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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文旨在介紹 e 世代營建管理資訊系統(e-CMIS)對工程規模較大的監造或施

工單位如何利用企業報表( enterprise reporting )系統將後端工地建置之資料庫與工地

現場日常使用表單(如監工日報、估驗計價單、竣工驗收明細表..等)製作成可供網路

瀏覽之報表，經由建置網站與資料庫連動，將整合後的資料透過網路提供使用者立

即查詢相關資訊(如工地進度、估驗計價…等)，各單位(業主、監造單位及承商)充分

掌握工程即時施工狀態。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回顧國內重大公共工程，如中山高速公路、第二高速公路、捷運系統、鐵路地

下化及焚化爐等工程規模日益龐大，於施工過程中，工程人員除了每天執行必要的

現場檢驗外，還須忙於填寫各種文件與表單（如監工日誌、月報、估驗計價、施工

進度表、變更設計、竣工結算/圖說/報告等），且時常需要重覆製作及輸入相同的工

程資料，雖然工地部分工程人員已使用電腦軟體來計算或處理資料，但由於各種資

料分散儲存於各處且缺乏資料的管理與整合，不但直接影響整體工作效率，而且間

接增加監造人力與成本。有鑑於此，本司建置 e 世代營建管理資訊系統(e-CMIS)以

二高基汐段瑪東系統交流道工程為例，藉由個人數位助理系統（PDA）與 data base

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之整合，處理監工日報、月報、

估驗計價、變更設計、圖說管理、竣工文件等事宜，並運用企業報表( enterprise 

reporting )系統提供網路之瀏覽，將營造業現場運作及管理模式提昇為網路即時管

理，其運作完全電子化、自動化，藉由網路科技的運用，改造既有的運作模式及作

業流程，使工程決策者與工程人員透過網際網路能夠快速且充分的掌握工程進度及

相關的工程資訊，建構更具彈性與經濟效益的模組，以追求最高時效、最低成本並

提高整體之工作效率，本文僅針對 e-CMIS 系統中有關企業報表系統部分作詳細的

介紹，俾供本司同仁參考。 

二二二二    、、、、企業報表企業報表企業報表企業報表(Enterprise Reporting)(Enterprise Reporting)(Enterprise Reporting)(Enterprise Reporting)系統概述系統概述系統概述系統概述    

    在網路尚未蔚為風潮時，報表使用對企業運作而言著實重要，各企業均須設計

自已的報表以利日常工作之運轉。為滿足此需求，有些軟體提供報表設計工具，利

用電腦來設計企業所需的報表，這種報表系統必須安裝在使用者的電腦上並與企業

的資料庫直接連接，這種使用者與資料庫分離的兩層式報表系統，我們稱之為桌上

報表系統(desktop reporting)。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和普及，創造了企業新的需求，傳

統的桌上報表系統不再能滿足 internet/intranet/extranet 所帶來新的企業運作模式及商

業行為，因此企業報表系統就因而陸續產生。 



    企業報表系統，大致包含三個主要部分：企業報表設計工具、企業報表伺服器

及企業報表管理工具。企業報表系統，有一個非常容易使用的企業報表設計工具

(jreport professional)，其利用物件導向技術，讓報表內所有的內容，都變成可供單獨

操控的物件，另外還提供一系列設計報表所需要用到的精靈(wizard)，如：連接資料

庫精靈、報表設計精靈、sql query 精靈等，讓使用者經由這些精靈的介面指引，很

容易的就可將報表設計出來。當企業報表設計完成後，透過企業報表管理工具，將

所完成的報表上傳到企業報表伺服器適當位置，同時可利用這個管理工具，來設定

該企業報表產生方式、權限設定、使用者管理及其工作執行狀態等，由於其適用各

種工作平台、可連結各種資料庫(access database 、sybase database、oracle database、

interbase database)，並可利用不同 server 提供不同 browser 於網路上瀏覽，由於其操作

及維護簡單並可提供管理者於網際網路線上管理的功能(企業報表管理者，可透過網

際網路在家裡撥接上網，然後經過安全認證後，依其授權範圍作企業報表的線上管

理工作)，因此可達到企業報表線上即時管理，進而降低企業所需之人力並提高工作

效率。其系統運作模式，請參考圖一。 

    

三三三三    、、、、軟硬體設備需求軟硬體設備需求軟硬體設備需求軟硬體設備需求    

   

Jreport professional 3. 3. 3. 3.×××× 

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 2.2.2.2.×××× 軟 體 

Sybase adaptive server anywhere 6.06.06.06.0 

Linux srv.或 nt srv.(web srv.) 
硬 體 

Nt srv.(database srv.) 

  

四四四四    、、、、報表製作操作實例報表製作操作實例報表製作操作實例報表製作操作實例    

    E 世代營建管理資訊系統中如何運用企業報表設計工具(Jreport professional )將工地

常用之表單(以國工局其工程竣工結算明細表為例)製作成報表，其操作實例簡述如

下： 

步驟 1：由於 e 世代營建管理資訊系統資料庫係以 sybase 建立請先行設定 odbc data 

source 

� � 開始 / 設定 / 控制台 / 資料來源(odbc) / 新增使用者資料來源名稱 / 選取

adaptive server anywhere 6.0 之驅動程式來設定資料來源。 

� � 在 database 功能列之畫面中，於 database name 欄位中填入 ecmisdb(預先設定的) 

及在 database file 欄位中選擇檔案路徑。 

� � 在 login 功能列之畫面中之 user id 欄位填入 dba(預設值) ，password 欄位填入

sql (預設值)，請參考圖二。 

步驟 2：啟動 jreport professional 並連結 dba 之 table 



� � file / new *catalog. / 建立 mtc.cat(國工局單位名稱之簡寫)並選擇檔案儲存位置/ 

於 catalog browser- mtc 視窗中點選 connection 並單擊 new connection / 在 dsn name

欄位填入 ecmisdb、在 user name 欄位填入 dba (預設值)及在 passwords 欄位填入 sql (預

設值)，請參考圖三 。 

� � 由 add table 視窗中之 table 點選相關報表[如 pi (業主契約項目資料)、pichanged 

(業主契約項目變更設計資料)、balancepayment (業主結算資料))]，並單擊 add 即

可建立連結(亦可用 shift 鍵選擇多項後再 add)，請參考圖四。 

� � 系統自動啟動 sybase adaptive server anywhere database engine 連結資料庫(local 

machine 須安裝 sybase adaptive server anywhere軟體)，關閉視窗並進行報表之製作。(可

於 catalog browser- mtc 視窗中點選 tables 再按右鍵可更名/刪除/加入 tables，請參考圖

五)。 

    註 a：catalog 可把像成 report 之目錄，二者須置於同一檔案目錄下方可運作，

建立之 catalog 其自動產生[mtc.cat]、[mtc.cat.backup]及[mtc.fml ]三個檔案，報表完成

存檔產生[finalreport-1.cls]，亦可先行存檔成[finalreport-1.tpl]範例檔供日後製作類似報

表之參考，請參考圖六。File / save template / 輸入範例檔名  / 可建立群組(如建立

finalreport 群組，亦可指定群組顯示之圖案)，請參考圖七。 

    註 b：先行檢視國工局「工程竣工結算明細表」各欄位其與資料庫相對應之單

項資料，其對應如下表： 

表單欄位名稱表單欄位名稱表單欄位名稱表單欄位名稱 對應資料庫對應資料庫對應資料庫對應資料庫 tabletabletabletable 對應之單項資料對應之單項資料對應之單項資料對應之單項資料 備 註 

--- Pi(業主契約項目) Owersecgid (設定群組) 

項次 Pi(業主契約項目) Owerpimgid   

工作項目 Pi(業主契約項目) Piname   

單位 Pi(業主契約項目) Piunit   

單價 Pi(業主契約項目) Unitprice   

原契約數量 Pi(業主契約項目) Piqty   

原契約複價 須建立 formula 資料名稱自訂為 

[原契約複價] 

  

契約變更後數量 Pichange(業主契約項目 

變更設計) 

Accumchangedpiqy 

  

契約變更後複價 須建立 formula 資料名稱自訂為 

[契約變更後複價] 

  

Ps：群組複價小計須建立 summary 資料名稱自訂為 [群組複價小計] 

各群組複價總合須建立 summary 資料名稱自訂為 [各群組複價總合] 

步驟 3：製作報表(可利用 jreport report wizard 製作報表 ) 



� � file / new / 本例挑選 standard 報表群組(或可由 existing 中挑選已建立之範本) / 

create / 進入 report form creation wizard ? / FONT> [standard] 依序製作報表，請參考  

圖八。 

步驟 4：循序於 data tab 視窗中建立 query 

� � 於 report data source list 欄位中輸入 query 名稱(本例輸入 

「finalreport」) /  由 cataloge data source 中挑選 tables 中之相關檔案 (如

本例挑選 tables 中之相關檔案(如 pi 、pichanged 、balancepayment ) ，請參考

圖九。 

� � 單擊 加入 report data source working set / next(其自動於 cataloge 

data source視窗中之queries產生 工程竣工結算明細(亦可單擊 移除report 

data source list 中之 tables，其自動會修改 queries)，請參考圖十。 

步驟 5：於 joins tab 視窗中檢視其自動連結各 tables 中之相同資料(如 pi_prjid

與 

       pichanged_prjid 其資料相同 )，請參考圖十一： 

� � 單擊 可進入 join options 視窗設定或刪除其資料連結之方式，請參考圖十

二 

� � 可利用游標拖拉方式自行選擇不同 table 中之資料其關連性 / 單擊 view sql

即進入 sql 視窗可藉此參考 sql 語法) 

    步驟 6：循序於 conditions tab 視窗中設定資料之篩選 

� � 點選 and / 於 express 欄位下拉挑選" pi_prjid" ;於 operator 欄位下輸入

"=";於 express 欄位下輸入"301a"則自動篩選其報表輸出(以二高基汐段瑪東系統

交流道工程為例)，請參考圖十三。 

� � 亦可點選 qbe 並於 conditions 欄位輸入 = ' 301 a ' 請參考圖十四 。 

� � 單擊 view sql 即進入 sql 視窗，並可藉此參考 sql 語法)。 

步驟 7：循序於 display tab 視窗中之 data source 挑選資料至 report field 

� � 挑選 pi_owersecgid、pi_owerpimgid、pi_piname、pi_piunit、

pi_unitprice、piqty、pichanged_accumchangepiqty、balancepayment_accumdrqty)

單擊  至 report field ，請參考圖十五。 

� � 於 autolabel 欄位中填入對應之中文欄位(本例填入名稱如下群組、項次、工

作項目、單位、單價、原契約數量、契約變更後數量、實際完成(結算)數量)，請參

考圖十六。 



� � 點按 name 欄位旁之 進入 properties dialog[dbfield]可設定格式(如字

型、大小、框線、背景....)，請參考圖十七。 

    註 a：default section:可設定其資料顯示之位置(本例設定為 detailpanel1)，

請參考圖十八。 

    註 b：表單須個別計算複價(如複價金額為契約數量 * 單價 )，製作報表草稿

時此部分功能暫時不選，待草稿完成後再行加入。 

步驟 8：循序於  group tab 視窗中加入群組欄位  

� � 於 report fields 中點選 pi_owersecgid / 單擊 加入 group by 

(ordeded) ，請參考圖十九。 

    註 a：由於表單中須計算各工總獨立累計金額，故以 owersecgid 為一群組以利

計算及公式之加入。 

    註 b：其中 direction 可設定其排序方式。 

          步驟 9：循序於  sort tab 視窗中指定於群組下各資料之排序欄位 

� � 於 fields 中點選 pi_owerpimgid / 單擊 加入 sort by 如此即可以

owerpimgid 為排序之對象，請參考圖二十。 

         註 a ：其中 direction 可設定其排序方式。 

    註 b ：於 sort tab 視窗中可勾選 topn 輸入 member 則可指定輸出之資料個

數，請參考圖二十一。 

步驟 10：循序於 summary tab 視窗中加入公式如 sum， count， minimum， maximum， 

         etc.  

� � 於 data source 中點選資料/單擊 加入 summary fields 欄位中，並由

function 中下拉點選功能，請參考圖二十二。 

    註 a：表單須個別計算各分項群組金額及所有群組金額之總和，由於尚未製作

summsry 公式，製作草稿時此部分先行不選，待草稿完成後再行加入。 

步驟 11：循序於  other tab 視窗中加入表單之抬頭，logo，名稱，日期及頁碼： 

� � 於 lebels images and special fields 各欄位中 加入資料 / 加入抬頭 /  

insert label，其 object 欄位中之名稱改為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並於

section 欄位中下拉點選 page headerpanel1，請參考圖二十三。 

� � 加入表單名稱 ，insert label 其 object 欄位中之名稱改為工程竣工結算明

細表 / 並於section欄位中下拉點選page headerpanel1 / 加入表單logo / insert 



image 其 object 欄位中挑選影像檔(須與 mtc.cat 同一目錄下方可運作) / 並於

section 欄位中下拉點選 page header1，請參考圖二十四。 

� � 加入製表日期 / insert field 於 object 欄位中下拉點選 printdate / 並

於 section 欄位中下拉點選 page header1，請參考圖二十五 / 加入頁碼 /  

insert field 於 object 欄位中下拉點選 pagrnumber 及 totalpagenumber / 並於

section 欄位中下拉點選 page header1 / 加入頁尾 / insert label 其 object 欄

位中之名稱改為[複核 :   編製 :] / 並於 section 欄位中下拉點選 page 

footer1，請參考圖二十六。 

    註 a：預設 group name 由於表單並無此欄位,可刪除或保留待草稿完成後在

group header 格式中點選 hide. 

    註 b：於 style 欄位中點按 可修改物件之格式，請參考圖二十七。 

       步驟 12：循序於 style tab 視窗中設定報表格式 

� � paper type 欄位中下拉點選(本例挑選之 paper 為 A4) / orientation:點選

landscape / 修改報表 margin 範圍 / 於 types:(為 standard 報表群組所包含之報

表範本可於其中點選適合之範本本例挑選 left alignment)，請參考圖二十八。 

� � 點按 finish 即完成報表草稿之製作，請參考圖二十九 。 

� � 點按 view 即可檢視報表輸出之情形，請參考圖三十。 

步驟 13：編修報表草稿 

� � 點選物件 / 修改其字型及大小，請參考圖三十一。 ( 亦可點選物件再按右

鍵 進入 repoerinspect ，請參考圖三十二) 

� � 進入 repoerinspect 可修改報表中所有物件之格式，請參考圖三十三  。 

� � 可利用功能鍵如  加入 label， 加入 picture， 畫所需

之圖形(本例利用插入 line 畫表格)。 

    註 a：由於表單之抬頭、名稱、編號、頁碼、日期、及表單欄位均隔頁重覆故

置於 pageheater。 

    註 b：本例中之 report header 並無利用可將之隱藏，於將游標移至 report 

header  /   按右鍵點選 hide 即可。 

步驟 14：加入 formuala 

� � view  /  catalog browser  /  於 catalog browser ?/FONT> mtc 視窗

中點選 formula  /  按右鍵選 new formula，請參考圖三十四 。 

� � input formula name(本例設為「原契約金額複價」) ，請參考圖三十五    



� � 點選公式如 piqty*unitprice，請參考圖三十六。 

� � 按 check / 同法加入「契約變更後金額複價」及「實際完成(結算)金額複價」 

/  點選並雙擊 formulas 中之「原契約金額複價」拖拉至欲放置之區域，請參考圖

三十七 。 

� � 修改位置及設定格式 /  同法加入「契約變更後金額複價」及「實際完成(結

算)金額複價」/  另外須加入「原契約金額複價總計」、「契約變更後金額複價總

計」及「實際完成(結算)金額複價總計」(總計部分拖拉至 reportfooter 並修改格

式)。 

    註 a：亦可利用 report wizard 加入 formula / view  /  report wizard  /  

於 report modification wizard - [standard]display 視窗中之 data source 挑選

formula/單擊 至 report field/finish。 

步驟 15：加入 summary 

� � view / catalog browser / 於 catalog browser ?/FONT> mtc 視窗中點選

summary  / 按右鍵選 new summary ，請參考圖三十八 。 

� � function 下拉點選 sum  /  sum on 欄位由 resource 視窗挑選 formula「原

契約金額複價」 / break by 欄位由 resource 視窗挑選 tables 中之

pi_owersecgid  ，請參考圖三十九 。 

� � input summary name(本例設為「群組複價小計(原契約金額複價)」)，請參

考圖四十 。 

� � 點選並雙擊 summary 中之「群組複價小計(原契約金額複價)」拖拉至欲放置

之區域(加入 groupfooterpanel)，請參考圖四十一   /  修改位置及設定格式 

/  同法加入「契約變更後金額複價」及「實際完成(結算)金額複價」。 

步驟 16：編修各欄位及加入框線 

� � 點按 繪圖工具  /  選插入 line  ，請參考圖四十二(跨頁

重覆畫格線時請由 pageheader 延伸至 pagefooter)。 

    註 a：可設定各欄位之格式 / 點選欄位/按右鍵/由 report inspector 修改格

式 /如 :  

Textformat 可修改字型大小格式及對齊方式 

Geometry 可修改物件大小 

Color 可修改底色及物件顏色 

Border 可修改格線粗細.格式及顏色，請參考圖四十三 



    註 b：可設定格式之範本 / 欄位格式設定完成 / 按右鍵點選 save style，請

參考圖四十四 / 進入 save style dialog 視窗 / 於 label style name 輸入 style

名稱 / 於 all proterties 視窗中挑選格式於 selected properties，請參考圖四

十五 / save  /  選取物件再由格式下拉功能欄中挑選範本即可訂定物件之格式

(很省時間)。 

步驟 17：存檔(請勿使用中文檔名，經測試易造成 server 無法辨認) 

� � file/save as/輸入 finalreport-1.cls，請參考圖四十六。 

步驟 18：點選 view 即可檢視報表成果，企業報表設計工具(jreport professional)

提 

             供完成之報表可輸出成 text,html,pdf,mail,applet,rtf 及 excel

檔案格式,僅 

             以輸出成 excel 及 html 檔案格式為例作介紹，請參考圖四十七。  

    註 a：file/export / 點選 to excel file.. / 輸入檔案位置及名稱即完成(須

注意有些如 label 其無法顯示)，請參考圖四十八，圖四十九。 

    註 b：file/export / 點選 to html.. / 進入 web wizard 填入各別需求(如存

檔位置或輸出為單一檔案或成 applet 格式)，請參考圖五十。 

五五五五    、、、、    報表匯入報表匯入報表匯入報表匯入 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    

    當企業報表設計完成時，透過企業報表的管理工具，將所完成的報表放到企業

報表伺服器適當位置，即可提供線上查詢及瀏覽。其操作程序簡述如下： 

步驟 1：系統先行安裝 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 及 jreport viewer 於系統中建

立 

        jrentserver 目錄及 jrentviewer 目錄。 

步驟 2：開啟欲上傳之報表進行 deploy： 

� � file / deploy catalog，請參考圖五十一。 

� � 於 select report 中挑選報表，請參考圖五十二 /  next  。 

� � 於 delployment wizard 中輸入系統中之 jrentserver 位置 ，請參考圖五十

三  /  next  /  modify  。 

� � 於 get jdbcconnection information 輸入相關資料 ，請參考圖五十四 /  

finish。 

    註 a：建構相關檔案於系統 jrentserver  /  jreports  /  mtc  / 

步驟 3：啟動 jrentserver，請參考圖五十四 

畫面出現 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 is ready for service.即可進行下列步驟： 

步驟 4：執行 jrentviewer(本例 jrentserver 其 ip 位置為 185.201.115.66，當 



        jrentserver 及 jrentviewer 於相同 machine 則可輸入 localhost) 

� � 於 jreport viewer for enterprise server畫面中之connect視窗中填入host 

of server( 185.201.115.66 或 localhost )及 port(8888)  /  輸入使用者名

稱( admin )及 password(  admin ) ，請參考圖五十五 。 

� � 挑選上傳之報表，請參考圖五十六 / open  / viewnow，請參考圖五十七 /  

即可經由 jrentviewer 檢視報表，請參考圖五十八。 

    註 a：可點按 new scheduled 排定時程之工作使其自動運作 

    註 b：執行 jrentviewer 後可針對報表選擇其輸出之方式如 html、pdf、xml、 

text、rtf、xls 等 

步驟 5：測視於瀏覽器進行檢視報表(請先行啟動 enterprise server) 

� � 進入 ie  /  於網址輸入 http://185.201.115.66(或 localhost):8888  

/  進入網頁  /  點選 reports  /  輸入使用者名稱( admin )及 

password(  admin ) ，請參考圖五十九 。 

� � 於 directory listing of :  /   點選上傳之報表(mtc)  /  於

directory listing of : mtc  點選 mtc.cat ，請參考圖六十 /  點選

finalreport-1.cls，請參考圖六十一  。 

� � 點選報表 finalreoport-1 即可檢視輸出之報表(亦可點選 versions 、

schedule 及 output  property 設定輸出之格式或自定排程工作，請參考圖六十

二 )。 

六六六六、、、、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 權限設定及維護權限設定及維護權限設定及維護權限設定及維護    

報表設計完成時，我們必須透過報表管理工具，將所完成的報表放到報表伺服器適

當的位置。我們同時還需要利用這個管理工具，來設定該報表產生方式(輸出成各式

檔案如  html、pdf、xml、 text、rtf、xls 等)，報表使用權限設定(資料可供查

詢其內容之分級)，使用者管理(群組分級及群組人員之設定)，報表使用狀態(報表

之工作時程之設定及即時工作處理資訊以供管理者檢視)等。其操作程序如下 : 

步驟 1：進入報表的管理工具( 請先啟動報表伺服器 ) 

� � 於 dos mode 下輸入 c:\jrentserver\bin\cmdsender -w : admin admin  /  

進入 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active) 視窗點選 administration ，請參考圖

六十三 。 

� � 進入 login 視窗輸入 username(admin)及 password(admin)，請參考圖六十四  

/ login / 進入 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 manager 視窗。 

步驟 2：管理工具之設定 

� � 於 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 manager 視窗 ，請參考圖六十五 /  設定

輸出之排程  /  點按 schedule  /  new /  於 new-publish to versioning 



system 視窗中勾選 print result /  於 new schedule 視窗中點選 task&time 按紐

並於 task 欄位指定工作(如 publish to printer)，請參考圖六十六  。 

� � 於 new schedule 視窗中點選 report 按紐並於 catalog 輸入報表目錄位置及

report 輸入報表位置，請參考圖六十七 / ok  /  點按 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 manager 視窗中之 schedule 即可產生預約工作(亦可點按 edit 進行編修)。 

    註 a：於 new schedule  /  task&time 視窗中點選 run this task 

periodically 可設定輸出之時程，請參考圖六十八。 

    註 b：於 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 manager 之 active 視窗中可檢視目前

工作排程運作之情形，亦可於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 manager之 completed 視

窗中可檢視已完成工作項目之情形。 

    註 c：於 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 manager 之 resources 視窗中可新增,

編排及修改 server 中各 jreports 各 cat.之位置及排列，請參考圖六十九。 

    註 d：於 jreport enterprise server manager 之 security 視窗中可新?及修

改使用者或群組(其中之 acl 可設定群組中其各分項功能之權限)，請參考圖七十。 

七七七七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企業報表系統之使用有下列優缺點: 

     1. 優點 

� � 在施工階段時，工程資料立即上載至網站，以提供透明化、公開化之資訊，

並整合業主、監造單位及承包商三方之意見，以加速工程之進行及避免工期延誤。 

� � 俟工程完工後，可將竣工資料(如結構或設施等資料可為業主後續推動維護工

程系統之用;重要結構施工現瑒影像之查詢，可協助業主處理工程災難發生時之責任

釐清及加速補強工作之進行; 管線設備及設施查詢，可協助業主快速查詢管線維護

所需之資料)上載至網站。 

� � 企業報表系統可整合，並可提供下列功能: 

��� � 整合營建管理資訊有關的資料庫或資料來源資料 。 

��� � 自動或按需要產生滿足工程決策者與工程人員所需各種格式報表，並提供瀏

覽、管理及 

     列印等功能 。 

��� � 依權限定時或不定時自動供給報表給工程決策者與工程人員。 

��� � 提供 e 世代營建管理資訊系統網頁應用(web application)的內容(content)

包含：文 

     字、表格、圖形、影像等。 

��� � 對於網路上資料庫的整合十分簡易。 



     2. 缺點: 

� � Jreport 伺服器較貴，對單一小型監造計畫而言，因所需的軟硬體設備及人力

與監造服務費相比偏高，故較不適宜使用。 

� � 因本企業報表系統在國內之使用尚未普及化，除 Jreport 伺服器及軟體較貴

外，使用者必須先經過教育訓練才會使用。 

     ※ http://www.jinfonet.com/docs.htm  

※ http://www.wigitek.com.tw/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在預測 

總工期的應用 

 營管部副理  廖國禎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鑒於國內相關風險分析應用軟體不普遍，且利用 Monte Carlo(蒙地卡羅)風險

分析軟體應用在營建工程實務上的文獻付之闕如，加上國內使用風險分析軟體在

工程應用的時機尚未榛成熟，因此除了學界在營建工程之總工期預測(考慮天候

因素之排程模擬)有探討外，工程單位鮮少有人介紹有關計畫之風險分析的探

討。營造業之各計畫本身就充滿各種風險，其對整個專案計畫的進度與預算(成

本)控管產生莫大的影響，風險分析在專案管理之應用日顯重要。專案計畫之風

險分析評估該計畫在預定工期與總工程費內是否能完成的潛在風險，並找出各項

風險的「總體效應(Composite Effect)，依據風險分析之結果，可作為決策者的參

考。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軟體功能可在工期、後續作業設定概率及條件分

配、成本、資源等方面作風險分析，惟囿於篇幅，本文僅針對計畫之不確定工期

作風險分析的介紹，俾供本司同仁分享，並藉以拋磚引玉，促使界/學界有興趣

者共同參與研討。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鑒於國內公共工程規模日益龐大，政府財源籌措不易下有朝向統包與 BOT

興建的趨勢，且大部分都採用軟體來控管時程/成本，雖然工程延誤及預算頻頻

增加常為人所詬病且時程/成本控管成效不彰，但使用時程/成本控管套裝軟體已

日益普及，這代表各單位各層級都有時程/成本控管的共識，這是可喜的現象，

但工程界同仁仍須共同努力。以往工程單位(包括業主、監造單位及施工單位)很

少利用風險分析軟體來評估整個計畫預定完成工期與金額，其成功的概率為何？

因囿於國內相關風險分析應用軟體不普遍，且利用 Monte Carlo(蒙地卡羅)風險分

析軟體應用在營建工程實務上的文獻付之闕如，加上國內使用風險分析軟體在工

程應用的時機尚未榛成熟，因此，除了學界在營建工程之總工期預測(考慮天候

因素之排程模擬)有探討外，工程單位鮮少有人介紹有關計畫風險分析之探討。 

    營造業之各計畫本身就充滿各種風險，其不確定性因素，如相關法律條例之

變更、土地及路權之取得、人力、機具、材料之取得、設計瑕疵、變更設計、現

場情況與原設計之差異、天候變化、材料瑕疵、勞資糾紛、工地安全、通貨膨脹、

營造廠商能力、工作之延誤、合約延遲、工程款付款之延遲、施工品質、賠償與



停工、財務危機、實際工作數量與預估數量之差異等，均對整個專案計畫的進度

與預算(成本)產生莫大的影響，故風險分析在專案管理之應用日顯重要。專案計

畫之風險分析評估該計畫在預定工期與總工程費內是否能完成的潛在風險，並找

出各項風險的「總體效應(Composite Effect)，依據風險分析之結果，可作為決策

者的參考。 

      幾年前，筆者曾涉及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風險分析軟體之相關資訊，

惟該軟體為 DOS 版，在使用者介面並不具親和力，且當時無暇撰寫學習心得，

乃將它束之高閣;目前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軟體(v.3.0) 已順應潮流，改用

