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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式(3-tier)動態網站建置-- 

以台南科技工業區為例 

資訊部 
工程師 林伯勳林伯勳林伯勳林伯勳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隨著網路基礎建設迅速的普及，隨時都有大量資訊於網際網路

上(Internet)進行傳撥。而建構在 Internet 上數以千萬計的網站(Web 

Site)可說是成就此一局面的最大功臣。舉凡資訊傳播、資料傳遞乃

至於商業交易等行為皆可透過這些網站來進行，完全不受時空阻隔

的影響。但是，在網際網路上傳播的資訊不但種類龐雜且內容繁多，

傳統內容固定的靜態網站設計，在資訊提供的時效性、服務內容的

多樣性以及管理維護的方便性，已經不敷所需。因此，結合資料庫

且可根據用戶個別的需求而提供不同的資訊的動態網站設計已經成

為網站建置的主流。由於將網站的內容儲存於資料庫中，網站管理

人員可更方便且有效率的管理維護網站內大量的資訊。 

 

一一一一、、、、動態網站的特性動態網站的特性動態網站的特性動態網站的特性 

對於使用者而言，動態網站具有「操作互動」的特性。因為網頁

的內容會依照使用者不同的需要或選擇而有所改變。就資訊提供層面

而言，動態網站具有「使用者及資料選擇過濾」的特性，可依照不同

的時間及不同的使用者提供不同的網頁內容。對於網站管理者而言，

動態網站具有「方便管理」的特性，只要更改資料庫儲存的資訊即可

產生不同的網頁內容，不需直接編輯或修改網頁。 

為了達成以上的特性，而將原本內容一成不變的靜態網站變成

一個動態的網站，需進行下列步驟： 

 

(一一一一) 將網站將網站將網站將網站「「「「程式化程式化程式化程式化」：」：」：」： 

動態的網站可以執行一些特殊的程式，然後將結果傳送到使用

者端的瀏覽器上以供顯示。這些於網站伺服機端執行的程式有別於

傳統在單機上執行的應用程式，通常是著重於接收使用者端所傳遞

而來的條件或資訊，經過特定的處理運算，將結果輸出成標準的



HTML 格式檔案，再傳送回使用者端。資料的輸入及結果的顯示是

由使用者端的瀏覽器完成，而資料的處理運算則是集中在網站伺服

器上進行。 

早期的網站應用程式是以 CGI(Common Gateway Interface)為

主，可利用一般的程式發展工具，例如 Visual C++ 及 Visual Basic

等工具進行開發。但是 CGI程式也帶來不少缺點，例如開發難度高、

執行效率不佳及程式維護困難等等。因此一些軟體商便開始發展更

方便程式開發及維護的應用程式伺服器(Application server)，例如在

Microsoft著名的 IIS 上可執行 ASP、Allaire 的 Cold Fusion Server及

IBM 的 Web Sphere等等，皆可快速建構網站應用程式的環境。 

將網站「程式化」的優點在於使網站具有互動的功能，可接受並

回應來自使用者端的請求。而網頁的內容是以程式進行控制，可因

時因人而產生不同的內容。 

 

(二二二二) 將網站將網站將網站將網站「「「「資料庫化資料庫化資料庫化資料庫化」：」：」：」： 

所謂將網站「資料庫化」就是利用諸如 SQL Server、Oracle 或

Sybase等資料庫軟體來儲存管理網站中重要的資訊。網站可透過程

式讀取資料庫中的資訊，並轉換成網頁傳送到使用者端顯示。 

將網站「資料庫化」的第一個好處就是使用資料庫管理整個網

站，所以只要更新資料庫的內容，顯示在網頁上的資訊也會自動更

新。例如「最新消息」、「用戶註冊」、「活動報名」及「線上訂

票」等常見的網站功能，都可利用資料庫來儲存管理相關的資訊。 

資料庫亦可讓網站的管理工作更為方便。因為透過適當的 Web

應用程式，可自動將資料庫中的內容轉換成網頁，以顯示使用者所

需的資訊。如此一來，網站管理人員只要適當的維護資料庫的內容

即可，不需為了更新網站資訊，而必須經常編輯修改網頁內容。 

網站「資料庫化」還有另一好處就是可將網站的資訊分類，讓

使用者搜尋網站內的資料。例如「常見問題解答」及「產品資訊」

的搜尋等皆是使用者經常會使用到的功能。由於資料搜尋原本就是

資料庫軟體所具備的基本功能，不需額外安裝搜尋引擎，即可輕易

的利用此一功能來建構網站使其具備搜尋的能力。而且，直接搜尋

資料庫的內容，其執行速度優於搜尋引擎軟體。 

 

二二二二、、、、三層式三層式三層式三層式(3-tier)應用程式架構應用程式架構應用程式架構應用程式架構 

由於 Web應用程式的資料儲存及運算處理皆集中於伺服器端，

基於方便管理及提高系統執行效率的考量，有必要將不同的運作適

當的分散至不同的電腦上執行。 



三層式(3-tier)的分散架構為目前 Web應用程式最普遍使用的架

構。其主要是由三個層級所構成，分別是：使用者介面層(Presentation 

tier)、運算邏輯層(Business Logic tier)及資料服務層(Data Service 

tier)。其架構如圖一所示： 

 

 

 

 

 

 

圖一  3-tier Web應用程式架構  

 

 (一一一一) 使用者介面層使用者介面層使用者介面層使用者介面層：：：： 

在典型的 3-tier架構中，個別用戶端的電腦上安裝了具備圖形化

操作介面(GUI)的程式，而這些程式可透過特定格式的表單，供使用

者輸入適當的資訊，以便與伺服器進行互動。在 Web應用架構中，

使用者介面層指的就是諸如 IE 或 Netscape等瀏覽器。其功能就是接

收使用者的資料輸入，以及將伺服器傳送來的結果輸出。 

(二二二二) 運算邏輯層運算邏輯層運算邏輯層運算邏輯層：：：： 

負責運算邏輯的處理程式於伺服器電腦上執行，其功能是接受

來自用戶端的請求，並且決定何種資訊可以被傳送至用戶端。所以

運算邏輯層是用來作為使用者與資料庫之間的橋樑，負責資料處

理、網站伺服器(web server)等運算法則的工作。Microsoft挾其作業

系統商用軟體極高普及率的優勢，在 Web應用架構中亦推出各種產

品。於運算邏輯層中，Microsoft 的系列產品包括了 IIS(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網站伺服器，並可使用 ASP(Active Server Pages)

編寫 Web應用程式，再透過 ODBC或 OLE DB等機制與各種資料庫

相連結。另外在網路交易及資料傳輸安全認證等應用，亦有其他相

對應的軟體可供使用。 

(三三三三) 資料服務層資料服務層資料服務層資料服務層：：：： 

在資料服務層中，包含了儲存大量資料的資料庫，以及用來管

理維護這些資料的軟體。資料服務層負責提供資料給運算邏輯層，

瀏覽器 
網站伺服器及 

應用程式伺服器 資料庫伺服器 

使用者介面層 運算邏輯層 資料服務層 



再傳送至使用者介面層，所以用戶端無法直接存取資料庫的內容，

必須透過運算邏輯層的連接，因而提高了系統的安全性。 

三層式架構採用了 client/server運作模式，各個階層可同時由不

同的團隊以不同的程式語言及工具進行開發。由於個別階層功能的

改變並不會影響到其他階層，所以非常容易在企業中進行佈署。在

任何一層有必要修改或增加新的功能時，皆不致影響其他層級的正

常作業。 

 

三三三三、、、、台南科技工業區網站系統規劃台南科技工業區網站系統規劃台南科技工業區網站系統規劃台南科技工業區網站系統規劃 

台南科技工業區於民國八十五年六月由經濟部智慧型工業園區

審議小組審查通過，為智慧型工業園區，並由本工程司負責整體工

業區之細部設計及施工監造等工作。為配合「智慧型工業園區設置

及管理辦法」之要求，工業區之管理機構需設置資訊系統，以支援

區內行政管理業務，並透過網路提供資訊服務。因此除了工程設計

外，本工程司亦負責協助工業區服務中心進行資訊系統規劃及建置

工作。整體工作的推動乃配合區內之開發時程，分年分期逐步完成

土地租售、地下管線、公共設施、環境監測等管理系統。為達到資

訊提供及廣宣的目的，本工程司亦為台南科技工業區建置一網站，

以方便民眾及廠商獲取工業區相關資訊。 

網站的建置係採用 Windows 2000 Server為作業平台，為獲致最

佳之相容性與執行效率，網站伺服器軟體與資料庫軟體亦採用同為

Microsoft的產品，分別為 IIS 5.0及 SQL Server 7.0。Web GIS則採

用 Autodesk MapGuide Server 4.0，其特色為傳輸向量式電子地圖資

料，並由用戶端外掛程式分擔運算及顯示功能，能有效降低伺服器

端的負擔、並減少資料傳輸量以提昇整體系統反應速度。  

本網站系統亦採用 3-tier架構建置，以兩台獨立的電腦分別作為

運算邏輯層與資料服務層伺服器。運算邏輯層之網站伺服器與應用

程式伺服器是由 IIS 與 ASP實作。而 APS應用程式可以 VB Script

或 Java Script進行開發。所開發的 ASP應用程式於執行時直接由 IIS

進行解譯(interpret)，有別於 CGI 程式必須先行編譯(compile)始可執

行。所以開發 ASP 應用程式時，可使用任何文字編輯軟體(例如

Notepad)進行；資料服務層則由 SQL Server建置屬性資料庫，同時

搭配 MapGuide Server提供空間資料庫之服務。使用者介面層則由用

戶端自行安裝 IE 或 Netscape瀏覽器。此外，使用者端還必須額外安

裝 MapGuide Viewer始可瀏覽並操作 GIS 地圖。MapGuide Viewer

為一免費的瀏覽器外掛模組，其作用為接收由伺服器端傳送來的向

量地圖資料，並且負責圖面操作及顯示的功能，可分攤伺服器端的

負擔。若以 IE 連結至本網站，系統會自動檢查用戶端的電腦是否已



安裝外掛程式，若無，則會自動將外掛程式傳送並安裝於用戶端電

腦中。台南科技工業區三層式網站應用系統架構如圖二所示。 

 

    

    

    

    

    

    

    

圖二  台南科技工業區網站 3-tier 架構    

 

網站頁面的開發設計則採用市面上較為廣泛使用的工具，包括： 

�網頁美工設計：Macromedia的 Dream Weaver、Fireworks以及

Flash，Adobe 的 Photoshop。 

�ASP程式開發：Allaire 的 Cold Fusion Studio。 

 

四四四四、、、、台南科技工業區網站功能架構台南科技工業區網站功能架構台南科技工業區網站功能架構台南科技工業區網站功能架構 

台南科技工業區被定義為高科技智慧園區，而資訊系統所能提

供的服務即為科技表現重要的一環。此外，在整體規劃之初，即已

將科技發展與環境保育同步考量，而於園區週遭劃設自然生態保護

區，以供候鳥及稀有水生動植物棲息。因此如何呈現先進科技與環

境保護並重之特點即為設計本網站內容之主要考量。 

本網站除了以靜態的網頁內容介紹台南科技工業區的開發緣

起、進度、組織架構、相關法規、環保工安議題外，更結合資料庫

軟體管理的功能，將工業區進駐廠商資訊、最新消息、網站檢索等

功能以 ASP進行開發，使具備動態頁面呈現的功能。而工業區土地

租售及廠商分布資訊則利用資料庫結合 MapGuide Web GIS軟體的

功能，可供使用者直接於網站上查詢現階段工業區內土地供應狀況

以及進駐分布狀況。主要的功能架構分別為： 

IE 或 Netscape 

+ MG Viewer 
IIS + ASP 

使用者介面層 運算邏輯層 

資料服務層 

Window 2000 Server 

SQL Server 

屬性資料庫 

MG Server 

空間資料庫 

Window 2000 Server 

HTTP 
ODBC 

ODBC 

OLE DB 



  

�關於我們 �問題解答 �電子佈告 

�最新消息 �廠商資訊 �前往台南科技 

�工程進度 �土地查詢 �環保工安 

  

此外，為方便使用者了解網站架構，並可迅速搜尋到所需的資訊，

還分別設計了「網站導覽」、「網頁搜尋」、「相關連結」等功能。並

於網站首設置捲動式看板，可自動顯示資料庫內最新的五筆「最新消息」

摘要資訊。網站首頁之主畫面係以 Flash設計並內嵌於 html網頁中，如

圖三所示。 

 

 

 

 (一一一一)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係供服務中心公佈工業區相關的最新資訊的佈告看

板。本網站將消息資訊儲存於資料庫中，再透過 ASP程式顯示於網

站上。由於新聞資訊具有時效性，因此應能夠顯示公佈日期。考量

新聞內容可能多寡不一，因此必須要將摘要資訊與詳細內容分開儲

存。此外，還為網站管理人員開發 Web管理介面，只要利用瀏覽器

連至伺服器並且登入網站管理維護系統，即可由遠端登打資料，系

統即自動套用固定的頁面格式將新聞資訊公佈於網站上。最新消息

及其管理維護系統如圖四及圖五所示。 

 



 

 

 

 

 

 



(二二二二) 廠商資訊廠商資訊廠商資訊廠商資訊：：：： 

本功能可提供一般民眾查詢進駐工業區內廠商的相關資訊，包

括廠商基本資料、營運概況、產品類別等。由於所有廠商資訊皆建

置於資料庫中，所以可以在網站中提供廠商搜尋的功能。在本網站

中，則分別可利用「產業類別」或「廠商名稱」查詢廠商資訊。查

詢頁面、顯示結果及廠商資訊管理維護系統如圖六及圖七所示。 

 

 



 

 

(三三三三) 網頁搜尋網頁搜尋網頁搜尋網頁搜尋：：：： 

網頁搜尋的目的在於提供使用者以關鍵字查詢的方式，快速找

到網站中包含特定資訊的網頁。一些專門提供即時資訊或是產品訊

息的大型網站，由於包含大量的內容資訊，如果沒有提供網頁搜尋

的功能，則使用者需要特定資訊時，勢必得像大海撈針般漫無目的

尋找。 

目前市面上有許多搜尋引擎軟體（諸如 Tornado 及 Web Genie

等）可提供建置網頁搜尋的功能。由於台南科技工業區網站的網頁

內容絕大部分是以 ASP動態產生的，且為了能在同一視窗內顯示不

同資訊，大部分的功能頁面是以許多分割視窗(frame)共同組成的。

若是透過搜尋引擎軟體的操作，則會搜尋出 ASP程式或是單獨的分

割視窗，而產生不完整的頁面超連接。因此我們特別建立一個網頁

關鍵字的資料庫，內容包含功能頁面的超連結、文字描述、顯示標

題及供程式搜尋用的關鍵字。再以 ASP開發搜尋程式，便可在網站

中提供網頁搜尋的功能。因為是直接搜尋資料庫的內容，所以執行

速度要比搜尋引擎軟體快速。但是關鍵字資料庫則必須以人工的方

式進行維護，一但有新的網頁或功能加入網站後，管理者必須透過

管理維護介面加入新的頁面超連結，並將關鍵字輸入資料庫中，使



用者才能夠搜尋到新的網頁。網頁搜尋及其管理維護系統如圖八及

圖九所示。 

 

 

 

    



 (四四四四) 土地查詢土地查詢土地查詢土地查詢：：：： 

本功能透過 Web GIS軟體 MapGuide，將工業區內的土地租售狀

況、土地使用分區及廠商進駐狀況顯示於電子地圖上。並且結合 SQL 

Server 的屬性資料庫供使用者查詢工業區土地供應狀況及諸如地

號、租金、售價、尺寸等詳細資料。而廠商的設廠位置也透過土地

編號與廠商資訊相互關聯，讓使用者直接查詢進駐廠商分布位置及

詳細資訊。為了顧及網際網路上使用者資訊程度不一的狀況，查詢

介面的設計以簡單化為原則，並提供使用者最需要且最常用的查詢

條件。而圖面上儘可能保持乾淨清爽，避免文字與圖例雜陳，除非

使用者有需要，才顯示詳細資訊。 

�土地租售 

圖面上以不同的顏色代表個別坵塊的租售狀況，尚未出租或出

售之坵塊可供使用者進行查詢。系統會自動依據給定的面積範圍條

件於資料庫內進行搜尋，並將符合條件之土地基本資料顯示於頁面

上，使用者可逐一瀏覽。若點按超連結，則圖面會自動移至該筆坵

塊的位置。使用者若將滑鼠游標移至圖面坵塊位置上，其詳細資訊

亦會以文字方塊直接顯示於圖面上。土地租售的操作畫面如圖十： 

 

 

 

 



�使用分區 

MapGuide可依據資料庫的屬性欄位值產生不同的主題圖層；將

各筆坵塊的使用分區資訊儲存於資料庫中，利用 MapGuide主題製作

的功能將工業區內所有土地以不同的顏色顯示，每一種顏色代表一

種使用分區狀況。同時以超連結顯示每一種使用分區的劃設及使用

規定，讓使用者透過圖文了解區內土地利用現況。使用分區功能畫

面如圖十一。 

 

 

 

�廠商分布 

使用者可直接依據產業類別查詢相關的廠商，並逐一瀏覽廠商

詳細資訊。同時透過資料庫將廠商與坵塊的空間位置相關聯，使用

者只要點按”顯示分布位置的超連結”，圖面便自動移至該廠商的進

駐的土地上，供使用者了解工業區內廠商分布的狀況。操作畫面如

圖十二： 

 

 

 

 

 

 



 
 

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採用 3-tier架構並利用資料庫軟體建置動態網站，除了可以使網

站具備與使用者「互動」的特性外，在系統發展階段，各階層可以

模組化的方式獨立使用不同的工具進行開發。未來若有任一階層的

功能需求有所變更，亦可獨立進行更新而不會影響其他階層的操作

習慣。對網站管理人員而言，可將資訊分門別類的儲存於資料庫中，

並透過程式來產生網頁，而不需以人工的方式編輯網頁內容與產生

新的超連結，使得管理更為方便，內容更新更為快速。透過 Web的

管理維護介面，更可從遠端以 IE 等瀏覽器進行網站內容的更新維護

作業，使得網站內容的管理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六六六六、、、、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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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utodesk Mapguide Author User’s Guide，Autodesk Inc.，1999。 

(3) Microsoft ASP網站熱門應用技術，微軟出版式，2000。 

(4)精通 SQL Server 7.0 資料庫系統，博碩文化，1999。 

 



淺論「建築著作之保護客體與保護要件」 
  

地工部 

工程師 楊式昌楊式昌楊式昌楊式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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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著作權法未做重大修訂之前，有關「建築著作」的爭議與

糾紛，並不若電腦程式、語文著作、視聽著作等其他著作所發生

的問題嚴重。蓋因可利用「建築著作」作為生財器具的個體，只

有少數具有特定職業的工作者才能享有。再者，「建築著作」在

市場流通的速度與層面亦不若其他著作來得快速與廣泛，其所產

生的財產糾紛亦較其他著作為少。因此，由「建築著作」所產生

的糾紛，於既有之利益環境中極少提出付諸法律訴訟。 

雖有關「建築著作」著作權的糾紛甚少發生，然並不意表建

築著作權問題不存在。目前，我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著作權法之規定必須符合「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

定(TRIPS)」規範，其基本原則為「國民待遇原則」與「最惠國

待遇」，故須就著作權法若干不符該協定處予以檢討並修正，否

則即無法達成加入該組織之目的，從而即無法維持及提昇我國在

國際上之競爭力。 

因「建築著作」的特殊性，在我國加入 WTO 後所可能面臨

的西風東進，極有可能將西方建築風潮之表達意象、型態引入國

內，而本工程司承辦之業務甚多為國內之重大工程，諸如國道、

捷運、地鐵等，其甚有可能隨著 WTO 之開放而引進國外工程顧

問公司或營造廠商，伴隨而來即是設計圖面或施工方式等之引

用，其所牽涉者均與著作權相關，此項實有必要及早正視，並對

目前國內之相關法令與現況環境作一檢討與配合，以應我國加入

WTO 之需。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建築在人類社會生活中佔有其重要的地位，其圍繞在人的周

遭，構成視覺環境的重心和整體都市景觀。就以法院而言，過去

之建築其莊嚴的外觀暗示執法的權威，而現在法院在造型上之處

理方式則與一般辦公大樓別無他樣。這說明「法」在現代人生活



中所扮演之角色，已從過去的威權演變成現代生活的一部份，它

不再是壓制人的手段，而是保護人權的工具。 

建築、營造業素謂民生之火車頭工業，建築著作的經濟價值

亦成為現代人的投資理財工具。然而，有關建築創作的保護理論

並未獲得充份發展。著作權是一種無體財產權，其保護客體為「著

作」而非「著作物」，並無一定之有形物體，純屬法律上抽象存

在之概念。因建築著作兼具藝術性與實用性之雙重性質，又因其

亦具有不動產具體表現(不動性)的特殊性，在著作權法上可謂是

極為特異之存在，而建築與營建二者是否可視為相同之客體，值

得探究。因此，在既有之著作權法中有關建築著作之保護客體、

保護要件、權利範圍等均應有特別規範之必要。 

我國於 1992 及 1998 年著作權法修正時，增訂建築著作之保

護部份，其係參酌伯恩公約、美、日、德等國法制之結果，日前

我國即將加入國際世界貿易組織(WTO)，著作權法勢須符合與貿

易有關之智慧財產協定(TRIPS)與伯恩公約等國際規範。因此，

實有研究、比較伯恩公約與外國立法例，並參酌本國之民俗實

情，進而修訂相關法條適用性之必要。 

 

