碳排放，並引發地球溫室氣體效應，

在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及能源日益短缺的情勢

下，綠色能源技術在我國更形迫切，其中氫燃

料電池(Fuel Cell)應用，為能源發展運用可行的

方向之一，亦是本世紀最具發展潛力的綠色環

保發電工具之一。

燃料電池主要是透過氧或其他氧化劑進行

氧化還原反應，把燃料中的化學能轉換成電能

的電池，而最常見的燃料為氫氣。自1839年英

國物理學家威廉•葛洛夫(William Robert Grove)

成功製作世界上第一個燃料電池以來，科學家

就不斷思考如何提高這種乾淨能源的運轉效

率，而首次燃料電池的應用是在1960年代的美

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的太空任務中，從此燃

料電池開始被廣泛應用在工業、民生及交通等

方面，作為基礎或備援的供電裝置[2]。

本文將以氫氣及燃料電池發電為核心，結

合綠能發電，製作一座以風力發電機及太陽能

板發電為主力，氫燃料電池發電為輔助之不斷

電微電網雛型模型，並進行評估及探討。模型

中風力發電機及太陽能發電於平時擔任系統發

電主力，優先供應負載電力，當有多餘電力時

則以水電解方式製造氫氣並予以儲存；當風力

發電機及太陽能發電不足時，利用先前所儲存

之氫氣供應氫燃料電池備援發電，自動投入系

統，使負載供電不會中斷。以此程序模擬於離

島或偏郊地區之微電網搭配氫燃料電池作為備

援發電系統之基本架構，從實驗過程評估及探

討此架構之可行性以及發掘問題，作為後續設

置風光互補及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示範研究之

參考。

貳、製氫技術、儲氫設備與氫能
的應用

一、製氫技術

全世界目前正面臨二氧化碳減量與能源需

求大增的壓力，各國紛紛在尋找取代傳統石化

燃料的替代能源，依目前趨勢看來，氫能源將

成為取代石化燃料的新能源。但氫能源要替代

石化燃料之前，必須要有與石化燃料相當的經

濟價值，然而目前的製氫方式仍有許多待克服

的技術。

以 現 有 製 氫 技 術 而 言 ， 目 前 主 要 

為 化 石 燃 料 的 重 組 ( R e f o r m ) 以 及 水 電 解 

(Electrolysis of Water)為主要來源，此外也有許

多研究投入發展新的產氫技術(如圖2)。現有製

氫技術包括[3]：

● 氣態燃料蒸氣重組或部分氧化

● 液態燃油蒸氣重組或部分氧化

● 煤的氣化

● 水電解

● 生質酒精改質

● 生物質熱解

● 藻類光合製氫

二、儲氫方式

石化燃料一般為液體或固體，保存容易，

而氫氣在常溫常壓下為氣體，若要將氫氣有效

的儲存勢必要以固體的狀態儲存，但受限於氫

氣的分子量很小，要在高壓與低溫狀態下才能

變為固體，而使用高壓儲氫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即是安全。

另外，為維持高壓與低溫的儲氫環境，其

背後所付出的成本，亦將是氫能源是否能普及

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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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充填，故需要厚重的高壓鋼瓶，內

部壓力約30標準大氣壓力(30 bar)以上(如

圖3)，而新科技的燃料電池電動車亦研

發出將氫氣儲存於碳纖維製成的儲氫燃

料罐中，內部壓力更高達700標準大氣壓

力(700 bar)，以提升汽車續航力。此種

高壓儲氫方式目前在一般民眾直觀下仍

存有安全上的疑慮。

●  液 態 儲 氫 法 ： 氫 氣 可 在 - 2 5 2 . 8 ℃ 

(20.4K)低溫下凝結成液態，但液化過程

需消耗大量能量，效率極低，液態氫的

密度大約為70.8千克每立方米，密度很

小，所以需要很大的容器來存儲，故較

少採用[2]。(如圖４)

●  儲氫合金儲氫法：利用儲氫合金材料之

晶格結構特性來儲存氫氣之方法(如圖

5)，另亦有製作成可攜式之儲氫合金儲

氫罐(如圖6)，可應用於電動機車及電

資料來源：http://rsta.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content/365/1853/1043

圖2 製氫技術與氫能源的應用

資料來源：Ｍ-FIELD

圖3 氣態儲氫槽

目前儲氫的方式，主要有氣態儲氫(高壓氣

瓶)、液態儲氫(液態氫)以及儲氫合金儲氫法[4]。

●  氣態儲氫法：目前最普遍之方法為氣態

儲氫法。為增加儲氫量，需以高壓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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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溫常壓下即可保存及儲氫設備可大可