Window 版當介面，且近年來工程界對時程/成本控管軟體(如 P3、Open Plan、MS 

Project、等)之使用已有進一步的認識，此時應是介紹有關風險分析軟體的最佳時

機，讓工程界同仁有新的概念與認知。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軟體功能可在工

期、後續作業設定概率及條件分配、成本、資源等方面作風險分析，惟囿於篇幅，

本文僅針對計畫之不確定工期作風險分析的介紹，俾供本司同仁分享，並藉以拋

磚引玉，促使業界/學界有興趣者共同參與研討。 

 

二二二二、、、、Monte Carlo forMonte Carlo forMonte Carlo for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primavera  primavera  primavera 軟體之簡介軟體之簡介軟體之簡介軟體之簡介    

          2.12.12.12.1 軟硬體設備軟硬體設備軟硬體設備軟硬體設備 

� 建議採用 PC Pentium III 586 以上。 

� Ram 64 Mb 以上(建議 128Mb 以上)。 

� P3 for Window 2.0(請注意目前 P3 for Window 3.0不支援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3.0)。 

�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3.0 。 

� ReportSmith 2.50。 

2.2 2.2 2.2 2.2 基本術語與認知基本術語與認知基本術語與認知基本術語與認知 

2.2.1 基本術語 

� 樂觀值(0ptimistic Value) 

    即處在最佳狀況下(包括人、機、料及其他因素)估計各作業項目所需之工

期，樂觀值之預設分類碼為 OPTDOPTDOPTDOPTD。 



� 最可能值(Most Likely Value) 

    即處在一般狀況下(包括人、機、料、及其他因素)估計各作業項目所需之工

期,最可能值之預設分類碼為 MOSTMOSTMOSTMOST。 

� 悲觀值(Pessimistic Value) 

    即處在最不佳狀況下(包括人、機、料、及其他因素)估計各作業項目所需之

工期,悲觀值之預設分類碼為 PESSPESSPESSPESS。 

� 概率分配 (probability Branch)))) 

    一作業項目之後續作業，其所分配之概率，在 P3 或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概率分配之預設碼為 BRCHBRCHBRCHBRCH。 

� 條件分配(Conditional Branch)))) 

    一作業項目之後續作業，其所分配的條件 (如偶發事件)，在 P3 或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條件分配之預設碼為 CNDLCNDLCNDLCNDL)。 

� 風險分析 

     Monte Carlo 經由模擬技術，可將不同的輸入值(該值代表所有可能發生的不確定

情況)，經多次計算，以納入不確定因素所造成的影響，其所作的分析稱之為風

險分析。 

� Monte Carlo 模擬分析 

    由概率分配曲線(probability distribution)中，利用 Monte Carlo 產生的虛擬亂數

(Random number)取樣，經多次的重覆計算所作的分析稱之為 Monte Carlo 模擬分

析。 

� Latin Hypercube 模擬分析 

     Latin Hypercube 取樣乃利用較小的重覆計算次數來正確地產生輸入分配曲線值，

Latin Hypercube 方法是將輸入的概率曲線，在縱座標軸上由 0~100％分割成 10 個

相等區間，採樣時每一個樣品是由每一區間之亂數(Random)所產生，直至每一區

間均取樣完成為止，然而每一區間的順序是由亂數所產生，且重覆的執行，直至

有區間的亂數均已完成為止，經多次的重覆計算所作的分析稱之為 Latin 

Hypercube 模擬分析。 



� 亂數(Random Number) 

    即利用 Monte Carlo 所計算出的虛擬亂數(Pseudo-random number)值稱之為亂

數。 

� 初始設定值(initial value) 

   為使模擬分析能順利進行，使用者必須開始設定一數值，該值稱為初始設定

值(initial value)或稱為根值(root value), 該值最大可設定至 8 位數的奇數，經測試

結果，其輸入之最小值為 10001。(23456789 為預設初始值)。使用者亦可輸入偶

數值，但 Monte Carlo 會利用所輸入偶數值之下一個奇數值，當作初始設定值。

Monte Carlo 由相同的初始設定值，會產生相同的亂數順序，而得相同的結果。為

避免結果產生偏差，建議設定根值時為 7 或 8 位數的奇數值。在指定的模擬模式

中，利用相同的亂數值可得相同或相似的結果。當使用者每一次模擬時，選擇不

同的根值與重覆計算的次數，則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 開始浮時(Start Float) 

    在 Monte Carlo 中計算，倘若使用者需要以浮時代表作業項目最遲開始與最

早開始之差異時，則選取的浮時稱為開始浮時(Start Float)。 

� 完成浮時(Finish Float) 

    在 Monte Carlo 中，倘若使用者需要以浮時代表作業項目最遲完成與最早完

成之差異天數時，則選取的浮時稱為完成浮時(Finish Float)。 

� 要徑浮時(Critical Float) 

    在 Monte Carlo 中，倘若使用者需要取得開始浮時或完成浮時(Finish Float)之

較小值時,則選取的浮時稱要徑浮時(Critical Float)。 

2.2.2 認知 

� � 在使用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前，使用者需先熟悉 P3 for Windows1.0

以上或 SureTrak Project Manager for Windows 1.0 以上。 

� � 先以 P3 軟體建置專案計畫各作業項目之相關資料(如作業代碼、作業名

稱、作業分類碼、原工期、邏輯關係等)，再計算總工期。 

� � 因 P3 係以要徑法(CPM)計算工期，其各作業項目之所需工期均為單一數

值，故所計算出之總工期亦為單一數值，而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之風險分



析，其各作業項目估計所需工期有三種數值，即樂觀值(0ptimistic Value)、最可能

值(Most Likely Value)及悲觀值(Pessimistic Value)。Monte Carlo 經過上百次(愈多愈

準確)之重覆計算，可得該專案計畫在原總工期或在某時間點完成之機率有多少。 

2.3 2.3 2.3 2.3 如何建置概率及條件分配資料如何建置概率及條件分配資料如何建置概率及條件分配資料如何建置概率及條件分配資料 

2.3.1 如何建置概率分配資料 

     Monte Carlo 在重要的決定點(結點即 node)上可模擬不同的處理方式，在結點上可

能有兩種後續事件(events),其中一個事件發生的機會比另一個事件大，因此對後

續事件可建立概率分配(probabilistic branch)。 

� � 例如某作業 D1995(D1995(D1995(D1995(審查審查審查審查////核准概要設計圖核准概要設計圖核准概要設計圖核准概要設計圖))))，，，，其後續作業 D1996D1996D1996D1996(重作初步設

計)之概率分配為 20%，另一後續作業 D1220D1220D1220D1220(繼續進行設計)之概率分配為 80%，

使用者必須在 D1995 之 BRCHBRCHBRCHBRCH 分類碼設定碼值為 NODE,NODE,NODE,NODE,而在而在而在而在 D1996D1996D1996D1996 之 BRCHBRCHBRCHBRCH 分

類碼設定碼值為 20; 20; 20; 20; 在在在在 D1220D1220D1220D1220 之 BRCHBRCHBRCHBRCH 分類碼設定碼值為 80,80,80,80, 後續作業 D1996D1996D1996D1996

及及及及 D1220D1220D1220D1220 之之之之 BRCHBRCHBRCHBRCH 碼值總合應為 100%(即 80+20=100)，如圖一所示。 

� � 例如某一施工單位經理正建立一個時程計畫，以便開始監督工地開挖時發

現有害物質。假如開挖時有害物質被發現，在開挖完成前需要做土壤改良處理。

若忽略處理時可能導致時程過份樂觀，但若全面處理一些不必要的處理，可能導

致時程太過保守，而有增加工期及成本的風險。對上述情況概率要如何分配，以

圖二做說明。 

2.3.2 如何建置條件分配資料 

� � 在結點上依情況可建立條件分配(conditional branch)。Monte Carlo 對條件分

配之預設分類碼為 CNDLCNDLCNDLCNDL。 

� � 例如當到達決定點時，倘若某一特定的作業已經開始或已完成，則後續作

業之偶發事件，如圖三所示。 

� � 例如 D2995 作業項目之後續作業為 D2996B 及 D2220，D2999 為 D2995 之

條件作業，因此在 D2995 之條件分類碼(預設值為 CNDL)中設定 D2999, 若在

D2999 CNDL 欄位中設定 FINISH,則當 D2999 完成後，D2220 才可開始，D2220 之

CNDL 欄位中設定為較優先 Preferred(簡寫為 P)，D2996B 之 CNDL 欄位中設定為

替代(Alternative，簡寫為 A)後續作業，如圖四及圖五所示。 

 

 



三三三三、、、、執行風險分析執行風險分析執行風險分析執行風險分析    

3.1 3.1 3.1 3.1 風險分析之執行步驟風險分析之執行步驟風險分析之執行步驟風險分析之執行步驟 

    風險管理包括風險確認(Risk Identification)、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與風險處

理(Risk Response)三步驟。許多計畫在風險分析進行到量化分析之前，計畫主管

人員就已由分析中獲得足夠的管理資訊，但仍有少數計畫可能需要做最後正式量

化的風險分析。執行專案計畫的風險分析所需的軟體大多數採用適用大型計畫的

套裝軟體，例如風險分析軟體(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其分析主要分為三步驟： 

3.1.1 第一步驟，建置基本資料 

    分析計畫資料，以確定風險因素，並就各作業項目所需工期(Duration)設定樂

觀值(0ptimistic Value)、最可能值(Most Likely Value)及悲觀值(Pessimistic Value),並

選擇各種機率分配(Probability Distribution)，分析者亦可自行定義各作業項目之機

率分配。 

3.1.2.第二步驟，設定機率/條件分配及初始值/重覆計算次數等資料，並進行計算。 

    容許分析者設定不同後續作業或前置作業發生之分配機率(Probabilistic 

Branch)、設定後續作業或前置作業之條件分配(Conditional Branch)，建立各種可能

的計畫分析模擬方式(Model)，以傳統的「蒙地卡羅模擬方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 Method)，變數採隨機取樣產生的虛擬亂數進行取樣及模擬分析，並計

算各項風險之總體效應。 

3.1.2 第三步驟，繪製各種圖表，供決策者參考。 

     根據風險總體效應之資料，繪製各種圖表，例如計畫可能時程線條圖要徑

作業報表及各項作業總浮時表(Total Flow Report),以顯示作業項目可能之最大浮

時及最小浮時、計畫成本與時程分析圖(Cost/Time Envelope Graph)，以顯示可能成

本範圍及計算最高/最低/期望成本)、計畫完工日期機率曲線圖(Date Probability 

Graph)等，以作為決策者之參考。根據風險分析之總體效應，決策者可以考量如

何降低作業之施工時間與成本，進行決策分析及後續風險處理，處理方式包括保

留風險、降低風險、轉移風險及規避風險等，在問題發生前預作處理，以期降低

損失。 

四四四四、、、、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操作範例操作範例操作範例操作範例    

    為幫助使用者了解在 Monte Carlo 軟體中如何建置資料及操作並產生所需之

報表，在範例 1 中將以各種不同設定值 (如初始值、重覆計算次數)所計算出的資



料加以列表分析，以作為範例 2 執行總工期風險分析時可直接引用設定值，省掉

再思索選用適當的設定值的困擾，茲以下列 2 個範例作說明: 

4.14.14.14.1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為興建一座新的化工廠計畫建立綱要進度，該計畫之各主要作業項目之所需

工期皆具不確定性。 

4.1.1 說明： 

        (1)該計畫團隊經討論後，決定初步設計、環境衝擊報告草案及準備發包文件等

三項作業應即刻同時開始進行，如圖六所示 ，當該三項作業全部完成後，該團

隊同意發包，惟不同意發包之日期。其中有些成員認為準備發包文件的工期 50

天太長，但亦有人認為 50 天太短。依據 P3 採用單一工期估計，初步設計之工期

為 35 天，環境衝擊報告草案之工期為 45 天，準備發包文件之工期為 50 天，經

傳統的 CPM 計算，其準備發包文件顯然為要徑作業，且該三項作業之總工期應

為 50 天。 

        (2)利用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來計算不確定工期時，可將各成員對各作業項

目所需不同工期之意見一併考慮與分析，如圖七所示。 

        (3)在 P3 工具列中直接選取 Monte Carlo, 則出現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模擬分

析之畫面，如圖八所示。 

4.1.2 模擬分析比較表 

        (1)以 Monte Carlo 模擬分析作比較表 

      在 Monte Carlo 模擬分析模式下，設定不同的初設值、重覆計算次數及總

浮時計算方式，經計算結果彙整成比較表，如表 1 所示。 

        (2)以 Latin Hypercube 模擬分析作比較表, 如表 1 所示。 

    在 Latin Hypercube 模擬分析模式下，設定不同的初設值、重覆計算次數及總

浮時計算方式，經計算結果彙整成比較表，如表 2 所示。 

        (3)經由表 1 及表 2 之判斷得知下列結果: 

� � 在 Monte Carlo 模擬分析模式下，初設值可採用 23456789(預設值)，重覆計

算次數可採用 500 次進行模擬分析即可得合理的數值(與取開始浮時或完成浮時

無關)。 



� � 在 Latin Hypercube 模擬分析模式下，初設值可採用 23456789(預設值)，重

覆計算次數可採用 150 次進行模擬分析即可得合理的數值(與取開始浮時或完成

浮時無關)。 

4.24.24.24.2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2222：：：： 

    某單跨徑雙向橋樑新建工程，依據 P3 與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風險分

析軟體，僅針對工期(時程)所計算的結果作比較，以幫助讀者了解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在預測總工期的應用。 

4.2.1 說明： 

        (1)本範例橋樑新建工程之開工日期為開工日期為開工日期為開工日期為 26/03/200126/03/200126/03/200126/03/2001，施工網圖作業項目共計 21212121

項，經 P3 時程計算結果，有 11111111 個作業項目為要徑作業，完工日期為完工日期為完工日期為完工日期為 15/12/200115/12/200115/12/200115/12/2001，，，，

其作業時間比例網圖，如圖九所示。 

        (2)引用範例 1 所得的結果，在 Monte Carlo 模擬分析模式下，初設值可採用

23456789(預設值)，重覆計算次數採用 500 次進行模擬分析(設定完成浮時)。 

        (3)在 Report/Critical path Report 畫面中選取 3Path，經 Monte Carlo 模擬分析結果，

要徑僅有一條主要要徑(Major Path), 要徑上的 11 個作業項目與 P3 所計算出的相

同,但所需完成日期概率百分比則不同。 

        (4) 模擬分析完成後，在 Monte Carlo 功能列 Graphics/Date Probability 或 Duration 

Probability 中繪製日期概率圖或工期概率圖，如圖十所示，其結果如下: 

� � 最遲(長)日期(08/02/2002 或 319 天)完成概率百分比為 100%。 

� � 期望日期(01/01/2002 或 282 天)完成概率百分比約 50%。 

� � 最早(短)日期(05/12/2002 或 255 天)完成概率百分比為 0%。 

� � 目標日期(15/12/2001 或 265 天)完成概率百分比約 3%。 

        (5)在 Monte Carlo 功能列 Report/Custom Report/Schedule Risk 中繪製時程風險報

表，如表 3 所示，對表 3 中之部分作業項目結果作說明: 

� � A00010 作業(管線遷移)目標完成日期為 09/05/2001, 期望完成日期為

18/05/2001,超過目標完成日期之概率為 87%，目標完成日期與期望完成日期之差

異(Variance)為-9 天。 



� � BG300W 作業(南下線橫隔樑、橋面版及進橋版施築)目標完成日期為

15/11/2001, 期望完成日期為 02/12/2001,超過目標完成日期之概率為 95%，目標完

成日期與期望完成日期之差異(Variance)為-17 天。 

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 � 建議使用者在使用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作風險分析時，首先應確認 P3

所建立之網狀圖是業經核准的可行方案，否則就失去作風險分析的意義。 

� � 近年來由於電腦模擬及統計技術日趨成熟，國內有些學術單位研究利用氣

象局歷年之天候統計資料，將其應用在工程排程模擬中並利用蒙地卡羅模擬考慮

非天候因素的各種風險，以計算出較準確的工程總工期。建議以相同之案例並利

用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套裝軟體所模擬的計算結果作一比較，以評估兩者結

果之差異是否在合理範圍內。 

� � 由所模擬的範例 1 中得知，在相同的條件下，以不同的設定值（如重覆計

算次數、初始值）進行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模擬分析時，經由實際計算結果，

建議在 Monte Carlo 模擬分析模式下，初設值可採用 23456789(預設值)，重覆計

算次數可採用 500 次進行模擬分析即可得合理的數值(與取開始浮時或完成浮時

無關);在 Latin Hypercube 模擬分析模式下，初設值可採用 23456789(預設值)，重

覆計算次數可採用 150 次進行模擬分析即可得合理的數值(與取開始浮時或完成

浮時無關)。 

� � 如何訂定各作業所需工期(時間)之樂觀、最可能及悲觀數時間是不容易

的，建議資淺的工程師應請教有施工經驗的資深工程師，以訂出較合理的數值。 

� � Monte Carlo For Primavera 在工程風險分析上之應用，在國內尚屬萌芽階段，

本文筆者僅針對計畫之不確定工期作有關總工期風險分析的介紹，希望下次有機

會再討論成本之風險分析。                                          

 



鋼橋施工之品質控管 

 營建管理部專案工程師 李天佐李天佐李天佐李天佐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橋梁結構為公路系統中之重要環節，鋼橋因具材質均勻、耐震良好、施工迅

速及低污染等優點，已為工程界廣泛採用；其不受拘束之多變造形與色彩，亦為

各類工程建設中最具特色者。 

    鋼橋製裝品質之良窳，關係日後使用年限與安全；本文編撰目的即概要介紹

鋼橋在工廠製作時期，重要階段之品質控管要項，以供同仁參考。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來國內道路工程之橋梁採用各類型鋼結構者日益增多，而鋼橋製裝人才

未能及時培育完成，無論是政府工程部門、民間顧問業者及營造廠商，普遍欠缺

熟諳鋼構製裝之人員，導致執行鋼橋施工監督控管作業，時生力有未逮情況。筆

者有鑒於此，特將調派營管部公路局東西向及西濱快速公路工程施工監造顧問計

畫期間，為公路局工程司辦理鋼橋施工實務技術移轉講習之資料，擇要節錄於

后，謹供同仁參閱，期能對相關工作有所助益。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僅將鋼橋製作流程中重要品控檢查點作扼要介紹；又因

本司同仁所參與之鋼橋製裝工程，多擔任品質監控工作，故講習資料之節錄原則

即針對上項特性，偏重製造過程中，實施查驗工作之規定及要點綜理；至於製裝

施工細節，因屬專業廠商工作，僅列舉大項而不作贅述。 

二二二二、、、、鋼構製裝工程品質管理鋼構製裝工程品質管理鋼構製裝工程品質管理鋼構製裝工程品質管理    

             2.1 2.1 2.1 2.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鋼結構品管作業自構造物設計、施工圖繪製、材料採購檢驗、落樣裁切

加工組合、電 

    焊整形塗裝、成品運輸以迄現場安裝，各步驟環環相扣，絲毫輕忽不得。品

管工作是否落 

    實，影響整體安裝成敗、工期、成本控制及結構安全至鉅。 

     