二二二二、、、、相關法律制度及規範相關法律制度及規範相關法律制度及規範相關法律制度及規範 

以下章節將透過比較法就著作權之始祖伯恩公約，與對著作

權立法較完整之美國、日本等國，就其法律內容、保護客體與保

護要件作一簡要闡述。 

((((一一一一))))伯恩公約伯恩公約伯恩公約伯恩公約 

1. 概述 

伯恩公約為國際間最早之著作權公約，同時亦為影響最深遠

的智慧財產權國際公約。 

1886 年之伯恩公約制定有關著作權保護客體，條文中參酌

德國代表之提案，將建築相關之一般學術造型著作納入(註一)，

其所保護之建築著作範圍包括建築之設計圖、草圖與造型著作，

建築物本身則不在保護客體範圍內。 

因建築工事係百年大計，建築師之作品如同音樂家、畫家一

樣，其作品係為精神勞動之智慧創造作品。因此，各會員國紛紛

提出對建築物本身亦應享有著作權之主張，並擴張認為建築物所

有人非經建築師同意，不得擁有擅自變更修改其建築物之權利

(註二)。 

因此，1908 年之伯恩公約修正條款中便確立建築著作之保

護範圍及於平面之建築圖、立體建築模型與建築物，並考慮建築



著作之特殊性增列若干條款，如規定建築著作之建造不屬於發行

等(註三)，此項內容並沿用至今。 

2. 保護客體 

1986 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邀集於建築領域有長期經驗之會員國，就伯恩公約

未具體闡釋之建築相關著作保護提出幾項原則，以反映伯恩公約

保護建築著作之要點： 

(1) 原則一 

針對受保護建築著作之具體範圍予以闡釋，不論建築物或其

構築之目的，關於建築之著作則指得為建築物著作建造基礎

之建築圖及立體模型(註四)，其包含原創性創作素材於其形

式、設計或裝飾物之建築物和類似建築。 

(2) 原則二 

主張建築物著作及關於建築之著作應受著作權之保護。 

3. 保護要件 

對於建築著作之保護要件，即如上述之二項保護原則，換言

之，即為： 

(1)不考慮其目的或用途，除紀念性建築物外，功能性或實

用性建築物亦在保護之列。 

(2)建築物等是否具有藝術性或美術特質在所不問。 

(3)判斷某特定建築物能否受著作權保護的唯一標準。 

(4)即是其必須是具原創性的。 

易言之，具原創性之建築物不論其目的及藝術價值均應受著

作權之保護。而建築圖及建築模型若得用於建造建築物或類似構

築者，皆為著作權保護客體，而其保護要件亦應以原創性為準。 

 

((((二二二二))))美國法美國法美國法美國法 

1. 概述 

自 1980 年以後美國之著作權產品在海外一再遭到剽竊，肇

因於美國與部份伯恩公約會員國並無著作權雙邊關係，該等國家

並無保護美國著作權人的義務；又美國在推動國際性的著作權保

護時亦因其未能參與伯恩公約的事實，一再受到其他國家的質疑

而遭受挫折，透過加入伯恩公約，美國在貿易或著作權協商時將

擁有更強的說服力。 

為此，美國自 1909 年起即嘗試將建築著作納入法律保護，

並於 1990 年通過建築著作著作權保護法，該法明文規定建築之

著作權保護及於建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建築物等，並對建築著



作權的權利範圍做一限制。此舉使其著作權法之保護客體與伯恩

公約之規範趨於一致。 

依學者與實務界之見解咸認為建築設計圖應視為科技性圖

形或造型著作，此等著作之保護僅及於其表達方式而非其實用

性；而有關實用物品之保護目標係為能夠分離且能獨立存在於該

實用物品部份以外的圖形、圖表和雕塑部份。同時，因大部份建

築物本身皆具有遮風蔽雨的實用性功能，因此，其並不保護本身

具有實用性功能之物品(註五)。 

2. 保護客體 

於 1990 前所施行之著作權法，因其建築設計圖可否應受到

實用物品原則(按：實用物品之設計僅於其結合圖形、圖表與雕

塑特徵，而該特徵是能與該物品之實用性分離且能獨立存在時方

受著作權法之保護)，及可分離性原則限制而頗多爭執，並且建

築物之著作權是否包含排他的建造構築問題，亦引起學界與實務

界之諸多不同見解。蓋因建築設計圖的價值不在其能引起觀賞者

的心靈共鳴，其經濟利益之獲取亦非透過其本身的重製散布，而

係源於使用設計圖建造建築物所得之利益，實則未經授權使用原

設計圖建造建築物與重製設計圖相較，前者顯則較後者更損及建

築著作人之經濟利益(註六)。 

至 1990 後，著作權局將建築物定義為(註七)： 

(1)可居住構築，如住宅及辦公大樓。 

(2)由人類使用而非居住之構築，包含教室、瞭望台、花園、

涼亭等。 

其並進一步規定不屬於建築物之構築，例如大壩、橋梁等不

受保護。 

3. 保護要件 

建築物保護之要件必須具有原創性及固著於有形表達媒

介，同時，其所保護者並非構想而係構想之表達方式。另原創性

原則並不包括新穎性、智巧或美感與藝術價值，蓋因個人對「美」

的感覺過於歧異，實難允認統一標準。 

 

((((三三三三))))日本法日本法日本法日本法 

1. 概述 

日本於 1889 年即已制定第一部著作權法，是其著作權法制

邁向現代化的開端，該法制定之初並未將建築著作納入，依其立

法意旨係將建築圖、模型視為美術著作，而關於建築物部份基於

下列理由而排除於著作權保護之外： 

1依伯恩公約並未強制會員國賦予建築物著作權保護。 



2日本原無保護建築物之慣例，亦無因模仿建築物而侵害建

築師利益之實例。 

3當時日本實有利用外國建築物之必要。 

隨著伯恩公約之修訂，日本於 1970 年亦全面修正其著作權

法，並以例示方式說明著作權保護之各類著作，其中包括「建築

著作」與「地圖及具學術性質之圖面、圖表、模型及其他圖形著

作」。新法之建築著作專指建築物，而建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則

屬圖形著作之範疇(註八)。 

2. 保護客體 

建築著作係指：定著於土地上之構築，其表現思想或感情之

著作(包含建築物、建築設計圖與建築模型)(註九)，如寺院、教

堂、紀念碑等，而建築物之個別素材，如裝飾性之成份及其他細

部應不得視為建築著作，但可視為美術著作而保護。 

另建築設計圖則包括一切為構築所必須之圖面，如平面圖、

剖面圖、透視圖、設備圖，乃至說明書均含在內。 

3. 保護要件 

依日本著作權之精神及通說與實務見解，著作為表現創作的

思想或情感，而屬於文字、藝術、美術或音樂範圍之物；準此，

著作之保護要件可分為： 

1表現情感或思想。 

2創作性。 

3表現形式。 

4屬於文藝、學術、或音樂範圍。  

在建築著作之保護上，則依通說及實務見解另以藝術性為要

件，其為建築著作而受保護者係著作客觀之表現方式而非構想。

因此，建造方法、施工技術等材料力學上之思想均不受著作權法

保護。 

 

((((四四四四))))我國法我國法我國法我國法 

1. 概述 

我國於 1985 年著作權修正時，其涉及建築之著作類型為美

術著作、圖形著作、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形著作等。學界與實務界

均認為所謂「建築圖」僅指建築外觀圖，而建築平面圖、立面圖

等所有工程圖因其性質係供依圖施工用，應屬科技或工程設計圖

形而非美術著作。實務上內政部之解釋函亦認為建築藍圖即建築

工程設計圖，係屬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形著作。在實務發生爭議

者，依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如屬圖形著作，就平面或立體轉變為



立體或平面者屬於重製，對於依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形製成實用物

品，係為實施而非重製，此非著作權保護之範圍。 

因之，建築諸圖應依表現目的之性質不同而歸類於不同著作類

型(註十)。 

在考慮時代變遷與因應國際社會迅速變異下，著作權法於

1990 及 1998 年再予修訂，參考伯恩公約及美、日、德等各國之著

作權法立法例，增訂「建築著作」為保護客體，將建築著作列為

單一著作類型，而其具體範圍則包含建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建

築物及其他建築著作(註十一)。 

2. 保護客體 

我國之建築著作保護客體，與前述國家立法例大致相當(註

十二)，其內容概述如下： 

(1)受保護之建築物範圍除一般意義下之建築物外尚包括橋

梁等其他構築與庭園設計。 

(2)建築設計圖之範圍包含建築物建造基礎階段之建築圖、

草圖及設計圖，惟對於施工說明書是否為之抑或為文字製作

則未臚列。 

(3)對於建築物的室內設計及空間素材的安排亦視為建築著

作。 

(4)考量若干建築物之特殊性，增訂若干相關規範條文，如：

第3條第5項之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屬重製

之規定；以及第 58 條對於戶外長期展示之建築著作之利用

等。 

3. 保護要件 

依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有關「著作」之定義係指

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準此，學說上將

著作之保護要件分為(註十三)： 

(1)  原創性。 

(2)  客觀化之表達方式。 

(3)  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 

(4)  非被排除保護之物。 

就建築著作保護而言較值得探討者為原創性與客觀化表達

方式之涵義，而我國著作權法上之建築著作是否已達建築藝術程

度者始受保護則尚無非議。 

 

三三三三、、、、相關法律制度及規範之分析與檢討相關法律制度及規範之分析與檢討相關法律制度及規範之分析與檢討相關法律制度及規範之分析與檢討 

((((一一一一))))伯恩公約伯恩公約伯恩公約伯恩公約 



伯恩公約對建築著作之保護過於擴張，於實務應用上實有若

干不符常態之作法，因我國正積極申請加入 WTO 之際，伯恩公

約對於建築著作保護之態度頗值我國著作權解釋上之參考。 

依其主張，若建築所有權人欲進行其室內裝潢或戶外增建、

拆除、改建等(如頂樓加蓋等，此一情形於我國尤為普遍)，是否

亦得經原建築師之同意方得施作?受保護建築著作之具體範圍除

一般概念下的建築物外尚包含不屬建築物之結構物，而建築物或

不屬建築物之結構物實則可歸為同一標的乎？此係就建築工程

與營建工程可視為同一類乎？實有待探討。 

 

((((二二二二))))美國法美國法美國法美國法 

美國法之要旨係以科學邏輯性方式予以剖析，惟缺乏藝術美

感，對於某些情形下具顯著性或獨特性的建築物是否得以商標方

式尋求保護？依其保護要件之說法，如舊金山大橋、紐約自由女

神像等之曠世著作，均已排除於保護之外，如此是否得當? 

除上述之原創性、固著性等原則外，建築物是否須具功能性?

建築著作之創作發揮乃係整理既有之各項素材而成，若該設計素

材非功能上所必需，則該著作是否即應受保護? 

 

((((三三三三))))日本法日本法日本法日本法 

依其著作權之精神，建築著作所保護者係為客觀的表現形式

而非構想。因此，建造方法、施工技術等其他專業領域之思想付

諸於圖面或文字，均不受著作構法保護。此舉顯然不當，蓋因施

工說明者係應與設計圖面相併用，二者有其不可分割性，實不宜

予以分割而個別約制。 

 

((((四四四四))))我國法我國法我國法我國法 

我國法主要是參酌各國之立法例，其所含客體最為豐富與具

綜合性，然對於各國之爭執點，如建造權之歸屬、建築所有權人

之權能發揮程度為何？仍未多議，似乎得以條文之解釋補充為

之。 

 

四四四四、、、、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1. 綜觀伯恩條約與美、日等國於建築著作之保護要件與保

護客體，就受保護之建物而言，在各國立法例多採擴張解釋見

解，如受保護之建物具有定著、恆久、封閉等之傳統意義建築物

外，其他諸如橋梁、庭園設計等亦包含在內；而有關原創性原則，



因個人審美觀念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程度各異，難以衡

準，惟至少需有最低程度之創作性應無疑問。 

2.「建築法」中定義之「建築物」與「著作權」法中所要保

護的「建築物」在意義上是不完全相同的，相關之著作權法其於

建築之用語宜與建築相關法規統一為宜，而建築與一般傳統之營

建構造物是否得以衡準相視仍有待探討。另外，本文尚未對建築

人格權、財產權及建築著作權之限制以及相關刑事、民事責任提

出說明，此一部份於學理與實務上均尚有諸多發展空間。 

3. 一般之土木工事係著重於工法之研擬(如施工說明書、規

範)與解決問題之方案構思，主要為大地施工技術、結構、材料

等之結合，其具體之表現即為設計圖面，若將之視為一般科技圖

形或文字著作，依司法實務認為其係依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形製成

實用物品，屬於實施而非重製，因而未受著作權保護。意即：科

技或工程設計圖形製作之著作人，對於他人按圖製成立體製品之

情事，並不能主張著作權受侵害。依此解說未免失之偏頗、格局

太小，是否得採公認方式承認之或將上述之設計圖、施工說明書

暨規範等視為一共同體而受著作權保護，亦值得探討。 

4. 構造物於施工過程中須繪製施工圖，其一般為原設計圖

於施工時之再細部設計，而於完工後在實務上亦須繪製「竣工

圖」，此部份乃為因應施工現場之實際地形、地貌等狀況而將原

設計圖面或尺寸略加修飾、調整而成。然若未經原設計者之同意

而由出資建造者逕行同意修改，其又可謂是「改作」或可解釋成

「合理使用」之範疇? 

5. 另外，於我國目前之著作權法中對於建築著作權尚有諸

多隱晦不清者，例如： 

(1)「建築」所表達者為一意象、空間之有形創作，其與一

般土木、營建構造物之差異界定為何?在保護建築構造物

時，是否可將土木、營建構造物透過登記實務，或採法院公

證形式以作為具體之個案認定。 

(2)建築著作之平面轉空間或空間轉平面，縱然於我國著作

權法中已有所保護，然其所保護物為轉換物之全部或部份？

如埃及的人面獅身像係結合人與獅之意象、不同物(人類+

動物)重疊之有形、恆久性著作，著作權法對該類著作之保

護程度如何？ 

(3)電腦科技之發達亦帶動建築設計時 3D、4D 之空間轉換，

或以電子郵件方式傳輸相關設計文件，因此，對於建築著作

於科技應用上之保護亦須多予注意。 



(4)建築財產權與人格權之分離及建造權，是否得以一次為

限之方式，以確保原著作者之經濟利益? 

 

五五五五、、、、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以上諸此種種皆意於建築著作權中尚有若干隱晦不明、有待

澄清處。1996 年末聯合國所屬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召

開會議，通過「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例」(WCT)，及「世

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及錄音物條約」(WPPT)，在我國即將進

入國際世界貿易組織(WTO)之際，其可預見「產業外移，著作(專

利)先行」之流通模式應已確立。 

土木、建築、營建雖屬傳統性工業，惟在此知識經濟時代，

該傳統性工業勢將結合各類科技產品，如 GIS、GPS、e-mail 傳

輸等，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如智慧財產權、著作權等亦將由

2D(如平面圖說)擴延至 3D(如立體影像模型)，將來勢必對國內文

化、經濟、產業等環境造成相當大之衝擊。本工程司係國內工程

顧問業之首屈，對此相關問題亦應提早因應，以樹立國內工程業

界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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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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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比爾‧蓋茲(Bill Gates)在其『數位神經系統 (Digital Nervous 

System)』一書中強調『你收集、管理和使用資訊的方式，決定了

輸贏』。相同的輸贏模式也會發生在未來的工程業界，為了探討

未來資訊對工程界的影響，因此考量將探討範圍縮小，使其侷限

於營建之監造工程範圍，並重新解讀比爾‧蓋茲的語句為『提供

即時工地現場資料收集、系統性的管理和使用資料的方式，將為

未來之營建工程是否能快速接受社會環境快速變化的主要關鍵

因素』。因此本工程司營管部先與資訊部後轉為與電子商務專案

合作開發『e 世代營建管理系統(e-CMIS)』，以增強本工程司在營

建工程方面接受未來挑戰之能力。 

e-CMIS 是構築於 e 世代資訊技術之營建管理系統，即是引

進採用先進的 e 世代資訊技術，以協助傳統工程之營建管理，將

工程資訊做系統性之管理，以提昇本工程司之營建工程先進專業

形象，並面對未來社會環境快速變化之挑戰。本系統所採用的 e

世代資訊技術包括『行動資訊(Mobile Computing) 』及『網路通

訊(Internet Communication) 』的結合應用。行動資訊就是利用掌

上型電腦(Person Digital Assistant；PDA)作為工地工程資料蒐集的

工具，而網路通訊則是透過網際網路以為資料流通之管道。同時

本系統也整合了工程界常用之軟體工具如 P3，AutoCAD。 

本系統已在本工程司所監造之北中南及馬祖等四個代表性

之工務所上線使用，工務所之每一監工皆配備一台 PDA 以搜集

工地現場即時之工程資訊，並配合數位相機與電腦連線，將工地

現況影像傳送到工務所營建管理資料庫中，以供監造單位執行日

報管理、估驗計價管理、變更設計管理、品管安衛管理、公文管

理、進度管理等。再透過網際網路及網站伺服器把各工務所的即



時工程資訊整合成可以圖形展示之進度標示，以供業主、監造單

位及營造廠商查詢。 

北中南及馬祖等四個代表性之工務所為： 

(1).北二高基汐段瑪東系統交流道工程之監造計畫(PDA，

e-CMIS，進度展示)。 

(2).中二高快官草屯段之監造計畫(PDA，e-CMIS)。 

(3).南二高九如林邊段之監造計畫(PDA，e-CMIS，進度展示)。 

(4).馬祖南竿機場新建工程及馬祖北竿機場跑道東移工程

(e-CMIS，進度展示)。 

本系統除了在工務所建置工務所營建管理系統外，尚在本工

程司總部建置總部營建管理系統，其提供之功能包括：工程問題

追蹤管理功能、人力調配管理功能、服務成本控管功能、工程進

度控管功能、工程知識管理功能等。其中工程知識管理功能更是

本工程司累積工程知識的最主要關鍵，本功能主要為建置工程討

論板(Discussion Board)及彙整工程問題 FAQ，使各工地可透過網

際網路彙總查詢歷史之工程問題 FAQ，及探討現階段之各類工

程問題；同時持續將工程討論板及各類工程問題的解決方法彙整

為工程問題 FAQ。 

 

一一一一、、、、研究動機與建置經過研究動機與建置經過研究動機與建置經過研究動機與建置經過 

傳統式的監造管理模式其於日報之填寫，一般由承包商每半

個月或每星期送施工日報表給予監造單位審查，監造單位亦填寫

監工日誌，但因資料分散儲存於各工程處或各個標案，又因不同

的監造人員可能常重覆輸入相同的資料，不但浪費監造人員時間

且因資料之不一致性造成後續資料之認定及整合的困難度，不一

致性的資料認定又造成於工程出問題時大家互相推諉責任，如此

不但降低專業形象及工作效率，而且間接增加監造人力與成本之

浪費。另於估驗計價階段承包商再詳細估算完成之數量，但因平

時之日報資料並無有效之控管及檢查日報資料之合理性，因此監

造單位需花較長的時間以核對承包商所提供之估驗計價資料，若

承包商與監造單位在數量之認定上互有不同意見，則計價時程也

需因此而拖長。再於變更設計或於完工後準備竣工文件時，常因

無法判定資料之正確性，故需再花時間與人力重新彙整資料。凡

此種種皆為增加監造單位與承包商之人力與成本。 

傳統式的監造管理模式不僅無法提供及時之工程資料，且對

於日報資料之正確性無法確認，因無法有效的管控工程進度、品

質。傳統的監造管理模式亦無法有效的累積工程知識，工程施工

過程的有效資料將隨著工程之結束而流失，甚或隨著工程師之離



職而造成工程施工之延誤，凡此皆為無一套有系統之工程管理工

具以控管工程之故。 

因應網路化、公開化及共享化之資訊潮流趨勢，本工程司堅

持在工程監造過程中之工程資訊皆應透明化、公開化及與工地現

場同步化，並能透過網際網路隨時即時取得所需之工程資訊，以

提升國內工程界在監造及施工管理之能力與水準。因此本工程司

即著手研究改善傳統監造管理之缺失，於 1999 年中開始投入行

動式工程管理之研究方案，計畫利用掌上型電腦(Person Digital 

Assistant；PDA)來搜集工地現場即時的工程資訊，並配合數位相

機與電腦連線，將工地現況影像傳送到營建工程資料庫中。再藉

由營管專家系統和決策支援系統，來協助控管資源分派及解決工

程潛在的問題，據以改進傳統監造管理的缺失。 

本工程司於開發 PDA 過程中，因當時 PDA 相關參考資料並

不多，透過網際網路所能找到的也只是些許參考資料，接下來的

是不眠不休的研發階段，最後終於克服技術上的問題，發展出全

台灣第一套 PDA 之工程營管系統，當時所採取用之資料庫為賽

貝斯軟體(Sybase)之UltraLite Database，賽貝斯公司技術總監Moon 

Lin 先生得知消息後，特由美國搭機來台灣參觀本工程司之 PDA

工程營管系統，工程稱讚本工程司雖未由賽貝斯公司內部取得特

別的協助，但亦可完成全世界鳳毛麟趾的 PDA 開發誠屬不易。

本工程司 PDA 開發小組亦得到非常的鼓舞。後續賽貝斯公司即

與本工程司於西華飯店正式簽訂合作備忘錄。 

為完整的考量本工程司之監造管理，後續由營管部召集北二

高基汐段、中二高快官草屯段、南二高九如林邊段等工務所之監

造管理會議，綜合會議內容及參考由本工程司朱福來副總工程師

先前已建構之 CMIS(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功能架構，並參考國工局之 ISO 工程標準作業手冊，而建構起

e-CMIS 之雛型架構，後經電子商務專案開發初版程式，經由基

汐段工務所先行試用，並多次提出工地實用性之建議，於是

e-CMIS 系統才逐漸由試用階段邁向實用階段。目前正由北二高

基汐段、中二高快官草屯段、南二高九如林邊段及馬祖南竿機場

等工務所使用中，同時營管部與電子商務專案也正協助其他剛開

工之各監造專案使用本系統。本系統也不負眾望的得到臺灣營建

研究院所頒發的”傑出營建自動化工程專業人員”獎。 

另於 e-CMIS 規劃之初原本想參考本工程司委外界學術單位

研發之『GIS 營建管理系統』，但因『GIS 營建管理系統』之架

構設計仍停留於電腦單機架構，非為網路之架構設計，而其資料

庫設計並未經過正規化(Normalization)之處理，因此資料彼此間



無法同時同步。且其流程設計過於簡化監造作業(例如假設日報

資料僅由一人輸入，惟實際係由多人輸入)，與實際監造尚有差

距。又其螢幕輸入畫面不夠精致(傳統 DOS 之 Menu、Button 設計，

非 Window 式之 Pull Down Menu)等因素，再者考量研究成果之智

慧財產權保密與權利歸屬問題，經上述之分析，最後本工程司逐

漸將相關 e-CMIS 之研發案內移，由電子商務專案全力支援。 

 