小等優點，內部壓力約在10標準大氣壓

力(10bar)以下。

三、氫能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氫能的應用非常廣泛，舉凡交通運輸工

具、一般家庭與辦公用電、能源儲存、電力系

統負載平衡及可攜式用電設備…等等。

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B2%E6%B0%A2#/media/File:Linde-Wasserstofftank.JPG

圖4 液態儲氫槽

資料來源：Ｍ-FIELD

圖5 儲氫合金儲氫罐

資料來源：亞太燃料電池公司

圖6 可攜式儲氫合金儲氫罐

動汽車，置換瓶罐之方式可縮短汽機車

充填氫氣的時間。儲氫瓶每瓶重量約

4.5kg，儲氫量約45g，其具有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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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如圖9)以低壓金屬儲氫罐儲存氫氣(如

圖10)，內部儲氫壓力10 bar，搭載二支氫氣儲

氫罐續航里程約為86公里，極速約60公里/小

時，其優點為低壓金屬儲氫罐為可抽換設計，

更換容易，省去充氫的時間，又由於採用低壓

儲氫，安全性更高[5]。

日本豐田汽車於2014年12月15日發表氫燃

料電池車「MIRAI」(如圖7)，以碳纖維製成之

高壓儲氫槽儲存氫氣(如圖8)，內部儲氫壓力700 

bar。若與特斯拉Model S電動車相較下，電動

車約需充電8小時(透過特殊高壓充電技術，20

分鐘可充飽50%)，MIRAI燃料電池車3～5分鐘

即可充滿氫氣；Model S電動車續航力約430公

里，而MIRAI燃料電池車約650公里[5]。

資料來源：日本豐田汽車

圖7 日本豐田MIRAI燃料電池車外觀

資料來源：日本豐田汽車

圖8 日本豐田MIRAI燃料電池車底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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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於家庭使用燃料電

池的國家，如圖11所示，和冰箱大小相當的Ene-

Farms家用燃料電池，既可發電，且發電過程所

產生的廢熱又可燒水及取暖。東京瓦斯(Tokyo 

Gas)公司透過城市預埋之瓦斯管路運輸天然瓦斯

(Natural Gas)至各用戶端，利用化學重組方式製

造氫氣，最後燃料電池利用氫氣發電供應家庭

所需之用電[5][6]，節省了氫氣運送的成本，普

及之路指日可待，但其缺點是在天然瓦斯化學

重組製氫的過程中，仍會排放二氧化碳。

除此之外，燃料電池亦應用在偏遠山區，

作為電信基地台的備援電力，並可使用網路遠

端監控電力狀況。

以氫能源應用的角度來說，未來需從生

產、輸送及儲存三個程序來思考。以石油能源

為例，石油必須於油田開採原油，再經煉油廠

生成石油，經管路、海運、陸運輸送至工廠或

汽車。如前節所述之多種製氫方式，氫氣來源

的成本是決定氫能是為「基礎能源」或是「備

援能源」的重要因素。故要將氫導入日常生活

應用，仍需提升製氫技術效率，降低製造及輸

送成本，才能讓大眾所接受。

資料來源：亞太燃料電池公司

圖9 氫燃料電池機車

資料來源：亞太燃料電池公司

圖10 氫燃料電池機車儲氫罐置放處

資料來源： http://www.japanfs.org/en/news/archives/news_

id030850.html

圖11 家庭式氫燃料電池電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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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雛型之
模型製作

電力帶給我們便捷的生活，也已成為我們

生活的一部分。但偏遠地區或人口不多的山區

及離島地區常因電力輸送不易或發電廠因成本

考量無法設廠而造成供電困難，一般解決的方

式即設置柴油發電機，不但造成嚴重的噪音，

也造成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及環境污染，其中柴

油的運輸成本亦相當可觀。

參、氫燃料電池發電原理

燃料電池的基本發電原理(如圖12)為電解水

的逆反應，透過觸媒將化學能直接轉換為電能

的一種裝置，以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PEMFC)為

例，於反應過程中，氫氣與氧氣分別進入燃料電

池的陽極與陰極，並透過觸媒的反應(低溫燃料

電池)，產生氫離子(亦為質子)與電子，離子透過

電解質移動至陰極，電子則透過外部電路至陰

極，並於陰極產生水，化學反應式如下[7]：

(陽極) 2H2 → 4H＋＋4e－

(陰極) O2＋4H＋＋4e－→2H2O

(全反應) 2H2＋O2 → 2H2O

由於單顆電池的電壓太低而且電流太小，

故必須將多顆燃料電池組成燃料電池堆(Stack)，

根據電力需求把單電池串聯成各種不同功率之

電池組(如圖13所示)，其廣泛應用於小至數瓦

的隨身家電，大至數百千瓦的發電設備，同時

還可以提供熱水等副產品作為汽電共生系統

(CHP)。

資料來源：FeulCellToday, industry review 2011

圖12 燃料電池(Fuel Cell)基本發電機制

資料來源：亞太燃料電池公司

圖13 250W燃料電池堆(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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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接著將探討以潔淨的綠能發電，所發