             2.2 2.2 2.2 2.2 施工作業流程及檢驗計畫施工作業流程及檢驗計畫施工作業流程及檢驗計畫施工作業流程及檢驗計畫     

        詳鋼橋施工作業流程及檢驗計畫表，表中重要品控檢查點以三角形符號

標示。 

             2.3 2.3 2.3 2.3 施工各階段之管制與檢驗要項施工各階段之管制與檢驗要項施工各階段之管制與檢驗要項施工各階段之管制與檢驗要項     

2.3.1 施工前準備階段 

(1)鋼構工廠選擇     (5)電焊人員資格檢定 

(2)施工計畫書審核   (6)焊接程序檢定 

(3)施工圖審核             (7)焊材使用計畫審核及試驗 

(4)材料規格查驗 

2.3.2 工廠製作階段 

(1)落樣檢查         (5)整修作業檢查 

(2)裁切加工檢查     (6)預裝檢測  

                    (3)組合成形檢查         (7)表面處理及塗裝檢查 

                    (4)電焊檢查 

          2.3.3 現場安裝階段 

                    (1)構件運輸查驗     (5)工地焊接檢查 

                    (2)吊具查驗                 (6)吊裝尺寸拱度檢測 

                    (3)基礎錨栓查驗     (7)塗裝檢查 

                    (4)工地螺栓接合檢測 

三三三三、、、、施工前準備作施工前準備作施工前準備作施工前準備作業業業業    

                                 3.1 3.1 3.1 3.1 鋼構工廠選擇鋼構工廠選擇鋼構工廠選擇鋼構工廠選擇    

      3.1.1 鋼構施工應選擇合適之鋼構工廠，以確保製裝品質。鋼構工廠之選擇係依

據工程規模、困難度及施工工期，評估各鋼構廠之規模、資本額、設備、技術、

人力、產量、實績及品管制度後，選定最合適之鋼構工廠；當然報價亦為參考重

點。 

      3.1.2 工廠評估除紙上作業外，須至工廠實地調查，並作成記錄，以供最後評選

之用。 

                             3.2 3.2 3.2 3.2 施工計畫書審核施工計畫書審核施工計畫書審核施工計畫書審核    



    施工計畫內容大致可分為鋼構廠組織設備、工廠製造計畫、現場安裝計畫、

施工網圖及預定進度表等四大項，審核作業即據此逐項審查： 

3.2.1 鋼構廠組織設備 

    (1)工廠概況：廠區面積及佈置、生產線安排、材料堆放地點規畫、生產能力估

計及財務狀況。 

    (2)人員組織：參與本工程之人員組織表及施工經驗，內含管理、放樣、冷作、

電焊、塗裝、品管及重機械操作等人員。 

              (3)機具設備：以自動化為主，其數量配置以能達到預定產量為度。 

              (4)購料計畫：鋼料可能來源、廠牌、採購進場時程及檢驗計畫。 

              (5)施工實績：以往完成類似工程之實例。 

3.2.2 工廠製造計畫 

              (1)施工流程：製造及品管流程。 

              (2)施工方法：放樣畫線方式、裁切加工要點、組合方法程序 

    (3)電焊計畫：採用焊材種類、預熱及焊接方法、焊接程序、變形對策、焊道非

破壞檢驗方式及位置、缺陷修補、合格焊工名冊。 

              (4)預裝作業：支撐位置安排、拱度檢測及精度檢查方式。 

              (5)剪力釘施作時機、方法及檢驗方式。 

              (6)塗裝作業：噴砂及油漆材料規格、施工及檢驗方法。 

              (7)成品堆置：成品編號、堆放地點與順序、出廠時程。 

              (8)各式品管表格。 

3.2.3 現場安裝計畫 

              (1)安裝人員組織。 

    (2)運輸計畫：構件襯墊及包裝方式、運輸路線規畫、超長、超高、超寬構件處

理、卸料及堆料場所佈置。 



              (3)吊裝系統：臨時支撐規畫，吊裝機具、吊索及臨時設備安排， 

              (4)吊裝規畫：吊裝順序，拱度、精度控制及檢測方法。      

              (5)螺栓施工：螺栓鎖緊方法、塗裝方式、檢驗方法及防護措施。 

              (6)工地塗裝：施工架規畫、鎖緊順序及檢查方法。 

              (7)工地安全措施及管理。 

              (8)各式品管表格。 

3.2.4 施工網圖及預定進度表 

    按工廠生產能量、技術、品控能力及工程數量、需求時間，製訂鋼構製裝網

圖及施工預定進度表。 

3.2.5 管制作業 

3.2.5.1 審核要點： 

(1)查核各類材料規格是否符合規定。 

(2)查核各類材料進場時程是否配合預定進度。 

(3)查核施工流程是否正確。 

(4)查核各項作業方法及檢驗標準是否符合規定。 

(5)查核施工網圖及預定進度是否合理並能配合工期。 

3.2.5.2 審核頻率： 

每次提送之施工計劃書均作全面審核。 

3.3 3.3 3.3 3.3 施工圖審核施工圖審核施工圖審核施工圖審核    

          3.3.1 繪製內容 

          3.3.1.1 安裝圖： 

   繪出整體構架之平面及立面圖，註明各構件相關尺寸及編號，作為現場安裝

之依據。 



          3.3.1.2 製造圖： 

    繪製各構件之詳細圖，註明構件方向、各部尺寸、螺栓、螺孔直徑，螺栓邊

距與心距，電焊方式，計算預拱值與曲線值；並須編列材料表，註明板厚、大小、

材質、數量及油漆面積。 

          3.3.2 管制作業 

          3.3.2.1 審核要點：  

  （1）查核圖面各構件尺寸及位置。 

  （2）查核工作線及工作點之標示位置。 

  （3）查核電焊符號之標示是否符合規定。 

  （4）查核各接合部位是否符合規定。 

  （5）查核拱度值。 

  （6）查核材料表各構件之材質、數量及尺寸。 

3.3.2.2 審核頻率： 

            每批提送之施工圖均作全面審核。 

3.4 3.4 3.4 3.4 材料規格查驗材料規格查驗材料規格查驗材料規格查驗    

3.4.1 材質證明文件 

     供應廠商於材料進場同時或進料後，應提送出廠檢驗記錄及品質證明書，

保證該批材料為合格品。 

3.4.2 材料檢驗 

      材料抽樣應由業主、承商雙方會同，並送業主認可之檢驗機構試驗，確認

合格後才能使用。 

          3.4.2.1 鋼 板：  

            （1）夾層：鋼板厚度大於 19mm 者，全面以超音波檢測夾層。 



            （2）物性：拉伸、衝擊試驗測定降伏強度、抗拉強度、伸長率及

吸收能量。 

            （3）化性：分光儀分析化學元素含量。 

         3.4.2.2 型 鋼：  

            （1）物性：拉伸試驗測定降伏、抗拉強度及伸長率。 

            （2）化性：分光儀分析化學元素含量。 

         3.4.2.3 高強度螺栓（含螺帽及墊片）： 

  （1）物性：拉伸試驗、硬度試驗及保證荷重試驗測定抗拉強度、硬度及保證

軸力。 

          （2）化性 

         3.4.2.4 剪力釘： 

    （1）物性：拉伸試驗測定降伏強度、抗拉強度、伸長率及斷面縮率。 

            （2）化性 

         3.4.2.5.塗 料：  

    （1）物性：鹽霧、加熱、塗刷等試驗、測定使用時間、乾燥時間、耐熱性、

耐衝擊性、耐酸鹼揮發性等性質。 

          3.4.3 管制作業 

          3.4.3.1 查驗要點： 

  （1）查核品質證明書內容、材質、尺寸、出廠編號及厚鋼板夾層檢測報告。 

       （2）查核材質區分方式及堆置情況。     

              （3）目視檢查材料有無瑕疵。 

       （4）查核材料試驗報告是否符合規範規定。 

           3.4.3.2 檢驗標準 



            （1）鋼板：CNS 規格－依據 CNS 2608 規範規定。 

                    ASTM 規格－依據 ASTM A6、A370 及 A673 規範規定。 

                    JIS 規格－依據 JIS Z2241、Z2248 及 Z2242 規範規定。 

            （2）型鋼：檢驗標準同鋼板。 

            （3）高強度螺栓（含螺帽及墊片）： 

                    ASTM 規格－依據 ASTM A751 及 F606 規範規定。 

                    JIS 規格－依據 JIS Z2241 及 Z2245 規範規定。 

            （4）剪力釘：CNS 規格－依據 CNS 4689 規範規定。 

ASTM 規格－依據 ASTM A370 及 AWS D1.1 規範規定。 

            （5）塗 料：依據 CNS K6854 及 K6693 規範規定。 

3.4.3.3 檢驗頻率及數量 

     （1）鋼板：每批進場鋼板之各等級最厚最薄板至少作一組檢驗，板厚超過

10mm 者可增作一組試驗，或以爐號作取樣標準。 

            （2）型鋼：每批進場之各類型鋼，按翼板厚度取最厚與最薄者各

作一組檢驗。 

            （3）高強度螺栓（含螺帽及墊片）： 

每批均作抽試。同批螺栓（爐號、物性等級、長度、螺紋標稱等相同者）取樣試

驗數量按 ASTM A325 及 A563 規定辦理。 

            （4）剪力釘：每批進場之各種型式尺寸及各爐號作兩組檢驗。 

            （5）塗料：每批進場之各種類塗料，各作一組檢驗。 

3.5 3.5 3.5 3.5 電焊人員資格檢定電焊人員資格檢定電焊人員資格檢定電焊人員資格檢定    

           3.5.1 電焊工具備資格 



    從事焊接工作（包括點焊）之電焊工應具有政府機構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其他

具公信力之專業機構檢定合格，領有執照，並具兩年以上電焊工經驗，且在最近

半年內曾從事同類性質之焊接工作。 

          3.5.2 電焊工檢定 

    按製造廠提送之電焊工名冊及證照資料，逐一核對電焊工身份、焊接方法、

焊接位置等是否符合要求；必要時舉行焊工考試，重新認定焊工資格。 

          3.5.3 管制作業 

          3.5.3.1 檢定要點： 

           （1）核對電焊工受雇身份。 

           （2）核對焊工名冊各欄資料是否與證照相符。 

           （3）查核電焊工資格種類是否符合設計圖說所列全部焊接方式。 

          3.5.3.2 檢定頻率： 

    施工前及人員更換時檢定一次，一經檢定合格，其資格保留至工程結束。 

                             3.6  3.6  3.6  3.6 焊接程序檢定焊接程序檢定焊接程序檢定焊接程序檢定    

          3.6.1 焊接程序分類 

          3.6.1.1 已認可焊接程序 

    規範要求降伏強度在 6300KG／CM
2
以下之母材與焊材，其電焊方式之焊接

程序如符合 AWS D1.1 規範已認可焊接程序（PREQUALIFIED WELDING 

PROCEDURE）各項要求時，可依據該規定填寫焊接程序規範，並作焊接程序檢

定，但毋需作檢定試驗。 

          3.6.1.2 已試驗合格焊接程序 

    非屬 3.6.1.1 節所述，但已按 AWS D1.1 規定完成認可程序，並有正式紀錄及

焊序規範者，經檢定後可逕用於焊接作業，不必再做焊序試驗。 

          3.6.1.3 實做焊接程序 



      3.6.1.1 及 3.6.1.2 節以外者均須依規定作焊接程序檢定試驗，試驗合格後，製作

焊接程序檢定試驗紀錄及程序規範，作為施工依據。 

          3.6.2 管制作業 

          3.6.2.1 檢定要點： 

    （1）核對母材與焊材之材質。 

    （2）核對焊接形式、接合形狀、焊接位置及焊接方法。 

    （3）核對焊速、焊層、焊厚、電流及電壓。 

                （4）查核焊序種類是否符合設計圖說所列全部焊接方式。 

          3.6.2.2 檢定頻率： 

    施工前及改變焊序條件、重編焊序規範時檢定一次， 經檢定認可，至工程

結束仍然有效。 

                             3.7  3.7  3.7  3.7 焊材使用計畫審核及試驗焊材使用計畫審核及試驗焊材使用計畫審核及試驗焊材使用計畫審核及試驗    

          3.7.1 焊材與母材之配合 

    選用焊材種類隨母材之材種、材質及焊接方法而異。AWS D1.1-96 表 3.1 對

各種母材應配合使用之焊條或焊線與焊藥組合均有規定。製造廠應於施工前，依

據 AWS 規定，選用適合廠牌之焊材，提送業主審核及試驗。 

          3.7.2 管制作業 

          3.7.2.1 審核要點： 

    （1）核對使用廠牌之焊材型號是否與規範規定相符。 

    （2）核對母材與焊材之配合。 

    （3）查核母材與擬使用廠牌之焊材組合是否已有試驗紀錄，否則應做焊接

試驗。 

3.7.2.2 審核頻率： 

    施工前及更換焊材時審核一次，審核、試驗合格，至工程結束均有效。 



四四四四、、、、電焊電焊電焊電焊    

4.1 4.1 4.1 4.1 焊接分類焊接分類焊接分類焊接分類    

    焊接可依結合點形狀、焊接形式及焊接位置（姿勢）分類。 

4.1.1 結合點形狀： 

    分為對接（BUTT JOINT）、搭接（LAP JOINT）、T 接（T JOINT）、角接

（CORNER JOINT）及邊接（EDGE JOINT）五類。 

4.1.2 焊接形式： 

    分為槽焊或對焊（GROOVE OR BUTT WELD）、角焊（FILLET WELD）、

塞焊（PLUG WELD）及長孔焊（SLOT WELD）四類。 

4.1.3 焊接位置（姿勢）： 

    分為平焊（FLAT WELD “F”）、橫焊（HORIZONTAL WELD “H”）、豎

焊（VERTICAL WELD “V”）及仰焊（OVERHEAD WELD “OH”）四類。焊

接位置直接影響焊接品質，其中以平焊操作容易且品質最優，因此應儘可能採用

平焊。 

4.2 4.2 4.2 4.2 焊接方法焊接方法焊接方法焊接方法    

    焊接依接合方法可分為壓接、軟硬焊及融接三大類，其中融接法又可分為電

弧焊、電熱熔渣焊、氣焊及熱能焊四種，以下僅針對鋼構工程中常用之電弧焊及

電熱熔渣焊提出介紹。 

4.2.1 電弧焊 

    利用焊條與母材間形成電弧所產生之高熱，融化部分母材與焊條而進行焊接

之方法，分為掩護電弧焊(SMAW)、潛電弧焊(SAW)、氣電弧焊(GMAW)、助熔核

心電弧焊(FCAW)及植釘焊(S.W)。 

4.2.2 電熱熔渣焊（ESW） 

    電熱熔渣焊又稱為自動立焊，對於 20～60mm 厚板之對接與 T 接較快速經

濟，但施工繁雜，且於施工中如遇電流不穩或斷電造成之缺陷剷修困難，故一般

僅用於高樓結構箱型柱隔板無法焊接之焊道。 

4.3 4.3 4.3 4.3 焊接程序焊接程序焊接程序焊接程序    



    焊接程序是焊接工作開始前，依據設計圖說有關母材及焊接形式之規定，配

合焊接機具設備，選擇最適當之焊材、焊接姿勢、焊接方法、使用電流及運行速

度等條件，以獲得最佳焊接品質為目的所擬訂之操作步驟說明。此種說明須經審

查或試驗合格，其後所有焊接工作亦須按照焊接程序所訂定之材料及方法施作。 

4.4 4.4 4.4 4.4 焊工檢定焊工檢定焊工檢定焊工檢定    

    焊工檢定之目的在測驗焊工實際具備之技術能力，其資格之認定係依檢定時

之焊接方法、焊道形式、母材、板厚、使用焊材及焊接姿勢等之不同，來區分限

定其焊接資格。須經檢定合格之焊接人員有下列四種： 

€€€ • 從事手焊或半自動焊接者。 

€€€ • 從事定位點焊者。 

€€€ • 從事裝設、操作自動焊接設備者。 

€€€€€€€€€€€€€ •  從事植釘焊者。 

    美國電焊協會規範規定之焊工檢定資格詳 AWS D1.1-96 表 4.8。 

                             4.5  4.5  4.5  4.5 焊接步驟焊接步驟焊接步驟焊接步驟    

核對材種、材

質  
焊材烘

乾  
母材預

熱  

  

檢查開槽  清理鋼料  固定焊件  

進

行

電

焊 

    美國電焊協會規範規定之預熱及層間溫度詳 AWS D1.1-96 表 3.2 

4.6 4.6 4.6 4.6 電焊檢驗電焊檢驗電焊檢驗電焊檢驗    

    鋼結構焊接檢驗依檢驗方式、使用儀器及檢驗性質可分為非破壞性檢驗及破

壞性試驗兩類。 

          4.6.1 非破壞性檢驗法 



    鋼構焊道經由檢驗，可判斷焊接品質有無瑕疵，但不需破壞成品，亦未影響

其用途者，稱為非破壞檢驗。其檢驗方法可分為目視、磁粉、滲透液、超音波、

放射線、聽診、渦流、氣壓、水壓及真空檢驗等項目，目前最常用者為前五項。 

          4.6.2 破壞性試驗法 

  為瞭解焊接部位之物性與化性變化情形，構件按特定規格取樣裁製成各種試驗

的試片，以供物理試驗及化學分析。由於構件取製試片時已遭破壞，失去原有用

途與價值，故稱破壞性試驗。破壞試驗計分拉伸、彎曲、衝擊、硬度、化性、金

相觀察及巨觀浸蝕試驗數種。 

                             4.7  4.7  4.7  4.7 電焊作業注意事項電焊作業注意事項電焊作業注意事項電焊作業注意事項    

    (1)電焊作業除設計圖或說明書另有註明外，應在室內施工；如不得已必須在室

外焊接時，應顧及溫度、濕度及風速等因素之影響，預作妥適處理，並須先經工

程司核可。 

    (2)氣溫在 0℃以下時不得焊接。雨天或相對濕度超過 80﹪時，即使在室內亦應

先確認焊接部位之表裡無殘存水份時才可施焊。 

    (3)室外焊接時，若風速超過界限（一般為 10 公尺／秒），除非有妥善之防風設

備並經工程司核可，否則不得焊接。 

    (4)從事焊接工作之電焊工應具備規範規定之相關資格，並應佩掛識別證，以便

在工作中可識別其技能及資格。 

    (5)焊接面不得有鬆屑、鐵銹及油脂等雜物，如焊面已油漆，應將焊縫兩側各 5

～10 公分寬之範圍內任何油漆層刮除乾淨，然後施焊。 

    (6)臨時固定焊作為正式焊道時，應限於無缺陷者，並以儘量少用為原則，其施

焊人員亦應為合格之電焊工。 

    (7)臨時固定焊長度應大於 80 ㎜，角焊腳長應在 4 ㎜以上，間距在 400 ㎜以下，

距端緣須在 30 ㎜以上。 

    (8)焊條自烘箱取出至現場焊接時，必須以容器（保溫箱）盛裝。 

    (9)組立完成逾 12 小時之構材，應將焊縫兩邊充份烘乾後，始可施焊。 

    (10)多層焊接時，應將各層焊面之夾渣、焊濺物清除乾淨後，再焊次層焊道。 



    (11)採用自動電焊時，不得在焊接中途切斷電弧，若有斷弧情況發生，應剷除

50 ㎜以上起弧續焊，且在斷點前後 10 公分內應加做非破壞檢驗。 

    (12)規定有邊端接板之焊接，應設置與構材接合同形且長度在 50 ㎜以上之邊端

接板。焊接之起迄點均應在邊端接板上，且焊疤不得延伸至構件上。 

    (13)剪力釘焊接部位有破損時，應將剪力釘自翼板面 5 ㎜以上部份以瓦斯切除，

並用研磨機磨平至母材面後，再在同位置補焊新釘。 

    (14)焊接完成後，焊道表面之焊渣及焊濺物必須清理乾淨。 

4.8 4.8 4.8 4.8 電焊管制作業電焊管制作業電焊管制作業電焊管制作業    

4.8.1 檢驗要點： 

    (1) 現場電焊人員是否與焊工名冊相符。 

    (2) 焊接環境有無符合規定。 

    (3) 核對母材、焊材之材質與編號。 

    (4) 焊材乾燥情形、鋼板預熱及多層焊之層間溫度。 

    (5) 電焊作業有否按核可之焊接程序施作。 

    (6) 檢查焊接面清潔度、鋼板密接度及開槽角度。 

    (7) 目視檢查焊道表面各類缺陷。 

    (8) 磁粉、滲透液、超音波及放射線檢查焊道次表面或內部缺陷。 

    (9) 焊道檢驗應特別注意轉角、斷面變化處、焊接起迄端等較易產生缺陷處。 

    (10)剪力釘試焊、目視檢查及錘擊彎曲試驗。 

4.8.2 檢驗頻率： 

4.8.2.1 對接焊： 

    每施作一對接焊構件，須先作全面目視檢驗，再施以非破壞性檢驗。 

          4.8.2.2 填角焊： 



每施作一填角焊，先作全面目視檢驗，再抽作滲透液或磁粉探傷檢驗。 

          4.8.2.3 焊道表面： 

每施作一焊道即執行全面目視檢驗。 

五五五五、、、、預預預預    裝裝裝裝        

    製作完成的構件，運往工地前，先在工廠內以螺栓及導孔栓（衝梢）拼裝成

設計形狀，稱為預裝或假安裝。 

5.1 5.1 5.1 5.1 預裝目的預裝目的預裝目的預裝目的    

5.1.1 整體成品之檢查 

    構件製作過程中，任何加工、成形均有可能產生誤差，藉由預裝工作可查知

構件相互接合部位之接合情況及完成後整體形狀之累計誤差。 

5.1.2 確保成品精度 

    構件組焊變形及收縮量難預測時；或構造極複雜，畫線、組合難達精度需求；

或受限工廠設備，必須將構件段後再焊接者，經由預裝作業可確保成品精度。 

5.1.3 工易性檢測 

    預裝作業可先行探知現場安裝之難易度，進而預謀對策。 

5.2 5.2 5.2 5.2 預裝方式預裝方式預裝方式預裝方式    

    預裝分為立體、側置、顛倒、分段、平放及部分等幾種預裝方式。 

5.3 5.3 5.3 5.3 預裝檢測工具預裝檢測工具預裝檢測工具預裝檢測工具    

o 水準儀：檢測高程、拱度。  

o 經緯儀或光波測距儀：設置檢測基準點及檢測座標、角度、長度、

距離。  

o 鋼捲尺：量測長度、孔距、樑間隔、支點間距、對角線等。  

o 鉛錘：檢測傾斜度等用。  

o 貫通阻塞計：檢查螺栓孔貫通阻塞率。  

o 鐵鎚：剪力釘敲擊彎曲檢驗用。  

5.4 5.4 5.4 5.4 預裝注意事項預裝注意事項預裝注意事項預裝注意事項    



    (1)預裝場地須平坦，具足夠承載力，其面積至少能容納預組物及作業空間。 

    (2)結構物預裝以多點支撐及穩固平衡為原則，其支撐狀態應使預裝應力減至最

低。 

    (3)預裝支撐架應採用堅固材料，支點應設在有加勁板或隔板補強之處。 

    (4)構件之中心位置、中心線應標示，橋樑拱度檢測之十分點亦須標明，以便預

組時檢測相關尺寸。 

    (5)主要構材現場接合部位之接合孔數應達設計螺栓數之 30﹪以上；此臨時接合

材可使用普通螺栓及衝梢。普通螺栓之直徑應與強力螺栓相同，衝梢直徑應大於

強力螺栓直徑 0.8 ㎜。 

    (6)預裝各階段須使用精確之測量儀器，隨時測定有關尺寸及位置，以確保規定

精度。 

    (7)測量時應考慮氣溫、日照對構件尺寸之影響。一般氣溫以 20℃為準。 

    (8)切除餘長時，應注意現有位置與應有位置之差。 

    (9)預裝完成之節塊，應檢查編號後方可拆卸，以免工地安裝時混亂不清。 

5.5 5.5 5.5 5.5 管制作業管制作業管制作業管制作業    

          5.5.1 檢查要點 

          5.5.1.1 預裝狀態： 

       (1)結構物之支撐狀況及地面受載影響程度。 

         (2)接合處臨時螺栓及衝梢使用情形。 

          5.5.1.2 尺寸精度： 

       (1)跨徑、拱度、長寬高之尺度及樑間距。 

       (2)翼板直角度、鋼板平面度、主樑直線度及垂直度。 

       (3)接合部位螺栓孔距。 

          5.5.1.3 方向性： 



       (1)構件安裝方向。 

       (2)固定、可動方向及縱、橫斷面方向。 

          5.5.1.4 螺栓孔狀態： 

              (1)檢測貫通率及阻塞率。 

             (2)檢測孔之錯開量。 

          5.5.1.5 接合狀態： 

              (1)接合面之平整度及密接度。 

              (2)工地接合處間隙。 

          5.5.1.6 確定工地施工性： 

              (1)螺栓旋緊有無阻礙。 

              (2)架設作業有無困難。 

          5.5.1.7 剪力釘檢查： 

               (1)目視外觀檢查。 

              (2)敲擊彎曲檢查。 

          5.5.2 檢查頻率： 

    每製作完成連續三跨或長度 150 公尺以上橋樑，或每一組桁架均應進行預裝

作業及預裝檢查。 

六六六六、、、、表面處理與塗裝表面處理與塗裝表面處理與塗裝表面處理與塗裝    

6.1 6.1 6.1 6.1 鋼構材表面處理鋼構材表面處理鋼構材表面處理鋼構材表面處理    

6.1.1 表面處理之目的 

    表面處理為鋼料在塗裝前之被塗面清理作業，其目的為除去鋼料表面之黑

皮、鐵銹、污物、油脂、腐蝕性物質及其他破壞塗膜之附著物，使鋼材表面具有

適當糙度，以增加漆膜之附著性。妥善之表面處理可延長油漆塗膜之耐久性。 



6.1.2 表面處理時機 

    6.1.2.1 一次表面處理：所有鋼料於進廠後使用前所作之表面處理，隨後並須配

合噴塗一次防銹底漆，以達加工期間防銹效果。 

    6.1.2.2 二次表面處理：鋼材加工後塗裝前所作之成品表面處理，又可分為全面

處理及部分處理兩類。 

6.1.3 表面處理方法 

6.1.3.1 化學處理法 

    化學方法係藉用化學溶劑、界面活性劑或酸鹼液等清潔劑除去附著鋼鐵表面

之油脂與其他異物，概分為酸洗法、溶劑或介面活性劑洗淨法、磷酸法及燃燒法。 

           6.1.3.2 機械處理法 

    機械方法係指噴砂、超高壓水噴射及使用手工具或電動工具之除銹方法。一

般新建鋼構工程多採噴砂處理，既有鋼構物之維修塗裝，受限於工作場地，則多

採電動機具或手工具。 

6.1.4 鋼鐵表面銹蝕度分類 

    依據瑞典 SIS-05-5900 規範，鋼鐵未經表面處理之銹蝕程度可分 A～D 四級，

其區分如下： 

    A 級：鋼鐵表面完全為黑皮覆蓋，無紅色鐵銹或僅有極微紅銹。 

    B 級：鋼鐵表面開始銹蝕，小部分黑皮剝落，已出現紅銹。 

    C 級：鋼鐵表面已全面銹蝕，大部分黑皮已鬆脫，並有少許銹孔。 

    D 級：黑皮完全剝落，鋼鐵面產生多量銹孔，呈全面嚴重銹蝕狀態。 

     6.1.5 表面處理標準：  

         表面處理標準以瑞典 SIS 及美國 SSPC 最常使用。 

6.1.6 表面處理程度： 



    SIS 將表面處理依使用機具分為兩類：第一類為手工具或電動研磨、砂輪機處

理者，以 St 表示；第二類為噴砂處理者，以 Sa 表示。另將處理程度細分為０、

１、２、２1／2 與３等五級： 

    ０：未處理表面 １：輕度處理表面 

    ２：中度處理表面 ２1／2：近完整之處理表面 

    ３：完整之處理表面 

        SIS 再以Ａ、Ｂ、Ｃ、Ｄ四種表面銹蝕度為基準，依據 St 與 Sa 處理方式，配合

0～3 五種處理等級，綜合整編製成 24 種彩色圖片供比對。 

6.1.7 表面處理粗糙度 

    表面粗度大小受處理方法、使用研材種類、形狀、大小及衝擊強度等影響產

生差異，其中研材之材質與粒度對表面粗度影響最大。 

6.1.7.1 表面粗度表示法： 

    依據國際標準機構（ISO）規定，表面粗度有最大粗度(Rmax)、十點平均粗

度(Rz)及中心線平均粗度(Ra)等三種表示方法。 

6.1.7.2 表面粗度測定法： 

    有觸針法、斷面顯微鏡測定法及垂直顯微鏡測定法三種。 

6.1.8 噴砂作業注意事項 

     （1）未經檢驗合格或通過假安裝之成品，不得進行噴砂處理，但預塗者不在此

限。  

    （2）在噴砂處理前，所有焊接處、角縫、焊渣、焊珠及其他不整齊處，均應

先磨平或補焊，直至與母材平整光滑為止。 

        （3）鋼鐵表面之油污、油脂等不易為噴砂除去之物質，須先行去除。 

   （4）查對規範規定之表面粗度範圍，以選擇最適用之粒料規格。 

   （5）噴砂處理以在室內進行為原則，不得已而於室外噴砂時，亦應加設遮蔽

物，以防止空氣污染及公害發生。 



        （6）工作環境之相對濕度超過 80％以上時，不得進行噴砂作業。 

      （7）噴砂後在角縫或栓孔內之砂粒務須清除乾淨。 

        （8）噴砂完成經檢驗合格，應於二小時內塗刷防銹底漆。 

6.1.9 管制作業 

6.1.9.1 檢驗要點： 

   （1）檢查除銹度（與 SIS 照片比對）。 

   （2）檢查表面粗度。 

   （3）檢查構材表面有無附著不潔物。 

   （4）可順便檢查焊道有無未發現之缺陷。 

          6.1.9.2 檢驗頻率： 

    每次完成之構件，主要構材以一件為一批，次要構材及連接板以 300 ｍ
2
為

一批進行檢驗。 

6.2 6.2 6.2 6.2 防銹蝕塗裝防銹蝕塗裝防銹蝕塗裝防銹蝕塗裝    

          6.2.1 塗裝系統之構成 

    一般鋼材外露表面塗裝分為底漆、中塗漆及面漆三種。底漆應採用具有優越

防蝕性、密接性之塗料；中塗漆介於底漆與面漆間，具有較佳之相合性，可調和

底漆與面漆之相異性；而面漆則應具有良好之耐候性、耐水性、耐藥性及含有著

色顏料。這種以不同性能塗料分層塗刷，以發揮塗裝防蝕功能之組合，稱為塗裝

系統。 

6.2.2 油漆種類 

    分為無機鋅粉、環氧樹脂、環氧柏油、聚胺基甲酸酯、油性樹脂、矽樹脂、

氯化橡膠及聚氯乙烯樹脂等多種塗料。 

6.2.3 塗裝方法： 

    有刷塗、滾塗及無氣噴塗等方法，其中無氣噴塗為目前最快有效之施工 



6.2.4 塗裝作業注意事項： 

   （1）鋼材塗裝前表面處理程度應為美國 SSPC-SP-10 級以上，或瑞典 SIS 規

格 Sa２1/2 級以上；表面粗糙度應在 25μm～75μm 之間。 

   （2）表面處理完成應在二小時內塗刷防銹底漆。 

   （3）被塗面經表面處理後應徹底清掃，以免附著塵埃、砂粒及油脂等不潔物。 

   （4）工地油漆前應做好遮護工作，以免油漆飛濺、污染環境。 

   （5）為便於施工管理，各層油漆顏色應予變化。 

   （6）油漆施工時，所有作業人員均應配戴防毒面罩。 

   （7）塗料為易燃物，為安全計，運至現埸之油漆以半天用量為原則，現埸並

應配置滅火器，尤應遠離焊接、裁切等易生火花之作業場所。  

   （8）無氣噴塗之壓力甚高，切勿將噴鎗對向自已或他人。 

   （9）雨天、大風沙天氣、太陽直曬下、氣溫低於 5℃或超過 40℃、以及相對

濕度超過 85％時，不得進行油漆工作。 

   （10）超過規定有效時間及超過調和後可用時間之油漆不得使用。 

   （11）後續油漆應俟前一道漆膜完全乾燥，並依規定塗裝間隔施工。   

   （12）油漆物應以自然乾燥為原則。 

   （13）構造上狹窄部份或半密閉部位，應於組立前油漆。 

   （14）焊接處、邊角及螺栓部位最易發生塗裝缺陷，施工時須格外注意。 

   （15）為求膜厚均勻，應以交叉式覆蓋塗佈油漆。 

   （16）膜厚不足或有缺陷處，應先修補完成，方能施塗上層油漆。 

   （17）禁塗油漆部位，應於噴砂後即以膠帶貼蓋，若噴漆時不慎沾上，應即

以溶劑清洗。 

   （18）一般禁塗油漆部位如下： 

a.摩擦式強力螺栓接合部摩擦面 



b.支承、樞承及軸承等機械修飾面。 

c.鋼材與混凝土接觸面。 

d.工地焊接線兩側 100mm 以內部位。 

e.預定實施工地超音波檢測處。 

f.預定噴塗防火被覆處。 

   （19）上述禁塗部位 a、d、e 點俟施作完成，仍應做表面處理，除去表面雜

物後，按規定做底漆、中漆及面漆之噴塗。 

   （20）鐵銹外之異物清理法： 

a.水份：以布擦拭或吹風。 

b.鹽份：以清水沖洗。 

c.油脂：用溶劑擦拭。 

          d.粉筆、污泥、灰塵等：以抹布、掃把或吸塵器去除，不易去除者可用電工具

處理。 

6.2.5 管制作業 

6.2.5.1 塗裝檢驗要點： 

    （1）漆膜有無氣泡、縐紋、砂皮等缺陷。 

    （2）塗裝環境是否合於規定。 

    （3）構件背面及孔穴部位有無遺漏。 

    （4）角落、邊緣部位塗裝是否完整。 

    （5）焊接、螺栓等部位是否按規定順序作完整塗裝。 

    （6）測定乾膜厚度：不同類漆完成、工廠油漆完成及現埸油漆完成，待漆

膜乾燥後，均須測定膜厚。 

    （7）檢查補修或重漆之漆膜外觀及厚度。 



6.2.5.2 檢驗頻率： 

    每次完成之構件，主要構材以一件為一批，次要構材及連接板以 300M
2
為一

批進行檢驗。 

七七七七、、、、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鋼材具有強度高、韌性大、耐久性長及抗震能力強等優點，鋼橋加工製作技