二二二二、、、、研究目標研究目標研究目標研究目標 

基於改進傳統監造管理所無法提供及時工程資料、無法有效

的累積工程知識、無法有效的管理工程資料，以及增加人力與成

本之支出等缺失，本工程司擬定以 e 世代之資訊技術開發營建管

理系統，系統功能應包括：直接在 PDA 上填寫後，可透過序列

埠或電話撥接網路匯入工務所的營管系統，同時在 PDA 上亦可

查詢工程規範、施工照片等資料，於工務所營管系統上可執行即

時之日報資料、估驗計價資料等管理功能。最後各工務所營管系

統再透過網際網路，將工務所工程資料匯入總部營管系統，以供

成本控制和資源控制等管理功能。如此將能達成現場營管、工務

所營管以及總部營管三階段的管理系統，都能維持資訊的即時

性、一致性與精確性，進而構築本工程司的企業資源管理體系，

以因應市場快速變遷所需的精準決策之需。因此本研究專案之目

標設定如下： 

(1).建構以 PDA 為工程資料之收集工具，以簡化每日監工之

工程資料輸入作業，用以掌握及時工程資料。 

(2).監工之工程資料應可透過序列埠或電話專線匯入工務所

之資料庫系統，用以檢查每日資料之合理性並由主辦工程師

檢核工程資料之正確性。 

(3).系統化的蒐集工程資訊並以資料庫為彙整之核心，透過

統計分析將工程資訊轉換為工程知識，用以累積企業知訊

(Infoledge)。 

(4).建構透過網際網路以圖形查詢方式隨時皆可查詢工程即

時進度示意圖、施工照片及設計圖，用以公開化及透明化工

程資料，增進工程進度、品質的控管。 

(5).提供工務所營建管理系統以管理工程基本資料、日報資

料、估驗計價資料、變更設計資料、決策資料、竣工決算資

料、品管安衛資料、公文資料等。 

(6).提供總部營建管理系統以管理各工務所之工程問題追

蹤、人力調配及服務成本與工程進度等，以提昇企業競爭力。 

 



三三三三、、、、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請參閱圖一整體系統架構圖 

 

 

四四四四、、、、系統功能系統功能系統功能系統功能 

本系統之工作範圍分為四部份，首先為 PDA 監工日報系統 

(PeCMIS；PDA for eCMIS)之開發，其二為工務所營管系統 

(FeCMIS；Field control for eCMIS)之開發，其三為工務所即時資

料展示網站建置，最後為總部營管系統 (HeCMIS；Headquarter for 

eCMIS)之開發，分別說明如下： 

4.1 PDA4.1 PDA4.1 PDA4.1 PDA 監工日報系統監工日報系統監工日報系統監工日報系統 (PeCMIS (PeCMIS (PeCMIS (PeCMIS；；；；PDA for eCMIS)PDA for eCMIS)PDA for eCMIS)PDA for eCMIS) 

(1)資料下載功能： 

提供一簡單選擇資料上下載介面程式，以供伺服器之作業項

目、契約項目等工程資料依監工人員之需求下載工程資料至

PDA 中，供 PDA 後續輸入監工日報表之用。 

(2)資料上載功能： 



監工人員，上載日報資料至後端資料庫。上載資料包括：施

工品質、進度、安衛、工程問題、施工資源(人、機、料)使

用情形等。 

(3)監工日報管理功能： 

於 PDA 上可新增監工日報表，其中作業項目、契約項目等

可以選項方式選取，同時可刪除及查詢已輸入之監工日報

表。 

4.24.24.24.2 工務所營管系統工務所營管系統工務所營管系統工務所營管系統 (FeCMIS (FeCMIS (FeCMIS (FeCMIS；；；；Field control for eCMIS)Field control for eCMIS)Field control for eCMIS)Field control for eCMIS) 

(1)登入登出功能： 

為系統安全檢查的其本步驟，借由身份的確認，由系統提供

相對應的操作功能。如為監工輸入則提供日報輸入之功能；

如為主辦工程師輸入則提供計畫之管理功能；如為系統管理

者輸入則提供整體系統之管理功能。 

(2)工程基本資料管理功能： 

包括專案基本資料輸入、作業項目資料輸入及 PDA 下載資

料選擇，除輸入之新增功能外，並提供對資料之查詢、刪除

及修改功能。 

(3)日報管理功能： 

監工可利用掌上型電腦(PDA)於工地現場填寫日報資料，再

透過 PDA 與電腦連線將日報資料輸入到電腦的資料庫裡，

各監工所填寫之日報資料每日自動由系統產生當日之彙整

過的日報資料(追朔期間為七日)，這些彙整過的日報資料再

由主辦工程師審查，最後由計畫經理或工地主任簽署核定日

/月報資料。 

(4)估驗計價功能： 

內業工程師透過估驗計價功能可以日報資料百分比之方式

彙整初步之估驗計價資料，再經由合理之分析調整產生估驗

計價表，由主辦工程師審查估驗資料，最後由計畫經理或工

地主任簽署核定估驗資料。 

(5)變更設計功能： 

施工過程中難免會依照工程現況而改變原來之設計，本功能

就是給主辦工程師修正工程變更設計的項目包括：契約項目

增加或減少、作業項目之新增或刪除及工期之變更等；另還

可以更新或修改原合約的工程項目數量，也可以查詢歷次之

變更設計總表、變更作業項目詳細表、變更契約項目詳細表

等。 

(6)竣工決算功能： 



可快速的計算整理出竣工數量，並且對工程施工的過程整合

成一套完整的資料，在竣工結案時可以最短的時間彙整成為

竣工報告，節省許多彙整的時間和人力。 

(7)品管安衛功能： 

本功能包括：品質管制、監造查驗、安衛記錄、工地現場、

職災統計、環境影響等，除輸入之新增功能外，並提供對資

料之查詢、刪除及修改功能。 

(8)公文管理功能： 

提供收發文資料之輸入、查詢及列印功能 

(9)圖說管理模組及屬性資料建立功能： 

本功能包括設計圖檔資料管理、設計圖檔圖面編修功能及網

際網路工程進度圖檔資料展示功能。可查詢圖檔原始設計

圖、施工圖、變更設計、竣工等狀態。可查詢品管安衛、往

來公文之審查紀錄、追蹤稽核、文件確認等。可查詢規範、

規格書、計算書等資料。 

4.34.34.34.3 工務所即時資料展示網站建置工務所即時資料展示網站建置工務所即時資料展示網站建置工務所即時資料展示網站建置 

(1)網站伺服器架設：包括以 Linux OS 建置網站並安裝防火

牆系統。 

(2)網站與資料庫連接：架設網站與資料庫連接之通道，以

供瀏覽器端查詢工程基本資料、工程進度資料、S-Curve、

施工照片、航照資料、品質、工安、環保稽查統計資料等。 

(3)圖說管理模組：可查詢圖檔原始設計、施工圖、變更設

計、竣工等狀態。可查詢設計文件之審查紀錄、追蹤稽核、

文件確認等。可查詢規範、規格書、計算書等資料。 

4.44.44.44.4 總部營管系統總部營管系統總部營管系統總部營管系統 (HeCMIS (HeCMIS (HeCMIS (HeCMIS；；；；Headquarter for eCMIS)Headquarter for eCMIS)Headquarter for eCMIS)Headquarter for eCMIS) 

(1)工程問題追蹤管理功能：透過網際網路彙總各工務所的

工程問題，並追蹤管理各項工程問題的解決現況和方法等。 

(2)人力調配管理功能：各工務所可將人力專長及人力釋出

時間表公布在人力調配網站上；各個單位依照人力的需求也

可到網站上登錄，儘速完成人力重新配置。 

(3)服務成本控管功能：各工務所、專案計畫可將每月服務

費實支金額、完成金額等輸入總部營管系統內，經彙整後可

製成各單位成本分析控管表以利成本管制。 

(4)工程進度控管：各工務所、專案計畫可將每月(或即時)

進度輸入總部營管系統內，經彙總後可製成各單位進度控管

表，以利進度控管。 

(5)工程知識管理功能：建置工程討論板(Discussion Board)及

彙整工程問題 FAQ，使各工地可透過網際網路彙總查詢歷



史之工程問題 FAQ，及探討現階段之各類工程問題；同時

持續將工程討論板及各類工程問題的解決方法彙整為工程

問題 FAQ。 

 

五五五五、、、、操作螢幕操作螢幕操作螢幕操作螢幕 

5.15.15.15.1     PDA PDA PDA PDA 日報螢幕日報螢幕日報螢幕日報螢幕((((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PDA日報螢幕    

 

 

 

 

 

 

 

 

 

 

 

 

 

 

 



5.25.25.25.2    作業項目點選螢幕作業項目點選螢幕作業項目點選螢幕作業項目點選螢幕((((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5.35.35.35.3    估驗計價螢幕估驗計價螢幕估驗計價螢幕估驗計價螢幕((((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5.45.45.45.4    變更設計螢幕變更設計螢幕變更設計螢幕變更設計螢幕((((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5.55.55.55.5    網站即時圖形進度展示螢幕網站即時圖形進度展示螢幕網站即時圖形進度展示螢幕網站即時圖形進度展示螢幕((((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圖六圖六圖六圖六))))    

 



5.65.65.65.6    網站即時報表查詢螢幕網站即時報表查詢螢幕網站即時報表查詢螢幕網站即時報表查詢螢幕((((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圖七圖七圖七圖七))))    

 
 

六六六六、、、、結論與未來展望結論與未來展望結論與未來展望結論與未來展望 

為達到營建自動化工作目標之營建管理再造模式，財團法人

中華顧問工程司自行開發『e 世代營建管理系統 (e-CMIS)』應用

於監造工程，成效良好備受業界重視及肯定﹔今本工程司擬以發

展及推廣 e-CMIS 的經驗，投入『e 世代營建工程進度管理系統 

(FeCMISi；FeCMIS internet) 」開發建置，期為營建業提供一

Web-base 的電子化進度管理系統，並輔以完整的廠商輔導及教育

訓練等推廣計畫，降低廠商導入營建電子化作業的困難及門檻。 

e-CMIS 為輔助本工程司大型監造工程專案之用，而 FeCMISi

可協助本工程司較小型監造工程專案及營造廠商施工管理之

用，後續將持續開發之 FeCMISi 提供藉由網際網路科技的應用，

改造既有的管理模式及作業流程，並建構更具彈性與經濟效益的

競爭力，以因應快速變化的市場與業主之需求。 

FeCMISi 將可協助營造廠商透過網際網路確實掌握施工進

度、工程完工數量及控制工程成本，對每一承辦之工程均擬訂施

工計畫，施工進度排程報送業主相關單位審核，核定後作為施工



人員、機具、材料調度及估驗計價等之依據。目前正於建置階段

之 FeCMISi 系統功能包括：專案基本資料建置作業、作業項目資

料、契約項目資料及其關聯資料建置作業、日報資料建置作業、

報表印製作業及系統管理作業等子系統。 

 



新世紀的網路語言- XML 

  
資訊部 
工程師 許博堯許博堯許博堯許博堯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可延伸標記語言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是目前最

熱門的網際網路技術，它是由 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所推薦的標準。因其為網際網路量身訂製的特性、邏輯結構的嚴

謹性及具驗證功能，儼然成為資訊交換格式的主流。本文針對

XML 之發展歷史、特性與優點、相關技術及各種應用作一簡介，

並對營建領域之應用方向作一探討。 

 

一一一一、、、、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        XML 發展歷史 

提到 XML，就不得不談談 HTML 以及 SGML(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HTML 問世以來，大幅地促進了

Internet 與全球資訊網 WWW(World Wide Web)的發展。其設計目

的在於將文件內容透過 Internet，以 browser(瀏覽器)呈現在使用

者面前，是人機介面下的優秀格式，但在機器間的流通傳遞卻有

著嚴重的問題。為此，制訂 HTML 的全球資訊網協會 W3C 開始

著手研發下一代的網路技術 XML。XML 的前身 SGML 推出於

1986 年，是一種用來描述電子文件結構與內容的標記語言，具

有嚴謹的結構與標準，非常適合作為電子文件的流通與交換。但

是 SGML 過於繁瑣與複雜，W3C 便將其簡化而成為 XML。W3C

在 1998 年二月正式推薦 XML 1.0，2000 年 10 月則再修訂為目前

的 XML 1.0 第二版。 

�       XML、SGML 與 HTML 

XML 雖是為彌補 HTML 的缺點而產生，但它卻不是以取代

HTML 為目的。XML 與 HTML 皆是由 SGML 所衍生而出，屬於

SGML 的一個子集合(subset)，因此文件都是以一個個標籤(tag)組

合而成。不同的是，HTML 的標籤皆以顯示(layout)為目的，比如

<font>、<table>、<tr>、<td>等等。而 XML 的標籤卻是由使用者

自行定義，使得文件具有自我描述的能力。XML 的顯示(layout)

必須透過其他技術來實現，這使得網頁的內容與顯示得以完全分

離，大幅提昇重複使用性。 



SGML、HTML 與 XML 並不會因為任一個的存在，而使另

一者消失。XML 主要用於長期使用且需結構化的文件；HTML

則將繼續應用於快速出版的簡單網頁。至於 SGML，雖然無法廣

泛地被 Internet 接受，但是將繼續適用於複雜結構的應用。XML、

SGML 與 HTML 的關係如圖一所示： 

 

 

 

 

 

 

 

 

  

圖一  XML 與 SGML、HTML 關係圖 

 

�      XML 的特性 

(1)XML 的規格是簡單的，其設計原則是希望與其相關軟體

能具高度的相容性，且降低相關應用程式撰寫的困難度。 

(2)XML 是一個開放性標準，不隸屬於任何一個公司或團

體。任何研究單位與公司都可取得 XML 的規格，並以此為標準

進行開發。 

(3)XML 的使用具有彈性。使用者可以制訂屬於自己的標記

與文件架構，且可以提供其他使用者採用。 

(4)XML 的文件是有效率的。對於同一份內容，使用者只需

要建置一次便可以使用多次，且經由傳輸可與其他對文件有需求

的單位共享資料。 

(5)XML 是國際性傳遞資料的特性。文件結構中內建了對全

世界的文字支援，經由使用語言及編碼方式的設定，文件可以有

正確的展現方式。 

(6)XML 文件具可控制管理的特性。XML 可透過類似資料庫

的操作技巧來使用該份文件，可作為簡易的網路資料庫使用。 

�     XML 的優越性 

(1)跨平台 

(2)結構簡單 

(3)原生的網際網路語言 

(4)實現機器自動讀取網頁 

 

 

XML 

HTML 

SGML 



(5)更精確的搜尋 

(6)具有識別資料提供者與驗證之功能 

(7)可降低重複資料的傳輸，強化網路資源的使用效率 

 

二二二二、、、、XMLXMLXMLXML 技術概觀技術概觀技術概觀技術概觀 

�       XML 文件格式 

XML文件結構可分為宣告(Document Type Definition, DTD)和

實體(Document Instance)兩部分。前者定義文件架構、格式與資料

型別，後者則為文件內容。文件內容描述格式的最小單位為元素

(Element)，元素由起始標籤(Start-Tags)、結束標籤(End-Tags)和標

籤內容所組成，另外可對單一標籤設定屬性(Attribue)，如： 

<日期 記年方法 = ”西元”> 

2001/10/05 

</日期> 

其中「日期」即為此元素名稱，<日期>為起始標籤、</日期

>為結束標籤、「2001/10/05」為標籤內容，「記年方法」則是「日

期」元素的「屬性」。當一份 XML 文件中的所有元素格式皆完

整，且滿足 XML 規範中的相關法則時，此份 XML 文件可稱為

「Well Formed」。 

�       DTD (Document Type Definition) 

在 DTD 中可以制定文件的結構性，而 XML 允許使用者自

訂 DTD。建立 DTD 可加強 XML 文件在結構上的要求，但使用

者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使用 DTD，一份文件可以參照零或一個

以上的 DTD。由於 DTD 是在 SGML 時代所制訂，因此仍有許多

地方待補強，主要缺點有二： 

(1) DTD 本身並非 XML 文件。 

(2) DTD 描述資料型別的能力薄弱。 

�       Schema 

Schema 與 DTD 類似，也是定義文件結構的方法。由於 DTD

擁有上述的缺點，因此 W3C 參酌業界相關的 Schema 提案，如

DCD (Document Content Description)、RDF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SOX（Schema for Object-oriented XML）以及 XML 

Data，訂定了 Schema 標準。Schema 本身即是標準的 XML 文件，

可以使用 XML 的相關操作方法進行處理，且對描述資料型別的

能力大幅提升，改善了 DTD 功能的不足。XML Schema 已在 2001

年 5 月獲得 W3C 的推薦，成為正式標準。 

�      VALID 

當一份 XML 文件滿足下列所有條件，就可稱為 VALID 



(1)該份 XML 文件是 well-formed。 

(2)該份 XML 文件有使用 DTD 或 Schema。 

(3)DTD 中的語法是正確的。 

(4)該份 XML 文件符合所使用的 DTD 中定義的規範。 

�      CSS (Cascading Style Sheet) 

      CSS 在以往是用來支援 HTML，用來控制 HTML 文件中的

字體與排版效果。利用 CSS 可將 HTML 中的文字內容與顯示格

式進行分離，達到版面再利用的目的。而 CSS2 則進一步地支援

XML，使缺乏顯示(layout)能力的 XML 得以進行版面設定。 

�                      XSL (Extensible Style Language) 

XSL 與 CSS 一樣，兩者擁有相同基本的目標，但 XSL 是專

門為高度結構化、資料豐富的 XML 所設計的語言，且 XSL 本身

也是標準的 XML 文件。利用 XSL 之技術，可以將 XML 文件中

的資料轉換成 HTML 或是其他的格式，因此可以簡單的利用不

同的 XSL 來呈現相同的一份 XML 文件。當必須更改不同的呈現

方式，不須重新更改 XML 文件，只須配合不同的 XSL 文件。經

由資料與資料之呈現方式分離之技術，XML 文件可以達到重複

利用的目的 (如圖二)。 

 

 

 

 

 

 

 

 

�        DOM (Document Object Model) 

DOM 是 一 個 跨 平 台 的 應 用 程 式 介 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用以描述文件的重要架構，所以網

站架構者可以利用 DOM，以標準的方式存取及操作 XML 資料。 

 

三三三三、、、、XMLXMLXMLXML 的應用的應用的應用的應用 

由於 XML 具有跨平台、結構嚴謹而簡單、開放等優點，因

此各領域紛紛以 XML 作為其垂直或水平傳遞文件之標準。XML

XML 文件 

Style sheet1 

Style sheet2 

Style sheet3 

Output1 

Output2 

Output3 

圖二 XML 文件配合不同之 Style sheet 之不同呈現方式示意圖 



應用領域相當廣泛，舉凡電子商務、電子資料倉儲、數據資料交

換、前後文檢索、多媒體傳輸、化學科技領域，甚至營建工程領

域等不同領域的特殊文件格式，皆可用 XML 加以定義，來達到

網路上文件統一的目的。以下列舉部分 XML 應用： 

�       B2B EC( Business To Business e-Commerce )應用 

B2B EC 是 XML 出現後最熱門的應用課題。目前主要的兩

個解決方案如下： 

�           BizTalk 

由 Microsoft 所主導。BizTalk 共分三部分，BizTalk Framework

提供一主體架構，讓各系統廠商根據不同產業特性及需求，訂定

其交易標準(DTD 或 Schema)；BizTalk.org 網站負責收集及保存各

產業之水平及垂直標準；最後，Microsoft 推出 BizTalk Server 2000

來提供企業導入 BizTalk 架構的 B2B EC 交易。營建業所使用之

aecXML 標準即是建構在 BizTalk Framework 之下，這部分將在下

一章詳細說明。 

�          WIDL (Web 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 

由WebMethods公司所主導之B2B EC標準，目前SAP及Sterling 

Commerce 皆在其上建置電子商務系統。WIDL 亦可建立在 BizTalk

的架構下。 

�        SOAP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al) 

SOAP 是目前 Microsoft 最新的.Net 平台所使用的核心技術。

透過 SOAP 技術，可以經由 Internet 通訊協定(HTTP、FTP)在分散

式的系統中呼叫遠端的物件。這使得傳統上只能等待使用者下載

資訊的網站，轉變為提供「Web Service」的「Web Component」。 

�        WML (Wireless Markup Language) 

行動電話 WAP 通訊協定所使用之文件標準。透過 WAP 協

定，可使用行動電話接收各種 WML 格式之文件，進行文字與圖

形的展示。 

�        SMIL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Language) 

多媒體內容整合領域使用。如 RealPlayer G2 即利用 SMIL 融

合視訊、聲音與動態文字獨立於瀏覽器播放，呈現整合型的多媒

體視聽環境。 

�        CML (Chemical Markup Language) 

化學領域使用，用以標示化學分子。 

�        BSML (Bioinfomatic Sequence Markup Language) 

描述生物與醫學領域的相關資料。 

�        MathML (Mathematical Markup Language) 

描述數學領與的特殊公式、符號。 



�        SVG (Scalable Vector Graphics) 

將向量圖檔的描述，以 XML 的方式轉成文字檔，再與 HTML

整合，以表現形狀、影像、文字等，功能類似於現今熱門的 Flash

技術。但 SVG 是由純文字的 XML 所組成，利於搜尋與資料庫存

取。且 SVG 開放的架構，不受單一公司的操控。預期不久的將

來，SVG 將會取代 Flash 而成為新的網路向量動畫標準。 

�        RDF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 是在資料中加入索引與目錄資料的語言，可於檢索資

料時透過相對應標籤搜尋內文，以提升檢索效率。RDF 可應用

於電子型錄內容描述、 

�        XML/EDI (Electric Data Interchange) 

傳統 EDI 係利用封閉性網路連接(如金融業)，成本高昂且標

準不一。以 XML 技術導入 EDI，透過網際網路，可使其由傳統

鍊狀式的資料交換，跳脫為網狀式的資料散布。如此導入的企業

不再需要針對特定的上下游廠商投資固定的硬體線路費用，同時

也可利用網際網路既有的加密技術如 SSL、SET，達到安全性的

要求。 

 

四四四四、、、、aecXMLaecXMLaecXMLaecXML 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        aecXML 簡介 

aecXML 是一個以 XML 技術為基礎，提供營建、建築工程

產業(AEC，Architecture-Engineering- Construction)電子資料交換之

架構。aecXML 是由賓特利公司(Bently Systems, Incorprated)在 1999

年首先提出，並訂定其基本架構。目前 aecXML 的制訂已移轉至

IAI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Interoperability)進行運作，共有七個工