出的電能優先供應生活所需之電器設備，作為

「基礎電源」，當綠能發電系統有剩餘電力，

則透過電解器電解純水製造氫氣並儲存氫氣；

當綠能發電因風場及日照條件不足而停止供電

時，則系統自動切換為氫燃料電池供電作為

「備援電源」，以維持整體發電系統供電持續

及穩定。

如圖14所示為風光互補及氫燃料電池發電

系統雛型之架構圖，各部元件說明如下：

一、 綠能發電模組：以風力發電機及太陽能發

電板(簡稱風光互補發電)作為基礎電源，

利用強風及日照即可進行發電，本模組風

力發電機最大輸出功率為50W，太陽能板

最大輸出功率48W，合計最大可供應電力

98W，電源優先供應負載用電，若有餘電

時，則提供電力給電解器製造氫氣。

二、 穩壓器模組：由於風光互補發電量受風力

及日照強度之影響，發電不甚穩定，必須

裝置穩壓器以穩定電壓輸出，本模組可提

供穩定直流12V輸出，以符合電解器及負載

之電壓等級。

三、 電解器模組：電解器連接純水水槽及儲氫

槽，當風光互補發電有多餘電力時，閉合

如圖14中之開關1以供應電解器電源，電

解器將純水引入進行電解，排出氫氣及氧

氣，氫氣充填至儲氫槽中儲存，而氧氣則

排出電解器揮發於空氣中。

四、 儲氫槽模組：儲氫槽利用排水集氣法儲存氫

氣，當氫氣充填至儲氫槽時，氫氣因較純水

輕，槽內純水會被氫氣由下層空間推擠至上

層空間，當氫氣填滿時，多餘氫氣亦將被排

擠至上層，再與空氣結合；而儲氫槽供應氫

氣至燃料電池時，儲氫槽上層的純水利用重

力作用，又將氫氣推擠至燃料電池，直到上

層純水均流至下層，氫氣即已用盡。本模

型約可儲存1,500ml液體體積之氫氣量，另

外，製氫及排氫過程中儲氫槽約為1標準大

氣壓力，並不會產生危險。

五、 燃 料 電 池 模 組 ： 本 模 組 為 質 子 交 換 膜

(PEMFC)燃料電池，可提供直流7.8V～

10.1V、12W的電力，透過儲氫槽所提供的

氫氣與本身風扇供應氧氣產生化學變化後

而發電，其耗氫量與發電量成正比，而最

後排出的僅為乾淨的純水。

圖14 風光互補及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雛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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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光互補發電電解製氫實驗