術亦已十分成熟，惟若設計不良或建造過程疏於品質管理，輕者縮短鋼橋壽命，

重則傾倒崩塌，嚴重危及人類生命安全，是故吾人從事鋼橋設計施工時不可不慎。 

    本文節錄之資料僅為鋼橋施工實務講習課程之極小部分，從中難窺鋼橋製裝

工程全貌；本司同仁日後如奉派擔任鋼橋製裝品質控管工作時，筆者良心之建

議，最好先熟讀設計圖、施工說明書、合約特訂條款及各相關規範，俾能確保結

構品質。 

 



地下維生管線之地震防災對策 

 地工部正工程師 周永川周永川周永川周永川    

地工部組長 何泰源何泰源何泰源何泰源    

地工部經理 陳福勝陳福勝陳福勝陳福勝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1995 年日本阪神大地震，造成震區範圍內之基本地下維生管線系統(如自來水、

瓦斯、電力等)嚴重受損，在震後無法迅速恢復正常，而需長期進行檢查與復舊。

1999 年我國 921 集集大地震，亦發生類似之情況，顯現國內此方面有改進與加強

之空間；目前國外於地下維生管線防災方面，已針對事業特性逐年編列預算進行

各項地震預防措施之改善、更新及研發，以期在下次產生同樣規模之地震狀況

時，能達減災之目的，此可為日後我國各相關地下維生管線營業單位進行系統體

檢與改善之參考。本文主要就各地下維生管線之災損情形與國外之防災管理方式

及預防對策進行說明。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地下維生管線系統(Lifeline)為維繫一般居民生活之基礎設施，都市化程度越

高之城市對其依賴性愈高；目前台灣地區都會區人口已達總人口數的 70%以上，

由於都市人口集中化，災害產生後對社經、居民身心之影響等生活衝擊甚鉅，尤

其地下維生管線中之瓦斯系統，目前已廣泛成為都市重要能源之一，一旦在震後

遭受大規模的破壞而導致瓦斯外洩，稍一不慎即可能釀成火災，並衍生為二次或

三次災害，極度危害居民之性命與財產安全。於 1995 年 01 月 17 日之日本兵庫

縣阪神大地震(地震規模達 7.2 級)，除造成大阪瓦斯約有 85 萬 7 千戶停止供應瓦

斯，瓦斯輸送管線亦因地震挫曲折損，造成瓦斯外洩致四人死亡，五人一氧化炭

中毒及之事件外，瓦斯外洩更造成神戶市內多處火災，但無水可撲滅之狀況，此

皆足以反映具危害性管線系統在遭遇緊急狀況時需加以進行安全控制之重要性。 

二二二二、、、、集集大地震之維生系統災損概況集集大地震之維生系統災損概況集集大地震之維生系統災損概況集集大地震之維生系統災損概況    

    臺灣地區地質狀況不佳，全島大小斷層遍佈，集集大地震主要肇因於南-北

走向之車籠埔斷層的活動，此斷層於地表造成長達約 105 公里左右之地表斷裂或

錯移，於其周圍 1 公里範圍內之鄰近結構物與相關設備，因地盤瞬間位移或地盤

破壞(如上下錯動、液化、邊坡滑動、沉陷、地面龜裂等)，造成結構物毀損、混

凝土龜裂、樓房傾斜/崩塌、橋樑斷裂、邊坡崩坍、落石等極度嚴重破壞之情形，

且破壞影響遍及全島；依北科大(1999，施邦築)及各相關單位之調查結果瞭解，



於地下維生管線系統方面，以中部災區較為嚴重，狀況有電力中斷、供水停止、

部份地區通訊中斷氶瓦斯滲漏等情形，而管線破壞模式大致包括有(1)地層上下錯

動造成之管線彎折破裂、(2)地層水平滑動造成管道位移及局部變形彎折、(3)地

表水平或垂直搖動造成管線伸縮彎曲及接頭破損、(4)土壤液化造成地層下陷而致

管線彎曲、接頭鬆脫等情形(詳照片 1~3)，至於各地下維生管線系統之損害狀況

大致說明如下: 

2.12.12.12.1 自來水自來水自來水自來水    

    本次自來水設施主要受災地區為大台中地區(含台中縣市)及南投縣，主要之

損害情形為石岡壩壩體受損、鯉魚潭淨水廠取水口損害與豐原淨水廠之淨水設施

及ψ2000(mm)之取水管受損等狀況，以致無法供水。 

2.22.22.22.2 瓦斯瓦斯瓦斯瓦斯    

    台灣地區共有 28 個瓦斯營業公司供給液態天然瓦斯，各天然氣公司因本次

地震而損壞之管線長度約為 827,527 公尺，其中損壞之主要瓦斯公司為欣彰、欣

中、欣林等 3 家營業範圍在震區附近之公司；921 地震之後，上述 3 家瓦斯公司

共計 37 萬戶停氣。而欣中瓦斯公司至 9 月 27 日止之共發現 2000 處瓦斯滲漏。

至於欣林瓦斯公司之供給地區，亦因有斷層通過致受損嚴重。中油於此次地震中

受損狀況比其他單位算是輕微，惟儲油槽頂板與一般加油站結構屬頭重腳輕型，

震後加油站屋頂倒塌情形較為嚴重。 

2.32.32.32.3 電力電力電力電力    

    本次地震的震央發生在中部，台電公司沿中部山區震央向外輻射之各電廠、

開關場、變電所、輸電塔線、辦公房舍、配電線路及電桿等多處嚴重毀損、倒塌

或傾斜，損害相當廣泛，其中在電力設施損害方面主要為變電所及輸配電電線路

因邊坡坍滑，造成輸變電設備(如輸電鐵塔)之損壞。 

2.42.42.42.4 電信電信電信電信    

        921 地震之後台中縣、南投縣之電話不通，主要係穿越斷層埋設之管線、架空

電話線、橋梁吊掛管線等受損之故。地震之後，由於電信基地台受損，行動電話

之無法通話，通話功能受損，損壞台數於中華電信 1394 台、遠傳 1187 台、台灣

大哥大 921 台。在台中市區，因一江橋之落橋，致國際、長途電話皆不通，南投

縣因埔里、南投間之橋樑受損，故國際、長途電話亦不通。 

2.52.52.52.5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災區之中，污水下水道普及率並不高，僅石岡壩水源特定區（東勢鎮、石岡

鄉）及中興新村建有污水下水道系統，主要之受損情況是管道之破裂、移位及污

水處理廠內設備之損失。 

三三三三、、、、日本阪神大地震之維生系統經驗與教訓日本阪神大地震之維生系統經驗與教訓日本阪神大地震之維生系統經驗與教訓日本阪神大地震之維生系統經驗與教訓    

    日本兵庫縣於 1995 年 01 月 17 日發生地震規模 7.2 級之大地震，於地下維生

管線方面之災損狀況說明如下: 

3.13.13.13.1 自來水自來水自來水自來水    

    有消防用水不足、緊急救援及醫護用水不足、供水設施嚴重破壞無法供水、

淨水廠處理機能喪失等狀況。日本兵庫縣 9 市 3 鎮 135 萬 6000 戶供水戶中約 121

萬戶及大阪府約 2 萬戶發生停水(自來水管路技術中心，1995 年)，災害金額約高

達 600 億日元。神戶市自來水設施之地震災害示於表 3-1(神戶市自來水局，1995

年)，與輸水管路相較，結構物之災害較少，且多屬年齡達 60~70 年之老朽設施。

供水管受損部位之情況則可詳表 3-2 ，配水管受損分佈圖可詳圖 3-1 。 

3.23.23.23.2 電力電力電力電力    

    日本關西電力公司所轄範圍包括近畿 2 府 4 縣及三重縣、岐阜縣及褔井縣之

部分供電區域，面積約為 28,668km
2
，供電戶約 1,165 萬戶(1993)；本次地震災情

較集中於兵庫縣東部地區及關西電力神戶支店之大阪府部分供電區。圖 3-2 中所

示此次地震之關西電力公司供電中斷分佈，災害總金額高達 2,300 億日元。於發

電設備方面，水力發電廠及核能發電廠在此次地震中均無損失，受災者主要為

21 所火力發電廠中之尼崎電廠及面臨大阪灣之 10 所火力發電廠；發電廠之損害

包括設備災害、油槽基樁/護岸及發電廠內道路因地盤沉陷或土壤液化之損害(關

西電力，1995 年)。變電設備之災損方面，總數 861 所變電所中有 50 所之設備發

生損害，主要機具設備損害之受災模式為基礎固定螺栓之破斷、變壓器本身之滑

動及螺栓套襯之破壞等，其中被劃為震度規模 7 地區之 29 所變電所中之 14 所變

電所均蒙害(48%)，受災變電所全部為 1965 年以前所興建者，而 1975 年以後所施

工之 7 所變電所並無損害。輸電設備之災損方面，架空輸電線之主要電力設備受

損內容為鐵塔受災 11 座、高壓線斷線 3 跨徑、高壓吊線礙子(jumper)損傷 3 處。

高壓鐵塔在淡路島有 3 座、神戶及伊丹有 13 座、大阪有 2 座計 20 座受損，受害

模式為倒塌 1 座、傾斜 10 座、構件損傷 9 座；位於住宅區後方之陡坡之鐵塔損

傷特多，可能是地滑、崩塌及大月斷層等所致，架空輸電線及設備之災害多發現

於神戶市灘區鶴甲町、伊丹變電所及武庫川左岸附近，極可能是地質境界線或河

川之存在而影響周邊之震動特性之故。地下電纜總數 1,217 迴線(總長 1,740 公里)

中有 102 迴線(當中架空及地下共用線路 6 迴線)受損，原因為土壤液化、道路之

沉陷、地裂等，地下配電線設備災情調查結果詳表 3-3。配電設備之災損方面，



支持結構物之損害大部分發生於淡路島至大阪府一帶，且折損及倒塌災害均集中

於震度 7 之地帶，折損及倒塌之支持結構物中，約 83%是與房屋倒塌等建築物災

害相關連。 

3.33.33.33.3 瓦斯瓦斯瓦斯瓦斯    

    有震後易引發二次電氣火災及導致供氣設備破損等狀況。大阪瓦斯公司供氣

範圍包括近畿 2 府 4 縣約 570 萬用戶，其中用戶數中家庭用戶佔 95%。供氣區域

內設施受損情況示於表 3-4，其中泉北和姬路兩地之製造設備及供氣區域內之球

形儲氣設施並未發生災情；高壓供應管線未受害，中壓 A、B 供應管災情則甚輕

微，其災損分佈詳圖 3-3，災害在供氣停止區域內(停止供應瓦斯區域分佈詳圖

3-4，大阪瓦斯，1996 年)發生 95 處，區域外 11 處，供應管損害狀況以開關閥之

Dresser 接頭、法蘭部之鬆漏等情況較多，管路在既存活斷層線周邊複雜地形及

發生土壤液化地區之受害情況甚為顯著；尤其中壓導管漏洩處都在非裏波電焊部

位發生災害(詳圖 3-5)，這些鋼管電焊部位之災害(14 處)均發生於河川、水路、水

池傍、微地形境界及活斷層附近，地盤條件成為災害之主要原因。瓦斯供應系統

之大部分災損為低壓導管，其損害位置則多為螺絲接頭及印籠型接頭之破損。 

3.43.43.43.4 電信電信電信電信    

    主要因為建物損壞、斷橋等因素，造成通信迴路及建築物上之通信設備損壞

為主。NTT 公司(日本電話電信公司)之災害集中於震度達 7.0 之 3 支店(神戶、神

戶西及西官)，NTT 公司之土木設備受損情況如表 3-5 所示。 

3.53.53.53.5 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    

    主要有混凝土管、陶管及人孔因液化損壞破損而導致土砂滲入、與處理場損

壞造成河川污染等狀況。在震區 8 個城市有 18 處污水處理場及 47 處抽水站受損，

管路受損總長為 316km，受災損失高達 1,060 億日元(日本土木工業協會關西支

部，1995 年)。管渠受損型態為管體橫向龜裂及斷裂、軸向龜裂、接頭變位及拉

開、管體之突出、坡度及線形之變化，及人孔之破損等，詳圖 3-6、圖 3-7(地盤

工學會，1995 年)。污水處理場與抽水站之共同受損型態為流入管、放流渠、輸

水管與結構物間之破壞及曝氣槽、沉砂池之龜裂等。神戶市公共下水道(分流式)

之普及率為 97.4%，下水道設施受損害情況如表 3-6 所示。神戶市下水道系統中

災情最嚴重者為東灘處理場，其因土壤液化使結構體發生上浮、沉陷及側向移動

等破壞，另亦包括流入水路破損、曝氣槽(Aeration Tank)、最終沉澱池破壞、行政

大樓及脫水機房傾斜、運河護岸崩潰、場內道路路面嚴重破壞、過濾池傾斜、污

水處理措施淹水、污泥耙集機變形、砂過濾設備變形、脫水設備變形等災害，致

上述處理場之處理能力各降至 0%、50%及 20%。 



    藉由阪神地震之破壞威力可掌握破壞狀況範圍廣泛、地下部分管線災情掌握

困難的、震後情報資訊傳達困難、震後緊急動員效率有限等特性，故應變單位實

難以全盤依先前所籌畫設定之動員計畫即時進行搶救應變，諸如種種不利因素，

實應引以為鑑，藉由此教訓加以改進。於此彙總如表 3-7: 

四四四四、、、、地震防災對策地震防災對策地震防災對策地震防災對策    

4.14.14.14.1 區域地震防災對策區域地震防災對策區域地震防災對策區域地震防災對策    

    涵蓋上述國內外之災損情形，歸納地下維生管線受地震影響之特性主要包

括: 

        1.維生線損壞可能造成都市生活機能長期癱瘓，影響層面廣大、 

        2.維生線相互具有關連性，雖僅單一單元之損壞但常導致整個系統停頓、 

        3.震後維生線易引致二次災害(如瓦斯火災)，使人民之生命財產導致嚴重損失、 

        4.地下維生管線大多埋設於地下，於大規模破壞後之搶修復舊，往往耗時、費

力。 

    依上述地下維生管線特性，就事先預防與震後應變階段進行防災對策擬定，

對策方面應可劃分為震前預防對策、震後緊急對策及復舊對策等三部分(如表

4-1)，尤其根據復舊工程之經驗瞭解，任何震後復舊作業，不僅需耗費大量人力、

物力與時間，社會相對付出之無形成本更難以估算，故事前採用適當之預防措

施，遠比事後進行補修搶救，在效率及經濟性方面為佳。 

    日本於阪神地震後，各地下維生管線事業主管機關已充分體會，現有地下管

路暨地上設施等之耐震基準無法抵抗地震破壞力而發生明顯災損之事實，故最近

開始積極採取耐震對策。尤其用戶端下游之老式設備，不僅容易發生災害且管路

數量極為龐大又多埋設於地下，致搶修更新均不易，因此，在區域系統發生局部

結構性損害時，建立在短期內經搶修而提供區域基本需求之設施，此為日後區域

防災耐震規劃之發展目標。 

    此類之區域防災耐震對策主要可分為(1)環狀系統之建立(Loop System)、(2)

區塊系統之建立(Block System)、及(3)支援系統之建立(Back Up System)等。說明如

下表 4-2；環狀系統為幹線之環狀化及多元化，為避免發生經過同樣地之兩幹線

雙雙蒙受災害之實例；路線之選定則須更加留意劃分適當區塊系統，以避免系統

功能喪失範圍擴大，且可達到分隔災區及早期修復之目的;在支援系統方面則以

代替(支援)系統來彌補原來之功能為目的，在緊急狀況下擔任重要支援角色。 

4.24.24.24.2 各類地下維生管線之地震防災考量各類地下維生管線之地震防災考量各類地下維生管線之地震防災考量各類地下維生管線之地震防災考量    



    臺灣之地質先天不良，分布範圍廣泛之各類工程，欲完全避開斷層或具災害

潛能區域之影響幾乎不可能，故針對地下維生管線，如何預防、減災與緊急應變，

為進行防災規劃及相關管線系統設計之考量重點。然地震活動預測不易且無法確

實掌握與有效防範，就地下維生管線之防災方式，基本上可由區域整體控制與設

備局部控制兩方面進行考量；於區域整體控制方面推行共同管道、進行區域區塊

化、佈設區域監測系統、建立大容量數位微波傳輸線路等措施，均為區域控制之

防災手段；而設備控制方面，針對重要設備工程提高耐震考量、管線採用耐震管

材、管線接頭增加變形扺抗力、設備採用自動斷氣系統等，皆為解決地下維生管

線地震時問題之基本方法。至於各類地下維生管線有其特性與營業考量，初步歸

納其基本防災考量如表 4-3 所示。 

4.34.34.34.3 預防對策預防對策預防對策預防對策    

    震前預防對策旨在災害發生前即應針對各項設施之特性，參考耐震設計規範

進行考量與對策擬訂。其可分為震災對策計畫擬定、強化地下維生管線耐震能力

及地震監測與系統控制等三方面進行探討，以預先防範災害之產生。 

4.3.1 震災對策計畫擬定 

    於震後混亂之狀態下，如何使復舊作業順利進行，有賴於震前擬定完善之震

災對策計畫。故擬定震災對策計畫時，應針對下列項目進行檢討改進： 

4.3.1.1 震災時的組織體制 

        (1)明確配置災後指揮體系與人員 

        (2)制訂震災時之防災組織 

        (3)檢討震後職員之召集方法 

        (4)確立相關機關之聯絡與協力體制 

        (5)建立事業單位間技術派遣與機具 

        (6)資材提供之災後相互援助體制 

4.3.1.2 震災訓練之實施 

        (1)緊急時之召集訓練 

        (2)緊急點檢與緊急措施訓練 

        (3)維生線系統機能喪失時對應訓練 

        (4)相關單位與業者間之聯絡訓練 

        (5)二次災害防止訓練 

        (6)避難引導訓練 



4.3.1.3 設施狀況點檢與調查 

        (1)製作災損體檢表 

        (2)耐震點檢 

        (3)日常點檢 

        (4)掌握發生災害可能性高之場所 

4.3.1.4 系統設施耐震化 

        (1)建築結構物與內部機器、設備耐震化 

        (2)重要避難場所設施耐震化 

4.3.1.5 設施管理資料之整理與保存 

4.3.1.6 復舊機具、材料等之確保 

4.3.1.7 震後優先調查場所 

4.3.1.8 震災情報收集與傳達 

4.3.2 強化地下維生管線耐震能力 

    目前大多數維生線系統基於營運成本考量，於設計時多未能提高管線之耐震

性，故在遭遇破壞性地震後，其災損範圍甚為廣泛，欲於短時間內恢復系統正常

功能幾乎不可能。因此，如欲解決地下維生管線系統震後受災的問題，需從加強

地下維生管線耐震能力著手。故提高地下維生管線耐震設計標準、採用耐震性管

材及接頭、增加管線設施抵抗地盤破壞能力及地下維生管線共同收容化等方面為

目前管線工程之檢討改進重點，個別說明如下： 

4.3.2.1.提高地下維生管線耐震設計標準 

        1995 年日本阪神地震，造成維生線設施大規模損壞，地震後根據調查報告結果，

針對各種維生線系統耐震設計標準進行檢討，修訂相關之耐震設計規範。各種維

生線耐震設計之轉變，主要將震度標準分為甲、乙兩級；另依設施使用用途、重

要性、地震規模及地震頻率等狀況分成 A、B 兩級，進行耐震設計考量，如表 4-4

所示。尤其臺灣地區地質狀況不佳，各種地下維生管線系統設計時，應考量設施

重要性及地域之地盤特性，針對有液化潛力地區、斷層邊緣帶之地下維生管線設

施，應適當地提高其耐震設計標準，以降低震後地下維生管線設施之損壞程度，

避免設施嚴重破壞，造成系統機能癱瘓。 

4.3.2.2.採用耐震性管材及接頭 



    耐震性管材及接頭技術，於國外目前已有相當之發展成果。其主要係考量耐

震性較高之延性鑄鐵管（DIP）及鋼管（SP）接頭，且於接頭加設防脫形裝置，

以吸收較大變位，並改善於震後發生頻率最高之接頭脫落現象。神戶水道局配水

管於 1995 年日本阪神地震前，汰換更新 90％之配水管，於震後損壞率較低之現

象，與在臨海地區及高填土地區採用如圖 4-1 ~ 4-2 所示之防脫形耐震接頭（S、S

Ⅱ形），結果配水管線並無損壞情形發生之狀況可印證其耐震能力。 

    至於在瓦斯供應系統方面，針對不同供應壓力之瓦斯管線，主要採不同耐震

能力之管材進行預防(如圖 4-3)；於高壓管路部份，採用耐震最佳之熔接接合鋼

管，另因其重要度較高，埋設位置應進行液化潛能評估，並考量採用適合之液化

處理對策；於中壓管路部份，則配合更生修復工法與採耐震材料之方式，如熔接

接合鋼管或柔性管低壓螺絲接頭鋼管等用耐震管材，並改善接頭耐震能力；於低

壓管路部份，則更新為 PE 管或 GM 管。另於重要設備及輸送管線(新設/既有)方

面則於適當地點(如整壓站位置)配置相關遮斷、監測及通信等設備以為災害發生

時緊急應變之用。 

4.3.2.3.增加管線設施抵抗地盤破壞能力 

    地震活動所產生之瞬間位移將可能導致地盤破壞，如上下錯動、液化、邊坡

崩坍、地面沉陷龜裂、落石、土石流等現象，此些大地異常狀況將直接或間接導

致結構建物損壞、橋樑及各系統設備之龜裂、崩坍、損壞與功能喪失。如砂土液

化所發生之地盤沈陷，易使管線下沈或上浮，使管線遭受大量變位與應力，因而

發生管體斷裂、接頭鬆脫等災害。地盤液化不僅產生上浮力，亦可能產生側向流

動，使原本平直的管線，在震後發生蛇行的現象。故欲提升地下地下維生管線的

耐震能力，就強化地盤與管路設施結構兩方面進行考量，於地盤方面，應視設備

配置採用合宜適當的地盤改良工法以增強結構基礎之抵抗不均勻沈陷能力，其對

策工法可參考表 4-5。而於強化管路設施結構方面，常用之對策工法如表 4-6 及

圖 4-4 所示。 

4.3.2.4.地下維生管線共同收容化 

    一般共同管道係指設於地面上、下，容納兩種以上公共設施管線之構造物及

其排水、通風、照明、通訊、電力或有關安全監視（測）系統等之各種設施。根

據日本阪神地震震災調查結果，共同管道在震災區國道 2 號（西宮市、尼岐市）

長約六公里、國道 43 號﹙尼岐市﹚長約二公里、國道 176 號﹙寶塚市﹚長約四

公里，共同收容電力、電話、瓦斯、自來水等管線，僅有接頭處漏水、壁面龜裂

剝離等輕微損害情形，整體共同管道幾乎可以避免地震之損害，震損後亦能快速

檢測修復。此設備具有避免管線重複挖掘回填、高度安全性、道路空間充分利用、



維護與檢查容易、構造堅固、價格便宜、工期縮短等優點，可供日後國內規劃維

生線共同管溝時之參考。(如圖 4-5) 

4.3.3 地震監測與系統控制 

    大規模地震發生時，震災之資訊之收集與傳達十分重要，尤其地下維生管線

設施在強震後容易造成大規模破壞，如何利用適合之地震監測系統?迅速將營業

範圍內之地震情報傳送至控制中心，經由電腦系統處理後，初步研判災害發生範

圍及程度，供決策者參考並採取緊急應變措施，目前已成為都市維生線防災發展

之新趨勢。 

4.3.3.1.設置目的 

    各地下維生管線事業單位，如何於震後即時掌握地震強度資訊，迅速採取因

應措施，進行緊急防災應變，需於事先考量各維生線系統的需求與特性，設置地

震監測儀器，其主要目的為： 

        (1)資料記錄：搜集現地地震活動狀況，如地表加速度、波形等，以作為日後耐

震設計之參考依據。 

        (2)緊急處置：利用監測所得之地震速度或加速度，針對可能直接影響生命之二

次或三次災害進行緊急阻斷。 

        (3)復舊對策：利用監測成果，有效地掌握損壞狀況，作為後續復舊對策之參考。 

4.3.3.2.地震監測儀器 

    一般而言，進行大範圍地震活動監測，所使用之監測儀器主要為地震計（如：

SI 感應器及基盤地震儀），地震計為監測地震活動之一種監測儀器(如圖 4-6)，

其主要為記錄地震活動（XYZ 三方向），地震時地震計的感應器會與周邊地盤

一起振動，因此可以獲得準確的震動記錄。必要時亦於重要設施之具液化潛能區

（如：高水位、疏鬆砂質地盤或回填土區）可設置地盤液化感應器。另日本於污

水或自來水管線之重要分佈區域，亦有利用光纖纜線之高敏感震動感應特性，在

當污水或自來水管線破損有漏水現象時，藉由感測水位高低差異之原理，進而瞭

解損壞之區段位置，不僅可作為日常維護管理，亦可作為災損緊急檢查及修復之

情報參考(如圖 4-7)。 

    另瓦斯供應系統亦利用地震計，搭配不同功能之專家決策資訊系統，在短時

間內可依據地震規模大小、管線種類、地盤特性、用戶分佈、管線分佈等資料進

行分析，迅速推估管線設備之損害比率，以為後續緊急應變決策或復舊之參考，

目前已為瓦斯供應系統防災上不可或缺之儀器。 



4.3.3.3.專家決策資訊系統控制 

    利用專家決策資訊設備控制地下維生管線系統，是近年來地震防災科技發展

之新趨勢，除可迅速掌握地震資訊外，並有助於災後復舊工作之進行。以瓦斯供

應系統為例，此專家決策資訊系統主要包括地震即時處理系統、地震災情資訊管

理系統及防災情報通訊系統等；以瓦斯系統為例，上述之專家決策資訊系統在測

得地震發生時，於 3 分鐘內即透過無線或有線系統進行資料傳輸，並由決策系統

依先前建立完成之資料庫內容(如管路分佈、地質資料及客戶資料)進行運作，而

於 10 分鐘內完成系統分析，瞭解地震中心、地震影響範圍、地震規模、推估之

可能受害戶數及可能之災損範圍，相關決策者，參考上述之資訊及分析成果，即

可透過遠端遙控設備或以人為方式進行供應系統之控制及進行相關應變措施之

決策。(如圖 4-8~4-12) 

    上述之遠端遙控設備，主要為設置於整壓站內之遮斷設備，於地震發生時，

可自動阻斷(整壓站內之啟動值為 40kine)或由中央控制室，視狀況需要進行遠端

遙控停止高、中壓瓦斯供應系統之整壓站運作，以截斷瓦斯供應(詳圖 4-13)。一

般在用戶家中，則可設置微電腦瓦斯錶進行自動阻斷(詳圖 4-14, 啟動值為 10kine

或 200gal)，其它尚包括將供應管內的瓦斯壓力減至安全壓力範圍內的減壓設備、

以及提供判斷是否供氣之資訊如地震計與資訊通信裝置等。 

4.3.4 系統管網區塊化 

    地震之特性包括有破壞性、廣域性、複合性及突發性，故維生線系統管網區

塊化設計目的，主要是為防止地震等重大災害可能對管網造成之嚴重損害。於事

前考量地理環境、地震影響範圍、地下維生管線系統分佈、使用戶數、行政區域、

救災能力等狀況，訂定區塊化原則，分析檢討推估地震後管網可能受損之程度與

範圍，而將營業區域分割為若干適當規模的緊急措施區塊(如圖 4-15)，區塊間配

置緊急阻斷設備，可有效防止二次災害發生與災情之擴大，此有助於震後復舊作

業之進行。目前瓦斯及自來水系統管網已逐漸朝向區塊化設計。其區塊化之規劃

原則以瓦斯供應系統為例，大致說明如下: 