作小組，以及 600 多位業界人士參與制訂計畫。aecXML 的基本

目的有下列四點： 

利用電子資料交換以改變傳統紙張資料交換。 

(1)將紙張所儲存之資料轉換成電子型態儲存。 

(2)提供文件之線上查詢及更有意義及效率之查詢方式。 

(3)提供管理人員更多的資訊，以更有效率的管理工程。 

�         aecXML 整合之介面 

營建產業的介面相當多且複雜，所以 aecXML 在設計之初，

就己經考慮以下列三個方向來解決了介面整合的問題： 

(1)文件傳遞(document file transfer)格式之整合： 

在傳統以檔案為主(file-based)之作業的流程中，不同的文件

格式，往往造成資料之重置(data - reentry)，同時也降低文件交換



之速度，或是資料重置時所造成之錯誤，所以在文件傳遞之格

式，aecXML 訂定了統一之格式。 

(2)軟體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之整合： 

軟體介面在交換資訊時，常將資訊轉換成其他互通格式，以

方便資料轉換，如此常常造成軟體和資料轉換格式高度相依

(tight coupling)，即使是同一個軟體也會因為版本之不同，而使得

資料無法互通，所以 aecXML 在規定統一的軟體資料交換介面，

以增加軟體的互通性。 

(3)資料庫介面之整合： 

若是資料已經電子化儲存，也常常因為軟體製作時，會預設

一特定之資料庫，而造成軟體升級時，或是軟體增加新功能時，

必須沿用以往之資料庫，否則難以相容，所以在資料庫之介面也

必須整合。 

�         aecXML 之 schema 分析 

營建產業之工程資訊相當的複雜，而 aecXML 正是用於營建

產業之資料交換標準，因此 aecXML 文件結構之複雜可想而知。

以下為 aecXML 之簡單分析。 

�        <aecXML/> 

<aecXML/>是一份 aecXML 文件之根元素，用來包裝整個

aecXML 文件。<aceXML/>元素下所包含的最重要兩個元素為

<communication/>及<project/>。 

�        <communication/>元素其下包含子元素<To/>及

<From/>，用以儲存該份 aecXML 文件傳遞的來源及目標 

�        <project/>元素就是用來儲存工程資訊最重要的部分，其

下包含相當多的子元素。在此不一一詳述，僅將將一些較重要的

子元素列出如下： 

�       <name/>元素：工程名稱。 

�       <owner/>：業主之資訊。 

�       <participant/>：參與廠商之資料。 

�       <BuildingComponent/>：工程所需之材料，如混凝土等，

同時有相當多的子元素，來描述材料之性質，如<density/><color/>

等 等 ， 其 中 又 可 以 分 為 四 大 項 ， <DesignationData/> 、

<DesignData/>、<EstimationData/>、<ScheduleData/>，分別是用來

存放材料性質(如密度)、設計資訊(如強度)、估價資訊(如材料數

量)及排程資訊(如工項)。 

圖三為 aecXML 文件結構之簡易樹狀圖。 

 

 



 

 

 

 

 

 

 

 

 

 

 

 

 

 

 

 

 

 

 

 

 

 

 

 

 

 

 

 

 

 

 

 

 

 

有關 aecXML 之詳細介紹，請參考  www.aecxml.org 及 

www.bizTalk.org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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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aecXML 文件結構樹狀圖 



五五五五、、、、營建業之營建業之營建業之營建業之 XMLXMLXMLXML 應用研究應用研究應用研究應用研究 

由於 XML 已正式成為新一代網路及文件標準，因此國內各

學術機構均有營建領域相關之 XML 應用研究，其中以台大、交

大土木所及 NII(經濟部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之研

究為主。而在應用實例方面，目前國內營建相關產業牽涉到 XML

技術推廣與應用之案例，多為經濟部主導之計畫，以著眼於營建

產業自動化或電子化之發展為前提。與 XML 技術雖無直接關

聯，但可間接將 XML 技術導入營建產業。主要應用可分為以下

三大方向： 

 �        營建資訊電子化、標準化及資訊共享 

營建設施完工後所留下的資訊種類繁雜、數量龐大，各項設

備的相關訊息往往分散於不同種類資訊間，使得蒐集資訊有其困

難。加上以紙本作為資訊傳播媒介且格式不一的情況，使得資訊

在更新維護與再利用上有其不便之處，造成資訊版本不一，資訊

重複建置等情況。利用 XML 建立標準化的電子化資訊，輔以共

享資料庫及網際網路傳遞，將可解決資訊更新不易、版本衝突的

情況，提升營運與維護作業之效率。 

�        電子招標、投標、備標系統 

營造廠傳統上於分包採購作業過程中，時常因為資訊封閉而

造成諸多弊端。導入電子招標系統將可有效改進傳統發包時間過

短、不確定性高、 不易擇優、範圍限制等缺失。利用 XML 建

立文件溝通、傳遞標準，作為營建工程分包招標資訊之產生與管

理依據，正是電子招標系統中重要的核心技術。  

�       營建電子型錄 

導入電子市集之觀念，以 XML 技術建立電子型錄系統，解

決營建業採購作業中繁瑣的產品資料查詢與詢議價機制之效率

無法提升的問題。目前國內由中鋼集團及遠東集團所合資之網際

優勢( http://www.uxb2b.com )正在進行相關市集的建立，其中「鋼

鐵優勢」網站( http://steel.uxb2b.com/ )已上線運作。 

 

六六六六、、、、結論及建議結論及建議結論及建議結論及建議 

XML 是最新的網際網路資料標準，它將文件中的「內容」

及「表現」部分分開儲存，使得文件具有自我描述的能力，而讓

程式能夠自動讀取網頁，並廣泛地運用於 B2B 電子商務中的各

種資訊交換。XML 的出現將網際網路的發展帶入另一個新紀

元，它將全球資訊網由資訊分享的網路轉變成全球知識庫及整體

計算平台。所以專家稱 XML 為網路的第二波革命，它是企業提

升 E-learning 或 E-commerce 服務品質的核心新技術，也是本



工程司 e 化過程中必走的方向。以下提出本工程司對 XML 技術

之應用方向： 

�      文件管理 

XML 最強大的功能即在於處理公司文件中的資訊。由於

XML 文件具有自我描述的能力，使得搜尋引擎能瞭解文件內容

的含意，而獲得更精準的搜尋結果。且 XML 具有「雙向連結」

的功能，使得各文件間的關連性更加緊密。 

�        網站內容管理 

XML 相對於 HTML 的優點，就是可以將網頁的樣式和網頁

的內容分開處理，因此撰寫內容人員與美術設計人員工作可完全

獨立而不互相影響。而由於版面與內容分開，使得兩者之再用性

也大幅增加。 

�        電子商務 

XML 跨平台、跨語系與適用於 Internet 的特性，使得 XML

已被廣泛地用於電子商務(尤其是 B2B)的資料交換。其中營建業

之 aecXML 目前尚處於制訂階段，本工程司宜緊密掌握其發展

狀況，做好導入之準備。 

�        其他 XML-based 之網路技術 

以 XML 為基礎的 Microsoft.Net、SOAP、WML、SVG、

SMIL 等網路技術已逐漸成為資訊業界之標準技術，本工程司在

程式開發服務方面應隨時掌握業界最新動向，提升對業主服務之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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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度分析在工程上之應用─ 

以大地工程為例 

 

地工部 

工程師 
林士誠林士誠林士誠林士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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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的大地工程設計分析上，常將土(岩)的特性參數視為

一確定值再以安全係數來籠統考量既已存在之工程系統的不確

定性，以致無法確實瞭解設計時採用之安全係數所對應的風險程

度，因此應用機率統計作為基礎之可靠度分析方法，不僅可以掌

握設計過程中構造物之破壞失敗機率，同時也可藉以克服因參數

的變異性所帶來的困擾。為說明可靠度分析方法在工程上之應

用，本文乃將土壤特性參數視為隨機變數，就大地工程較常遭遇

到之基礎沉陷問題，分別介紹總安全係數及偏安全係數之可靠度

分析方法。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工程設計所採用之安全係數，大都考量構造物在使用年限內

合理之發生機率情況下，其組成構件承受最大外力作用時，仍能

發揮原有設計之使用功能。然在大地工程設計所採用之安全係數

常較結構工程所採用者為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地工程隱含著諸

多之不確定性，諸如地層狀況(異向性及非均質性)之掌握、土(岩)

體行為之確定性及其特性參數之變異性等，均是困擾工程師的問

題。因此應用統計機率方法，將結構物之強度及使用期間之最大

外力視為隨機變數，應用可靠度(reliability)分析方法可獲致在合

理發生破壞失敗機率下之安全係數，將可靠度分析方法應用於大

地工程設計上，不僅可以解決地層特性參數不確定性之困擾，同

時也可以評估所採用之安全係數的對應破壞機率。目前在大地工

程安全係數之應用上而言，大致可分為總安全係數及偏安全係數

法兩種，如淺基礎常以總安全係數方法評估容許承載力；而樁基



礎則較常採用偏安全係數方法，就樁端點承載力及樁周圍摩擦力

分別評估。 

基於上述，為說明大地工程設計所採用的安全係數所對應之

破壞機率有一較為完整之分析，本文乃就可靠度理論及分析方法

加以介紹，並以大地工程常遭遇之土壤沉陷問題做一簡要之說

明。 

 

二二二二、、、、隨機變數與機率分佈隨機變數與機率分佈隨機變數與機率分佈隨機變數與機率分佈 

 可靠度分析乃基於統計機率觀念，針對工程系統在使用期間

的安全性而加以量測，使工程設計能在合理的失敗機率下獲得其

安全係數，因此當工程設計需進行可靠度分析時，其系統的阻抗

強度(R)及設計要求(Q)即需以隨機變數來模擬。因此，在進行可

靠度分析前，需針對隨機變數之特性及其分佈，加以探討。 

2.12.12.12.1 隨機變數隨機變數隨機變數隨機變數 

為適當地描述隨機參數之特性，一般較常採用直方圖

(histogram)或頻率圖(freguency)來表示[1]，尤其利用頻率圖不僅可

以求得對應之或然率密度函數(PDF)，並可求得或然率分佈函

數。而為描述或然率密度函數，需先評估分佈中的統計參數值，

如平均值、標準偏差及變異係數等。由於在工程上，因變數常包

含一個或多個自變數，當自變數為隨機變數時，因變數便可能為

隨機變數，而其或然率密度函數之平均值或標準偏差，便有下列

之表示方式。 

(1)單隨機變數函數 

因單隨機變數函數較為單純，故可直接求得其密度函數。當

Y 為 X 之函數時，即其關係為 Y=g(X)，則 Y 之密度函數可以下

式表示： 

        
dy

dg
gfyf XY

1
1)()(

−
−=

                                                                    (1)   其中
1−g 表示 )(1 yg −

為 g 之反函數。 

(2)多隨機變數之函數 

在工程應用上，目標函數 Y 通常是由多個隨機變數 iX
所組

成，而其統計分佈模式較常出現的類型有(a)呈常態分佈相互獨

立的隨機變數；(b)呈對數常態分佈相互獨立的隨機變數；(c)呈

卜桑分佈相互獨立的隨機變數。當目標函數 Y 為隨機變數 iX
之

線性組合時，即 



nn XaXaXaY +++= .....2211                                                      (2) 

則目標函數之平均值、標準偏差，可表示如下： 

(a)若 Xi為統計上獨立之標準常態分佈，其平均值為 iXµ
，而標

準偏差為 iXσ
，  則可證明 Y 亦為常態隨機變數，其平均值與標準

偏差分別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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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i
XiiY a

1

222 σσ
                                                                                                  (3b) 

(b)若 Xi 為統計上獨立之標準對數常態分佈，其平均值為

μXi，而標準偏差為 iXσ
，則可證明 Y 亦為對數常態變數，其等

效平均值 Yλ 及標準值差 Yξ 值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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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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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若 Xi為統計上獨立之卜桑隨機變數，其參數為 iXν
，則可

證明 Y 亦為卜桑隨機變數，其參數為 Yν 為： 

         
∑

=

=
n

i
XY i

1

νν
 

(3)多隨機變數函數之一般解 

對於各隨機變數 iX
間為統計獨立狀況下所得之平均值及標

準偏差值可應用(1)及(2)來求得，然在工程實務上，各隨機參數



之關係並非完全為統計獨立，因此就線性目標函數如式(2)而

言，其平均值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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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即目標函數 Y 之平均值等於各隨機變數平均值之和，而其

方差值(即標準偏差之平方)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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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ρ
為 iX

與 jX
間的相關係數 

),cov( ji XX
為 iX

與 jX
間的協方差(covariance)，當 iX

與 jX

間之關係為統計上獨立，則
0),cov( =ji XX

 

2.22.22.22.2 或然率分佈模式或然率分佈模式或然率分佈模式或然率分佈模式 

隨機變數在樣本空間之分佈，可為分離(discrete)式或連續

(continuous)式二種，如二項分佈、幾何分佈與卜桑分佈等採用之

隨機變數乃屬於分離式，而常態分佈、對數常態分佈與指數分佈

等，其所採用的隨機變數即屬於連續式。在所有或然率分佈中，

最廣為應用者可能是常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而 Lumb 亦曾

指出，大部分土壤特性參數均適用常態分佈[2]。然而在實際應

用上，或然率分佈大致上即係觀測數據並依經驗而決定，其步驟

為先建立觀測數據之頻率圖，再目視比較選擇適當之分佈模式或

將數據繪於為特殊分佈而準備之各種或然率繪圖紙上，若這些數

據可近乎直線地繪於某或然率繪圖紙上，則表示此或然率之分佈

模式符合此特殊或然率分佈模式，圖一為常態分佈繪圖紙，當某

隨機變數之觀測值繪於此分佈繪圖紙上而呈一直線時，此隨機變

數之或然率分佈模式屬於常態分佈[3]。 



 
 

三三三三、、、、可靠度之基本理論可靠度之基本理論可靠度之基本理論可靠度之基本理論 

若將工程設計上之容許強度 R 與設計要求 Q 視為隨機參

數，則可應用可靠度分析方法求得工程系統在合理失敗破壞機率

範圍內所對應之安全係數，而其基本理論及分析方法與步驟，詳

述如下。 

3.13.13.13.1 可靠度分析之基本原理可靠度分析之基本原理可靠度分析之基本原理可靠度分析之基本原理 

將設計要求 Q 與容許阻抗強度 R 視為隨機變數，則其安全

邊際(safety margin)M 可表為 M=R-Q，亦為隨機變數。若安全邊

際 M 之或然率密度函數(PDF)為 fM(m)，則破壞機率(M<0 之機率)

為 

dmmfp Mf )(
0

∫ ∞−
=

                                                                                                                                                                                                                                                            (8) 

就幾何圖形上而言，    fp
代表 fM(m)函數下 M<0 部份之面

積，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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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可靠度指數 β 與破壞機率 Pf之示意圖 

 

可靠度定義為安全之機率 sp
(即為 M＞0 之機率)，若安全邊

際 M 之或然率密度函數為常態分佈，則可靠度即為 

)(1 βΦ=−= fs PP
                                                                                            (9) 

其中  Φ (•)為標準常態分佈之累積或然率分佈函數

(CDF)，β 稱為可靠度指數，其值等於平均值除以標準偏差亦為

安全邊際 M 之平均值 μm與破壞邊界 M=0 間之距離，而衡量該

距離之單位為標準偏差 σm如圖二所示。根據式(9)亦可求得可靠

度指數 β 與破壞機率 Pf之關係，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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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可靠度指數與破壞機率關係圖 

 

進行可靠度分析時，須定義一較廣義之功能函數 

G(X)=G(X1，X2，……….Xn)                                                                    (10) 

其中 Xi 為設計參數(隨機變數)，當 G>0 時表示處於安全狀

態；G<0 時表示處於失敗破壞狀態；G=0 時則表示處於極限狀

態。就幾何學而言，G(X)=0 為 n 維面，該表面稱為失敗面(failure 

surface)，失敗面的一邊為安全狀態 G(X)>0 而另一邊則為失敗狀

態 G(X)<0，若隨機變數之聯合或然率密度函數為 XnXXf ...., 21 ，則

破壞機率 Pf為破壞區域的相對應體積分。 



  

                nnXnXXf dxdxdxxxxfP .....),.....,(.......... 2121..., 21∫ ∫=
                          (11) 

                0)..,,( 21 <nXXXG
 

  

因式(11)多重積分之計算太費時而不切實際，因此在實際工

程應用上，進行可靠度分析時所採用之方法將簡述於後。 

3.23.23.23.2 可靠度分析方法可靠度分析方法可靠度分析方法可靠度分析方法 

功能函數 G ),.....,( 21 nXXX  中之不相關隨機變數 Xi，以

i

i

X

Xi

i

X
X

σ
µ−

=′

轉換為具零平均值和單位方差值之隨機變數
′

iX ，其

中 iXµ
與 iXσ

分別為 iX
 之平均值和標準偏差值。極限狀態曲面

G(
′

iX
)=0 上距離原點最近的點即為最可能之破壞點，而此點與

原點之距離即為此系統之可靠度指數，可表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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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式中 *)/( iXG ′∂∂
 係在最可能破壞點

'*'*
2

'*
1 ........, nxxx

上計算所

得之值，
'*

ix
之坐標為

βα ⋅−= *'*

iXix
 

其中
∑

=









′∂
∂










′∂
∂

=
n

i i

i
X

X

G

X

G

i

1

2

*

**α

=沿著 iX ′
 軸之方向餘弦                    (13) 

  

以上均假設隨機變數呈常態分佈，當隨機變數並非呈常態分

佈時，須將其轉換為等效常態分佈後才可運算。若或然率累積分

佈函數為
)( *

iX xF
i 且隨機變數不呈常態分佈，定義等效常態分佈

平均值為
N
X i

µ
 且準偏差為

N
X i

σ
時，則根據在最可能破壞點

*
ix 上的

累積或然率必然相等之條件可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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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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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
x

i

i

i =










 −
Φ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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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其中Φ (•)為標準常態分佈的累積或然率分佈函數，由式(14)

得 

  

    
[ ])( *1*

iX
N
Xi

N
X xFx

iii

−Φ−= σµ
                                                                              (15) 

若式(8)對最可能破壞點
*
ix

 做一次微分，則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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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其中φ (•)為標準常態分佈的或然率密度函數，
)( *

iX xf
i 表隨

機變數 iX
 之或然率密度函數。對於設計變數為非常態分佈之情

形，可利用式(15)及式(16)求得等效常態分佈的平均值與標準偏

差，並以常態分佈方法進行可靠度分析。 

上述之可靠度分析方法，乃是假設隨機變數 nXXX ......., 21 間

之關係為統計獨立，然而對於具統計相關之隨機變數而言，其進

行可靠度分析時，應先求得原隨機變數間的協變異數矩陣，才可

繼續進行可靠度分析。然其進行分析時，決定變異數矩陣中之相

關係數頗為複雜，故本文將不贅述。 

3.33.33.33.3 分析步驟分析步驟分析步驟分析步驟 

可靠度指數之數值運算步驟如下： 

(1)假設破壞點的初始值分別等於各隨機變數的平均值，

nix
iXi .......2,1,* == µ

 

(2)將非常態分佈之參數轉換成為等效常態分佈之參數
N
X i

µ

及
N
X i

σ
。 

(3)令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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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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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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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 算 在 破 壞 點
*
ix 處 之 偏 導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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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求沿
'
iX 軸之方向餘弦

*

iXα
，如式(13) 

(6) 令 新 的 失 敗 面 距 原 點 間 最 短 距 離 之 破 壞 點 為

βσαµ
iii XXXix ⋅−= **

 

(7)將
*
ix 代入功能函數 G 並令為零，解得 β 值。 

(8)以步驟(7)所得之 β 值代入步驟(6)中求出新的破壞點
*
ix 。 

(9)重覆步驟(3)至步驟(8)直到收斂為止。收斂後最終所求得

的 β 值，即為該系統之可靠度指數。再應用式(9)或圖三，即可

求得對應此 β 值之破壞機率 Pf。 

 

四四四四、、、、安全係數之定義安全係數之定義安全係數之定義安全係數之定義 

為達到目標可靠度，需用足夠大之安全邊際，以確保工程系

統的安全性。就工程設計實務而言，定義－安全係數(factor of 

safety)，可以達到預定的可靠度，而此種安全係數之觀念廣泛的

應用在工程上是為了要降低工程的風險性，以確保在使用期間構

造物能發揮其原有的功能。目前在安全係數之應用上大致可分為

總安全係數法及偏安全係數法兩種，而其定義可藉圖四加以闡述

說明，在圖四中之曲線係表示載重或外力(Q)與工程構造物阻抗

強度(R)的發生頻率分佈曲線，其各別的平均值分別為 Q0與 R0，

而兩者之比值即為總安全係數 F0=R0/Q0，另此兩條曲線之交叉點

則代表構造物已處於失敗或破壞之極限狀態 (Limit State)即

Q1=R1，故將此狀態下工程構造物的安全係數分為載重外力及阻

抗強度兩個部份並分別以載重係數 Fq=Q1/Q0與阻抗係數 Fr=R0/R1

來表示，此種安全係數考量方式則稱為偏安全係數[4]。 

 



 
 

應用上述之觀念，安全係數應用於實務上，可寫成 

∑
=

≥
n

i
ii QR

1

γφ
                                                                                                               (17) 

其中 ψ 為抵抗(供給)係數，而 iγ
為加在 iQ

上的部份荷重(需

求)係數。若將這些係數應用於不同隨機參數之平均值上，則目

標函數可改寫成 

0),........,( 2211 =xnnxxg µγµγµγ
                                                                   (18) 

其中 xii µγ
應在失敗表面上，特別是在最可能失敗點上

*
iX ，

故所需的偏安全係數可求得，即 

xi

i
i

x

µ
γ

*

=
                                                                                                                        (19) 

其中 )1( ***
xiixixiixii xx Ω−=−= βµβσαµ ，因此偏安全係數為 

  

xiii Ω−= βαγ *1                                                                                                        (20) 

其中
*
iα 為最可能失敗點

*
iX 之方向餘弦，而 xiΩ

為 iX
之變異

係數(c.o.v)。 

 