● 工作電壓：DC 12V

● 工作電流：1.75A

● 製氫1,500ml花費時間：30分40秒

● 耗電量：10.7333毫度

二、氫燃料電池汲取氫氣發電實驗

● 發電電壓：DC9.3V

● 工作電流：0.65A

● 1,500ml氫氣消耗殆盡時間：15分50秒

● 發電量：1.595毫度

三、 依前二個實驗所得數據，由電解器製氫

至燃料電池發電過程之效率約為14.86% 

(1.595/10.733×100%)。

由 於 模 型 無 法 講 究 各 元 件 之 效 率 、 管

路密合度、電路最佳化等，故整體效率約為

14.86%。但據相關文獻[5]與燃料電池相關廠

商所提供的資料，商業用之電解槽製氫設備製

程至大容量燃料電池發電過程之整體效率約

為25%左右，目前研發人員仍不斷針對製氫技

術、燃料電池發電效率及儲氫設備提升儲氫量

等技術改善與精進。由此可知現階段若以發電

廠商轉所發出的電力用以電解製氫，其效率是

相當不經濟的，但水電解卻是較環保的製氫方

式，故一般水電解都會以綠能發電進行電解製

氫，以降低製氫成本。尖峰時間用電可以綠能

六、 受電感知器模組：考量綠能發電(基礎電

源)因風力或日照條件不良而產生供電不足

時，為能使系統自動切換至燃料電池發電

(備援電源)，可利用受電感知器偵測綠能發

電是供電正常，受電感知器最簡單的方式

即以繼電器替代。基礎電源供電正常時，

繼電器內部線圈受電而激磁，使連動開關

轉態，常閉開關由閉合變為開路，常開開

關由開路變為閉合，基礎電源供應電器負

載使用；當基礎電源供電停止時，繼電器

內部線圈受電中斷停止激磁，使連動開關

回復常態，常閉開關回復為閉合，常開開

關回復為開路。

七、 負載模組：本模型設置LED杯燈、風扇、小

火車及USB充電座等電氣負載，負載模組總

合消耗功率約為燃料電池模組的額定輸出

10W，以模擬日常生活之電動機負載、照

明負載及3C負載用電。

圖15為根據圖14架構所製作之風光互補及

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雛型模型，並進行風光互

補製氫及氫燃料電池發電實驗。圖16為水電解

器、氫燃料電池及負載模型配置，圖17為製氫

及發電模組，圖18為負載模組。相關元件之規

格及實驗結果說明如下：

項目 名稱 規格 功能

１ 太陽能板 額定輸出DC18V,48W 模擬太陽能發電

２ 風力發電機 額定輸出DC12V,50W 模擬風力發電

３ 電解器 DC3.3V,5A,50ml/min 電解純水製造氫氣

４ 儲氫槽 排水集氣1,500ml儲氫量 儲存氫氣

５ 氫燃料電池 DC7.8V,額定12W 汲取氫氣發電

６ 負載－LED杯燈 DC12V,2W 模擬照明負載

７ 負載－電動馬達 DC12V,2.16W 模擬電動機負載

８ 負載－小火車 DC12V,4W 模擬交通工具負載

9 負載－USB充電座 DC12V(輸入)/5V(輸出),2.5W 模擬3C電氣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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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陽能板(2)風力發電機(3)純水槽＋電解器(4)儲氫槽(5)燃料電池(6)小火車(7)LED杯燈(8)電動馬達(9)USB負載

圖15 風光互補及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模型

圖16 電解器、氫燃料電池及負載模型配置

發電做為基礎電源供給一般用電，離峰時綠能

發電電源則用來電解製氫，並保存下來，一旦

基礎電源不足，可隨時提供備援電源。

伍、心得與發現

本研究以小型風力發電機及太陽能板發電

為主力，氫燃料電池發電為輔助，所建構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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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風光互補及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零污染，

經實測本模型燃料電池發電24小時後僅約

略排放一滴純水，具有環保無污染的良好

條件。

驅動照明、風扇、充電器及小火車的獨立微型

電網之模型。經蒐集氫能相關應用資料及於室

內實驗室模擬太陽能光源及風力發電機風源實

際測試，本文提出以下心得與發現：

圖17 製氫及發電模組(水電解器、氫氣儲氣槽、燃料電池堆)

圖18 負載模組(LED、風扇馬達、USB充電、小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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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於本實驗均於室內進行，故以2盞鹵素及

工業級電風扇模擬光照與風場的條件，以

目前48W額定之太陽能板及50W額定之風力

發電機合併運轉約能發電20W電力，若置

於室外風光互補良好之條件下，應可更提

升其發電量。

三、 本模型之整體製氫及發電效率約為15%，若

將水電解器及氫燃料電池之效能提升、氫氣

管線及儲存空間之密閉性能改善及各電路內

阻降低等措施，整體效能應可再提升。

四、 本模擬以排水集氣法儲存氫氣，容器壓力

約為1個大氣壓力，多餘壓力會自然釋放於

空氣，較無安全上的疑慮；但實際儲氫槽

為增加其氫氣供應續航力，常將儲存壓力

提升至幾十甚至於數百倍之大氣壓力，此

時儲氫設備需有安全認證，並裝有偵測與

防護機制，方能提升系統安全度。

五、 太陽能及風力機發電為基礎電源，以及氫燃

料電池發電為備援電源所建構之微電網確實

可行。如何有效的獲得便宜的氫及如何儲存

及運送是很重要的課題，找出經濟且安全的

方法才能使氫能源成為新的替代能源。

陸、後續研究規劃

目前國際上已有美國、丹麥、日本、加

拿大、西班牙、英國、挪威、紐西蘭等許多國

家，利用再生能源結合氫燃料電池作為發電系

統，各國示範計畫大致上皆類似，可歸納為以

下研究方向[7]：

一、 先利用再生能源發電機組產生電力，此電

力可直接併網或用於產氫製程，視電力需

求做調整。

二、 透過整流器提供穩定的直流電，提供給製

氫設備製氫。

三、 藉由儲氫裝置將氫氣儲存起來，作為燃料

電池之原料。

四、 視電力需求啟動氫燃料電池，於啟動時連

接儲氫設備。

五、 藉由系統控制中心，調控再生能源和燃料

電池的輸出比例，以提供穩定的電力輸

出。

我國為島嶼型國家，缺乏天然能源且天然

災害多，當有國際情勢動盪或天然災害侵襲，

我國將面臨電力供給的危機，亟需尋求一種先

進且環保的能源供給方式。本研究已驗證綠能

發電為基礎電源及氫燃料電池發電為備援電源

所建構之微電網確實可行，後續擬規劃進行風

光互補及氫燃料電池發電實例應用示範計畫研

究，於無電網地區利用風力發電系統、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與製氫設備及燃料電池結合，進行

風光互補及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之研究、示範

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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