4.3.4.1.依地震之影響範圍進行區塊化考量 

    設定緊急措施區塊時，必須將地震規模設定為可能發生災損之最小規模，大

致上可以地震震度規模 6 的影響範圍(面積大致為 50km
2
、半徑 4km)，作為供氣

區塊分割之基本單位劃分考量。於阪神地震後，為精確蒐尋災害位置，有縮小暫

停供應區塊面積之考量，故日本大阪瓦斯將原 55 個區塊，再細分為 120 個之情

形。 

4.3.4.2.考慮緊急應變能力進行區塊規模修正 



    發生大規模之地震時，並非對所有災區都停止瓦斯供氣，而是必須依緊急因

應及復舊能力進行區域劃分，對於受災程度較輕的區域施予漏氣處理對策而繼續

供氣，以期將停止供氣地區的影響範圍縮減至最小程度，並可有效縮短重建復舊

期間。若緊急應變能力無法解決受災區塊之受害情況時，則必須重新界定區塊範

圍，進行區塊再分割或修正等。以圖 4-16 為例，假設地震影響範圍內的受災戶

數為平均分佈之狀況，而地方緊急應變之復舊能力為可以供應 1/8 區域的能力。

若無區塊化之規劃，於地震發生後，瓦斯供應系統緊急遮斷，則整塊區域全面停

止供氣，無法供應必要能源；若整塊區域經細分規劃劃分為 8 塊，於地震發生後，

瓦斯供應系統可就地震受災範圍進行緊急遮斷，加上地方緊急應變之復舊能力為

可就 1/8 區域範圍內的破壞，於短期間內(2~7 天內)進行修復復舊，區塊化後之能

源供應可達 5/8 營業區域。 

4.3.4.3.考慮地形地盤等環境條件進行區塊範圍分割 

    具體的區塊範圍分割，也須考量以下事項後，再進行具體的區塊範圍設定。 

        (1)河川、鐵、公路等的地形條件 

        (2)地盤狀況(地盤類別、邊坡坡地、區域挖方、區域填方等狀況) 

        (3)瓦斯供應管網構成情況(供應來源、供應系統、迴路化等) 

4.3.4.4.其他考量 

    另當用戶在一萬戶以下的營業單位時，由於供氣範圍小，全部區域都包含在

地震的影響範圍內，或所有區域都停止供氣，亦能在短期內復舊，此使得緊急措

施區塊變得毫無意義，因此必須個別檢討其效能，必要時考量區塊之大小再分割

或修正。 

4.3.5 系統管網多迴路化 

    維生線系統管網多路徑設計的目的，主要是可提升系統之防災功能，增加管

線系統耐震性與安全性。平時進行設施與管線更新、補強作業時，系統亦可不受

影響而繼續運作；於地震災發生時，各系統設施則可藉由迂迴的方式，維持維持

原有功能，外進行迅速由其他迴路進行傳輸電力與電信，使災區之救援工作不受

影響。目前以汙水及電力、電信系統已逐漸朝向系統管網多迴路化進行規劃設計。 

五五五五、、、、國外地下維生管線耐震之未來方向國外地下維生管線耐震之未來方向國外地下維生管線耐震之未來方向國外地下維生管線耐震之未來方向    

    阪神地震後之問題仍為舊式管路如何具體更新之計畫，而所倡導之共同管溝

之建造費用甚為高昂，行政單位應速整合或調整各地下維生管線主管業者之計畫

及明確規定各業者負擔成本等，促進業者之參加意願，另神戶市目前正著手整備

「地下維生管線支援據點」(Life Spot)計畫，作為萬一各地下維生管線之服務中



斷之情況下，各住戶仍能享有最低程度之生活所需之地區防災支援據點，為達此

目的，除共同管溝外，應儘速整備建立配水幹管、支管，中壓瓦斯管級之共同管

溝。至於在地下維生管線系統方面，日本方面目前之推動與應用方向大致如下，

此可作為日後我國相關單位之參考。 

1.直下型與海洋型地震耐震準則之建立 

2.區域脆弱性之評估 

3.利用 GIS 地理資料庫系統之分析評估 

4.區域區塊微分化 

5.區域即時監測及警報系統之建立 

6.災害情報中心之建立 

7.地震防災風險性之評估手法 

8.維生線應急復舊之支援對策 

9.地下維生管線更新計畫 

六六六六、、、、國內維生線系統防災問題國內維生線系統防災問題國內維生線系統防災問題國內維生線系統防災問題    

    於國內，地下維生管線系統於防災方面主要遭遇之問題如下，供作參考: 

6.16.16.16.1 無有利誘因無有利誘因無有利誘因無有利誘因    

    維生系統之營運費率調漲國內需經由民意機關審核，基於國內環境，若政府

無相關補助辦法或配套措施，營運事業單位在利潤之考量下，防災設備並不具設

置誘因。 

6.26.26.26.2 無法源依據無法源依據無法源依據無法源依據    

    政府並未針對各類地下維生管線特性制定緊急狀況下之防災規定，致在無法

令依據或有限之工程預算考量下，緊急防災設備之推動緩慢。 

6.36.36.36.3 營業規模有限營業規模有限營業規模有限營業規模有限    

    以瓦斯為例，臺灣共 28 家瓦斯營業單位，全省用戶數僅約達 500 萬戶，相

對於日本東京瓦斯之 800 萬戶，大阪瓦斯之 500 萬戶，其規模有限，一般瓦斯營

運區塊之劃分以 50 平方公里為一單位，業者對於營運區塊劃分通常以管線佈設

為主要考量，營運範圍所能劃分之區塊數目亦不多，涵蓋面積不大，故並不特別

考量全面設置遙控自動防災設備之設置。 

6.46.46.46.4 營業利潤考量營業利潤考量營業利潤考量營業利潤考量    



    地下維生管線所提供之項目屬民生必需品，其價格與獲利率受民意機關監督

與國際價格限制，以瓦斯為例，國內瓦斯上游供應來源為中油，中油進口瓦斯則

受國際價格控制，故一般瓦斯利潤採浮動匯率方式進行調整，又營運規模有限，

在一般以長期利潤固定之營運考量狀況下，防災管理偏個別局部考量。 

七七七七、、、、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995 年兵庫縣阪神地震，造成之災損，有如浩劫過後。如今之神戶地區，除了

阪神地震紀念公園外(詳照片 4、5)，已重建為一個充滿生命力的繁榮新生都市，

絲毫無地震過後的痕跡。地下維生管線與都市之發展兩者之間關係密切，而地震

對於人口密集區域所造成之破壞與影響由九二一及日本阪神大地震即可印證瞭

解，如何避免日後臺灣都會區人民與建設遭受再一次之衝擊，相關事業執行單

位，應儘速制定協調相關法令、檢討目前耐震設計基準、強化防災組織體系、建

立防災系統、建立國內外交流聯繫管道等，始有利於國內各方面之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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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充填混凝土自充填混凝土自充填混凝土自充填混凝土（（（（SelfSelfSelfSelf----Compacting ConcreteCompacting ConcreteCompacting ConcreteCompacting Concrete）））） 

之特性與應用之特性與應用之特性與應用之特性與應用 

 中區辦事處經理 吳江富吳江富吳江富吳江富    

快官草屯專案經理 陳志超陳志超陳志超陳志超    

研發計畫主辦工程師 王永東王永東王永東王永東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土建工程與人民生活福祉息息相關，鋼筋混凝土構造又為工程最常用之型

式，不只成本低廉，且施工方法為業界較為熟悉，故材料品質及施工良好與否，

對構造物之安全關係甚鉅。921 震災後，曝露了 RC 構造物許多設計與施工問題。

造成了生命與財產重大損失，故如何針對傳統之材料及施工方法加以改進，提昇

品質，實有迫切之需要。 

  近年來，RC 構造物品質常為人詬病，使構造物安全性、耐久性大打折扣，令

人憂慮。在此工程環境與施工習性而言，改善之機制，唯有使用 SCC 使整個施

作過程，「人」為影響因素降至最低，再就 SCC 配比實務及施工過程作確切之

瞭解和改進，將可確保工程之施工品質，並可因為適當的施工管理與人工的免

除，降低成本更間接地對結構之可靠度與安全性則有更重要的影響和提昇。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來，國家為增進整體經濟發展，提昇全民生活品質及國內砂石資源和勞

力市場短缺及環保觀念的盛行。使得資源運用最佳化、施工效率化、品質提昇化

和建造成本經濟化等方面產生了迫切的需求。爾後，經 921 震災之洗禮，造成了

許多生命財產無謂之損失，更暴露了工程品質之隱憂，促使工程界實有必要針對

傳統的施工方法及材料技術，作實質的改進，以有效提昇工程品質。 

    經 921 震災之震撼，工程界鑒於耐震的攷慮，更提高耐震係數之攷量，鋼筋

之排列更為緻密，澆置搗實更形困難，加上日益短缺的技術勞工，噪音的改善等，

如何適應較複雜的結構需求及耐久性，提昇營建自動化，開發更新的土建材料技

術已成為勢在必行。水泥混凝土在營建工程中，使用最普遍且為最大宗的材料，

所以如何開發新材料及改善施工方法，對整體工程品質及成本實有非常大的助

益，有鑑有此，本處研發小組乃積極研發市場最普遍使用之一般強度



（3000psi-6000psi）之自充填混凝土（Self-Compacting Concrete），以符合市場迫

切之需求。 

    自充填混凝土為日人所研發，我國內亦有甚多學術單位及機構投入研發，行

之多年，但多侷限於高強度方面（6000psi 以上）真正從事於中低強度自充填混

凝土的研發，惟此是首樁。惟由於自充填混凝土具有優良的材料特性，又合乎我

國施工環境的需求，預期今後將普遍使用於土木、建築工程及預鑄之領域，期望

透過本文的介紹，從而促進 SCC 材料在國內之發展與應用。 

                             ( ( ( (一一一一)SCC)SCC)SCC)SCC 之研發背景與材料特性及用途之研發背景與材料特性及用途之研發背景與材料特性及用途之研發背景與材料特性及用途    

           1.自充填混凝土於日本之研發背景 

    傳統混凝土經由訓練有素之工人，借機械振動方式來搗實成形。在人工昂貴

的日本，部分工程曾因減少搗實工人數而出現瑕痴，影響工程之品質。在 1980

年代初期，此問題引起業界高度重視。為解決此問題，東京大學岡村甫教授，於

1986 年提出靠混凝土自充填免搗實能填滿模具各處之「自充填混凝土」之觀念。

之後，小澤及前川宏一教授就能夠代表自充填混凝土工作性之安全性質（流動

性、粘著性、抗析離性、通過性及填充性）作了大量基礎的研究。包括其測試方

法及試驗設備之研發。 

          2.本處研發小組之研發背景 

   近年來，工程品質飽受不佳評語之壓力與影響，在以 RC 構造物許多設計及

施工和材料之問題，更造成了許多生命財產的損失，921 震災之後更是眾矢之的。

檢討其原因，不外乎與設計不當及施工不確實按步驟去做；材料忽略品質控制及

人謀不贓等造成了品質不佳之後果。更由於近年來，環保意識之抬頭，技術工人

勞力之短缺，工人素質之普遍低落，更加深了改善品質實務之困難。有鑑於此，

研發一新材料、除符合設計需求外、並能提昇品質及使施工能自動化提昇效率之

前提下。一般 SCC（自充填混凝土），實是刻不容緩，最符合現階段環境及潮流

之最佳材料。 

    混凝土材料變異性極大，尤其是粗細粒料之形狀、含水量、級配、細度模數

及摻料品質用量等因素，都是控制新拌混凝土性質之關鍵，而 SCC 對材料性質

較傳統混凝土更為敏感，產製成功率極低，對以一般普通強度（350kgf/cm
2
～

210kgf/cm
2
）之 SCC 而言，於本研究前尚無產製成功之實例，但是一般普通傳統

水泥混凝土卻是國內土建工程中使用量最大者。 

    我國與日本研發之誘因類似，研發之目標相同，但由於使用材料隨著天然環

境不同，基本條件不盡相同，故本土化及簡易化是本研究計畫之動機。簡易生產



一般普通強度 SCC，並測試室內硬固後之乾縮潛變、彈性模數等工程上所需之物

理及力學性質，以回饋設計；並使 SCC 產製品質穩定，以作為工程使用之範本，

同時藉由技術轉移，俾使國內各工程單位能將 SCC 應用於土建工程中，以提昇

國內工程品質，對營建自動化有所助益。 

3.何謂高性能混凝土 

    依據美國混凝土學會（ACI -American Concrete Institute）對高性能混凝土所下

的定義，指稱「高性能混凝土」（HPC-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為性質優於傳

統混凝土，其「性質」究竟所指為何？應為強度、彈性模數、工作度、流動性、

體積穩定性、耐久性、耐磨性、水密性、完整性及其他特殊性能（如低水化熱）

經濟性等。因此所謂高性能乃是針對一般傳統混凝土的施工方式仍無法滿足工程

需求的情況下，所開發出來的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可能具有一種至數種的“高

性能”以符合工程的需求。其實我們可將“高性能混凝土”視為是一個較廣義的

工程材料名詞。 

4.何謂自充填混凝土 

    充填混凝土（SCC -Self-Compacting Concrete）係指澆置過程中不需施加振動

搗實，完全藉由其自身之重力而填充至鋼筋與鋼筋間及鋼筋與模版間各角落之特

殊混凝土。SCC 所要求的“高性能”便是“自行充填、免振動搗實”，更明確來

說 SCC 應該是 HPC 的一種。 

  “高流動化混凝土”與“SCC”兩者之間，實有所不同，“高流動”與“自充

填混凝土”差別在高流動化混凝土顯然只有高流動性，但無通過鋼筋間隙性及填

充性。性能上差異甚大，市場上常有混淆不清之解釋。 

5.材料特性 

      SCC 具有在施工澆置時免振動搗實、高流動性，通過鋼筋間隙及模版間充填能

力，使用 SCC 的精神，在於改良混凝土性質為手段，來達到確保構造物品質與

可靠度的目的，及藉由良好而確實的模版間充填，提高鋼筋混凝土構造物整體的

品質及耐久性。SCC 具有高流動性，良好之模版間充填能力，不需振動、搗實藉

由自身重力，即可充填成型。由於具有足夠之稠度，在施工時可抵抗析離現象的

發生，材料之均勻性優於經過振動搗實之傳統混凝土，故為提昇流動性及充填能

力，SCC 將粗粒料用量減少約為傳統混凝土之 80﹪和粒料最大尺寸為通過鋼筋

間隙亦有所限制並增加化學摻料用量至臨界析離狀況，為避免高流動性造成析

離。SCC 大量利用再生材料飛灰、爐石粉、矽灰等礦物摻料，以增加漿體比重及

稠度，使其有足夠懸浮力托住粗細粒料而達到材料不析離之目的。 



6.用途 

    依施工性質及其適用性可歸納如下： 

        (1)用於有特殊施工性需求之情況：如剪力牆、樑柱系統、預力箱型樑結構 

、多開孔（窗）之牆、SRC 柱及隧道襯砌不易施工或無法施加振動搗實等之構造

物。 

        (2)巨積混凝土：以減少勞力縮短工期。如 LNG 儲存槽等。 

        (3)當作修補材：如 921 震災樑柱破壞，敲除部分澆置不易。 

        (4)由於水密性佳：作為地下結構將可節省防水材料或作為場鑄基樁材料。 

      (5)有特別耐久性、水密性需求狀況：由於具高緻密性可防堵外來有害物質侵蝕。

如跨海（河）橋樑、海域工程等。 

        (6)應用於預鑄製品。 

       (7)建築結構物耐震係數提高，鋼筋排列緻密，澆置時不易搗實，最適宜採用 SCC 

二二二二、、、、自充填混凝土之配比概念自充填混凝土之配比概念自充填混凝土之配比概念自充填混凝土之配比概念    

    SCC 之研發使甚多傳統混凝土配比設計觀念作了許多改變，且其硬固后之力學

行為，也截然不同。故如何測量其實際值，如彈性模數、乾縮、潛變等，回饋設

計者供其參攷，實有迫切性之需要，而非傳統混凝土以富配比，單純慮攷以強度

為先決性攷量條件。故以下將就各項攷慮條件簡略敘述於後： 

((((一一一一) SCC) SCC) SCC) SCC 達到自充填性能之概念達到自充填性能之概念達到自充填性能之概念達到自充填性能之概念 

    為達到更好的充填性能及材料均勻性之攷量，利用粉體材料較佳的水中懸浮

性托住細粒料，阻止細粒料下沉堆積。再藉由細粒料阻止粗粒料下沉堆積。充分

拌和後，所有材料皆懸浮於拌和水中，粗粒料摩擦力將降至最低，新拌混凝土變

形能力大增，最佳之充填性能因而得到。為此 SCC 配比設計對組成材料增加許

多限制，諸如「限制粗粒料之最少用量，細粒料率（S/A）及使用化學摻料」「採

低水膠比、高粉體量（飛灰、爐石粉、水泥、石灰、石粉……等）」 

((((二二二二) SCC) SCC) SCC) SCC 之用水概念之用水概念之用水概念之用水概念 

    攷量耐久性、工作性應儘可能減少單位用水量，故如何尋求最佳用水量，須

經多次不同配比之試拌求得。原則上，單位用水量宜控制在 185kg/m
3
以下。 

((((三三三三) SCC) SCC) SCC) SCC 之粉體使用概念之粉體使用概念之粉體使用概念之粉體使用概念 



    一般 SCC 皆使用具有膠結功能之粉體，其單位膠結材量可由水膠比及單位

用水量兩者計算求出，再依規定之品質基準與施工時之條件加以檢討後決定其用

量，以達兼顧強度、工作性、耐久性等要求之性能。 

    當設計強度較高時單位膠結料之需求量大增，水化過程中放出之熱能將因混

凝土溫度高而產生裂縫，一般皆採取以下對策。 

           1.使用低鹼（低水化熱）水泥  

           2.以爐石粉及飛灰等卜作嵐材料取代部份水泥。  

           3.使用石灰石粉等礦物微粉摻料充當粉體。  

    若單位膠結材料中水泥比例低時，將使混凝土中性化速度較快，初期強度亦

較差，此時須特別檢核卜作嵐材料添加量對硬固後品質所造成之影響。 

    根據此次及過去相關研究顯示，建議單位粉體量不宜低於 400kg/m
3
，否則工

作性不易達到要求（尤其是中間尺寸粒料，其細長扁平率過多時），宜在

400kg/m
3
~500 kg/m

3
之範圍。 

                             ( ( ( (四四四四)SCC)SCC)SCC)SCC 之粗粒料使用概念之粗粒料使用概念之粗粒料使用概念之粗粒料使用概念 

     1.粗粒料最大粒徑對 SCC 之影響  

         一般傳統混凝土，其粗粒料之最大尺寸可達 40 ㎜，依日本研究單位表

示，自 

     充填混凝土最大粒徑需小於 25 ㎜，若使用於樑柱接頭等鋼筋密集區，最大

粒徑不 

     宜大於 20 ㎜，若用於其他鋼筋間距較大之構件，則可視情況而定。 

      

         粗粒料粒徑針對 SCC 的充填與間隙通過性，以單向鋼筋而言，其淨間

距至少為 

    （2+√3）倍的粗粒料半徑。若為雙向鋼筋網，其淨間距至少為（2+2√2）

倍的粗粒 

     料半徑。 

      