五五五五、、、、基礎沉陷之可靠度分析基礎沉陷之可靠度分析基礎沉陷之可靠度分析基礎沉陷之可靠度分析 

由於大地工程設計，所需考量之變異性與不確定性較為複

雜，而所對應之失敗破壞機率約 1×10
-2
~1×10

-4
之間，相對於鋼結



構工程或鋼筋混凝土工程之失敗破壞機率 10
-4
~10

-6
及 10

-3
~10

-5
略

為偏高，但仍屬合理[5]。為瞭解應用可靠度分析所獲得之失敗

破壞機率大小，乃以大地工程常遭遇到的基礎沉陷問題，進行可

靠度分析來加以說明。 

5.15.15.15.1 目標函數之建立目標函數之建立目標函數之建立目標函數之建立 

結構物作用於地表面上，使得粘土層因壓密而引起沉陷，在

不考慮次要壓密沉陷之影響的前提下，粘土層之壓密沉陷量可表

示為 

  

O

O

O

c

P

PP
ogH

C
S

∆+
+

= l
l1                                                                                (21) 

  

其中 CC
為粘土之壓縮指數； Oe

為初始孔隙比；H 為粘土層

厚度； OP
為初始有效應力； P∆ 為加上結構物後之增加壓力。假

設基礎載重引致之總沉陷量不得超過 4cm，則其功能函數可表示

為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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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P
og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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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1

4.0)(
                                                          (22) 

  

5.25.25.25.2 隨機參數之選取隨機參數之選取隨機參數之選取隨機參數之選取 

    為探討目標函數之破壞失敗機率，乃選定 Cc、H 及 Po為隨

機變數並參考台北盆地淡 2 區(T2)、基 1 區(k1)及基 2 區(k2)等之

統計參數[6]進行可靠度分析，其中初始之有效應力 Po 為單位重

與深度之乘積(即 
hPo ×= γ

)，若將深度 h 視為常數時，Po之標

準偏差乃採用單位重之標準偏差，另初始孔隙比因變化不大可視

為常數並取為 0.87。綜合上述，將進行可靠度分析時各區之隨機

參數選取之平均值及標準偏差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台北盆地 T2、K1 及 K2 區之土壤特性參數(擷取自參考文獻[6]) 

壓縮特性 備註 

次層 土壤 統計值 厚度(m) 

單位重

(t/m
3
) CC  

310−×VC  

cm
2
/sec 

310−×vm  

cm
2
/kg 

 

淡水河區域淡 2 區(T2) 



平均值 4.5 1.90 0.29 6.74 24.89 

標準偏差 2.1 0.06 0.08 4.96 10.04 

六 粉泥質粘土 

變異係數 0.46 0.03 0.27 0.74 0.4 

 

基隆河區域基 1 區(K1) 

平均值 4.3 1.87 0.28 7.0 28.0 

標準偏差 3.0 0.08 0.03 3.95 0.76 

六 粉泥質粘土 

變異係數 0.7 0.04 0.12 0.57 0.24 

 

基隆河區域基 2 區(K2) 

平均值 4.8 1.78 0.34 11.40 27.50 

標準偏差 2.8 0.07 0.08 3.72 9.29 

六 粉泥質粘土 

變異係數 0.57 0.04 0.22 0.33 0.34 

 

5.35.35.35.3 可靠度分析結果可靠度分析結果可靠度分析結果可靠度分析結果 

依上述兩節所建立之功能函數及隨機參數值，應用可靠度分

析步驟，進行淡 2 區、基 1 區及基 2 區之沉陷量可靠度分析，同

時考量結構加載後之增加壓力為 0.2T/m
2
及 0.5T/m

2
，其分析過程

可以 3.3 節之方法進行，而為說明方便，乃選擇 T2區，增加壓力

為 0.2T/m
2
為例，其過程可參考表 2 所示，其中假設第一次之失

敗破壞點為在平均值處。另由表 3 針對 T2、K1及 K2區進行可靠

度分析。結果顯示，結構載重增量愈小，則其失敗破壞機率愈低，

其中以淡 2 區之可靠度指數 β 最低，在相同之結構載重增量

ΔP=0.2T/m
2
之條件下，淡 2 區較不易產生破壞，亦即較為安全，

而基 2 區則較易產生破壞。 

 

表 3  可靠度分析結果 

地質分區 結構載重增量 )/( 2mtP∆  可靠度指數(β) 失敗破壞機率 

PF=1-ψ(β) 

0.2 2.74 3.07×10
-3 

0.35 1.165 0.122 

淡 2 區(T2) 

0.5 0.385 0.438 

0.2 2.65 4.025×10
-3 

0.35 1.04 0.14917 

基 1 區(k1) 

0.5 0.346 0.365 



0.2 1.805 0.0355 

0.35 0.53 0.298 

基 2 區(k2) 

0.5 0.29 0.386 

 

 

 

 

 

 

 

 

 

 

 

 

 

表 2 可靠度分析表(以 T2 區為例) 

隨機 

變數 
平均值 標準偏差 第一次輸入 xg ∂∂ /  αxi 新破壞點 

可靠度 

指數 β 
備  註 

Cc 0.29 0.08 0.29 -0.00374 -0.50872 0.4030 2.785 P=0.2△  T/m
2
 

H 4.5(m) 2.1 4.5(m) -0.00633 -0.86058 9.533  87.0=Oe  

PO 4.37(t/m
2
) 0.06 4.37(t/m

2
) 0.000182 0.024761 4.365  誤差=1.19×10

-6 

         

 平均值 標準偏差 第二次輸入 xg ∂∂ /  αxi 新破壞點 β  

Cc 0.29 0.08 0.403 -0.00793 -0.66844 0.439 2.785  

H 4.5(m) 2.1 9.533 -0.00881 -0.74239 8.842   

PO 4.37(t/m
2
) 0.06 4.365 0.000538 0.045294 4.362  誤差=-0.0004 

         

 平均值 標準偏差 第三次輸入 xg ∂∂ /  αxi 新破壞點 β  

Cc 0.29 0.08 0.439 -0.00736 -0.60817 0.423 2.74  

H 4.5(m) 2.1 8.842 -0.0096 -0.79254 9.06   

PO 4.37(t/m
2
) 0.06 4.362 0.000543 0.044882 4.36  誤差=7.4×10

-5 

         

 平均值 標準偏差 第四次輸入 xg ∂∂ /  αxi 新破壞點 β  

Cc 0.29 0.08 0.423 -0.00755 -0.63156 0.428 2.74  



H 4.5(m) 2.1 9.06 -0.00925 -0.77402 8.95   

PO 4.37(t/m
2
) 0.06 4.36 0.000537 0.044939 4.36  誤差=6.55×10

-5
 

         

 平均值 標準偏差 第五次輸入 xg ∂∂ /  αxi 新破壞點 β  

Cc 0.29 0.08 0.428 -0.00746 -0.62245 0.427 2.74  

H 4.5(m) 2.1 8.95 -0.00936 -0.78137 8.98   

PO 4.37(t/m
2
) 0.06 4.36 0.000537 0.044815 4.36  誤差=6.4×10

-5
 

         

 平均值 標準偏差 第六次輸入 xg ∂∂ /  αxi 新破壞點 β  

Cc 0.29 0.08 0.427 -0.00748 -0.62462 0.427 2.74  

H 4.5(m) 2.1 8.98 -0.00934 -0.77964 8.98   

PO 4.37(t/m
2
) 0.06 4.36 0.000537 0.044866 4.36  誤差=6.38×10

-5
 

*註：第六次輸入值與新破壞點相等，故可得可靠度指數 β=2.74，其破壞機率
31007.3)74.2(1)(1 −×=−=−= φβφFP  

5.45.45.45.4 總安全係數及偏安全係數總安全係數及偏安全係數總安全係數及偏安全係數總安全係數及偏安全係數 

(1)總安全係數 

在工程設計上，總安全係數法常被工程師所廣泛採用，其所

隱含之意義為對系統之平均值給予一安全係數，然此一安全係數

若以失敗破壞機率之概念加以詮釋時，則可應用可靠度分析方法

求得系統之總安全係數。以總安全係數方法進行可靠度分析時需

先定義功能函數 

),,(
. oc PHCS
SF

s
g −=

                                                                                                     (23) 

其中 s為沉陷量平均值，F.S 為總安全係數，當考慮在不同

之總安全係數 F.S 時，可求得所對應之可靠度指數 β 及失敗破

壞機率。就本例而言，總安全係數 F.S=1.2，結構載重增量為

0.2T/m
2
，T2 區之可靠度指數 β=1.058，相對應之失敗破壞機率

為 0.145，K1 區之 β=0.9，相對應之失敗破壞機率為 0.184；K2

區之 β=0.94 相對應之失敗破壞機率為 0.174。由此結果可知，

在相同之總安全係數下，T2 區較不易發生破壞，K1 區則相對較

易產生破壞。 

(2)偏安全係數 

總安全係數法在應用上雖較為方便，然為將所有隨機參數之

變異性視為相同，而給予一相同之安全係數。然每一參數之變異

性並不相同，應有其個別之修正因子，而此即偏安全係數法，針



對 每 一 隨 機 參 數 平 均 值 給 予 一 安 全 係 數 cc CC 1
* γ=

；

HH 2
* γ= ； 03

*
0 PP γ=

，其中 1γ 、 2γ 、 3γ
即為偏安全係數因子，

以此進行可靠度分析時，其功能函數可定義為 

  

),,( 0321 PHCSSg cd γγγ−=
                                                                                         (24) 

  

其中 Sd為既定目標可靠度 β 下之沉陷設計值，應用第四節

之步驟，可求得在不同之目標可靠度 β 時之偏安全係數。就本

例而言，當目標可靠度 β=1.0，結構載重增量為 0.2 T/m
2
時，各

地質區隨機參數 
),( 0PHCC 及
之偏安全係數如表 4 所示，其中，

偏安全係數為偏安全係數因子之倒數，由表 4 顯示， CC
及 0P

在 T2、K1及 K2地質區中均不需做大幅之修正，惟厚度 H，在 K1

區需有較大之修正，其次是在基 2 區，而在淡 2 區修正較少。 

 

 

 

表 4  各隨機參數之偏安全係數 

地質分區 隨機參數 偏安全係數因子 )( iγ  偏安全係數 FS 

CC  0.906 1.1 

H 0.569 1.76 

淡 2 區(T2) 

0p  1.0 1.0 

CC  0.994 1.0 

H 0.3 3.32 

基 1 區(K1) 

0p  1.0 1.0 

CC  0.961 1.04 

H 0.42 2.27 

基 2 區(K2) 

0p  1.0 1.0 

註：目標可靠度指數 β=1.0，結構載重增量為 0.2t/m
2。 

 

 

六六六六、、、、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近年來工程的風險性逐漸被工程師所重視，然而發生破壞或

失敗的機率如何在設計過程中即被工程師掌握，進而確實地反應

在設計理念中已是未來的趨勢，加上工程諸多的不確定因素、工

程特性的變異性及隨機變數的空間分佈等，常常是困擾工程師設



計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僅以土壤壓密沉陷的問題為例介紹應用

可靠度分析方法，不僅可以清楚的掌握選用之安全係數所對應的

失敗或破壞機率，同時也可藉由此種分析方法克服工程上之不確

定因素所帶來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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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跨越橋梁基礎之耐震補強工法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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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台灣地區於 1999 年發生集集大地震後，其地震分區由原來

之四區簡化為二區，且將震區水平加速度由原來 0.33g、0.28g、

0.23g、0.18g 劃分為二級 0.33g 及 0.23g，部分區域之既有公共工

程結構物為因應水平加速度調高，必須重新檢討其原有耐震功

能。其中跨越道路之既有橋樑及橋台基礎因震區調整及水平加速

度調高之故，橋址所在區域之土壤液化潛能將提高，且上部結構

傳遞至基礎之水平橫力亦增加，將會造成原有基礎承載安全性的

不足，故必須檢討原有基礎承載強度，並視其分析結果採用合宜

之補強方式，以增加基礎的容許承載力及土壤抗液化能力。但其

基礎補強工法受限於橋梁及橋台下淨空限制(約 5 公尺)，且跨越

橋梁於施工期間仍需維持該道路正常及安全行車，故其補強工法

須特別予以考量。 

本文首先將瞭解水平加速度調高後對於案例橋梁及橋台基

礎(基樁)之影響，並就一般橋梁及橋台基礎(基樁)之補強工法，

考量既有跨越橋梁之施工條件限制，最後建議適宜之既有跨越橋

梁基礎(基樁)補強工法，以期供日後國內類似補強工程之參考。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臺灣地區位處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交界處，地震活動

相當頻繁，1999 年 9 月 21 日台灣地區發生集集大地震，此係台

灣近年來所遭遇最慘痛的震災，除山崩地裂、地層翻滾、斷層錯

動、大地隆起、橋斷路塌外，更造成許多房屋倒塌及人員傷亡。

本次地震所致之工程破壞模式約可分：1.建築結構破壞；2.橋梁

及鐵公路破壞；3.輸電塔破壞； 4.邊坡崩滑；碼頭岸壁損壞；5.

土壤液化；6.混凝土壩錯動破壞。 

基於集集大地震時量測之地表加速度超出原先規範規定，內

政部營建署於 1999 年 12 月提高部分台灣區域之地震係數，以增



加新建結構物之耐震功能，而對既有橋梁結構物則應考量增加其

耐震及抗液化潛能。 

就台灣地區之鐵、公路而言，橋梁係屬重要結構之一，掌握

橋梁耐震能力至為迫切，實有必要對其耐震能力加以檢核，並對

檢核結果視情況予以耐震補強。一般水平地震加速度提高後，可

能造成既有橋梁及橋台之基礎承載力安全係數降低，或液化潛能

提高，需考量適當補強工法予以補強。但對既有跨越橋梁基礎而

言，如經評估結果須予以補強，則其補強工法須考量其淨空限制

(如圖一及圖二)，依機具大小、用地限制、交通影響、環境影響

等因素，選用適當之橋梁基礎耐震補強工法。 

 

 

圖一 既有橋梁橋台淨高示意圖 

 

 

 

 

 

圖二 既有橋梁橋墩淨高示意圖 

 



二二二二、、、、地震係數提高對公路橋梁之影響地震係數提高對公路橋梁之影響地震係數提高對公路橋梁之影響地震係數提高對公路橋梁之影響 

集集大地震中受災嚴重之公路橋梁，許多係依 1995 年頒訂

之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設計施作，其設計之耐震能力相對的較

無法承受此次地震的強烈震度，以致發生支承脫落、墩柱混凝土

脆裂、墩柱鋼筋撓剪或挫屈、墩柱側移或傾斜，甚至肇致落橋等

嚴重的震災。 

考量集集地震震區產生之地表加速度，大部分超過原先台灣

地區公佈之「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政府部門於集集大地震

後隨即修正該耐震設計規範，將震區由原先地震一甲區、地震一

乙區、地震二區、地震三區等(z 分別為 0.33、0.28、0.23 及 0.18)

四區調整為甲、乙兩區，也就是將原先四區中的一乙與弱震區的

標準分別提高，達到甲區水平加速度設計係數為 0.33，乙區為

0.23。集集大地震前後之震區水平加速度係數如表 1 所示。 

 

表 1 震區分布一覽表[橋梁耐震設計規範(1995 及 2000)] 

原設計規範 修正之設計規範 

地震甲區(z=0.33) 

地震乙區(z=0.28) 
地震甲區(z=0.33) 

地震二區(z=0.23) 

地震三區(z=0.18) 

� 

地震乙區(z=0.23) 

註：z：震區水平加速度係數 

 

就橋梁基礎而言，未來如發生較原設計水平加速度大之地

震，則橋梁基礎可能因地震產生之振動力，致基礎與上部結構界

面破壞承載力不足及土壤液化引致基礎沉陷或傾斜。既有橋梁基

礎因震區係數提高，橋址所在區域之土壤液化潛能亦將提高，且

增加之水平橫力將會造成基礎水平或垂直承載的安全性不足，則

必須視評估結果，採用補強方式以增加基礎的容許承載力及土壤

抗液化潛能之能力。 

 

三三三三、、、、橋梁耐震補強評估橋梁耐震補強評估橋梁耐震補強評估橋梁耐震補強評估 

3.1    橋梁結構耐震補強分析 

橋梁耐震能力評估，一般係根據所評估橋梁的實際尺寸、配

筋及材料強度，參照交通部「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1995 年)



及其修正條文(1999 年)，對於正規化加速度反應譜係數、結構系

統地震力折減係數、工址水平加速度係數、以及對韌性設計之要

求，括以計算橋梁的強度與韌性，並且配合結構分析結果，決定

橋梁發生各種破壞模式時對應的地震地表加速度。 

評估時所涵蓋的各種破壞模式，包括根據強度、韌性所推估

之破壞模式，以及落橋、支承破壞、土壤液化等之破壞模式。求

出橋梁在各種破壞模式下對應之崩塌地表加速度。再以危害度評

估之觀念，求出橋梁在預期使用年限內所對應之設計地表加速

度，以此為標準評估橋梁耐震能力是否足夠。若發覺現有橋梁之

耐震能力不足，則應予以補強或設置隔減震之裝置以提高其耐震

能力。 

在進行各種破壞模式之崩塌地表加速度推求之前，我們必須

瞭解橋梁在預期的剩餘使用年限內其應有的耐震能力為何，也就

是應該要能抵抗多大的崩塌地表加速度。根據構件強度、韌性所

推估之破壞模式耐震分析、落橋破壞耐震分析、支承破壞耐震分

析等如圖三、圖四、圖五。一般分析結果，橋梁基礎之結構破壞

機制主要為： 

(1) 基礎承載力不足； 

(2) 基樁剪力破壞； 

 

 

 

 

 

 

 

 

 

 

 

 

 

 

 

 

 

圖三 根據構件強度、韌性所推估之破壞模式耐震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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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落橋破壞耐震分析流程 

 

 

 

 

 

 

 

 

 

 

 

 

 

 

 

 

 

圖五 支承破壞耐震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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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液化潛能評估 

土壤液化現象係指於地震之連續性反覆應力作用下，疏鬆之

飽和細砂或砂質粉土內孔隙水壓逐漸上升，此上升之孔隙水壓致

使土壤之有效應力減低，依土壤液化潛能評估方法如下： 

FL＝R／L 

R ＝R1＋R2＋R3 

d'
O

O
'

O

PEAK γ
σ

σ

g

A

σ

τ
==L

 
  

液化之評估由液化抵抗率 FL決定之。FL值小於 1 時，即判定該土層可能液

化。 

其中 rd＝1.0-0.015x 

R1＝0.0882‧
0.7)N/( '

o +σ
 

R2＝0.19（0.02mm≦D50≦0.05mm） 

    ＝0.225 ㏒(0.35／D50)(0.05mm＜D50≦0.6mm) 

   ＝-0.05（0.6mm＜D50≦2.0mm） 

R3＝0.0 （0≦Fc≦40％） 

    ＝0.004‧Fc - 0.16 （40％＜Fc≦100％） 

式中 FL ：抵抗液化安全係數 

  R  ：土壤抗液化反覆剪應力比 

  L  ：地震引致之平均反覆剪應力比 

 σｏ：總覆土壓力，kg/cm
2
 

 σｏ'：有效覆土壓力，kg/cm
2
 

 Fc ：過#200 篩細粒料含量 

 A = Zd g ZIg                      (TYPE I，大型地震時) 

  或= ZIg/3.0 yα
或 ZIg/1.2 yα

Fu之較大者              (TYPE II，中小型地震時) 

x ：距地表面深度(m) 

N：標準貫入試驗 N 值 

A：水平地震地表加速度 

Z：工址水平加速度係數 

 I ：用途係數(高速公路為 1.2，一般道路為 1.0) 

yα
 :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 

Fu  : 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g：重力加速度 

dγ
：尖峰剪應力比沿深度折減係數 

  L：地震時之剪應力比 



以高速公路橋梁而言，如其位於地震甲區(z=0.33)與地震乙

區(z=0.23)，其用途係數 I 為 1.2，其地表水平加速度係數於 TYPE 

I 大型地震時 Zd=ZI=0.276 及 0.396；而於 TYPE I 地震時，雖允許

液化情形發生，但是其耐震設計之土壤變形係數 E0及水平地盤

反力係數 kH需予以折減，但如液化使其承載力為 0 或甚低，則

需考量如新設基樁穿越液化層，且需針對結構物容許變形量進行

分析；而地表水平加速度係數於 TYPE II 中小型地震，於地震甲

區及地震乙區 Zd分別為 0.11 與 0.077，此種狀況下不允許液化情

形發生，否則即需進行必要之地盤改良。 

深基礎受地震時土壤發生液化，其受震行為遠較一般想像複

雜，液化土層中樁—土—結構互制如圖六所示，於地震動停止

後，基樁之主要受力為地盤流動所產生之永久變位。 

 

 
 

依據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 AASHTO 相關設計規範，橋

梁淺基礎與樁基礎承載力安全係數於常時為 3，中小型地震時為

2 ；大地震時，若基礎土壤有液化潛能，則土壤由彈性變形進入

非彈性變形，材料強度完全發揮，且其液化區域之土壤強度不

計，故取安全係數為 1。 

 

四四四四、、、、既有跨越橋梁使用補強工法之限制既有跨越橋梁使用補強工法之限制既有跨越橋梁使用補強工法之限制既有跨越橋梁使用補強工法之限制 

橋梁基礎補強設計之主要考量為： 

1. 既有基礎垂直支承力檢核及補強。 

2. 既有基礎水平支承力檢核及補強。 

3. 上部結構體耐震補強後之載重增量對基礎之影響。 

4. 補強後之效果確認。 

耐震補強方案之研選應建立在上部結構及地基基礎分析結

果上，先從結構體的抗震能力和動力特性思考，所採用之各項補



強措施均應考量原有結構，基礎之增設應避免偏心、不同種類基

礎併用、及補強後反而使某部分相對較弱、或勁度突變，使受震

時引致局部破壞。亦即，各部分修復補強後之耐震能力應與整體

構造之安全標準一致。 

既有跨越橋梁基礎之耐震補強工法，除須考量橋下交通維持

與地下埋設物等因素外，最大問題在於既有橋梁下之施工空間受

到相當的限制(一般橋下淨空約僅 4.5~5.0 公尺)，橋梁基礎耐震補

強的施工性困難，須採用低空間式之施工機具，並配合降挖路面

及必要之擋土設施與交通維持以竟全功；如考慮增樁補強，以台

灣目前盛行之全套管基樁而言，廠商所擁有機具施工空間高度約

需 13 公尺，雖然日本有低空間基樁施工機具，對樁徑 1.5 公尺

而言，其最低施工空間高度為 6.5 公尺，但需由日本進口；而一

般水泥系灌漿方法可使用於低淨空空間，但灌漿之耐久性無法完

全掌握，故於低淨空限制下之基礎耐震補強工法與一般情況考量

不同。 

 