     2.粗粒料單位用量對 SCC 之影響 

    粗粒料單位用量是 SCC 配比設計之重要參數之一，對工作性具有絕對之影

響力。若含量太高，會導致顆粒間經常的接觸與碰撞，在摩擦力大增之下，將會



降低澆置時自重造成之衝力，因此，當 SCC 接近障礙物時，其內應力迅速增加

而導致架橋現象如【圖 3-1】。反之，較低之粗粒料含量，增加了粒料間的相對

距離，減低摩擦產生之內應力，可有效的增加障礙通過性。 

    依岡村甫教授之研究顯示，單位粗粒料可訂在 0.50m
3
/m

3
～0.55 m

3
/m

3
之範圍

內作調整。 

    此外，由於地區性粒料之材質、形狀不同，可視其間隙通過性作調整，且應

一併攷量彈性模數及體積穩定性，不能因貪求過高流填性而影響 SCC 之服務性。 

((((五五五五)SCC)SCC)SCC)SCC 之細粒料使用概念之細粒料使用概念之細粒料使用概念之細粒料使用概念 

    細粒料使用率（S/A）之對 SCC 工作性也有甚大之影響，當細粒料率大時，

有時無法確保其所需之流動性，而當細粒料率小時，容易產生材料析離現象，原

因在於細粒料之單位顆粒重量遠小於粗粒料，因此懸浮性優於粗粒料，有助於阻

止粗粒料下沉，但重力作用下相對運動之能力，則遜於粗粒料，過量使用將減低

澆置時充填之衝力，因此，一般建議，自充填混凝土之 S/A＝48﹪～55﹪之範圍，

FM 值為 2.5～3.2 之間。 

三三三三、、、、配比設計法配比設計法配比設計法配比設計法    

    十餘年來，工程界使用經驗累積，SCC 之配比技術已十分成熟完備，但由於

材料來源，因區域性之不同，不一定完全適用於各地，經過先進之指導與本研發

團隊就本地之材料作長時間之研究成果如下述： 

          ((((一一一一))))試拌目標試拌目標試拌目標試拌目標：：：： 

    設計一般普通強度（3000psi~6000psi）之自充填混凝土配比，決定最佳粉體

量範圍，以及建立不同爐、灰取代水泥比例下之水膠比－強度曲線。 

((((二二二二))))配比計算配比計算配比計算配比計算：：：： 

      (1)決定水膠比。 

      (2)決定用水量（W+SP）。 

      (3)由(1)、(2)計算粉體量。 

      (4)決定爐、灰取代水泥比例，求得水泥重量及爐石粉+飛灰之重量。 

      (5)決定爐、灰體積比，計算爐石粉、飛灰之各別重量。 

      (6)決定粗粒料用量、估計含氣量。 

      (7)計算細粒料用量。 

      (8)試拌。 



((((三三三三) SCC) SCC) SCC) SCC 相關試驗相關試驗相關試驗相關試驗 

 3.1 坍流度試驗 

    試驗目的：測試新拌混凝土流動能力。 

    試驗器具：如【圖 3-2】 

    試驗項目：坍流度、擴散達 50cm 所需時間。 

    判定標準： 

                  3.1.1 標準值如【表 1】 

      3.1.2 若坍流度值不合標準值，應重新調整配比，一般原因為粗粒料形狀不佳，

細長扁平率過高，或是粗粒料用量過多，亦有可能為藥劑量不足，應視試驗狀況

而定。 

      3.1.3 檢視粗粒料是否被漿體帶至最外緣，如有粗粒料堆積、漿體析離等現象，

則必須重新調整配比，一般原因為粉體量太少、用水量太多，或砂石比不佳所致。 

3.2 流速試驗 

    試驗目的：測試混凝土稠度、析離性。 

    試驗器具：如【圖 3-3】 

    試驗項目：新拌混凝土完全流出 V 型漏斗下方出口所需時間。 

    判定標準：  

        3.2.1 流出漏斗時間愈短，黏稠度愈小，標準值如附表 2。 

        3.2.2、若阻塞於漏斗中，可能新拌混凝土黏稠度太高造成阻塞，或黏稠度太低，

以致粗粒料下沉，或粗粒料用量太多。 

        3.2.3、若流經漏斗時間太長，表示新拌混凝土黏稠度太高，充填能力不佳，一

般以增加藥劑或減少粉體用量來調整。 

        3.2.4 若流出漏斗時間太短，則表示黏稠度偏低，新拌混凝土於施工時可能容易

析離。如使用顆粒形狀及化學性質較佳之粉體，也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流經漏斗而

不發生析離現象。 

3.3 鋼筋間隙通過試驗 

    試驗目的：測試新拌混凝土通過鋼筋間隙及自行充填至模板角落之能力。 



    試驗器具：鋼筋障礙共有三種，其中第三種為無障礙，如【圖 3-5】 

    試驗項目：新拌混凝土由 A 槽靜置 1 分鐘後流至 B 槽之高度。 

    判定標準： 

         3.3.1 若新拌混凝土阻塞於 A 槽中，可能肇因於新拌混凝土黏稠度太高造成阻

塞，應調整配比，一般可以增加用水量或藥劑量來改善。 

        3.3.2 若粗粒料下沉僅有漿體通過障礙，則可能是黏稠度太低、粗粒料用量過多

或粗粒料粒徑過大，一般可以增加粉體用量、提高砂石比、降低粗粒料粒徑來改

善。 

3.4 新拌混凝土全量通過試驗 

    試驗目的：確定新拌混凝土經過攪拌車及泵送之後仍能達到自充填的工作

性。 

    試驗器具：使用 D13@7cm 鋼筋，器具尺寸如【圖 3-4】 

    判定標準：新拌混凝土於澆置前應能通過全量通過試驗，否則拒收。 

     ((((四四四四))))結果及討論結果及討論結果及討論結果及討論  

    由於試拌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尚未完成，故尚無法決定需求之配比及建立水膠

比－強度曲線。但藉由檢視新拌混凝土諸性質，如坍流度、鋼筋間隙通過性及模

內充填性、析離抵抗性、黏稠度等，可獲得以下結論： 

        (1)最少粉體量至少 400Kg/ M
3
以上，方可通過坍流度、U 槽及 V 槽等試驗，而

以 420 Kg/M
3
~450 Kg/ M

3
之粉體量最佳，且其新拌性質對用水量之敏感性較低。

低於此範圍粉體量時，混凝土顯得過於粗糙（400Kg/ M
3
粉體量時，經歷 45 分鐘

後僅能勉強通過上述諸試驗）；而高於此範圍時，則顯得過於黏滯且對用水量較

敏感，易產生泌水現象。 

        (2)絕對粗粒料體積 Vg≦0.29 M
3
/M

3
時，具有良好鋼筋間隙通過性及模內充填

性；高於此用量時，間隙通過性及充填性逐漸降低，而於 Vg＝0.305 M
3
/M

3
時產

生架橋現象。由於減少粗粒料用量可能產生彈性模數降低之不良影響，故亦不可

為求優良之間隙通過性及充填性而一昧減少粗粒料用量。 

        (3)固定爐、灰體積比例下，爐、灰取代較少量水泥時（40﹪以下），因飛灰使

用量過低，故無法有效提昇混凝土工作性，致經歷 45 分鐘後難以通過 V 槽之試

驗且 U 槽之充填性亦不佳。此時應調整爐、灰比例或用水量或化學摻料以改善

之。 



      (4)較高水膠比之自充填混凝土配比拌製成功與否，視化學摻料減水效果而定，

因高水膠比表示高用水量或低粉體量。低粉體量本身對自充填混凝土固然非常不

利，而高用水量表示化學摻料用量不能太高，如此則又形成坍損過大之問題。 

       (5)低溫情況時（氣溫 15
。
C 以下）、高粉體量 SCC 容易造成析離及泌水現象發

生。 

       (6)使用卜作嵐材料造成之晚期強度適量提高，無損於結構安全。 

四四四四、、、、產製與施工產製與施工產製與施工產製與施工    

        4.1 自充填混凝土〈SCC〉經室內配比設計驗證，選擇最佳之配比後，必需再經

拌和廠之廠拌，經相關檢試驗驗証再做些微的調整，諸如添加各種材料順序之不

同，而化學摻料的使用量做些許的調整等。最重要是，其材料品質是否均勻、不

析離而能滿足工作性、充填性等。我們知道自充填混凝土，其〝自充填〞之特性，

就鋼筋混凝土構造物的性能與結構行為而言，混凝土能充填密實，使鋼筋混凝土

能確實握裹結合完好，將直接影響其力量的傳遞與鋼筋的有效性，對構造物承載

力與耐震力最有幫助。故以 SCC 施工，最大的優勢，在於混凝土充填密實程度

及鋼筋與混凝土間之握裹程度都可獲得確保。且 SCC 的產製是否合格在出廠前

即可檢驗出，對不合格或未達標準者，都可輕易把關予以立即處置避免事後處置

的困擾，使材料品管更容易落實。 

        4.2 SCC 施工注意事項 

    優良的材料仍須要有完善之澆置及運送計劃，否則仍將功虧一簣，其應注意

之原則有下列幾項： 

        (1)SCC 澆置時，現場品管人員應對泵送管線及卸料口之配置必需確保 SCC 有適

當的流動距離。不得任由工人擅自移動管線，材料任意澆置，造成冷接縫。 

        (2)工地現場仍需作應變計畫之攷量，因其仍是混凝土，諸如泵送機械故障，是

否有備用可供更換；材料因某些原因，粉料太多造成流動性不夠，是否可二次添

加化學摻料及有備用振動工具等。 

        (3)SCC 流動性高，故應特別注意模版之密實與支撐之牢固程度，以免造成移位

變形及應力破壞等。 

        (4)模版表面因粗糙、光滑程度之不同，可能造成細微氣泡之產生宜儘量防止，

且模版表面如為平整光滑均勻，則拆模之原始表面可作為永久面毋須再做二次處

理。 



        (5)運送、泵送及澆置中，嚴禁加水，一但加水，則 SCC 之充填性、流動性是必

被破壞，不力於澆置作業，且影響品質。 

        (6)品管人員，應隨時注意拌和廠運輸攪拌車待命之車輛數，不得泵送太急，造

成車輛無法接續或待命車輛過多造成材料因待料時間太久，失去流動性，容易造

成塞管而不利於澆置。故現場澆置速率與預拌廠之供料是否能互相配合，是值得

確切注意的。 

        (7)如遇上巨積混凝土澆置時，宜妥善規劃，設立分支管，將可提高工作效率、

節省工時，確保材料品質。 

五五五五、、、、相關問題及對策相關問題及對策相關問題及對策相關問題及對策    

        (1)對於結構物本身具有縱、橫向坡度之問題，因 SCC 本身具有高流動性，由高

處流向低處之特性(自平)，故開放式模板是不可行的，如要使用，必需加作頂模，

並適當配置澆置口，諸如橋面版、道面〈指有坡度〉。若改採用 HPC〈高性能混

凝土〉，不要求其自充填性，設計適當配比、降低坍流度、加以適度振動搗實，

不加頂模，亦可施作。 

        (2)柱內灌漿，逆打側壓大。現市場上鋼骨結構柱內灌漿，施作方式多以逆打，

配合切斷器施作，故模版側壓力較大，模版支撐需加勁，成本提高甚多。且由於

側壓力大容易造成爆模，故工地施作時，宜採由上而下澆置方式，儘量避免逆打。 

        (3)RCP 或環片預鑄製品等國外已有甚多採用 SCC 實績，使用自充填混凝土於預

鑄製品，尤以地下排水工程或海事工程為多〈如消波塊鑄作〉，因 SCC 本身材

料緻密，水密性佳，且添加卜作嵐材料抗酸鹼物質性佳，故非常適用於預鑄製品，

至於其施作過程、方式須略作修改。 

        (4)SCC 與傳統混凝土之成本比較 

    比較同強度等級，在合理價位〈指在不削價競爭，在合理有利之條件下，例

如 4000psi 強度等級傳統混凝土〈無特殊規範限定條件〉，現階段在中部地區依

單價分析合理價位約為公會牌價 7 成左右，那同等級之 SCC 約為公會牌價八成

至八成五左右。〉之基準點上，每 M
3
 一般普通強度之 SCC 價格大約比傳統混凝

土約高 10%～15%，這是經過簡易生產研發計畫團隊人員(配比設計改良及提高產

能等方式)努力的成果，之前的單價差異約為 30～40%左右。但就營建總體成本

而言，承商因提高效率(降低噪音，可日夜施工)、節省人工，管理成本可降低，

再則 SCC 澆置得宜，不會因施工步驟不確實造成之缺失，而須作二次修飾或補

強之成本可節省，尤其在地下結構物，使用 SCC 其緻密性佳，可不必使用防水

塗料等，皆可省下甚多支出。最重要的是其與鋼筋握裹力足，結構物構件將能發



揮整體性的功能，故耐震度及耐久性都能符合預期之需求，綜合上述其總體成本

將可降低。 

        (5)SCC 用傳統模版是否可行、還是用清水模版、鋼模較好。不論使用何種模版，

只要模版間隙不要過大，導致漏漿、造成爆模等都可以使用。相對地模版光亮度、

平整度拆模後將會影響表面，是否再次需要披土、粉刷，直接影響成本。 

        (6)SCC 之養護 

        SCC 由於是低水膠比高粉體量之產品，粉體添加的是卜作嵐膠結材料，用水量

較少，相對在硬固過程，水化熱需要的水量需仰賴外界之水分來維持，否則的話

容易產生乾縮裂縫。故養治時機宜較傳統混凝土早，最好澆置後，即時以噴霧方

式養治，直到全部澆置完成後，當初凝時再以麻袋或不織布覆蓋，施以水淹方式

養治為最佳。 

六六六六、、、、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由於自充填混凝土能夠有效地克服傳統混凝土搗實不良等施工缺失之弊

病，提昇混凝土品質，在國外短短數年內已蔚為一片風潮，實務應用案例已非常

多，尤以日本、歐美地區為最多。 

    反觀國內，起步較晚，且工程人員心態保守及其他諸種因素，未能獲得政府

機構大力支持，公共工程使用案例缺席，反而民間，尤以建築工程使用案例已甚

多，成效都非常好。但明顯地，都集中於北部，中南部之推廣明顯落後甚多。就

現應用實例可看得出來，此材料應用於地下結構物、隧道襯砌、海事工程等鋼筋

密集，施工困難之工程不但能發揮其〝高性能〞性質至完美，也可以縮短工期、

節省人力及能源等。因此，若使用合理可以降低營建成本提昇營建自動化之目標。 

    現階段配比設計及實務應用皆已不是問題，問題是上游部分的相關本土化規

範仍未出爐及構造物澆置、硬固後力學行為之監測數據，至今仍無，無法回饋設

計單位參考。最關鍵問題是下游拌和廠之生產及品質管制之輔導，由於市場上削

價競爭，為顧及生存。拌和廠多數無積極之配合意願，故普及化之願景將大打折

扣。故產、官、學界如何能配合，積極為此材料作一有效之推廣，實是克不容緩

之事。本司對此已積極地投入研發、教育、輔導、及技術轉移奘實務之探討，以

獲得甚好之成果，持續性作推廣輔導以達到普及化之目標，現有之案例如南投縣

政府大樓重建工程、許多民間住宅、中二高烏日穿越橋等使用 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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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面狀況指數與鋪面管理制度關係 

(PCI VS PMS) 

 試驗中心經理 吳學禮吳學禮吳學禮吳學禮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台灣地區道面工程業已使用 PCI 作為維修之依據，惟未徹底依其應用頻率執

行，至於鋪面管理制度落實者亦不多，致提出 AASHTO 的 4R 觀念，美國瀝青學

會(AI MS-17)、美軍工兵團及交通部的方法，至於鋪面管理制度(PMS)則以 OECO

方法簡略述之。 

        PCI 與 PMS 關係以美軍工兵團方法及 FAA 為主，至於 PCI 求法除列出步驟外，

亦以實際案例提供參考。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鋪面真正令人困擾的問題在於完工後開始使用之維護，亦是造成用路者不滿

詬病之主要項目，為此，建立鋪面管理制度，以資對症下藥不但可以節省公幣亦

可減少使用者的不滿。惟台灣地區建立鋪面管理制度(PMS, Pavement Management 

Systems) 的單位并不多。雖然養護單位勤於修補、刨除重鋪，但未合乎科學化、

本土化之浪費，仍然有待改進。 

    評估鋪面損害之方法及基準頗多，何法較宜需經比較分析方可獲得。筆者建

議以機場道面曾經用過之鋪面狀況指數 (PCI, Pavement Condition Index) 第Ⅰ型

作為 PMS 資料獲得 (Data Acquisition)之基本資料，亦是鋪面維護之依據。 

    部份表格未譯成中文，其因為讀者從事國外工作及 WTO 後較為方便。 

二二二二、、、、鋪面維護步驟及措施鋪面維護步驟及措施鋪面維護步驟及措施鋪面維護步驟及措施    

        2.1 傳統式之步驟為補孔洞 (臨時性措施) → 封層(定期性處理裂縫作業等，不

必顧及鋪築結構強度) → 加鋪(刨除與否皆須考量既有路面之強度及未來交通量

等) → 翻修(高程受限、鋪築結構已無法以加鋪處理者)。 

        2.2 維修措施 

        2.2.1AASHTO 設計方法 (1993 年版) [1] 



        1. 4R 修復概念 (Rehabilitation)：整修面層(Resurfacing)、重修(Restoration)、修復

(Rehabilitation)及翻修(Reconstruction)。 

        2. 鋪面修復方法分為三個階段 (phase)： 

        (1)問題界定(Problem Definition) 

      在未決定修復方法前，平常要作第一階段的資料收集(Data Collection)，然

後予以評估(Evaluate Data) , 再作認明束制(Identify Constraints)。 

        a.資料收集：依據道路之類別選擇必須收集之項目，下 

列為較居完整之一般性項目： 

(a) 鋪面狀況(Pavement Condition) 

(b) 路肩狀況(shoulder Condition) 

(c) 鋪面設計(Pavement Design) 

(d) 幾何設計(Geometric Design) 

(e) 材料及土壤性質(Material and Soil Properties) 

(f) 交通量容量及載重(Traffic Volume and Loading) 

(g) 氣候狀況(Climate Conditions) 

(h) 排水狀況(Drainge Condition) 

(i) 安全考量(Safety Considerations) 

        b.資料評估(Data Evaluation) 

    資料評估步驟可能每個單位不同，但必須含蓋下列步驟： 

       官方資料收集→ 首次工地量測（Field Survey）→ 評估首次資料并決定

增列項目→ 第二次工地量測，從事取樣、粗糙度量測(Roughness Measurement)、

撓度試驗(Deflection Testing)、防滑(Skid Resistance)等→ 試驗室內試驗→ 第二次

評估，包括鋪築結構、功能評估及決定是否增加需要之資料→ 綜合官方及調查

結果，提出評估報告(Final Evaluation Report)。 

        c.認明束制 

    選擇修復方式必須涉及該工程受限制(束制)之問題，其考量項目為： 

       本工程限定金額、交通管制、最少修復設計年限、幾何設計、效益

(Utilities)、淨利(Clearances)、正確方法(Right-of-way)，可利用材料及機具、承包商

之經驗及所需人力，主管機關之政策(Agency Policies)。 



         (2)差異性問題解法(Potential Problem Solution) 

    在選擇修復方法前，需要提出候補解法(Select Candiate Solutions)後才作可行

性解法(Feasible Rehabilitation Solutions)，進而展開初步設計(Development of 

Preliminary Design)。 

        

         (3)選擇較合意的解法(Selection of Preferred Solution) 

    選擇最好之路面修復方法需要工程師之判斷、創意及可適用性(Flexibility)，

其考量項目為： 

        a. 成本分析(Cost Analysis) 

        b. 未花錢的考量(Nonmonetary Considerations) 

     

    有些未花錢的項目在決定較宜之修復方法時亦要考量，如： 

      服務年限(Service Life)、施工工期(Duration of Construction)、交通量管制、

可靠度(Reliability)、可分析性(Constructibility)及可維護性 (Maintainability)。 

        c. 代替較合意之修復方法(Preferred Rehabilitation Alternative) 

        (4) 細步設計(Detailed Design) 

        2.2.2 美國瀝青學會(AI)加鋪設計方法 [2] 

        AI 將路面修復分為日常養護(Routine Maintenance)、加鋪(Overlay)及翻修

(Reconstruction)等三個方法，評估方法以狀況檢定值(Condition Rating)為主。 

其標準如圖 2.1。 

        2.2.3 美軍工兵團方法 [3] 

     美軍工兵團以鋪面狀況指數(PCI, Pavement Condition Index)作為決定路面修

復方法之指標，國內機場業已使用多年。 

                  1. PCI 評估方法 

    將各種鋪面損害之形態以 H、M 及 L 等三級表示。 

                  2.修復方法與 PCI 值關係 

    決定修復方法之 PCI 值列於表 2.1 內。 

                  2.2.4 交通部公路養護方法 [4] 

                  1.修復方法種類 



         修復方法分為應急修復工程及改善工程等兩大類： 

                   

                  (1)應急修復工程 

        應急工程包括修補、裂縫及接縫等之填補、加薄封層(AC 厚度薄於

2.5cm)、局部翻修及其他等五項。 

                  (2)改善工程 

      改善工程分為加封瀝青混凝土面層(加鋪 Overlay)、銑平加封瀝青混凝土層

及翻修等三項。 

        2.路面需要養護之研判值 

           以裂縫率、車轍等作為評估，因無數值依據，似乎不可行，亦易於

造成主觀操縱。 

        2.2.5 各種鋪面養護方法之比較 

        1.交通部方法：考量車轍、抗滑摩擦係數、平坦度等現象過於繁瑣，至於裂縫

率又粗略不適用。 

        2. AASHTO 1993 年版方法要建立 PMS 制度且花費較多。 

        3. PCI 方法最適合於機場工程及道路工程。 

        4. AI MS-17 方法較為簡易可行，適用於國內外工程。 

三三三三、、、、概述鋪面管理制度概述鋪面管理制度概述鋪面管理制度概述鋪面管理制度(PMS, Pavement Management Systems)(PMS, Pavement Management Systems)(PMS, Pavement Management Systems)(PMS, Pavement Management Systems)    

        3.1 鋪面管理制度(PMS)早在 1960 及 1970 年代就已相當盛行而成立於 OECO 機

構內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3.2 鋪面養護步驟含蓋下列四個階段： 

        3.2.1 資料取得 (Data Acquisition) 

        3.2.2 模式／分析 (Models/Analysis) 

        3.2.3 準則／最好 (Criteria/Optimisation) 

        3.2.4 結果／實行 (Consequence/Implementation) 

       四個項目所包括之項目列於圖 3.1 內。 

                  3.3 資料取得內容(Data Acquisition) 

      資料取得分為四個項目(圖 3.1)，其內容為： 

        3.3.1 鋪面結構的狀況(Structural Condition of Pavement) 



        1.建造歷史(Construction History) 

        2.幾何設計資料(Geometric Data) 

        3.土壤資料 

        4.排水性質 

        5.表面損害(Surface distress) 

        6.鋪面結構損失(撓度) 

        3.3.2 鋪面功能的狀況(Functional Condition on Pavement) 

        1.縱向平坦性(Longitudinal Evenness) 

        2.橫向平坦性(Transverse Evenness) 

        3.防滑性 (Skid Resistance) 

        4.表面紋理(Surface Texture) 

        5.表面不透水性(Surface Impermeability) 

        6.一般噪音性質(Noise Generation Properties) 

        3.3.3 交通狀況(Traffic Condition) 

        1.交通量調查(Traffic Surveys) 

        2.經過時間(Travel Time) 

        3.路況、駕駛者狀況、環境、損害、材料損壞等所造成之意外事件記錄。 

        3.3.4 成本及效益(Costs and Benefits) 

        1.維護成本(Maintenance : Including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2.使用者成本(User Costs) 

        3.社會成本(Social Costs) 如交通混亂、意外事件成本、噪音及空氣污染等。 

四四四四、、、、建立鋪面管理制度重要性建立鋪面管理制度重要性建立鋪面管理制度重要性建立鋪面管理制度重要性    

    鋪面管理制度內容應包括設計、施工及完工後定期調查及開始養護之資料，

亦即是合理化、科學化及本土化之措施，其因不外乎： 

        4.1 選擇評估鋪面功能狀況及損害型態之方法。 

        4.2 編列鋪面維護預算。 

        4.3 回饋設計及施工單位資料以利工進。 

五五五五、、、、鋪面管理制度與鋪面狀況指數的關係鋪面管理制度與鋪面狀況指數的關係鋪面管理制度與鋪面狀況指數的關係鋪面管理制度與鋪面狀況指數的關係    



5.1 PMS5.1 PMS5.1 PMS5.1 PMS 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DATA(DATA(DATA、、、、BASE)BASE)BASE)BASE)需用需用需用需用 PCIPCIPCIPCI    

       從圖 3.1 可得知績效和損壞形態分析必須有賴於鋪面開放交通後之損害

狀況及其評估方法。由於狀況指標 (Consition Indicator) 種類頗多，致選擇某一種

方法需要慎重考量其優劣點及慣用性等條件。 

5.2 PCI5.2 PCI5.2 PCI5.2 PCI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PCI 可分為兩種類型，第Ⅰ型為鋪面單一項損害狀況參數之原始資料 (Raw 

Data)，而第Ⅱ型為混合多種損害狀況參數，其類別頗多，僅列下列七種以供參考。 

€€€€€€€€€€€€€€€€ •  PSI (Present Serviceability Index) 

€€€€€€€€€€€€€€€€ •  PCR (Pavement Condition Rating) 

€€€€€€€€€€€€€€€€ •  PCI (Pavement Condition Index) 

€€€€€€€€€€€€€€€€ •  PSR (Pavement Surface Rating) 

€€€€€€€€€€€€€€€€ •  SCI (Surface Condition Index) 

€€€€€€€€€€€€€€€€ •  RR (Ride Rating) 

€€€€€€€€€€€€€€€€ •  SI (Structural Index) 

5.35.35.35.3    PCIPCIPCIPCI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PCI 係以人工觀察鋪面表面 (Surface)損害之狀況而得數值，亦可洞悉鋪面之粗

糙度(Roughness)及安全性(Safely)，惟無法評估鋪面之結構強度及抗磨擦之能力，

只能作為鋪面維修及修復(Repair)之依據，例如表 2.1 為 PCI 與鋪面養護關係。 

六六六六、、、、PCIPCIPCIPCI 觀測及計算觀測及計算觀測及計算觀測及計算    

        PCI 求法可分為柔性鋪面及剛性鋪面等兩大類，其觀測方法又有 AASHTO、

SHRP、FAA、美軍工兵團及 ASTM D5340，至於計算公式、圖表及方法大致相同。 

6.1 6.1 6.1 6.1 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6.1.1 PCI (鋪面現況指數)：檢定鋪面狀況值其範圍為 0-100，PCI 值對應鋪面狀

況及維修方法請看表 2.1。 

        6.1.2 增列樣品 (Additional Sample) 

    當選取之樣品部份有特別優良(Excellent)或非常不良 (Very Poor)時則要考量

增列樣品，惟若所有路段皆觀測時則不必考量增列樣品。 

        6.1.3 鋪面取樣數量 (Pavement Sample Unit) [6] [7] [8] 



        1.柔性鋪面：將鋪面分成每 450±180m
2
為一取樣單位。 

        2.剛性鋪面：將鋪面分成每 20±8 個版槐 (Slabs)為一取樣單位。 

        3.觀測 (Survey)數量：以 95％可信度（Confidence）為觀測標準，其公式為   

        n＝NS
2
／[(e

2
／4)(N－1)＋S

2
]-------公式(1) 

公式中： 

e＝±5 PCI 觀測數 

S＝標準差，通常觀測數 AC 為 10 個以上，PCC 要 15 個以上 

n＝觀測數量 

  (1) 取樣單位數             觀測數量 

   1～5                                     1 

   6～10                                   2 

 11～15                                   3 

 16～40                                   4 

                     超過 40                 10% 

 (2)最少取樣單位數量與間距 

(A)最少取樣單位數可由圖 6.1 求出。 

(B) i =N／n ---------------------------------------------公式(2) 

公式中 i＝觀測間距 

  N＝斷面總取樣單位 

   n＝觀測數量 

          (3) 增列樣品：鋪面狀況需要時觀測之(6.1.2 節)，其觀測 PCI 值由公式(3)求之 

[7]。 

PCIS＝(N－A)(PCIR)／N＋A(PCIA)／N -------------公式(3) 

公式中 PCIS＝斷面中 PCI 之權重 

      N＝斷面總取樣數 

      A＝增列觀測數量 

 PCIR＝選定隨機取樣之平均 PCI 觀測值 



PCIA＝選定增列觀測數量之平均 PCI 值 

        4.觀測頻率 

    觀測頻率與鋪面變質(Deterioration)有關，依據美軍工兵團建議[3]，其觀測頻

率如下： 

鋪面變質率(PCI/年)                觀測頻率(次/年)   

          ＞10                                        1 

                   6～10                                       2 

                   2～5                                         3 

          ＜2                                          3 

6.2 PCI6.2 PCI6.2 PCI6.2 PCI 觀測觀測觀測觀測    

6.2.1 鋪面損害型態 

        1. PCI 觀測目的在於記載鋪面損害之型態及受損之程度，因此觀測者必須對於

鋪面損害型態徹底之了解然後才能在觀測時記載屬於 L、M 或 H 級之類別及面積

或長度。 

        2.本文將鋪面損害型態分為柔性與剛性，其涵義除圖示未列外，擬將 AASHTO、

SHRP、FAA、美軍工兵團及 ASTM D5340 等列於中華技術試驗新知內。 

6.2.2 觀測工具 

        1.記錄表(如表 6.1 及表 6.2) [8]。 

        2.手用輪轉計 (可讀到 3 公分)。 

        3.直尺。 

        4.圈尺 (可讀到 3mm)，總長度 30cm。 

        5.平面圖 (機場才用到)。 

6.2.3 鋪面觀測步驟 

    鋪面人工觀測步驟可依據 FAA 或美軍工兵團方法共分為 8 個步驟，列於圖

6.2，現列述如下： 

         1.分開鋪面斷面選擇樣品單位： 



        (1)路面：依照道路之里程、左右側及車道等區分觀測之區域，其面積以每

450±180m
2
 (或每 20 個±8 個版塊)為一取樣單位，然後予以編號。 

        (2)道面：依照跑道、滑行道、停機坪等予以區分，然後以每 20 個±8 個版塊 (剛

性)或每 450±180m
2
 (柔性)等作為一取樣單位，然後予以編號。 

2.檢查樣品單位內損害之類別、基準及密度 

    依據表 6.1 或表 6.2 之格式，按照鋪面狀況評估其損害之類別、基準及密度

等予以記錄。 

3.決定減除值(DV)：將各樣品之密度及 L、M 或 H 等代入 

        (1)柔性鋪面：圖 6.3 ～ 圖 6.21 [6]。 

        (2)剛性鋪面：圖 6.22 ～圖 6.40 [6]。 

4.計算總減除值 (TDV) 

    將各樣品之減除值 DV 相加即可得到總減除值 (TDV)。 

5.校正“總減除值”求出 CDV 

        (1)先求出 q 之數量 (q 為 DV 大於 5 者)。 

        (2)校正圖 [6]： 

        (A)柔性鋪面：圖 6.41。 

        (B)剛性鋪面：圖 6.42。 

        (3)將 TDV 及 q 值等代入圖 6.41 (柔性)或圖 6.42 (剛性)即可求出 CDV。 

6. PCI 值求法 

        PCI＝100－CDV 

        (1)如果觀測單位之 CDV 小於個別之最高值 DV，則以個別最高值 DV 作為 CDV。 

        (2) ASTM D5340 之求法不同，本文不予以列出。 

7.計算整個路面之 PCI 

    將所觀測單位之 PCI 相加後求出其平均值即是本工程本次觀測之 PCI 值。 

8.決定鋪面狀況檢定等級 



            將平均 PCI代入表 2.1或圖 6.2 (第八步)即可得知養護或修補之適宜

方式。 

6.3 6.3 6.3 6.3 例題例題例題例題    [9][9][9][9]    

        6.3.1 已知軍方某機場 3 號及 4 號滑行道、東跑道等三處，皆為剛性道路，請求

出 PCI 值？ 

        6.3.2 解題 

1.檢查單位：依據已知條件 (工程概況)可分為三個檢查單位： 

        (1) 3 號滑行道：300 個版塊，可分為 20 個檢查單元，其最少檢查之單元數量從

圖 6.2，可求出為 13 個，實際檢查之單元數量擬取 14 個。 

        (2) 4 號滑行道：255 個版塊，可分為 17 個檢查單元，其最少檢查之單元數量從

圖 6.2 可求出為 12 個，實際檢查之單元擬取 13 個。 

        (3)東跑道：長度 3300 公尺，寬度 45 公尺，版塊尺寸為 6×3.75 公尺，總版塊數

量為 6600 塊，若分為 275 檢查單元已無法從圖 6.2 求出檢查單元數量，因此需用

公式(1)求之。 

n = NS
2
／[(e

2
/4)(N－1)＋S

2
] 

公式中 n＝最少採樣數量(檢查之單元數量或謂觀測數量) 

N＝整體樣本數量 (275) 

S＝標準差 (剛性為 15) 

e＝允許誤差 (可信度 95％，e＝5) 

∴ n＝275×15
2
／[(5

2
/4)(275－1)＋15

2
]＝ 32 

        (4)評估檢查之單元數量如下： 

區 位 
樣 本 

單元總數 

每單元之 

版塊數量 

最少須檢查

之  

單元數量 

實際檢查之  

單元數量 

3 號滑行道 20 15 13  14  

4 號滑行道 17 15 12  13  

東 跑 道 275 24 32  56  

2.檢查記錄表格 

      表 6.1 (柔性) 及表 6.2 (剛性) 為英文版，國外工作時可用之，本例題使用

表 6.3 (實例，中文版)。 



3.檢查及計算 PCI 步驟 

        (1)以 4 號滑行道而言，每單元共有 15 個版塊，工程師(檢查員)應步行檢查每一

版塊，然後就其損害型態、破壞程度等級予以記載屬於 H、M、L 等級，計算其

密度并記錄之 (如表 6.3)。 

        (2)決定減除值 (DV)：從記錄表之 5H、10L、1M…等在圖 6.22～圖 6.40 當中求

出 DV (為 12、14……)。 

        (3)計算總減除值(TVD)：12＋14＋37＋10＋46＋23＋2＋3＝147。 

        (4)校正總減除值(CDV，校正扣減值)：將 TVD＝147 及 q＝6 (表 6.3 查出)等代入

圖 6.42，可求出 CDV＝87。 

        (5) PCI＝100－CDV＝100－87＝13。 

        (6)本單元鋪面狀況檢定等級：將 PCI＝13 代入圖 6.2，可得知屬於非常不良級，

應予以翻修。 

七七七七、、、、結論及建議事項結論及建議事項結論及建議事項結論及建議事項    

7.17.17.17.1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7.1.1 台灣地區每年使用 150 億元之鋪面養護費用，真正經過科學化管理支付者