五五五五、、、、既有跨越橋梁之耐震補強工法評估既有跨越橋梁之耐震補強工法評估既有跨越橋梁之耐震補強工法評估既有跨越橋梁之耐震補強工法評估 

基於上述低淨空之限制考量，既有跨越橋梁之淺基礎與樁基

礎可適用耐震補強工法及其優缺點分述如下： 

1. 淺基礎耐震補強工法 

(1) 基礎加寬(加厚)方式 

對直接基礎之補強可採用基礎之直接加寬、加厚方式，施工

時將影響既有交通區域較大，且對既有橋台淺基礎而言，其

背側無施工空間而難以施工。 

(2) 微型樁 

微型斜樁用於橋梁基礎抵抗水平力之成效較難以評估，其品

質亦較難掌控，而對橋台基礎僅能單側補強(橋台背有回填

土堤無法施工)。 

(3) 超微粒水泥灌漿 

本施工方式可控制馬歇管之長度，而於一定深度之土層內施

作以加固土壤，藉由二重管複合注入灌漿之施工方式，使成

球形滲透，先灌注顆粒較大之水泥漿液，再灌注超微粒漿液

以形成二次結核體，提昇土壤之抗液化潛能。考慮灌漿長期

效果之品質控制，可採用恆久灌漿(如日本阪神大地震後諸

多橋台皆採用此種方式藉以提高其承載力)。    



本工法之主要缺點在其無法完全確認灌漿改良效果與使用

年限，且灌漿範圍較難控制，施工廠商須具經驗。 

(4) 超高壓灌漿 

藉由噴射鑽桿之旋入地中，並藉以旋射噴注漿液填充土體以

提高土壤勁度。惟此方式將對土壤產生較大擾動，若作業空

間狹小時機具不易進入，並有多量排土顧慮，且施工中之超

高灌漿壓力可能會造成既有結構物及週邊土壤隆起或破

壞，須慎選施工廠商，並配合既有結構物之安全監測。 

2.  深基礎耐震補強工法 

(1) 鋼管樁壓入法 

藉由施工機具重壓方式將鋼管直接貫入土中，減少土壤擾

動，可減少施工作業環境之污染，且鋼管當作施工時之套

管，完工時作為結構體一部分不予拔出，避免拔套管之空間

限制問題，其樁徑可達 60cm。 

(2) SWM(Soil Mixing Method)工法 

藉由至少三刀為一輪之旋轉鑽頭貫入土中，並灌入漿液，使

土體與漿液混合，其最小作業所需空間僅約 5~8m，而淨高

約 5.5~6.0m，該種作業方式已多次使用於台灣地下鐵路施

工，成效尚佳，惟施工時將佔用較大作業空間為其缺點，且

設計時其勁度僅考慮鋼材，造成所需樁數甚多，樁帽基礎亦

加大，擴大交通衝擊問題。 

(3) 全套管施工 

藉由一般之全套管施工方式可得品質較佳之樁體，但因施工

作業空間高度限制，並不適用於既有橋台基礎之補強，或需

考慮引進日本低空間基樁施工機具，且鋼筋籠須多次搭接，

其品質不易確認。 

(4) 反循環樁 

藉由外管之攪拌土體與內管之排土作用並配合加入穩定液

而形成較大口徑(約直徑 1m)之樁體，施工中須備有沉澱池

等設施，佔地範圍大及產生之皂土處理麻煩為其缺點。 

 

綜上所述，目前對具施工高度限制之既有橋梁之橋墩、橋台

基礎補強方式可分為增樁、基礎加厚(寬)及灌漿等方式，茲整理

列表 2 如下： 

 

 

 

 



表 2 既有橋梁之橋墩、橋台基礎耐震補強工法比較表 

補強型式 補強工法 優點 缺點 
工  程 

適用性 

鋼管樁 1.鋼管直接貫入土壤、

施工方便 

2.不需拔套管 

1.鋼管接頭品質難掌握 

2.鋼管目前有專利 

可 

SMW 口徑 5.5m~6.0m，可於

5.0~8.0m 作業高度施

工 

1.形成之樁體為漿液與

土壤混合，強度較差 

2.考慮其為永久性支

撐，設計時僅考慮鋼

材勁度，所需之樁數

較多 

差 

全套管 

基樁 

一次施工確保品質 1.鋼筋籠及套管須多次

搭接。 

2.需特別採用國外低空

間施工機具 

差 

(台灣目

前無低

空間施

工機具) 

反循環樁 可形成之樁徑較大(直

徑 1m) 

1.須備沉澱池、作業空

間大 

2.環境影響較大 

佳 

增樁 

微型樁 可於小空間施作 水平抵抗力難掌握 差 

基礎加厚

(寬) 

基礎加

寬、加厚 

直接施工、快速、方便 1.有用地受限時難施作 

2.既有橋台背側難予施

作 

3.交通衝擊大 

可 

超高壓噴

射灌漿 

1.藉高壓噴射、強制攪

拌與置換方式，將水

泥漿注入土壤填塞孔

隙 

1.漿液顆粒大，流動性

稍差 

2.超高壓灌漿期間容易

使地表及結構物隆

起，造成災害 

可 

灌漿 超微粒水

泥灌漿 

1.使用懸濁型之小顆粒

超微粒水泥系等，藉

二重管注入對孔隙形

成二次填充包覆 

2.超微粒水泥為無機

質，材料無環保疑慮 

1.價格較高 

2.灌漿材料須特別注意

其耐久性 

佳 

 

 



對於深基礎之補強方式若採植入式之鋼管樁、SMW 工法、

或全套管工法，其分別有鋼管接頭專利、漿液與土壤混合之強度

較差、鋼筋籠與套管多次搭接等問題；而對於淺基礎若採基礎加

寬、加厚，則因用地較大，其對交通衝擊大；倘採用超高壓灌漿

方式，則有漿液顆粒大、流動性差及地盤隆起、危及行車安全等

顧慮。因之，既有跨越橋梁樁基礎補強，目前評估建議採可用於

低淨空施工之反循環樁，但需注意環保問題，而橋台處補強，基

於施工空間考量，則採滲透性大、可二次填充包覆之超微粒水泥

灌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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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因應集集地震產生之地表加速度大於原先耐震

規範之規定，修訂規範，調高部分地區之震區係數及地表加速

度，經檢核結果發現部分既有橋梁基礎承載安全性不足，及基礎

土壤液化潛能昇高，故需予以耐震補強。 

2.對於既有橋梁基礎耐震補強須考量其低淨空限制，對於淺

基礎而言，其耐震補強工法可考慮採用基礎加寬(加厚)、微型

樁、超微粒水泥灌漿、超高壓灌漿，其中以基礎加寬(加厚)及超

微粒水泥灌漿較佳，但基礎加寬(加厚)於橋台(有背後填土)無法

適用。 

3.對於既有橋梁樁基礎之耐震補強工法主要為增樁方式，可

採用鋼管壓入法、SMW 工法、全套管施工、反循環樁等工法，

考量既有橋梁下之低淨空限制，與打設樁體時產生之振動與噪

音，經評估結果建議採反循環基樁，惟須注意其施工中產生之環

保與交通維持問題；而為提昇橋台基礎之抗液化潛能，基於施工

空間考量，則採滲透性較大之超微粒水泥灌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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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溪橋監測計畫概述 

高雄辦事處 

經             理 
莊輝雄莊輝雄莊輝雄莊輝雄 

屏東監造工程處 

工    程    師 
蔡同宏蔡同宏蔡同宏蔡同宏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有鑑於斜張橋整體結構系統勁度低，結構動靜力行為變異性

較為複雜，為確保高屏溪斜張橋施工期間之安全性以及完工通車

後之服務性，業主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特別於橋梁設計階段即

委託本工程司負責研擬策劃一監測研究計畫，以為因應。本文旨

在闡述高屏溪斜張橋監測研究計畫之整體規劃及相關執行作業

內容，其成果除可提昇橋梁工程施工控制技術外，亦可供日後類

似案例之監控參考。 

 

一一一一、、、、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二高後續計畫燕巢九如段第 C381 標高屏溪河川橋主橋係採

單橋塔非對稱複合式斜張橋設計，橋長 510 公尺規劃為不同結構

材料系統複合式配置，主跨 330 公尺為全銲接箱型鋼梁，側跨

180 公尺則為雙箱室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兩側單面混合扇形斜張

鋼纜系統分別錨碇於塔柱及箱梁中央處。鋼筋混凝土橋塔高

183.5 公尺，採造型雄偉且結構穩定性高之倒 Y 型設計。 

由於斜張橋結構具高細長比，且其動靜力行為不確定性較

大，為求檢核並瞭解高屏溪斜張橋在風力、地震力、車行活載重

及周圍環境溫度變化下，各結構系統如橋塔、主跨箱型鋼梁、側

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以及斜張鋼纜等結構系統之行為表現，本工

程除於橋梁結構設計階段進行一系列相關結構系統穩定度分析

與探討外，配合施工階段亦規劃一斜張橋監測研究計畫以為施工

控制。該計畫主要由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方一匡教授、陳培麟教

授及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陳生金教授所組成之跨校研究單

位與本工程司屏東監造工程處共同負責籌畫執行。整體監測計畫

內容計包括：�橋梁結構行為理論分析；�監測儀器規劃與佈

設；�動靜力行為監測；�動靜態服務載重試驗；�橋梁與鋼纜

抗風穩定性監測；�預警設計及�維護管理計畫等。 

 



二二二二、、、、橋梁結構行為理論分析橋梁結構行為理論分析橋梁結構行為理論分析橋梁結構行為理論分析 

橋梁結構行為理論分析主要分為風力及地震力效應兩類，茲

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風力效應分析風力效應分析風力效應分析風力效應分析 

1.1.1.1.橋塔及橋面板結構系統橋塔及橋面板結構系統橋塔及橋面板結構系統橋塔及橋面板結構系統 

本處風力效應主要以渦流顫動、穩定性及亂流效應為主。結

構穩定性檢核主要針對橋梁上部結構橋面板之風力效應，其中包

含扭曲發散和顫振。基於橋梁受風力作用時，其振動行為可能造

成橋梁結構破壞或降低結構物之安全性，高屏溪橋針對其特殊工

法曾進行一系列模擬全模型之風洞試驗，其主要測試項目為渦流

振動、抖振及亂流效應。根據試驗結果顯示，施工期間斜張橋的

施工方法及施工機具對現地可能發生的強風並不敏感，亦即高屏

溪斜張橋在施工階段中具有相當高的穩定度及安全性。 

2.2.2.2.斜張鋼纜斜張鋼纜斜張鋼纜斜張鋼纜 

斜張鋼纜承受風力時，其反覆振動將可能引起鋼絞索產生疲

勞現象或在支承處產生裂縫破壞，如此一來將降低其耐久性與安

全性。鋼纜的風力效應主要包括有渦流振動、尾流馳振及風雨誘

發振動等。當渦漩振動的頻率與結構體的自然頻率或扭轉頻率近

似或相等時，便會產生共振現象，此時結構體會有較大的位移振

動。又經由計算斜張鋼纜的自然頻率即可推得發生渦流振動時之

臨界風速，一般而言，臨界風速多發生在第一模態，且此時具有

最大之振幅。吾人分析高屏溪橋自編號 F101 最長鋼纜及至編號

F114 最短鋼纜，發現其自然頻率為第一模態時，僅有編號 B114

鋼纜在風速 1.5 m /sec 時會發生共振情形，但由於此時風速極

低，幾乎無法擾動鋼纜，因此本橋斜張鋼纜對渦漩振動不甚敏

感。此外，由於鋼纜渦流振動、尾流馳振及風雨誘發振動等風力

行為相當複雜，若僅欲以數值分析探討其行為模式似嫌粗糙且不

可靠，雖有部分學者經由鋼纜實體風洞試驗以探討其影響參數及

範圍，惟考量試驗條件模擬不易，因此鋼纜風力現象仍主要以經

驗法則配合鋼纜頻率與阻尼量測值進行綜合研判，且研判時機通

常選擇設定於施工期間與完工後較佳。 

((((二二二二))))地震力效應分析地震力效應分析地震力效應分析地震力效應分析 

1.1.1.1.振態分析振態分析振態分析振態分析 

當地震傳遞給一結構體擾動時，其結構系統內力將進行重新

分配，如此則會影響整個結構系統的穩定性。若考慮系統為具有

n 個自由度之結構，當受一水平加速度 ( )tU g

..

擾動時，其運動方

程式可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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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 i 振態之參與係數（participation factor），

利用 Duhamel integral 求得振態之位移反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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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應用於加速度反應振譜，則第 i 振態之最大位移為

i

ai
i

SP
Y 2max

ω
=

，此時若欲求結構系統某最大物理量（如位移、剪

力、彎矩）則需使用振態疊加法，一般常用的方法為（Square Root 

of Sum of Squares，SRSS ）法及（Complete Quadratic Combination 

Method，CQC）法。本橋則採 CQC 法分析，CQC 法考慮各振態

間之相互關係，亦即假設結構系統簡化成 n 個自由度，且第 i 振

態所對應最大反應為 ir 時，
maxir 可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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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箱型梁結構系統地震力振態分析採三維 X、Y、Z 三方向

分析，並簡化為一勁度等值斷面時，經 CQC 法振態疊加後，吾

人發現本橋於施工期間所發生之最大應力均在構件容許承載能

力範圍內，且橋塔基底之彎矩亦可符合規範要求。 

2.2.2.2.理論動力分析理論動力分析理論動力分析理論動力分析 

一般而言，結構動力分析可採歷時分析（Time History 

Analysis）及反應譜分析（Response Spectrum Analysis）兩法，茲

簡述如下： 

(1)歷時分析 

歷時分析是依據實測地震或人為觸發振動方式，依時間和加

速度之關係曲線求解結構之動力反應。歷時分析須配合監測計畫

埋設之地震儀蒐集所得訊息進行解析。同時，透過此部份的監測

資料分析，配合設計階段之模擬全模型風洞試驗所得之結構行為

訊息相互對照，亦可完整檢核橋梁之實際動力行為。綜合監測結

果得知，斜張橋主梁及橋塔在施工期間及完工通車階段，其實際

結構動力反應略低於設計分析計算值，故而可推知本橋之耐震性

甚佳。 

(2)反應譜分析 

反應譜分析係以時間或頻率與加速度或速度位移之關係曲

線表示，縱軸物理量表示結構在不同週期或頻率時，某地震力作

用下該結構系統所對應之最大反應。經分析發現，本橋結構系統

於施工期間內鋼橋應力及橋塔塔基彎矩值皆在構件容許承載範

圍內。 

 

三三三三、、、、監測儀器規劃與佈設監測儀器規劃與佈設監測儀器規劃與佈設監測儀器規劃與佈設 

根據全橋結構系統動靜力行為監測項目要求，規劃之相關監

測儀器及資料收集系統，主要有傾斜儀、鋼筋及混凝土應變計、

鋼筋計、鋼梁應變計、鋼纜錨碇處應變計、橋台拉力計、風速風

向儀、三軸式地震儀及相關動態、靜態中央資料蒐集系統與數據

傳輸處理系統等，其佈設位置及數量詳如圖一、圖二與表 1 所

示。各項監測儀器設備之管線電路均集中收錄於 A1 橋台邊坡上

方之監測室中，監測資料以數位方式儲存於監測室內之中央資料

蒐集系統，資料之讀取可利用數據傳輸方式傳送至資料蒐集單位

及交控中心之接收站上，或至現地透過電腦連線直接讀取資料，

詳如圖三所示。 

 

 

 



 

圖一 橋塔監測儀器佈設示意圖 

 

 

圖二 主橋監測儀器佈設示意圖 



表 1 監測儀器佈設一覽表 

結構系統 控制斷面 儀器項目 儀器代號 

鋼梁應變計 D1~D4 

鋼構箱梁 

三軸式地震儀 SA4 

鋼筋應變計 B1~B10 

混凝土應變計 C1~C10 

主梁 

預力混凝土箱型梁 

三軸式地震儀 SA1~SA3、SA5 

鋼筋計 A1~A5 

混凝土應變計 C1~C5 

傾斜儀 TI1~TI10 

三軸式地震儀 SA6~SA9 

橋塔  

變位計 De1、De2 

橋台  橋台拉力計 X1~X6 

鋼構箱梁 錨碇應變計 E6~E10 

斜張鋼纜 

預力混凝土箱型梁 錨碇應變計 E1~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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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監測系統規劃示意圖 

 

 



四四四四、、、、動靜力行為監測動靜力行為監測動靜力行為監測動靜力行為監測 

動靜力行為監測系統主要為動態及靜態長期監測以及施工

期間之靜態監測作業。動態監測對象主要為地震、強風或車輛所

引起之振動行為，當振動來襲時，系統可以經由自動或手動啟動

紀錄系統進行監測；靜態監測部份則於施工期間以人工定期量測

方式收集資料，而長期監測則是以定時自動收集資料方式處理。

此外，當動態監測系統觸發啟動運轉時，靜態監測系統亦能同步

觸發進行監測。 

動態監測系統具有自動數據通報系統和警報通報系統之功

能。前項主要是當現地發生地震或強風時，系統即能迅速將此一

訊息和集錄系統內資料自動傳送到遠方的資料蒐集單位，以便進

行資料收錄及分析作業。後項主要功能則在於地震或強風發生

時，能夠即時傳送訊息至遠方交控中心，而監測系統可隨時監控

地震或振動強度是否達到警戒值，以便即時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維護人車之安全。靜態監測之感測器均具有自動紀錄之功能，紀

錄起動方式包含定時、手動及動力監測觸動等三種方式，所紀錄

之資料均可透過數據傳輸網路傳至遠方的資料蒐集單位。 

配合監測計畫之執行，監測項目共分為： 

• 橋塔各規劃測點之風速、風向、加速度及內部鋼筋與混凝

土之受力及應變； 

• 斜張鋼纜系統兼採振動法及錨碇應變計量測鋼纜索力變

化情形； 

• 橋面板結構之風速、風向、加速度、整體受力變形、溫度

變化、內部鋼筋與混凝土之應變及鋼床鈑之應變值量測； 

• 橋台基礎之變位及地錨拉力。 

由於斜張鋼纜在長期預力、風力、地震力及車行活載重下，

將隨時間變化產生應力鬆弛現象，造成斜張橋整體結構系統應力

的重新分配，如此將影響橋梁之結構靜力及動力特性。綜觀國外

相關施工經驗得知，監測系統在斜張橋完工後均規劃有定期檢測

鋼纜實存索力之作業，以檢核結構系統之穩定性及服務性。本橋

在檢核斜張鋼纜受力情形或預力變化時，採用自然振動頻率法

（Ambient vibration test）進行量測，並於箱型鋼梁節塊搬運期間

確認鋼纜有效長度及振動弦理論計算索力之適用性。自然振動頻

率法係於斜張鋼纜上裝設一速度量震計，當鋼纜受自然力擾動而

產生激振反應時，速度計可將此振動傳送到ＦＦＴ分析器，經由

快速傅立葉轉換（Fourier transformation）解析，判定振動波形

內穩態反應之振動頻率後，再透過計算式即可求得鋼纜之受力情

形，亦即鋼纜索力大小，如圖四所示， 



 

 

而其應用原理主要如下： 

考慮斜張鋼纜勁度（含外套管勁度），使用軸向拉力梁理論，

當受彎曲梁含軸向拉力時的自由振動運動方程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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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Ｔ：軸向拉力                 
−
m ：單位長度質量 

            若斜張鋼纜受擾動而發生激振反應時，假設此時斜張鋼纜之擾動可簡化為

( ) ( ) txtxy ωφ sin, =  ，代入上述方程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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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邊界條件為兩端固接，則上式可解得： 

          
( ) ( )( ) ( ) ( ) 0sinhsincoshcos12 =+− LLLL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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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式近似解為： 

  

(1)鋼纜具較小垂度時，即 Γ≧3，則適用於下列力與第一振

動頻率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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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鋼纜具較大垂度時，即 Γ≦3，則適用於下列力與第二振

動頻率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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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鋼纜長度較長時，適用於下列力與頻率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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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δ ：中垂量/鋼纜長度 

    θ ：鋼纜之傾斜角 

因此在選定斜張鋼纜振動頻率後，一般而言，通常選擇較不

受亂流干擾的第二振動頻率，即可經由上式求得鋼纜拉力Ｔ，亦

即鋼纜的索力值。 

本橋在斜張鋼纜進行預力施拉作業時，配合油壓幫浦實際輸

出壓力讀數對照上式計算所得鋼纜索力值時，發現兩者間相當接

近。再者，本工程於鋼纜施拉預力作業時，亦隨機挑選某一鋼絞

索裝設單鎗量力器（mono load cell）檢核鋼纜之實際索力，詳如

圖五。此外，配合監測計畫之規劃，裝設於主跨鋼纜錨碇承壓板

內側及側跨鋼纜錨碇螺帽處之鋼纜應變計亦可同時量測鋼纜索

力的變化情形，詳如圖六。經由相互比較結果發現，油壓幫浦實

際輸出壓力讀數、單鎗量力器量測值、鋼纜應變計讀數以及自然

振動頻率計算值等，彼此間數值差異並不大。因此推論日後橋梁

維護計畫中有關鋼纜索力變化檢核作業應可藉由自然頻率振動

法及鋼纜應變計進行綜合監測。 

 

 
 

總括說來，施工期間監測資料顯示橋塔鋼筋與混凝土之結構

行為與橋塔規劃受力狀態相符，印證規設階段結構行為分析之可

靠性，而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施工期間監測作業主要以乾縮潛

變行為及鋼腱預力影響為主，當箱型梁完成混凝土澆置後，佈設

之監測儀器顯示應力變化情形與混凝土乾縮潛變及受力行為相

當一致。再者，應變計於腹版縱向預力施拉完成後均顯示壓應

變，其受力行為與預測狀況相當一致。另安裝於 A1 橋台上之拉



力計亦顯示地錨預力變化在規劃設計值內，符合結構穩定之要

求。 

 