可能不多，亦即是建立鋪面管理制度的單位有限，因此亟需導入正軌。 

        7.1.2 建立 PMS 所需之資料以評估鋪面狀況而言，機械化固然迅速惟仍然有其盲

點，尤其是路面損害型態偏重於局部者時，以人工觀察校為可行，因此 PCI 乃較

為省錢且可行之法。 

        7.1.3 鋪面維護有一定步驟，台灣地區各單位幾乎忘記封層(Seal)這個步驟，而刨

除加鋪成為唯一之維修方式，因此提出 AASHTO (1993 年版)、AI MS-17 及美軍

工兵團等方法以供參考。  

        7.1.4 以 PCI 作為評估鋪面時，工作者必須徹底瞭解鋪面損害之形態及如何區分

H、M 及 L 等三級，因限於篇幅請看中華技術試驗新知。 

        7.1.5 PCI值求出後依據表 2.1美軍工兵團 PCI與路面養護關係即可決定其維修方

式，而納入 PMS 資料庫內。 

        7.1.6PCI 值計算可用電腦程式亦可用表格方式，本文採用人工的表格式，因此求

DV 值圖頗多。 

        7.1.7 定期求出 PCI 其頻率可參考美軍工兵團方法 (6.1.3, 觀測頻率)。 



        7.1.8PCI 觀測及計算列於 6.2.3 節，因有實際案例可循，因此使用 PCI 并不困難。

亦可從 ASTM D5340 獲得資料。 

        7.1.9 表 6.2 與表 6.3 格式不同，乃基於實際使用時要因地制宜。 

7.27.27.27.2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7.2.1 經費受限制及夜間才能觀測時，採用人工以求 PCI 仍然是可行的方法。 

        7.2.2 定期作 PCI 觀測，建立 PMS 制度，然後才決定鋪面維修之方式。 

        7.2.3 封層為鋪面維修之一環，尤其是路面不應該只以刨除加鋪為 惟一之方

式，建議在刨除前先以 PCI 值判斷是否可用封層處理。 

        7.2.4 刨除後若加鋪超過 2.5cm，建議應求得既有路面之強度予以設計，求出應

加鋪之厚度。 

        7.2.5 求 DV 值建議採用 FAA (ASTM D5340) 方法較為安全，因台灣地區車輛超

載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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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地區鋪築剛性路面之問題探討  

試驗中心主任工程師 房性中房性中房性中房性中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越南地區路面系統建設採用柔性瀝青路面，已有數十年之歷史；惟近年來，

透過外資的支援及技術指導，在車輛超載與交通量日益驟增之前提下，導致局部

地區或路段也變得「柔腸寸斷」，並使柔性路面的維修經費呈現大幅成長，不得

不令人咋舌。 

    基於機場、碼頭岸堤、過水路面及特定區域使用剛性路面之現況成效尚稱不

錯，且其所佔比例不會超過 1％，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不容忽視。 

  筆者於 2000 年 7～9 月惠蒙指派前往胡志明市擔任本工程司亞洲公路專案之

Pavement Specialist，提供剛性路面設計服務與審查作業，由所見所聞中汲取許多

寶貴經驗，現本文擬依據筆者些許的實務及工程案例說明，粗略探討越南地區鋪

築剛性路面的優缺點、注意事項及相關問題，並與台灣之現況作一比較，尚祈各

界專家不吝賜教、指正。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越南，一個仍然實行社會主義且稍嫌封閉的國家，自 1975 年南北越統一之

後，即展開工程建設，並持續以公路系統為大宗之計畫。 

    雖然高速公路及市區道路仍以柔性瀝青混凝土為面層主要之材料，但對於特

定區域和機場跑、滑道……等，則係採用剛性水泥混凝土作為面層設施，或許因

瀝青拌合廠不足，或經驗不足，而為了減少柔性坑洞、修補之缺失。 

    經筆者詳細觀察胡志明國際機場之鋪面現況，據聞係美軍建設完成並轉移給

越南政府使用至今，其中並無顯著之裂縫或沈陷等缺失，可見其成效堪稱優良。 

    因此，若擬在越南地區推展剛性路面，或參與鋪面設計監造時，似乎可以詳

加考量、謹慎評估，以作為必要時因應之對策。願藉本文提出個人淺見，敬請業

界卓參。 

二二二二、、、、越南地區現況說明越南地區現況說明越南地區現況說明越南地區現況說明    



   越南的領土為南北長條狀之分佈，全長約 1600 公里，面積約為 331,000 平方

公里，人口 7000～8000 萬；根據越南「國家運輸建設評論」(National Transport Sector 

Review) NTSR 最新統計之公路運輸系統資料為：公路總長度 105000 公里(國道：

11500 公里；省道:14000 公里；地方道路：25500 公里；鄉村道路：46000 公里；

城市街道：2500 公里；特殊區域道路：5500 公里。)。其中鋪設柔性面層者，僅

約 11%，當可想見鋪設剛性面層者尤屬稀少及其重要性矣。 

三三三三、、、、剛性路面採用之設計方法剛性路面採用之設計方法剛性路面採用之設計方法剛性路面採用之設計方法    

    越南地區剛性路面之設計方法仍依據美國 PCA 1984 年版者為主，現階段仍

未見採用剛性面層上加鋪柔性瀝青混凝土或剛性水泥混凝土者。 

    若與台灣地區常用之剛性路面設計方法和主管機關作一比較，可列如表 1

所示。 

表 1：越南與台灣地區常用之剛性路面設計方法比較表 

國 家 主 管 機 關 鋪 築 種 類 設 計 方 法 加鋪方式 

中山高速公路新建 PCA 1973 無 國道高速公路局 

(高公局) 中山高速公路拓寬 PCA 1984 無 

國道新建工程局 

(國工局) 

第二條高速公路 

(北二高&南二高) 

AASHTO 1986 

AASHTO 1993 

無 

民航局 停機坪、跑道及 

滑行道 

FAA 1989 & 1995 

PCA 1973 

AC* 

台 灣 

鐵路局 變電站廠區道路 PCA 1984 無 

越 南 交通部設計院 亞洲公路、過水路面 PCA 1984 無 

*AC：瀝青混凝土 

    由表 1 中資料可得知：剛性面層上加鋪瀝青混凝土之實務，現階段台灣地區

之機場持續作業中，而松山機場主跑道加鋪 AR4000 AC 係於民國 78 年由本工程

司負責設計 、監造完成、首開此一案例之先河；目前高雄、台東、北竿、花蓮

等地之機場，亦於日前相繼完成 AC 加鋪之工程，成效顯著。 

    反觀胡志明國際機場，2000 年 7～9 月期間，雖然正在新建第三條跑滑道，

但僅同時針對嚴重裂縫之版塊進行打除翻修作業，未見加鋪 AC 者。 

四四四四、、、、越南地區鋪築剛性路面應考慮因素越南地區鋪築剛性路面應考慮因素越南地區鋪築剛性路面應考慮因素越南地區鋪築剛性路面應考慮因素    

    不同的設計方法，其考慮因素的項目不盡相同，一般道路和機場的設計模式

已是「南轅北轍」，即使純以 PCA 1984 年版而論，使用於台灣和越南也各有不



同的問題衍生。設計工程師一定得順應地域差異和國情之不同而應變之，不可百

分之百套用固定的模式，否則難以順利達成任務。 

    以下僅就筆者個人在越南之經驗及見聞，輔以台灣現況，略述一、二重點項

目，並厘清一些不正確的觀念，俾供有志趣者研究、卓參。 

((((一一一一))))設計年限設計年限設計年限設計年限    

    設計年限一般主要道路及機場皆訂為 20 年，次級道路可假設為 10 年，若後

者屬於整建模式者，則可設定為 10～15 年(例如：高雄機場之整建計畫即屬之)，

惟於剛性面層上加鋪柔性面層時，根據文獻(5)所述，使用年限最佳者亦僅達 8

年而已，故設計人員在研選方案及訂定年限時，應注意及此，可避免發生認知上

之落差。 

  少數工程師認為：設計年限由 20 年減為 10 年，則鋪築總厚度可以縮減 50%，

亦即建議筆者將 25 公分的設計值降為 12 或 12.5 公分。這是錯誤的理念，必須在

此特別予以聲明及澄清。 

((((二二二二))))交通量分析交通量分析交通量分析交通量分析    

    越南地區的機車數量相當地多，幾乎除了淩晨之外，道路上隨時都是車滿為

患，因此，其交通量模式亦與台灣或美國皆截然不同，且具備下列幾個特性： 

1. p.c.u.值居高不下但 EAL 值仍低 

    前者為各車種轉換為小客車的當量數，係代表公路系統在單位時間內的容量

值(Capacity)，而 1 個機車單位約等於 0.5 個 pcu 值，故機車數 10000 時，pcu 值

即高達 5000；後者係為設計年限內，路面系統承載相當於 18 kips 等值單軸載重

的當量數，而 1 個機車單位約等於 0.0002～0.0003 EAL，故機車數 10000 時，EAL

值僅達 2 或 3 而已。其間之差異性可由此例顯而易見矣！ 

2.載重當量因素值偏低，惟仍需考量超載之路段 

    依據筆者經驗：台灣地區採用值為 0.0002～8.03 之間，美國 35T 連結車之值

亦為 2.39；但越南地區之最大值僅規定為 1.38，顯然偏低，若為超載路段需特別

考量之。 

3.成長率一律訂為 10% 



    交通量成長率會因開發程度、車輛使用模式、人口數量、特殊時段及交通動

線等因素而變動，並非一固定之值。但越南地區一律規定為 10%，幾經開會溝通，

始將部份區段及車種降為 8%。 

((((三三三三))))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越南胡志明市位於熱帶地區，全年氣溫維持在 26～36℃之譜，其中又長達

半年為暴雨季，導致地層軟弱者(例如與胡志明市毗鄰之南寧省及越柬邊防站區

域)，地下水位始終居高不下或溢流路面而過，因此，剛性路面若鋪築於此類地

區，路基土壤強度的偏低或變化過大，勢必對剛性路面之面版造成不利影響，則

接縫損壞、衍生裂縫、唧水現象甚至沉陷斷裂等問題將接踵而至，故如何改良路

基土壤強度、置換與否、排水系統佈設以及克服溫差裂縫等等難題，均須妥善規

劃因應之策。 

((((四四四四))))路基土壤路基土壤路基土壤路基土壤    

    越南地區習慣採用路基土壤厚度一律為 15 公分；經筆者再三說明並輔以規

範條款比對，始將填方區段改為 30 公分，挖方區段仍保持 15 公分。 

((((五五五五))))鋪築材料鋪築材料鋪築材料鋪築材料    

    鋪築材料之優劣，直接影響鋪築結構強度值及厚度值，間接掌控預算或成本

之多寡，故其材質極為重要。除需考量材料品質之外，尚得顧及蘊藏量、地域性、

運距及二次處理等「因地制宜」諸問題。 

    越南地區之基層材料大多均採用 Laterite 為主，因其磨損率偏高，PI 值亦超

過規範之規定值，故其 CBR 值難以穩定地達到 30%以上之設計值需求，日後之

耐久性恐亦遭人誹議並縮減路面整體使用年限，因此，幾經研析及比較之後，茲

提供下列解決之方案俾供越南設計院採擇使用： 

1.直接選用優良材質之碎石級配料當作基層。 

2. Laterite 混拌碎石級配料。 

3.水泥處理 Laterite。 

4.水泥處理土壤。 

5.水泥處理碎石級配料或水泥處理砂(例如：北越從河流挖出者)。 

((((六六六六))))面層材料面層材料面層材料面層材料    



  面層材料採用水泥混凝土為主，惟根據先前其他國際顧問公司設計之結果，在

EAL＝6.4×10
7
之交通量荷載條件下，為期 20 年的設計成果，該面層 PC 厚度竟然

只有 10 公分之厚度，不但不符合安全要求，亦違背基本設計最小厚度之準則，

若冒然施工，則該地區之路面品質堪慮！所幸最後經筆者審查、修訂后之確定值

為 25 公分，並非 10 公分。 

    另有關 PC 品控之依據，該地區皆以抗壓強度為主，基於抗彎試驗未能普及

之現況考量，仍建議恰當地抗彎強度配合設計準則供試驗室參考，並於設計報告

中敘述試驗室必須提供 PC 抗彎 v.s.抗壓之相關性說明，以利工地現場作業之執

行。 

((((七七七七))))剛性路面本身特性剛性路面本身特性剛性路面本身特性剛性路面本身特性    

1.版塊尺寸 

   經筆者審查當地設計圖說之結果，發現版塊尺寸之長寬比(L/W)過大；此一錯

誤若未修正，將使剛性路面在完工不久之後，即產生橫向裂縫之損壞。 

2.接縫設計 

    接縫乃剛性路面必要之設施，一般常用的型態有：施工縫、縮縫、伸縫及鉸

接縫等四種，若設計不當，亦將損及服務品質，不可不慎。即使細及接縫寬度、

鋸縫深度及時間、鋼筋種類及長度……等等，均經筆者審查之後，作了大幅度地

訂正方始定案。 

3.接縫處填縫料 

    接縫處之填縫料，平均約每 2～3 年即須全面清除並重新填灌，若不作此項

作業，則填縫料在超過使用年限之後，雨水將滲入路基而衍生唧水現象，切勿輕

忽。 

4.施工問題 

    剛性路面舖築的工作，若無完善的施工計畫、品控程序以及信譽優良的承包

廠商，則勢將無法獲致優良品質之產品。一般常見或必須特別注意之關鍵問題有： 

(1)平坦度未嚴格控制。 

(2)養治程序欠妥。 

(3)鋸縫時機不對。 

(4)掃紋作業欠妥。 



(5)逕行採用抗壓強度替代抗彎強度進行品管。 

5.溫差問題 

     熱帶地區之日、夜間溫差較大，應考量橫縫間之版塊將有翹曲(Warping & 

Curling)之現象或趨勢，以避免產生版塊推擠之行車跳動的危險性。 

6.噪音問題 

    路線若行經市區及住宅區，應加行考量噪音問題及隔音墻等措施，否則居民

將不堪其擾。 

五五五五、、、、現階段越南地區鋪築剛性路面應注意事項現階段越南地區鋪築剛性路面應注意事項現階段越南地區鋪築剛性路面應注意事項現階段越南地區鋪築剛性路面應注意事項    

      1.亞洲公路專案所使用剛性路面之地段皆屬越柬邊防站之軟弱土層及過水路面

區域，客觀條件相當惡劣；故設計時應納入一定的安全係數考量。不可只採用厚

度或強度下限值逕行作為設計之基準。當然，小於最小厚度的 12 或 12.5 公分則

益形失當及不妥。 

      2.由於水泥混凝土之抗彎與抗壓模式及機制均不相同，故不能直接採用建築物

之抗壓品管習性套用於路面抗彎之品管作業。 

      3.設計工程師應熟稔設計手冊或準則的全部相關規定及條款，才不會作出貽笑

大方之成果。例如：EAL＝6.4×10
7
時，其剛性面層絕對不可能小於 15 公分，即

使設計年限縮短為 10 年，也不會得到 12 或 12.5 公分之值才對。 

       4.剛性面層版塊之長寬比的問題，亦易令人疏忽及設計錯誤，稍有閃失即弊端

叢生，怎可不慎之、戒之。 

       5.基層材料採用 Laterite，應特別審慎小心，並須利用工程技術克服或改善之，

以免損及強度及耐久性。 

六六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相同的設計方法，會因為不同的國度及地域性而有非常顯著的差異性存在，

設計工程師須通盤了解並採柔性溝通協調方法解決之，不可一味堅持己見或

100%照章行事。 

      2.胡志明市之市區道路鮮少因管線問題而必須開挖路面，相對亦使其路面品質

優於台灣地區，我們值得引以為鑑。同時該地區之雨季長達半年之久，施工計畫



及養治程序均顧慮及此；常見台灣地區之路面工程在冒雨趕進度，恰當與否？不

言可知矣！ 

      3.設計年限預估的準確性，除攸關結構厚度值之外，尚涉及維護及建造之成本

甚鉅；同時從業人員須厘清：設計年限、使用年限與使用壽命三者之差異性，不

可混淆使用或張冠李戴。 

七七七七、、、、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房性中“台灣地區鋪築剛性路面之問題探討”現代營建第 229 期，1999 年元

月。 

      (2)陳豫、蕭慶國，“國際道路協會一九九四年年會暨美中經濟協會營建與工程

小組 

     會議出席報告”，中華道路第 33 卷第 4 期，1994 年 10 月。 

      (3) Portland Cement Association , “Thickness Design for Concrete Highway and Street 

           Pavements”, 1984. 

      (4)房性中“材料暨鋪面工程實務問答集”文笙，1998 年 10 月初版。 

      (5)FHWA“AASHTO Pavement Overlay Design”, Participant Notebook, 

FHWA-HI-94-048,  

         NHI Course No. 13129, 1994. 

      (6)房性中 “剛性鋪面接(裂)縫處理原則探討”公路工程月刊第 22 卷第 5 期，

1995 年 11 月 

      (7)房性中“台灣地區公路剛性道面厚度設計研討”，現代營建第 192～194 期、 

          (一)(二)(三)、1995 年 12 月～1996 年 2 月。 

      (8)Yung H. Huang., “Pavement Analysis and Design”, Prentice Hall, 1993. 

      (9)房性中(Hsing-Chung Fang), “Phnom Penh to Ho Chi Minh City Highway 

Improvement  

           Project (Vietnam Component): The Report for Adjustment of Pavement Structures 

Design”   

           2000, 8. 

 



經理人之職權與責任 

    航測中心經理航測中心經理航測中心經理航測中心經理    管長青管長青管長青管長青    

        

1. 楔子楔子楔子楔子     

    在許多企管叢書中，可以找到經理人所需具備 18 般武藝的功夫祕

笈，包括領導統御、授權激勵；規劃組織、執行控制；績效評估、回饋改

善；衝突管理、溝通協商；商務談判、業務行銷等，唯獨攸關經理人應對

進退之法律依據，則在企管叢書中多所闕如，鮮有就法論商，輔以社會通

行概念而深入著墨者。吾人有幸藉修習「財經法律專題」課程之機會，借

師引導，初窺財經法律堂奧。試以「經理人之職權與責任」為題，略引民

法、公司法、判例、期刊專論等有關資料，予以分析研究，並將心得撰寫

報告，就教於專業先進。倘能供社會經理人與公司商號於實際運作中有所

參考或裨益，權以野人獻曝視之。 

2.2.2.2. 經理人之意義與資格經理人之意義與資格經理人之意義與資格經理人之意義與資格        

2.1 2.1 2.1 2.1 經理人之定義經理人之定義經理人之定義經理人之定義    

    民法「稱經理人者，謂有為商號管理事務，及為其簽名之權利之人」

(民法 553 條 1 項)。公司法幾未定義經理人，惟規定「公司得依章程規定

置經理人」(公司法 29 條 1 項)。此外，經理人除總經理、經理外，並包

含副總經理、協理、副經理(副理)等職(公司法 38、39 條，經理人之輔佐、

準用)。另在現實社會中，尚有所謂特別助理一職，經常協助總經理或副

總經理，其位階相當於經理，甚或略高於經理。此外，計劃主持人、計劃

經副理、專案經副理等職位，亦應屬於經理人定義之範疇。至於襄理、組

長、總工程師、計劃工程師、專案工程師等職位，就一般社會經驗而論，

其位階、職權和經副理不同，似應不在所謂經理人之列。如表 1 所示。 

表 1 經理人定義與範疇表 

項 目 經理人定義與範疇 

經理人定義 有為商號管理事務，及為其簽名之權利之人 

經理人範疇 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經副理、特別助理、計劃主

持人、計劃經副理、專案經副理等 

非屬經理人 襄理、組長、總工程師、計劃工程師、專案工程師等 



2.22.22.22.2 經理人之資格經理人之資格經理人之資格經理人之資格    

    1.積極資格：「經理人須在國內有住所或居所」(公司法 29 條 4 項)。

除此之外，公司法對經理人未設有其他積極資格之規定。因此，無論是否

為股東或董事身份，甚且外僑或華僑身份，概得為公司經理人。但其他法

令別有規定者，自應依其規定，例如技術顧問機構管理辦法 4 條 2 項：「技

術顧問機構之董事長或代表人、總經理、負責技術業務之經理人或技術部

門負責人及執行業務之計畫主持人均應由執業技師擔任」。 

    2.消極資格：「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經理人，其已充任者，解

任之，並由主管機關撤銷其經理人之登記」(公司法 30 條)。本條例之限

制，旨在保護社會公益。 

€€€ •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 •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或違反工商管理法令，經受有期徒刑一年

以上刑之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 • 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 •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 • 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二年者。 

€€€ • 限制行為能力者。 

公司法之外，民法並無規定。但其他法令別有規定者，亦應從其規定，如

就銀行法、證卷交易法、保險法、信託法、期貨交易法等，法律授權主管

機關就負責人所訂定之資格要件而言，除就其消極資格要求吝嚴外，通常

尚會另外加上積極資格之條件，併此敘明。 

    3.其他資格之限制： 

€€€ • 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經理人(公司法 222 條)。 

€€€ • 監察委員不得兼任民營公司之經理人(大法官釋字 81 號)。 

€€€ • 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均不得兼任公營事業機關之總經理(大法官釋

字 24 號)。 



    其他法令別有規定者，如商業銀行設立標準第 8 條：「銀行之設立，

擔任監察人者，其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一親等姻親，不得擔任同一

銀行之董事、經理人」，亦應從其規定，自不待言。 

2.32.32.32.3 經理人與公司間之關係經理人與公司間之關係經理人與公司間之關係經理人與公司間之關係    

    經理人之委任、解任及報酬，應先獲得股東（無限公司、兩合公司、

有限公司）或董事（股份有限公司）過半數之同意(公司法 29-2 條)，因

此，經理人與公司間之關係，應屬有償委任關係。 

3.3.3.3. 經理人之權限經理人之權限經理人之權限經理人之權限        

3.13.13.13.1 民法經理人之權限民法經理人之權限民法經理人之權限民法經理人之權限    

    1.代表權：經理人有為商號管理事務，及為其簽名之權利(民法 553

條 1 項)。 

    2.管理權：經理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就商號或其分號，或其事務之

一部，視為有為管理上一切必要行為之權(民法 554 條 1 項)。 

    3.訴訟權：經理人就所任之事務，視為有代表商號為原告或被告或其

他一切訴訟上行為之權(民法 555 條)。 

    代表權、管理權及訴訟權合稱為經理權，且應以其商號營業上有關之

行為為限。民法規定商號對於經理人的限制，除了法律明文規定的以下三

項外(並如表 2 所示)，均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民法 557 條)。 

    1.有關事務：經理權得限於管理商號事務之一部或商號之一分號或數

分號(民法 553 條 3 項)。 

    2.書面授權：經理人除有書面之授權外，對於不動產不得買賣或設定

負擔(民法 554 條 2 項)。 

    3.共同經理：經理人不止一人時，經理人中有二人之簽名，對於商號

即生效力(民法 556)。 

表 2 經理權之限制表 

經理權限制 

(民 557 條) 

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有關事務 

(民 553條 3項) 

經理權得限於管理商號事務之一部或商號之一

分號或數分號 

書面授權 

(民 554條 2項) 

經理人除有書面之授權外，對於不動產不得買賣

或設定負擔 

共同經理 

(民 556 條) 

經理人不止一人時，經理人中有二人之簽名，對

於商號即生效力 

  

3.23.23.23.2 公司法經理人之權限公司法經理人之權限公司法經理人之權限公司法經理人之權限    

    公司法對於經理人之職權與限制，不似民法較有具體之訂定，僅概括

規範如下： 

    1.公司負責人：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

司法 8 條 2 項)。 

    2.經理人職權：經理人之職權，除章程規定外，並得依契約之訂定(公

司法 31 條)。 

    3.經理權限制：公司不得以其所加於經理人職權之限制，對抗善意第

三人(公司法 36 條)。 

3.33.33.33.3 民法與公司法之適用民法與公司法之適用民法與公司法之適用民法與公司法之適用    

    按吾人之立法原則係採民商合一制。且就民法與商法(含公司法)之關

係言，民法為普通法，商法為特別法。而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適用係依據兩

大基本原則：(1)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2)特別法無規定時，依普通法。 

    據此而論，就公司經理人之定義與職權言，公司法無具體規定時，當

適用民法關於商號經理人之定義與職權，即公司經理人乃「有為『公司』

管理事務及為其簽名之權利之人」，且公司經理人當然也有代表權、管理

權與訴訟權。 

    但公司實際上並不等同於商號。公司乃具有獨立人格及行為能力之營

利社團法人，其自身即為獨立存在的權利主體，得以自身名義有效從事各

種法律行為，無須、也不得依附於任何股東、董事、經理等自然人之人格。

商號則否，其權利主體在營業主自然人身上，而不在商號本身。商號無法



人地位，無獨立人格或行為能力，其自身無從產生任何法律行為，第三人

亦無由對商號從事任何法律行為。詳表 3 所示。 

表 3 公司與商號之區別表 

區別 權利主體 獨立人格 法律行為 經理人 經理權 

公司 營利社團法人 有 有效從事 幾無定義 無具體規定 

商號 營業主自然人 無 無從產生 民法定義 民法規定 

    然則民法對商號經理人有關定義與職權之規定是否適用於公司經理

人？公司法 31 條「經理人之職權，除章程規定外，並得依契約之訂定」

是否受民法 557 條之拘束？即除法定三項限制外，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3.43.43.43.4 司法判例之見解司法判例之見解司法判例之見解司法判例之見解    

    就公司法 31 條與民法 557 條之關係言，學者認為需先檢視 31 條之性

質究為民法之特別規定抑或補充規定？若為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先於普

通法之原則，公司經理人之代表權、管理權與訴訟權即得以章程並契約限

制甚或排除之，不受民法 557 條之拘束。若其為民法之補充規定而非特別

規定，則該規定只能在不違民法規定之前提下解釋之，亦即代表權、管理

權與訴訟權為公司經理人之固有權限，以章程並契約對該權限之限制，仍

受民法 557 條之拘束，即除法定三項限制外，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依過去判例之見解，傾向於認定民法對商號經理人有關定義與職權之

規定，應適用於公司經理人，即代表權、管理權與訴訟權為公司經理人之

固有權限。且公司法 31 條之規定係民法之補充規定，而非特別規定，故

對公司經理權之限制，除法律規定(民法 557 條)外，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1.司法行政部490728日台(49)函參字第3952號解釋會(公司法31條為民

法之補充規定)。 

    「此(31 條)係指公司得以章程或契約明定其職權範圍。易言之，即

在經理人之各種職權範圍內，是否各部，抑僅限於一部，均以章程或契約

定之，並非可以章程或契約根本排斥民法第 554 條一項及第 555 條固有職

權規定之適用。否則將失其所以為經理人之意義。此觀民法第 557 條關於

經理權之限制，亦將民法第 554 條一項及第 555 條規定不含其內，可為佐

證。可知公司法第 217 條((((現行公司法第現行公司法第現行公司法第現行公司法第 31313131 條條條條))))衹能謂為民法之補充規定衹能謂為民法之補充規定衹能謂為民法之補充規定衹能謂為民法之補充規定，

要非民法第 554 條一項及 555 條之特別規定。從而，若以章程或契約訂定

關於經理人之職權，當不能與民法上開有關規定相牴觸。」本項解釋已明

示，公司法第 31 條為民法之補充規定。 



2.四二年台上字第 544 號判例(公司之經理人=商號之經理人)。 

    「經理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就商號或其分號或其事務之一部視為其

有管理上一切必要行為之權，經理人就所任事務視為有代表商號為原告或

被告或其他一切訴訟上行為之權，民法第 554 條一項、第 555 條定有明文。

公司得依章程規定設置總經理或經理，亦為公司法第 214 條(現行公司法

第 29、38 條)所明定，故公司所設置之經理人公司所設置之經理人公司所設置之經理人公司所設置之經理人，，，，法律既未另設限制法律既未另設限制法律既未另設限制法律既未另設限制，，，，自不自不自不自不

能因其為法人而有所差異能因其為法人而有所差異能因其為法人而有所差異能因其為法人而有所差異。」本項判例已說明，公司之經理人等同商號經

理人之適用。 

3.六七年台上字第 2732 號判例(公司經理人具有民法上之經理權) 

    「公司經理人有為公司為營業上所必要之一切行為之權限公司經理人有為公司為營業上所必要之一切行為之權限公司經理人有為公司為營業上所必要之一切行為之權限公司經理人有為公司為營業上所必要之一切行為之權限，其為公司

為營業上所必要之和解，除其內容法律上設有特別限制外，並無經公司特

別授權之必要。此為經理權與一般受任人權限之不同處。」本項判例已指

出，公司之經理人具有民法商號經理人之經理權。 

4.學者之不同見解（公司對經理權之限制，可排除民法之適用） 

    學者間無論就公司經理人得否適用商號經理人之定義與職權，或對公

司法第 31 條之解釋，均以判例見解為通說。惟亦有不同見解，茲舉二例

以見之： 

€€€ • 「民法上關於經理人之規定，除章程或契約別有訂定外，均有其適

用」(梅仲協，註 1) 。依其文意，章程或契約若別有訂定，應可排除民

法之適用。 

€€€ • 「公司法第 31 條規定之法律意旨，應指公司得以章程或契約根本

排斥民法第 554 條 1 項及第 555 條固有職權規定之意(包括民法第 553 條

1 項)，而非僅指在民法經理之各種職權內，是否授與各部抑僅限於一部

之問題而已」(王麗玉，1991，註 2) 。此說直接明示不同於通說之立場，

認公司得擴大對經理權之限制，並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4.4.4.4. 經理權與社會概念之分合經理權與社會概念之分合經理權與社會概念之分合經理權與社會概念之分合        

4.14.14.14.1 保護交易相對人保護交易相對人保護交易相對人保護交易相對人    

    從現實社會的運作情形來看，商場上每天發生無以數計的商業行為與

決定，經理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無疑是最重要的，其利害關係對於與公

司交易之相對人言，可謂尤勝於董事會或董事長。絕大多數的人對於絕大

多數的商業行為，均認為取決於經理人的層級即為已足，亦即認為獲得了



經理人之簽名承諾，就算拍板定案。極少情形會有人提出要求請董事會作

成決議，或請董事長簽名，雖然公司法明定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的決定

者，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公司法 208 條 3 項)。 

    就公司法的結構設計言，原本董事會實為執行業務決策之最高層級，

即便董事長亦須遵行董事會之決議。但在現實社會中，董事會的成員大多

在董事會外並不實際參與公司業務的執行。實際業務的執行，僅有董事長

一人，此外概由總經理以下之經理人擔當，亦即與公司交易之相對人通常

所能面對的最高層級僅達於經理人。在此情形下，若謂經理人不具代表公

司之地位，並無業務執行的決定能力，或認為任意限制經理人之經理權均

得以對抗善意第三人，實不足以保護交易相對人之權益。 

4.24.24.24.2 經理人專業分工經理人專業分工經理人專業分工經理人專業分工    

    另就現代公司業務繁忙、專業分工精密的事實來看，凡事要求董事長 

事必躬親，作出決定，既無可能，亦無必要，甚且與講求效率、分層負責

之近代經營趨勢背道而馳。從經營者與所有者分離的理念來看，亦有失公

司設置經理人以擔負公司責任之意義。 

    舉例而言，一個簡單的製造業公司，設有生產、銷售、人資、研發、

財會等五個基本部門，董事長決不能精通所有部門的專業，各部門經理可

能比董事長更適合作出個案的決定，董事長或董事會旨在提出總體的經營

方向，他們必須信任和依賴各部門經理對個案去作成決定。組織龐大的企

業尤其如此，莫說一般生意人要見董事長不易，即使要見總經理，也常常

不得其門而入，理由即在於一般交易相對人應該不致於需要靠董事長或總

經理出面才能把事情搞定。 

    因此，經理人即具有決定權與代表權，是社會通行的概念，可謂與判

例及學界通說吻合。否定經理權，或認為任意限制經理人之經理權均得以

對抗善意第三人，非但公司業務之推展將滯礙難行，甚或連帶整體的市場

功能都要受到影響。 

4.34.34.34.3 與法律見解契合與法律見解契合與法律見解契合與法律見解契合    

    經理人之經理權與董事長之代表權，或與董事會之決定權，其間仍然

有別而不宜混為一談。其差別即在於法律許可對經理權設有雙重之限制：

第一重為民法 557 條許可之三項限制，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第二重為公司

法 31 條之任意限制，雖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但對惡意第三人及公司內

部均有其效力。而董事長之代表權及董事會之決定權則無此兩重限制。此



為民法 557 條、公司法 31 條及前述諸判例之意義，社會通行之概念與其

並無衝突扞格之處。茲舉例試說如下。 

1.與所任之事務有關者，對公司即生效力(民法 553 條 3 項) 

    若某甲的名片上註明為某公司航測部經理，某甲就有關公司航測業

務，即為公司負責人，具有公司代表權、管理權與訴訟權。倘第三人某乙

與其為航測業務上之行為，不問善意與否(不論乙是否知道甲為航測部經

理)，甲乙間之行為對公司即生效力。此之所謂對公司即生效力，並不問

經理人與第三人所為之行為是否違背公司之旨意。法律雖規定公司經理人

不得違背股東會或董事會之決議(公司法 33 條)，但經理人違背與否，係

公司內部之事，違背之效果係使公司於受有損害時得對經理人求償(公司

法 34 條)，並非公司得據以對抗第三人而否認經理人行為之效力。 

2.與所任之事務無關者，對公司不生效力(民法 553 條 3 項，555 條) 

    設乙與甲為公司有關財會之行為而與航測業務無關，則亦不問乙之善

意與否，公司方面得主張甲之行為對公司不生效力，蓋既云航測部經理，

已明示限制其經理權之範圍，而財務會計之行為不與焉。此一對經理權之

限制受法律之認許，乙縱不知公司有此限制，或不知此限制受法律之認

許，均不受法之保護。尤有甚者，於此種情形下，非但公司得主張不生效

力，與乙為交易行為之經理人甲亦得主張不生效力(民法 555 條立法理

由)。 

3.限制經理權(公司法 31，36 條)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公司法 557 條) 

    若該名片雖由公司授權印發，但公司曾以章程或契約限制某甲不得為

航測業務中之某些決定或行為，而甲與乙所為之行為正好即是被限制之行

為，則須視乙是否為善意而異其效果。乙若不知此一限制，則某甲與其所

為之行為，對公司仍發生效力，蓋此一限制屬公司內部之事，第三人常無

從得知，故基於保護交易安全之精神，該限制僅對內受有法之保護，即公

司因此致生損害時，得對經理人甲求償；對外則公司須退居善意第三人之

後而受法之保護，即在乙明知有此限制時，公司始得主張甲之行為對公司

不生效力。至第三人之是否善意，應由主張惡意之公司方面負舉證責任。 

4.默示經理權(民法 553 條 2 項)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民法 557 條) 

    至若該名片係某甲自印，未得公司許可，則須視情況而論。在公司知

曉的情形下，效果與得到公司許可同，蓋其具有默示授與經理權之形式，

而經理權之授與，本得以默示為之(民法 553 條 2 項)。在公司不知曉的情



況下，若無其他足資證明具有默示授與經理權效果之情形，則不問乙善意

與否，公司方面得主張甲乙間之行為對公司不生效力。蓋其根本與公司無

關，更不生是否與航測業務有關之問題。至有無默示授與經理權之情形，

應由主張有此情形之乙負舉證之責。 

    設甲方為航測部門經理，與第三人乙方協商事務，茲將以上四種情

況，列表比較如表 4 所示。 

表 4 經理權限制、默示及效力比較表 

情況 名 片 經理權 乙方事務 乙方善意 公司效力 法 規 

1 公司印 授與航測 有關航測 不論 生效 民 553 條 3 項 

2 公司印 授與航測 無關航測 不論 無效 民 553 條 3 項 

不知限制 生效 民 557 條 3 公司印 授與航測另

有限制 

有關航測 

知其限制 無效 公 36 條 

有默示 生效 民 553 條 2 項 4 自己印 

無默示 

有關航測 不論 

無效 民 557 條 

  

4.44.44.44.4 與法律見解不合與法律見解不合與法律見解不合與法律見解不合    

    就民法 557 條而言，前述公司法 31 條之研究，是探討公司得否擴大

對經理權之限制而對抗善意第三人，結論是社會概念與法律見解多以為不

可。公司對經理權之限制能對抗善意第三人者僅限於民法 557 條之三項。 

    其次值得研究的是公司法 36 條「公司不得以其所加於經理人職權之

限制，對抗善意第三人」是否受民法 557 條之拘束？亦即民法 557 條有法

定三項對經理權之限制得以對抗善意第三人，公司法 36 條是否以為該三

項限制亦一併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依前述判例及學者通說看來，顯然認為該三項限制是公司得以主張以

對抗善意第三人者，公司法 36 條不可牴觸民法 557 條而需受其拘束。是

則公司法 36 條仍屬民法之補充規定，而非特別規定。然則在法定認許之

三項限制中，「經理權得限於一部、一分號或數分號」(民法 553 條 3 項)

及「不動產買賣或設定負擔須有書面授權」(民法 554 條 2 項)，這兩項限

制尚與社會通行概念不相背離，固無論矣，但另一項「商號(公司)得授權

於數經理人，但經理人中有二人之簽名者，對於商號(公司)即生效力」(民



法 556 條)之規定，恐將滋生紛擾。茲將社會概念與法規扞格之處，說明

如下： 

1.公司有無限制共同經理人之經理權，非社會概念認為應予查驗之事 

    民法 556 條規定之意旨是當公司設有數經理人，且未依民法 553 條 3

項分配其主管事務，或雖有分配但分配為同一主管事務時，此即所謂共同

經理人，若公司限制共同經理人之經理權，則經理人單獨行使受限之經理

權，對公司不生效力，此項限制依民法 557 條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故於此

情形下，須有兩經理人之簽名對公司始生效力。若公司雖設有數名共同經

理人，但未限制各經理人之經理權，民法 556 條之規定即無適用之需要。 

    然而公司有無限制共同經理人之經理權，並非社會通行概念認為第三

人應予查驗之事，法律認為公司之此項限制得以對抗善意第三人，是為社

會通行概念與法律見解不合之處。 

    設若某甲名片上印的是航測部副理(副經理)，在未設經理情況下，僅

有某甲為部門之經理人，則某甲具有經理人之權限，應無疑議。但在同時

設有經理之情形時，副經理之經理權效果如何？理論上可有三說。 

2.副經理無權說雖於法不合，卻有商場共識。 

    副理無權說。依公司法 38 條之意旨，副經理為經理人之輔佐，既有

經理在，權限應歸於經理，除非得到經理之授權，副經理不得越權，諸事

仍應取決於經理。 

    此說明顯頗難成立，理由在於公司法 39 條明定副總經理、協理、副

經理均準用經理人之規定，且其準用並無「限於經理出缺時」之前提條件。

由是知經理人之範疇已包含副經理。副經理與經理俱為經理人，其對外之

定義與效力在法律上並無區別。 

    無權說雖然最是於法不合，在商場上卻有相當的共識。蓋一般人認為

經、副理必有主從關係，且必是以經理為主管，副理為部屬，故一般人據

此認為交易決定權應屬主管，與非主管之副理達成之交易，若未經主管之

經理同意，應不生效力，此點即於法不合。以下判例可供參考： 

    「就已授與經理權之事務，加以該經理人須經商號所有人審查同意

後，始得為之之限制，依民法第 557 條之規定，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27 年上字第 1258 號判例)。   



    「須經商號主人同意」之限制尚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何況「須經主

管經理同意」之限制，依舉重明輕之原則，更不足以對抗善意第三人了。

故一旦發生與副經理交易之實際案例時，公司主張副經理不具經理人之權

限或僅具限制之經理權是說不通的。 

3.副經理有權說不符商場共識，於法亦有扞格。 

    副理有權說。依公司法 39 條之準用規定，副理亦為法律上所謂之經

理人，在其職務範圍內有獨立之代表權、訴訟權、管理權。對其權限之限

制，除法律規定外，無論為章呈規定或契約訂定，均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有權說既不符商場共識(在同時設有經、副理時，商場共識認為僅經

理有效，副理無效)，其主張副理有效之見解在民法 556 條下亦不無扞格。

蓋學界通說與判例均支持民法 557 條關於經理權之限制適用於公司經理

人，而民法 556 條為 557 條明文認許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之對經理權之限

制。故如無兩經理人之簽名，在未審視公司對經理權有無民法 556 條之限

制前，即便經理亦不能確定有效，何能逕認副理有效？ 

4.經、副理共權說，不符合商場概念。 

    經副理共權說。副經理與經理在法律上既俱為經理人，依民法 556

條共同經理人之規定，須兩經理人共同行使經理權，其效力始得對抗公

司。易言之，若僅有一經理人簽名，公司固可承認其效力，亦可因已限制

共同經理人之經理權而主張無效。但有兩經理人簽名時，公司無法主張無

效。 

    經副理共權說在部門設有一經理與多副理時，任何兩經理人之簽名對

公司即生效力，不必簽名者中一定須含經理。若在部門下另有子部門（分

組單位）存在，而各副理分屬不同子部門時，則又另當別論，蓋 A 子部門

之副理，其經理權僅限於 A 子部門之業務，不得逾其權限而就他子部門之

業務為簽名；反之，他子部門之副理亦不得逾權而為 A 子部門之業務簽

名。此種限制，當類推民法 553 條 3 項而為民法 557 條法定認許之限制。 

    共權說是依據民法 556、557 條所得出的結果。但在同時設有經理與

副理的部門，一般人未有已獲得經理簽名認許後還需再取得副理簽名認許

之認識。因此若發生僅有經理簽名之實際案例時(此為最常態)，商場一般

認為有效，公司卻得謂已限制共同經理人之經理權而主張無效。另一方

面，兩副理簽名即生效力之規定，與商場上多認同主管經理簽名始生效力

之概念亦有差距。 



    就社會通行之商場概念來看以上三說，當可發現與法律見解或有不合

之處，似乎值得法界探討。 

5.公司設有數經理人時，總經理之獨立簽名未必生效(民法 556 條)。 

    若某甲名片上只印經理，並無部門、分公司、分號等足資識別的限制，

則就整個公司全部業務言，某甲均有代表權、管理權與訴訟權，當無疑義。

惟公司設置經理不只一人時，又有民法 556 條之適用問題。 

    經理有數人時，雖依公司法應以一人為總經理(公司法 29 條 1 項)，

但總經理與經理俱為法律上之經理人，若所有經理人均無部門、分公司、

分號等足資識別之限制(較為罕見)，是為共同經理人，則仍應有民法 556

條之適用，即共同經理人中任何兩位經理人之簽名，即生效力，不必其中

需有總經理之簽名。然而僅有總經理之簽名，依民法 556 條之意旨，其效

力竟不足以對抗公司(公司可限制共同經理人之單獨經理權而對抗善意第

三人)，是與社會一般通行概念大相逕庭的。 

    若其他經理人均有部門、分公司、分號等足資識別的限制，僅有一人

無此限制(應為總經理)，則其他經理人只在限制範圍內具有經理人之職

權，一如前述，而此唯一無限制之經理人則就整個公司全部業務均有代表

權、管理權與訴訟權。這種情形雖無問題，但尚不足以概括社會常態。 

    通常情況，各經理人固有部門、分公司、分號等足資識別的限制，而

無限制之經理人往往仍不只一人，可能尚包含副總經理，協理，特別助理

等，是皆為共同經理人。若各部門、分公司、分號等僅有經理一人，別無

其他副經理之設置，則將出現各部門經理均能獨立作業，而總經理、副總

經理、協理、特別助理等無限制之經理人反而都不能獨立作業，必得兩人

以上方能有效對抗公司或第三人之怪異現象。顯示法律見解與社會概念或

有不合之處。 

    茲將共同經理人規定，可能產生的紛擾情況，列如表 5 所示。 

表 5 共同經理人規定所衍生情況表 

情況 說 明 

1 共同經理人可能含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特別助理 

2 公司得限制共同經理人之單獨經理權，並對抗善意第三人 

3 共同經理人中任何兩人之簽名，對公司即生效力 

4 共同經理人中，僅有總經理一人之簽名，對公司未必能生效力 



5 部門經、副理中僅有經理人簽名，對公司未必能生效力 

6 部門中兩位副理之簽名，對公司即生效力 

        

5.5.5.5. 經理人之義務經理人之義務經理人之義務經理人之義務        

5.15.15.15.1 委任關係之義務委任關係之義務委任關係之義務委任關係之義務    

    經理人基於委任關係而生之義務，包括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計算

義務，分別說明如下。 

1.受任人之依從指示及注意義務(民法 535 條) 

    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

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 

2.受任人之報告義務(民法 540 條) 

    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時，應

明確報告其顛末。 

3.交付金錢物品孳息及移轉權利之義務(民法 541 條)   

    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

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 

4.支付利息與損害賠償之義務(民法 542 條) 

    受任人為自己之利益，使用應交付於委任人之金錢或使用應為委任人

利益而使用之金錢者，應自使用之日起支付利息。如有損害，並應賠償。 

5.25.25.25.2 不為競業之義務不為競業之義務不為競業之義務不為競業之義務    

    公司法及民法皆有關於經理人競業禁止之規定，旨在保護公司之利

益，以期確保經理人之時間及才智奉獻於公司。 

1.民法經理人之競業禁止(民法 562 條) 

    經理人或代辦商非得其商號之允許，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經營與其所

辦理之同類事業，亦不得為同類事業公司無限責任之股東。 



2.違反民法競業禁止之效力(民法 563 條) 

€€€ • 經理人或代辦商有違反前條規定之行為時，其商號得請求因其行為

所得之利益，作為損害賠償。 

€€€ • 前項請求權自商號知有違反行為時起，經過一個月，或自行為時

起，經過一年不行使而消滅。 

€€€ • 本條所規定之請求權，是謂商號的介入權或奪取權，有別於損害賠

償請求權。後者需證明受有損害及損害多寡，前者無需證明，直接請求因

其行為所得利益以作為賠償即可。 

1.公司法經理人之競業禁止(公司法 32 條) 

    經理人不得兼任其他營利事業之經理人，並不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

類之業務。但經董事或執行業務股東過半數同意者，不在此限。 

2.違反公司法競業禁止之效力(公司法 54 條 3 項) 

    公司法僅有損害賠償之規定(見次章「經理人之責任」)，並無如民法

介入權之規定，但公司法就執行業務股東違反競業禁止規定時，則有介入

權之規定（公司法 54 條 3 項)。學者認為在解釋上亦應適用民法 563 條，

令公司得對經理人行使介入權(鄭玉波)。 

5.35.35.35.3 公司法上之義務公司法上之義務公司法上之義務公司法上之義務    

    經理人依據公司法之規定，尚有下列各項義務： 

1.遵守決議之義務(公司法 33 條) 

    經理人不得變更股東或執行業務股東之決定，或股東會或董事會之決

議，或逾越其規定之權限。 

2.簽名負責之義務(公司法 35 條) 

    公司依本法所造具之各項表冊，其設置經理人者，並應由經理人簽

名，負其責任。經理人有數人時，應由總經理及主管造具各該表冊之經理

簽名負責。 

3.申報股權之義務(公司法 37 條)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經理人如持有公司股份，應於就任後，將其數

額，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在任期中有增減時亦同。 

4.答覆之義務(公司法 285 條 2 項、293 條 3 項) 

    公司之董事、監查人、經理人或其他職員，對於檢查人（或重整人或

重整監督人所為）關於業務財務之詢問，有答覆之義務。 

5.公司負責人之義務(公司法 8 條 2 項) 

    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由是關於公司負責人之

義務，倘屬經理人執行職務範圍內，即為該經理人之義務。 

6.6.6.6. 經理人之責任經理人之責任經理人之責任經理人之責任        

6.16.16.16.1 對公司之責任對公司之責任對公司之責任對公司之責任    

    經理人基於與公司間之有償委任關係，倘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或違反法規、越權者，應對公司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 

1.受任人之損害賠償責任(民法 544 條) 

€€€ • 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

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 

€€€ • 委任為無償者，受任人僅就重大過失，負過失責任。 

2.經理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 34 條) 

    經理人因違反法令、章程或前條(經理人遵守決議之義務)之規定，致

公司受損害時，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 

6.26.26.26.2 對第三人之責任對第三人之責任對第三人之責任對第三人之責任    

1.公司負責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公司法 23 條) 

€€€ • 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

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 • 公司經理人依公司法第 8 條 2 項規定，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

司負責人，故有本條之適用。 



2.受僱人之侵權行為責任(民法 188 條) 

€€€ •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 • 非公司組織之商號，其經理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時，應依

本條負責。 

6.36.36.36.3 經理人責任之免除經理人責任之免除經理人責任之免除經理人責任之免除    

    經理人對公司之責任與對第三人之責任，法律均無免責之規定，其間

不無值得研究之處。茲分析如下： 

1.對公司之責任 

    經理人基於受任人立場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係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

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造成，固無論矣。但經理人基於公司法 34 條(違

反法令、章程或決議)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法律全無免責之規定，似有

討論空間。 

    茲參考關於董事義務、責任之法律規定如下： 

€€€ • 董事會執行業務應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決議。(公司法 193 條

1 項) 

€€€ • 董事會之決議違反前項規定，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

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記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

免其責任。(公司法 193 條 2 項) 

    就公司法之結構言，或就社會通行概念言，董事會與董事之層級均高

於經理人。蓋公司業務之執行，由董事會決定之(公司法 202 條)，董事為

公司負責人(公司法 8 條)。而於此情形下，法律尚賦予董事免責之規定，

經理人不但層級低於董事會及董事，在經理人本身的層級中還有上下隸屬

的區別，故經理人在公司內部往往仍須遵從決議行事，卻在法律上全無免

責之可能，不免有失公允。 

    依公司法 193 條之立法精神，其免責條款應可比照用於經理人身上。

即經理人違反法令、章程或決議時，固須對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若可

證明經理人之違反乃係依照上級之決議行事，且經理人曾表示異議者，可

免其責任。 



2.對第三人之責任 

    前述董事或經理人對公司之責任，係公司內部之事，故在一定條件

下，有免責之可能。對第三人之責任係公司外部之事，基於保護第三人之

精神，縱可證明經理人係聽命行事，且對於違反之行為曾表示異議，亦應

不得免責（證卷交易法 32 條、公司法 23 條），此點當無疑問，蓋董事之

免責條款亦僅限於對公司而不及於對第三人，由此可見。 

    惟經理人之是否聽命行事且曾表示異議，在後續效果上仍然有別。即

公司或經理人於對外賠償後，其對內求償權之情形，說明如表 6 所示： 

          表 6 經理人行為之對內求償權表 

經理人行為 對內求償權 

經理人自為決定違反行為 公司對其經理人有求償權 

經理人聽命行事且曾異議 經理人其對公司有求償權 

  

7.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7.17.17.17.1 研習心得研習心得研習心得研習心得    

    法律問題牽枝攀節，錯綜複雜；社會概念又新陳代謝，與時推移。隨時將法

律見解與社會概念熔於一爐，以維護規範之適應性，應有所裨益於社會人群。爰

藉研習財經法律之機會，嘗試以管窺豹，略述心得管見一二。 

    1.法定經理權＝代表權＋管理權＋訴訟權 

    2.經理權限制除民法 557 條規定的三項外，均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3.學者通說與判例見解均認為公司法 31 條為民法之補充規定，公司之經理

人等同商號之經理人，公司之經理人具有民法上之經理權。 

    4.經理人具有經理權之社會概念，在於保護交易相對人，以及經理人之專業

分工。 

    5.民法557條法定可對抗善意第三人之對經理權之限制，其中包含556條（經

理人中有二人之簽名，對於商號即生效力）之規定，適用於公司經理人時，其所

產生之結果，似與一般商場通行概念不合： 



    6.經理人基於委任關係，應具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不為競業之義務，

旨在保護公司之利益，以期確保經理人之時間及才智均能奉獻於公司。 

    7.經理人基於與公司間之有償委任關係，倘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或

違反法規、越權者，應對公司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 

    8.公司法 34 條規定經理人對公司之損害賠償責任，其中並無免責條款，對

於常須聽命行事之經理人，頗嫌嚴酷。似可比照同法 193 條之精神（董事對公司

之損害賠償責任），在一定條件下，增設經理人免責條款之適用，以期公允。 

7.27.27.27.2 知所進退知所進退知所進退知所進退    

    經理人在法律規定中雖非屬公司必須設置之職位，公司縱不設經理人，並不

影響公司之存續。但在現代企業中，經理人實屬公司不可或缺的樞紐，具有承上

(股東會、董事會)啟下(經理人以下全體員工)、安內(公司)和外(第三人)之功

能。粗獵法律關於經理人之規定後，尤感如履薄冰，戒慎戒懼。蓋靜態之法律面

對動態之社會，常不免捉襟見肘，掛一漏萬，經理人欲周旋於公司與第三人間而

圖謀一己之私，非無可乘之機。經濟犯在社會新聞上屢見不鮮，其故在此。倘吾

人忝為經理人之一員，在法律規定與社會概念間應如何拿捏，在公司與第三人間

應如何自處，實為經理人於經營管理的功夫之外基本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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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讀者： 

    多年來藉由「中華技術」使本工程司寶貴的工程知識與經驗得以傳承，承蒙

您的愛護與支持，不吝分享、惠賜大作，「中華技術」因而廣受歡迎，其內容與

水準普獲工程業界的肯定。 

    隨著 eeee 世代的來臨，本工程司全面推動 e e e e 化，「中華技術」自第 50 期起成

功地改採電子書方式發行，依舊維持原有的編輯精神，而編排格式較以往稍作更

動，但卻也因此增加電子書特有的彩色生動可讀性。 

    知識管理是本工程司繼 eeee 化資料管理後的另一努力目標，「中華技術」資料

數位化，不僅可將累積的資料轉為資訊，更將成為本工程司知識管理平台的重要

內涵，為本工程司同仁及國內外工程業界提供更有價值的服務。 

    期盼「中華技術」能夠成為工程技術交流切磋的園地，經由您持續耕耘澆灌

惠賜大作，得以日益成長茁壯。 

       耑此   敬頌 

台祺 

                                         中華技術編輯小組 敬啟 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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