五五五五、、、、動靜態服務載重試驗動靜態服務載重試驗動靜態服務載重試驗動靜態服務載重試驗 

斜張橋由於結構系統特殊，以致於應力的變化不易掌握，雖

於設計階段已經由分析模式探討橋梁結構特性參數及各項載重

之影響，但為確認或調整相關影響參數以作為設定監測預警值及

後續檢測維護計畫擬訂之參考，本工程於斜張橋完成後即進行全

橋服務載重試驗。基於考量橋梁結構會因周圍環境變化而產生微

振現象，因此各項載重試驗進行前即先進行全橋環境微振試驗

（Ambient vibration testing），亦即透過各規劃處之加速度計紀錄

資料，並經由 FFT 轉換成結構系統之環境微振富氏譜及各振態

振動頻率。此外，動靜態載重試驗所求得的結構系統各項振動物

理量亦需綜合考量此一環境微振效應之影響。 

全橋服務載重試驗依外力行為之差異性可分為動態載重試

驗及靜態載重試驗，其作業重點主要在於： 

檢驗儀器運轉情形及其功能，建立橋梁承力行為之基本資

料，供日後管理維護之用。 

測試斜張主橋承受載重時之結構行為，如主梁之載重變形、

扭轉、應變、全橋之動力特性等，並且將量測值之結果回饋設計

構想。 

建立通車前橋梁之基本資料，以作為監測計畫中設定監測預

警值及後續建立檢測維護計畫之參考。 

((((一一一一))))靜態載重試驗靜態載重試驗靜態載重試驗靜態載重試驗 

靜態載重試驗係量測載重車在不同規劃車道時橋梁之靜力

反應，以解析結構特性係數，並預測橋梁結構系統之實際承載服

務性。靜態載重試驗主要分為單位靜載重及均佈靜載重試驗兩部

分。單位靜載重係以數

部（6~18 部不等）載重

車分別佈設於單向或雙

向車道上，藉由量測各

規劃處之變位資料，以

解析橋梁結構之靜態撓

曲及扭矩行為，詳如圖

七所示。再者，基於本

橋主側跨鋼構箱梁與預



力混凝土箱型梁結構系統之差異性，靜載重試驗除進行全橋單位

靜載重及均佈靜載重試驗外，亦分別進行鋼構箱梁及預力混凝土

箱型梁之靜態撓曲及扭矩試驗。 

 

此外，為消弭因載重車引擎發動造成橋梁結構產生微振現象

影響試驗進行，載重車於定位後需將引擎熄火，並待全橋微振行

為趨於穩定後再進行靜態載重規劃處變位資料量測作業。 

總括說來，靜態載重試驗重點為： 

1藉由施工期間所佈設之監測儀器量測結構系統之應變行

為，推估橋梁之垂直勁度、扭轉勁度及構件斷面中性軸位置，並

從而了解本橋在不同載重位置下之主梁應力變化情形； 

2經由比對 FEM 分析模式理論值與主梁各規劃斷面應力分

佈量測結果，校核分析模式之應用性； 

3建立載重車在不同車道佈設時活載重橫向分佈資料，並可

推算鋼梁之應力差值，以了解鋼梁之實際疲勞應力； 

4透過量測鋼纜之應力變化情形，亦可了解鋼纜之實際疲勞

應力。 

此外，經由分析相關試驗量測資料得知，在規劃之靜態載重

條件下，高屏溪斜張橋載重變形及結構行為均具有線性疊加現

象。再者，以 STAADIII 分析軟體模擬高屏溪斜張橋結構行為時，

發現分析計算值較實際載重試驗值為大，此應為分析時所使用之

參數較為保守所致。 

((((二二二二))))動態載重試驗動態載重試驗動態載重試驗動態載重試驗 

動態載重試驗係分析載重車在不同車道及速率行駛時，橋梁

結構在動載作用下的強迫振動反應，並解析相關動力特性參數以

建立動力監測之初始值並驗證橋梁結構系統之穩定性。試驗主要

分為車行動態載重試驗及衝擊載重試驗兩部分，車行動態載重試

驗係以數部載重車由相同方向分別以 10km/hr、20km/hr、

30km/hr、40km/hr 及 60km/hr 速率於橋面上行駛，同時量測各規

劃處之應力變化，並將其值與靜態應力變化值比較，以探討活載

重對結構系統之衝擊係數。動態衝擊載重試驗之目的在於經由產

生單一或定時連續產生衝量以求得主梁結構動力特性參數，其方

式是利用數部載重車行駛通過 240×360×10cm 之木製三角楔形行

車障礙物，詳如圖八所示，利用 10 公分落差以產生一垂直衝量，

同時量測各規劃處之加速反應譜，再經由傅利葉轉化以求得主梁

之振態頻率與阻尼，用以測試橋梁之動態撓曲及扭矩行為。再

者，為因應主跨與側跨材質差異之特性及測試目的之需求，動態



衝擊載重試驗亦分別針對主跨鋼構箱梁及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

梁分別進行動態撓曲及扭矩衝擊載重試驗。 

 
綜而言之，動態載重試驗主要重點在於： 

1藉由載重車行駛所造成之強制振動，量測橋梁結構之動態

反應，並與理論分析模式相互佐證； 

2經由動載重試驗求得活載重對結構系統之衝擊係數 μ

（Impact factor）、活載重反應譜資料及活載重橫向分布資料； 

3透過量測各規劃處之加速度反應譜及動態位移資料，利用

FFT 解析橋梁之動態振動頻率及阻尼比，進而判讀橋梁之抗風穩

定性及動力行為。 

橋梁於車行載重作用下之動力行為除與結構系統本身動力

特性有關外，車行速度與橋面平整度亦為重要影響關鍵。此外，

高屏溪斜張橋服務載重試驗經由一系列不同承載量之佈載條件

測試下，橋體結構系統整體動靜力行為均在規劃設計值內，符合

結構穩定之要求，亦即表示本橋於規設階段之設計理念、結構分

析模式以及相關設計參數選用均與實際施工現況相當一致。因

此，可推論本橋結構系統應力承載能力應與規劃設計分析值十分

接近，圖九為分析模式模擬主梁在規劃服務載重下之預測變位與

實際變位之比較情形。 



 
 

六六六六、、、、橋梁與鋼纜抗風穩定性監測橋梁與鋼纜抗風穩定性監測橋梁與鋼纜抗風穩定性監測橋梁與鋼纜抗風穩定性監測 

為確認橋梁及鋼纜之抗風穩定性，本橋自設計階段起即進行

一系列試驗，並於施工期間配合現地觀測結果確認鋼纜之穩定

性。然考量風力現象預測或研判準確度有限，故於斜張橋完工後

仍持續監測其風力行為。橋體部份主要是以監測儀器量測值研判

其振動是否趨於不穩定振動，並經由警報傳輸系統迅速將此一訊

息傳送至研究單位及交控中心進行監控。 

斜張鋼纜因其風力效應相當複雜且動力特徵值模擬不易，因

此橋梁設計階段風洞試驗時並未探討其抗風性，乃規劃於施工期

間配合振動試驗以理論公式判讀其穩定性。又考量現階段鋼纜風

力效應之理論分析或風洞試驗探討在執行上均有困難，為確認鋼

纜抗風穩定性，本工程於鋼纜安裝期間即以目測判斷其振動行

為，並於鋼纜建造完成後，經由現場振動試驗實測資料綜合評估

其抗風穩定性。 

((((一一一一))))目視監測作業目視監測作業目視監測作業目視監測作業 

鋼纜目視監測作業係於強風季節或天氣預報將有颱風來襲

時，由專業工程師進駐橋址處定期觀測鋼纜振動現象。本橋施工

期間歷經多次颱風，現地觀測結果顯示鋼纜僅於民國 88 年 6 月

6 日瑪姬颱風來襲時有較明顯振動現象，由橋面板上所進行之目

視觀測作業發現，當風速達 15~20m/s 時，上風處鋼纜呈現微小

面內振動，下風處鋼纜約於中點位置發生雙邊振幅約 15~20cm

之橢圓形振動；當風速達 35 m/s 時，上風處鋼纜振幅目視約為

10 公分，下風處鋼纜最大振幅則約增為 30cm，此時箱型鋼梁懸

臂段僅產生垂直於地面之振動行為，雙邊振幅約為 10 公分。 



經由上述鋼纜振動行為研判上流處鋼纜振動來自於渦流顫

動，下流處鋼纜振動則應為尾流馳振所造成，兩者振動行為主要

發生於第一振態。由於振動相當穩定且振幅有限，又其觸發風速

相當高，其觀測結果與經由判讀公式推測結果相當雷同。由於 6

月 6 日颱風來襲時雨量相當小，故觀測時鋼纜並無發生風雨振

動。然為確認風雨振動現象發生之可能性，當天候狀況顯示風

速、風向及雨量已達到發生風雨振動之狀態時，即進行目視觀測

作業，其中以 88 年 7 月 7 日風速約在 10m/sec 至 20m/sec 之間，

雨量適當，經長時間觀察鋼纜亦無發生風雨振動之跡象。 

綜合施工期間所收集之觀測資料可初步推估鋼纜抗風穩定

性相當高，雖說鋼纜於強風時已有發生渦流顫動及尾流馳振之振

動現象，但振幅相對於鋼纜長度相當的微小，即表示在錨碇處轉

角效應所產生之應力變化值相當有限，其值遠小於鋼纜疲勞試驗

之測試值。再經由分析強風發生之或然率及振動引起錨碇處之轉

角應力值，可知上述兩項振動對鋼纜疲勞應力影響相當有限。 

((((二二二二))))鋼纜振動試驗鋼纜振動試驗鋼纜振動試驗鋼纜振動試驗 

另為確認經由鋼纜長期觀察資料所作之初步研判結果，本工

程亦於斜張橋主結構體完成後進行鋼纜微振試驗。各鋼纜試驗計

算所得之頻率、阻尼比及史庫頓數 Sc 則詳如圖十所示。 

 



圖十所示之鋼纜阻尼量測值均小於 2%，同時計算之史庫頓

數均小於 10，若依據經驗法則進行鋼纜抗風穩定性判讀，則其

判讀結果並無法解釋強風期間所觀察到之振動行為。研判其間之

差異應來自於微振試驗之振幅太小，以至於試驗結果無法反應鋼

纜實際阻尼值。雖有部分學者建議利用阻尼值與振幅之關係式合

理放大阻尼量測值，並作較保守之穩定度研判，然考量阻尼值與

材料性質息息相關，又鋼纜內部填充材採用微晶蠟之施工範例並

不多，若利用振幅比值推估阻尼值，其值之不確定性相當高。基

於阻尼值為判斷鋼纜抗風穩定性之關鍵因素，為求得較正確之阻

尼值，本工程亦即進行強制振動藉以求得較合理之振幅。 

本工程鋼纜強制振動試驗係利用大型吊車以繩索拖拉的方

式提供鋼纜初始變位值，詳圖十一所示，並利用角材提供臨時支

撐，再以卡車迅速將角材拖離，讓鋼纜產生激振反應，並逐漸衰

減至停止。試驗主要以主跨外側鋼纜為對象，共計七根鋼纜，每

根鋼纜進行二次試驗。 

 
圖十二為主跨最外側五根鋼纜強制振動試驗計算資料，其值

顯示所有鋼纜之對數阻尼衰減值均大於 5%，參考前述相關之穩

定度判讀原則，則可推估所有鋼纜均具有相當高之抗風穩定度，

此一結果與現場觀測現象相當接近。 



 
經由長時間的觀測結果初判本橋鋼纜系統抗風穩定性相當

高，雖然強風期間外側較長鋼纜產生振動現象，但振動行為相當

穩定，且振幅不大，對於鋼纜服務壽命並無任何影響。雖然相關

訊息均顯示本橋鋼纜之穩定性相當高，但考量鋼纜風力行為不確

定因素繁多，故仍規劃於橋梁通車後持續進行觀測。若發現鋼纜

產生不穩定振動，則建議於鋼纜錨碇處附近安裝粘性剪力型阻尼

器，以提供抗風所需之額外阻尼量。 

 

七七七七、、、、預警設計預警設計預警設計預警設計 

預警系統設計包含自動數據通報系統及警報通報系統兩部

份，當橋梁受地震或風力作用時，設於橋址處監測室之自動數據

通報系統即可將此一訊息傳遞至監控中心以利進行結構系統行

為之分析與校核。此外，若橋梁受外力影響，其動力行為達到警

戒值時，警報通報系統亦可及時提出預警並傳達至高速公路局交

控中心之監控網路上，以便橋梁相關維護單位及時採取緊急應變

措施，確保人車之使用安全性。 



預警系統規劃監控項目為橋塔之傾斜及變位量、鋼纜索力變

化、橋址處風力效應及耐震影響評估等。監測所得之資料經由監

控中心解析判讀後，再區分為定時及立即兩類，分別傳送至橋梁

維護管理單位之交控中心，以便於預警作業之進行，其相關配置

及資料傳輸系統詳如圖十三所示。此外，預警值係整合橋梁於施

工期間各項監測儀器所蒐集之資料、全橋風洞試驗及相關結構設

計參數而設定。預警系統之等級分類係因應不同結構系統屬性，

並配合維護計畫檢測判定標準分別建立其分類等級。 

 

圖十三 預警系統設計及資料傳輸示意圖 

 

八八八八、、、、維護計畫維護計畫維護計畫維護計畫 

維護計畫旨在檢核橋梁結構系統之實存工作性，用以確保橋

梁於完工通車後之使用安全性。本計畫包括資料建檔系統、管理

與檢測系統及維護計畫系統三部份。 

(一一一一)資料建檔系統資料建檔系統資料建檔系統資料建檔系統 

資料建檔系統係針對本橋特性建立一套整合性之資料建檔

系統，以利於日後維護計畫執行單位資料取得之完整性及便捷

性。 

鋼纜索力

電源

SL/SL

風向風速儀

監控中心

(成功大學) 自動記憶儲存體

預警系統

交控中心

避雷器

動靜態蒐集系統

增幅器

濾波器

變流器

(高工局)

地震儀 變位計



資料建檔系統包括：1一般基本資料、2契約資料、3橋梁

幾何資料、4規劃資料、�設計資料、�結構型式�資料及監測

資料等。 

((((二二二二))))管理及檢測系統管理及檢測系統管理及檢測系統管理及檢測系統 

管理及檢測系統則是對於橋梁結構進行一系列整合性之資

料整理、結構物管理及檢測工作，期使橋梁結構之服務性能合於

安全要求。本系統分為： 

1.1.1.1.管理作業管理作業管理作業管理作業 

配合規設階段設計準則，制定橋梁管理限制措施，以維護橋

梁安全性及使用年限。管制措施包括： 

1車行管制—當強風期間或地震來襲時，配合監測作業之預

警系統通報，限制或警告車輛通行，以維護行車使用安全。 

2車流量管制—進行匝道儀控管制，避免因連環車禍造成交

通堵塞或年節返鄉交通擁擠而使結構承受過大負荷而損害。 

3重車比例、限重及限速—用以維護橋梁上構及 AC 鋪面使

用壽命以及車行及人員安全。 

2.檢測作業檢測作業檢測作業檢測作業 

針對全橋結構系統進行分類，計分為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箱

型鋼梁、斜張鋼纜系統、橋塔、橋台、伸縮縫及其他附屬設施。

為配合養護單位之作業流程，檢測作業主要參照既有檢測方法制

定相關檢查項目、頻率及方法，對於特殊結構系統則依其特性建

立檢測作業流程，詳如表 2 及表 3。全橋檢測作業依各部份結構

型式之使用狀況、荷載能力及重要性分為三級進行作業。 

經常性檢測—每年至少一次至兩次，並視需要增加。 

細部檢測—針對結構系統整體設施而言，視不同項目每二至

三年一次，並可視需要增加之。 

特別檢測—颱風前後，豪雨期間及地震後為之。 

 

表 2 橋梁結構物分類及檢查對象表 

檢查之結構分類 檢查對象 

預力混凝土箱型梁 1. 磨耗層 2. 胸牆 3. 欄杆 4. 橋面沉陷 5. 預力系統 

箱型鋼梁 1. 磨耗層 2. 胸牆 3. 欄杆 4. 橋面沉陷 5. 鋼床鈑 6. 銲道 7. 塗裝系統 

斜張鋼纜系統 1. 外套管 2. 錨碇裝置 3. 保護套管 

橋塔 1. 景觀照明 2. 外覆鋼鈑 3. 鋼纜錨碇設施 4. 塔頂燈室設備 5. 預力系統 

橋台及引道 1. 拉力連桿 2. 縱向鋼纜 3. 地錨 

支承 1. 支承及其週邊 2. 阻尼裝置 3. 防止落橋措施 

伸縮縫 1. 伸縮縫裝置 

其他附屬設施 1. 標誌、標線 2. 標誌架及照明設施 3. 維修走道 4. 排水設施 5. 其他設施 



表 3 檢查種類及檢查頻率表 

檢查之結構分類 定期檢查 定期檢查頻率 臨時檢查 

預力混凝土箱型梁 �  

箱型鋼梁 �  

斜張鋼纜系統 �  

橋塔 � 1 次/1 年 

橋台 �  

支承 �  

伸縮縫 �  

其他附屬設施 �  

 

 

災 

害 

發 

生 

或 

必 

要 

時 

 

((((三三三三))))維護計畫系統維護計畫系統維護計畫系統維護計畫系統 

維護計畫系統則透過檢測作業之執行，配合各種量化標準，

進行檢測資料蒐集與彙整、檢測資料統計與分析及檢測結果的標

準與判讀及維護等級之判定，並依破壞等級之差異採取相關措

施。 

 

九九九九、、、、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高屏溪斜張橋透過監測作業之執行不僅可檢核結構物實際

應力行為，亦可與分析模式計算值相互對照，增加理論解析的可

靠度以及結構物使用之安全性。再者，經由監測蒐集所得之資料

重新檢核分析模式之可靠性及各項假設參數之正確性，並將其結

果回饋於原設計，亦有助於提升此類橋梁之結構分析設計能力。

同時，對結構物實際行為與理論分析的灰色模糊地帶（gray area）

做一釐清，亦可減少因設計與施工的過度保守而形成資源浪費或

降低結構物的邊際效應。此外，斜張橋完工通車後，藉由適當的

維護及管理作業執行，除可確保橋梁之使用安全性外，亦可增長

橋梁之整體服務壽命，發揮資源運用之最大效益並達成經濟及環

保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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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楔子楔子楔子楔子 

Mikinsey & Company 顧問公司 1996 年在「全球生產力」研

究報告中提出兩個課題。第一個課題是：德國人平均所使用的資

本是美國人平均所使用資本的 1.4 倍，然而，為什麼德國人的平

均生產力卻小於美國人的平均生產力？第二個課題是：日本人的

平均儲蓄率遠大於美國人的平均儲蓄率，且日本人每週的平均工

時更大於美國人的平均工時，然而，為什麼日本人的平均生產力

卻小於美國人的平均生產力？研究報告中指出：上列課題的問題

癥結，不在於勞動生產力，而在於資本生產力。企業更有效率地

運用資本，代表較高的投資報酬率。社會因而累積更多的金融資

產，從而提昇投資大眾的生活水準。 

企業存在的目的即創造價值，滿足經濟的需要。然而，如何

「提昇企業價值」則在企管叢書中多難窺全貌，鮮有單一的指

標，可以滿足企業所有關係人，包括客戶、員工、供應商、股東

等。亦少有依據文獻資料旁徵博引，輔以社會通行概念而對「企

業價值」深入著墨者。吾人有幸藉修習「價值創造管理」課程之

機會，借師引導，初窺「經濟附加價值」之堂奧。試以「經濟附

加價值 EVA 衡量組織績效」為題，略引文獻、書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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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處，權以野人獻曝視之。 

 

二二二二、、、、衡量組織績效衡量組織績效衡量組織績效衡量組織績效 

2.12.12.12.1       績效之意義績效之意義績效之意義績效之意義 

觀念和工具是互賴互動的，其中一個改變時另一個隨之改

變。新的競爭環境需要新的思考與評估，或許也需要新的衡量工

具。績效是衡量組織達成目標的程度，包含效率（efficiency）與

效果（effectiveness）兩層面。效率指以正確的方法做事（do the 

things right），是以產出與投入的比率來衡量，提高效率是以相

同或較少的投入，得到較多或相同的產出。而效果則是指做正確

運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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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do the right things），以期達成企業的目標。新的競爭環境

與新的資訊工具，得以促使經理人從永續經營的新角度﹙而非歷

史資料的角度﹚看企業價值，企業的目標是創造財富，而非控制

成本。 

評估什麼項目，該項目就會受到重視（you get what you 

measure）。績效評估之消極意義係了解規劃之執行進度與狀況，

俾利採取修訂之因應措施；其積極意義更在於使員工努力目標與

組織目標趨於一致。組織中最稀少的資源是人才和資本。21 世

紀伊始，知識已取代工業社會中的土地、資產、天然資源等，成

為企業價值的主要來源。績效評估的功用不僅要告知管理者，不

能只看短期和靜態的成果，更要培養長期競爭力和企業價值，即

企業是否創造財富。績效評估即尋找能創造組織最大價值之方

法。 

    2.22.22.22.2       財務性指標財務性指標財務性指標財務性指標 

衡量組織經營績效的變數有二：一為財務指標；一為營運指

標。經理人尋求的是在財務指標和營運指標之間，求取平衡。財

務指標包括絕對值衡量、比率衡量、變動性衡量以及其他方式衡

量，如表 1 所示。其中常用的衡量方式主要有純益率、每股盈餘

（earnings per share, EPS）、營業淨利率（return of sale, ROS）、

資產報酬率（return of asset, ROA）、股東權益報酬率（return of 

equity, ROE）、資本報酬率（return of capital, ROC）及營業收入

成長率等指標。 

 



營運指標主要有品質、顧客滿意度、創新、市場佔有率、生

產力、員工態度、工作績效及長短期目標平衡等。哈佛商學院兩

位教授﹙Kaplan & Norton﹚1992 年在哈佛商業評論中發表新的評

估工具即「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它要求經理人

自 4 個方面評估組織的表現，即財務績效及 3 項營運指標，包括

顧客滿意度、內部流程改善、組織學習與成長。惟這些營運指標

也是推動未來財務績效的動力，可提升未來的財務績效。這是否

意味著產業界可能具有單一的指標，它可以描述企業的價值？平

衡計分卡的四種觀點如下： 

1. 顧客觀點：顧客是如何看待我們的？﹙顧客滿意度﹚ 

2. 內部觀點：我們必須在什麼領域中有傑出的專長？﹙內

部流程改善﹚ 

3. 學習觀點：我們能夠不斷改善及創造價值嗎？﹙創新學

習與成長﹚ 

4. 財務觀點：我們在股東眼中表現如何？﹙財務績效﹚ 

在評估企業績效與財務狀況時，財務報表分析佔有相當重要

之地位。財務報表雖是企業經營活動之縮影，但對報表使用人而

言，仍只是未經整理的資料，必須針對決策需要加以整理分析，

才能明瞭報表資料中所隱含的意義，從而成為有助於決策訂定的

資訊。然而，財務比率的項目繁多，而彼此間之相關性高，因此

造成投資者、債權人、研究者及企業管理者，在使用財務比率進

行公司績效評量時，產生諸多困擾。因此，有許多學者利用因素

分析（factor analysis），將眾多的財務比率依其相關性彙總為少

數幾個因素，且仍能保留原始變數之大部分資訊。其中，EPS、

ROS、ROA、ROE 等會計盈餘衡量雖有許多限制，它仍是傳統衡

量績效的重要方法之一。 

2.32.32.32.3       傳統指標之不足傳統指標之不足傳統指標之不足傳統指標之不足 

以收益為基礎的財務數字，較能衡量組織過去的表現，卻無

以評估企業未來的績效。傳統的會計制度所反映的活動是作業

性、枝節性的應計基礎制（accrued basis）。無法反映企業的真

實價值即現金基礎制。傳統指標在工業時代所要達成的監控目

的，也和知識經濟社會中需要持續改善、創新，以期評估企業價

值之目的不相符合。傳統指標不利於新技術的研發投資與新市場

的開發經營，而這兩者是今日競爭優勢之所必須者。此外，EPS、

ROS、ROE、ROA 會傳達誤導的訊息，不利於今日競爭環境之所

需，說明如下： 

1.每股盈餘（EPS） 



有些公司不作資本投資、不追求長期目標，因為它不利於短

期盈餘，且 EPS 忽略權益資金成本。當公司運作的投資報酬率

小於加權平均資金成本，大於稅後負債資金成本時，公司經營仍

可提高盈餘，惟實質上是侵蝕股東權益。 

2.營業淨利率（ROS） 

ROS 係應計基礎制，所計算之獲利率因素會受到不同會計

處理方法的影響，如折舊、攤消、存貨、批發負載﹙trade loading﹚、

通路填塞﹙channel stuffing﹚等，而異其獲利結果，促使經理人

有動機去操控報表上的數字。因此 ROS 非屬衡量獲利率的良好

指標。 

3.總資產報酬率（ROA） 

總資產報酬率是以所使用的資產而非以投入的資金為基

礎，且使用淨帳面價值，分子的稅後淨利未扣除股東權益的資金

成本。因此，若資金來源以權益資金為主時，利息費用就可以降

低，ROA 的分子就會變大，進而提高總資產報酬率，誤導投資

成長的決策。 

4.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股東權益報酬率只考慮到舉債資金成本，未考慮含股東權益

之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管理當局為了提高 ROE 比率，可能會接

受以負債融資的次佳方案，使公司增加財務風險。 

 

三三三三、、、、經濟附加價值經濟附加價值經濟附加價值經濟附加價值 

3.13.13.13.1         EVA EVA EVA EVA 濫觴濫觴濫觴濫觴 

經濟學家 Hamilton 於 1,777 即提出：公司欲創造價值，所賺

取的報酬應高於公司負債與權益資本的資金成本。管理大師 P.F. 

Drucker（1955）在「哈佛商業評論」中說明：企業的獲利在還沒

有超出其資本成本即機會成本之前，它的經營實際上是虧損的。

簡言之，經濟附加價值（economic value added, EVA）就是剩餘所

得（residual income）。是在支付所有成本含機會成本之後的結餘

部份，也稱之為經濟利潤（economic profit）。換言之，企業經營

如果要獲得合理的報酬，報酬的金額必須大到足以彌補其所承擔

的風險。因此，倘企業的營運報酬等同於承擔風險的必要報酬，

即債權與股權的資本成本，則其剩餘所得即為零。凡是利潤小於

資本成本的公司，表示該公司回報給所處經濟體系的，還不及它

從這個經濟體系吸取的資源。因此，這些公司並沒有創造財富，

而是在侵蝕財富。 

EVA是由紐約 Stern Stewart & Co.顧問公司所發展出來的財

務績效衡量指標，它實際上是評估與生產力有關的所有要素，以



期獲得整體要素生產力（total-factor productivity）的資訊。EVA

強調公司應賺取超過資金成本的報酬來創造企業價值，等同也創

造了股東價值。企業經濟價值（economic value）可經由增加獲

利、改善營運資金管理、有效的專案投資等途徑創造而來。 

3.23.23.23.2             EVA EVA EVA EVA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經濟附加價值 EVA 係以傳統的會計報表為基礎，再加上約

當權益準備（equity equivalent reserves）項目之調整，以確實反映

盈餘的現金效果。企業所產出的價值較易衡量，但投入資源的衡

量卻較棘手。EVA 之定義，係衡量公司在某一段期間所創造的

經濟價值，是否高於其所用資產之資金成本的績效管理指標，如

下列公式所示： 

EVA＝（資本報酬率－資金成本率）×期初總投入資本 

    ＝（ROIC－WACC）×IC 

其中： 

1. 資本報酬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 ROIC） 

 
  

2. 資金成本率（cost of capital, COC）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 

3. 期初總投入資本（beginning total invested capital, IC） 

    ＝期初股東權益＋期初計息付債＋期初約當權益準備 

4. 稅前息前利潤（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EBIT） 

    ＝營業額－營運成本－營運費用 

5. 稅後營業利益（net operation profit after tax, NOPAT） 

  ＝EBIT（1－稅率） 

6. 約當權益準備（equity equivalents reserves） 

將會計帳面價值調整為經濟帳面價值的現金基礎科目包

括：遞延所得稅準備、存貨後進先出準備、商譽累計攤銷額、備

抵壞帳、存貨跌價損失、非實體資產資本化（ capitalized 

intangibles），如研發費用資本化。 

依據上述的公式定義，唯有企業的資本報酬率（ROIC）大

於資金機會成本率（WACC），組織的經濟附加價值（EVA）才



會為正值，才會提昇公司的實質價值。倘企業的 ROIC 小於

WACC，組織的 EVA 轉為負值，就會降低公司的實質價值。因

此，EVA 不鼓勵企業為了追求成長而不斷地增加新的投資，除

非 ROIC 大於 WACC 的投資計畫。反之，憑藉資金使用效率的

改善，也可以幫助企業增加 EVA。 

3.33.33.33.3         EVA EVA EVA EVA 動因動因動因動因 

企業經營的量化目標，即開源節流，增加獲利。組織透過財

務管理中的重要決策，即營運、投資、籌資決策的交互運用，得

以達成企業經營的量化目標。檢視組織生產事業的主要價值動因

（value driver）所在，以期提供價值重建（value restructuring）的

基礎。 

1.營運決策 

增加營業額獲利率（ROS＝稅後淨利／營業額），是一種利

潤中心的想法，主要反映於損益表上。可以透過效率改善，即流

程改造、科學管理等方法之垂直價值重建，以期降低成本，提高

營運效率。也可以透過效果改善，即資源分配、管理決策等方式

之水平價值重建，以期組合生產事業單位，提高決策生產力。在

損益表中檢視可能的獲利力動因（profitability driver），以期提昇

營運決策效率。 

2.投資決策 

提高周轉率（T＝營業額／資產）之內部垂直重建，以增加

資產報酬率（ROA＝稅後淨利／總資產），是一種投資中心（未

考慮籌資）的想法，主要反映於資產負債表左邊。透過損益表的

營業額提高及資產負債表左邊的總資產密集度降低，以增加組織

之資產報酬率（ROA＝ROS ×T）。惟須考量資產過低所產生的

風險，如應收帳款、應收票據週轉天數過短，可能造成客戶流失；

固定資產過少，可能會減低公司擴展市場與成長的機會。針對損

益表中之營業額與資產負債表左邊之資產，檢視營運週轉率（T）

之投資成長動因（growth driver），內部水平價值重建包括：擴

大會創造價值的投資，緊縮會破壞價值的投資，買回庫藏股等，

以期提昇投資決策效果。 

3.籌資決策 

透過權益倍數比（A／E＝資產／股東權益）及非營業收入

的增加，發揮財務槓桿的正面效果，以提高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稅後淨利／總股東權益）。是一種兼顧籌資與投資中心的想

法，主要反映於資產負債表右邊。在營業額與資產不變的情況

下，透過籌資決策的應用，增加權益倍數比，即增加舉債，以期

提高股東權益報酬率（ROE＝ROA ×A／E）。惟須考量最適資本



結構，避免舉債增加所產生財務槓桿的反效果。針對資產負債表

左邊之資產與右邊之股東權益，檢視權益倍數（A／E）之籌資

風險動因（risk driver）。思考對應的內部價值重建方案，即最適

資本結構；外部價值重建方案，即併購、撤資、清償等，以期提

昇籌資決策之效益。 

欲增加企業及股東權益之內在經濟價值，進而達到增加公司

外在市場價值，通常採用以現金為基礎之經濟評價法。在損益表

上的會計評價，主要考慮到成本動因、費用的風險動因、收益動

因及利潤動因。資產負債表上的會計評價，應納入投入資金的成

長動因、籌資的風險動因。此外，現金的流動性動因及競爭優勢

期間動因亦應納入考量。 

提高企業的 EVA，可以透過下列三種方式： 

1.建立（build）：藉由專案投資，推動投資報酬率﹙ROIC﹚

超過資金成本﹙WACC﹚的新投資計畫。 

2.經營（operate）：在不增加企業使用資本額度，即資金固

定的情況下，尋找可能的獲利動因，並作內部之價值重建﹙營運、

投資、籌資及股利決策﹚，外部之價值重建﹙併購、分割、撤資、

清償決策﹚，以期提高營運利潤。 

3.收割（harvest）：針對無法賺取資金成本的事業單位﹙部

門、專案、產品、客戶、市場別等﹚，採取停止生產、裁撤、合

併、出售等放棄經營的決策。 

茲將績效指標與價值動因列表比較如表 2 所示。 

 

 



3.43.43.43.4     EVA EVA EVA EVA 功效功效功效功效 

經濟附加價值強迫經理人集中注意力於少量最重要的指

標。EVA 已從學術上的專業術語，蛻變為一種財務規劃的工具、

績效衡量的指標及營運決策的依據。EVA 所具備之多元功效，

試說明如下： 

1.重新檢視資本成本 

傳統的績效評估指標只考慮到籌措資金的負債成本，忽略了

權益方面的成本，EVA 強調所有的資金都有其機會成本。EVA

的工具可適用於總公司與所屬關係企業，也適用於不同的組織區

隔層級，包括各個事業群（SBU）、部門別、產品別、客戶別、

市場別、專案別等。各單位成員為了達成更好的 EVA 績效，就

會設法降低資金成本，提高 ROIC 與 WACC 間之差額，使資本

使用更具效率，EVA 隨之提高。 

2.引導正確的營運決策 

較長的生產週期可降低單位成本，惟是否需要較高的存貨卻

增加資本成本？爭取業務訂單，是否需要降低利潤條件？此等短

利長弊、在兩難之間的課題。在 EVA 的機制之下，會讓組織領

導人思考企業內部的經濟活動與決策，對損益表與資產負債表的

影響。EVA 將許多牽制的競爭要素，放在一份管理報告中。當

經理人必須在兩難間，即營運成本與資本成本之間，做適當取捨

時，EVA 的平衡機制可以提供明確而客觀的衡量依據。 

3.同步改進誘因制度 

大部份傳統的紅利方案都過度強調短期績效，促使經理人過

份追求短利，而放棄耕耘長期的競爭力。EVA 的誘因制度係經

理人的報酬和所有權人相同，促使經理人能以所有權人的角度思

考和行動（to motivate manager think, act and reward like an owner）。

紅利方案雖無上限，惟超過定額部份，則存入紅利銀行（bonus 

bank）中，依據未來幾年之 EVA 表現而增減給付。幫助經理人

思考資本投資，並追求長期策略目標。 

4.專業投資的轉變 

企業內部最有價值的資源，是全體員工的創造力及追求成功

的意志力。EVA 管理系統可以提供員工更好的訊息與願景，讓

員工得以衡量自我的表現，並給予合理的報酬，以致能達到驚人

的績效。美國股市專業投資人與法人投資機構已注意及此，尋找

卓越的經營團隊，睿智地運用資本，優異的經營績效，衡量的標

準就是採用 EVA 制度的公司。 

5.滿足企業利害關係人 



企業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包括員工、客戶、供應商、

所處社區、社會環境及股東。企業生存的首要目標是滿足客戶需

要，過程目標是滿足員工、供應商、社區、環境需要，最終目標

是滿足股東需要。因此，EVA 的機制倘能創造股東報酬，最好

的方法是滿足、且善待企業全體的利害關係人，增進利害關係人

的長期利益。EVA 衡量股東報酬，因為股東是企業經營的最後

受益人。EVA 也是能夠滿足企業所有關係人的單一績效衡量指

標，解決了傳統多項績效衡量指標間互相重疊、矛盾、衝突之困

擾。 

6.回饋社稷 

可口可樂公司執行長 R. Goizueta（1996）在年度報告中說明：

建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公民的需要，慈善事業的出現是為了

滿足社會的需要，成立公司是為了滿足經濟的需要。企業如果能

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以有意義的方式對社會做出貢獻。企業更

有效率地運用資本，代表較高的資本生產力、較高的投資報酬

率。社會因而可以累積更多的金融資產，從而提昇投資大眾的生

活水準。企業也更有能力善盡社會責任，回饋社稷。 

 

四四四四、、、、EVAEVAEVAEVA 約當權益調整約當權益調整約當權益調整約當權益調整 

4.14.14.14.1       約當權益準備約當權益準備約當權益準備約當權益準備 

由於傳統獲利能力指標係根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計算，在會計的保守原則

下，扭曲了公司真實的報酬率。會計報表係應計基礎，而非現金

基礎；且係以債權人的角度來清算公司資產的最低金額，而非所

有人的角度來描繪企業永續經營的價值。此種需將會計帳面價值

（accounting book value）調整為經濟帳面價值（economic book 

value），避免因一般會計原則所造成的潛在資訊曲解（potential 

distortion）的科目，統稱為約當權益準備（equity equivalents 

reserves）。重新調整會計科目，找出約當權益的準則如下： 

1. 從應計基礎轉換成現金基礎： 

加回各類沒有現金流出的會計準備，例如：遞延所得稅準備。 

2. 從債權人清算角度轉換成股東永續經營角度： 

債權人傾向站在清算角度，不願意將公司的無形資產（如研

發經費）資本化。惟以股東永續經營角度視之，應將所有會帶來

經濟效益的支出視為資本投入。 

有關約當權益準備須調整若干個會計科目之資料，依據

Stern Stewart & Co. 針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列出 166 項

可調整項目。惟建議在實務上，基於成本效益的考量，應該在簡



單（計算和了解的程度）與精確（掌握真實經濟利潤的準確性）

之間，取得平衡。調整會計項目的多寡，依行業別與公司特性的

不同而有所差異。並無現成可用的 EVA 系統，每一家公司需要

的是一套量身定作的系統。一般而言，在實際應用時，多數企業

要算出最合適的 EVA，所需的會計調整約 5 至 15 個項目。是否

調整會計科目的標準如下： 

1. 該調整項目是否會對經濟附加價值產生重大影響。 

2. 經理人員能否藉由該調整項目，操縱損益。 

3. 非財務會計背景人員能否迅速理解調整項目的意義。 

4. 該調整項目之資料是否容易取得及追蹤。 

4.24.24.24.2      會計調整項目會計調整項目會計調整項目會計調整項目 

為忠實反應公司的價值，須將會計之應計基礎制，調整為約

當現金基礎制，茲將重要會計調整項目摘要說明如下： 

1. 後進先出存貨準備（LIFO reserve） 

後進先出法（last in first out, LIFO）的原則係將後期購進之

存貨成本先轉出，作為銷貨成本，而期末存貨均為早期購入之成

本。如此將導致期末存貨價值低於重置成本，使得存貨價值低

估。計算 EVA 時，為能更真實的反映存貨價值，必須將後進先

出轉為先進先出（first in first out, FIFO），使存貨價值接近市價。

而後進先出存貨準備（LIFO reserve）是 LIFO 與 FIFO 之差異，

所以必須將 LIFO reserve 加回投入資本（capital），同時稅後營

業淨利（NOPAT）亦需調整 LIFO reserve 之增減數，將存貨計價

由 LIFO 轉換為 FIFO。 

2. 各項準備 

所投入的資本包括營運資產、財務資產、其他資產，因此，

有關投資科目需要予以調整，如應收帳款備抵呆帳、催收款備抵

呆帳、其他應收款備抵呆帳、存貨備抵跌價損失、短期投資備抵

跌價、長期投資備抵損失等。因為這些預防性的準備，非真實的

現金流動，混淆了現金的真實流動時點，所以必須將這些科目以

現金基礎予以調整。應將這些累計的科目視為約當權益，加至資

本中。 

3. 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deferred taxes）是暫時性差異，係指稅法對某

些收入與費用認列時點之規定，與會計準則之規定不一致，而導

致課稅所得（企業向國稅局申報應稅利潤）與稅前會計淨利（企

業向股東報告利潤）兩套帳目間之差異。此未實際付出的稅金記

入負債項，於未來帳列資產回收或負債清償時，產生應課稅金額

或可減除金額迴轉，而將原差異消除。假設報稅時採用定率遞減



法折舊，而財報上採直線法，將因折舊費用攤提之不同而在使用

初期產生未來應課稅金額，使用後期產生可減除金額。然而以永

續經營的立場視之，倘公司新舊資產不斷交替，將使遞延所得稅

維持在均衡狀態，它形同公司的可運用資本，即約當權益項目。

因此計算 EVA 時，遞延所得稅從負債項中移除，加回到權益資

金，視為運用資本的一部份。其增減數額則調整當期會計上認列

（實際應付）的所得稅費用，以正確衡量公司盈餘。 

4.營業租賃 

營業租賃資產並不入帳，但實際上它卻是運用資本的一部

份。計算 EVA 時，如不將其含於投入資本中，則經理人將傾向

於租賃資產而不購置新資產。以期降低投入資本，增加 EVA。

Stern Stewart 建議將營業租賃資產資本化，併入投入資本，且其

利息費用部份亦將調整稅後營業淨利（NOPAT）。實際上計算

時，係將財務報表附註所揭露之未來五年內每年應付租金總額，

以合理之折現率折現。並加總列為租賃資產，利息費用則是前述

之租賃資產金額乘上折現率的金額。 

5.商譽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商譽的處理方式係將其入帳，並逐年攤

銷為費用，且攤銷年限至多為 40 年。但商譽攤銷並無實際現金

支出，且稅法不予認定。所以計算 EVA 時，需將商譽攤銷費用

加回稅後營業淨利（NOPAT）。且累計攤銷也需加回投入資本，

以反映真實價值。 

6.研發訓練支出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要求將研發支出視為當期費用，此意味著

研發活動無法為未來帶來效益，所以立即費用化。結果使公司最

重要的資產降為零，並減少當期的利潤。因此降低了今日 EVA

淨值，高估了明日 EVA 價值。基於績效衡量目的，不論研發活

動成功與否，計算 EVA 時，均將研發資本化併入投入資本，並

在其未來效益年限中加以攤銷。此外，有關資訊部門投入軟體、

硬體之重大支出，都應採取資本化分攤，而非全部當作費用認

列。訓練費用的支出，亦應於合理且可期望獲取效益的年限內，

以資本化分攤方式處理。高科技股通常以遠高於淨值倍數的價格

交易，這正是主要原因之一。 

7.無形資產分攤費用 

包括商標、專利、技術權利金也應以資本化方式合理分攤，

而非於當年全部認列費用。以累計無形資產減除累計攤銷，得到

（淨）資本化之無形資產。有關行銷、通路、重大廣告支出的費



用，亦應以資本化方式處理，於其可獲取之經濟年限內，做合理

的分攤。 

8.折舊 

大多數的公司都採直線法提列折舊。直線法將低估早期的內

部報酬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高估後期的資產價值，

而扭曲 EVA。Stern Stewart 建議採用償債基金法（sinking fund）

提列折舊。每年定額提撥一筆基金，最初幾年的金額較小，最後

幾年則快速上升，期望能在資產使用屆滿時有足夠資金以重置資

產。就效果上言，也較接近經濟現實。多數耐久型設備在最後幾

年因過時與耗損，而快速跌價。 

9.停業部門等其他特殊項目 

由於 EVA 係基於企業永續經營原則下衡量，所以稅後營業

淨利（NOPAT）係為繼續營業部門之稅後淨利，並不包含停業

部門損益、非常損益及會計變動累積影響數等項目。計算 EVA

時，需將停業部門損益排除在稅後營業淨利（NOPAT）之外，

且停業部門資產、負債、非常損益等，一併從資本中扣除。 

 

五五五五、、、、市場附加價值市場附加價值市場附加價值市場附加價值 MVAMVAMVAMVA 

5.15.15.15.1      MVAMVAMVAMVA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股權與債權合計的總市值（total market value）與總資本之間

的差額，稱為市場附加價值（market value added，MVA），定義

如下列公式所示： 

市場附加價值（MVA）＝市值（MV）－總資本（EBV） 

MVA＝（股東權益的市場價值＋債權的市場價值） 

    －（股東權益的經濟帳面價值＋債權的經濟帳面價值） 

MVA＝（期末流通在外股數 ×每股市價＋債權的市場價值） 

         －（股東權益的帳面價值＋約當權益準備＋債權的帳面價

值） 

其中： 

1.市值=股權與債權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 of debt and 

equity, MV) 

2.總資本=股權與債權的經濟帳面價值(economic book value 

of debt and equity, EBV) 

3.債權的經濟帳面價值相當於債權的帳面價值 

MVA 是企業增加股東財富的累計金額，可以顯示股東權益

增加或減少部份，因此 MVA 是從外部衡量經營績效的指標。

MVA 也反映經營階層對企業長期規劃的成效，因市值包含了對

預期長期報酬的折現值。 



5.25.25.25.2       MVAMVAMVAMVA 功效功效功效功效 

1. 創造股東財富 

衡量股東價值的提昇，是以股權的市場價值扣除股權的帳面

價值，而 MVA 則是股權和債權的市場價值扣除股權和債權的經

濟帳面價值。公司的 MVA 又可以表示成股權的 MVA（股權的

市場價值扣除股權的經濟帳面價值）和負債的 MVA（負債的市

場價值扣除債權的經濟帳面價值）。通常負債的市場價值和帳面

價值相差不遠，假設負債 MVA 為零，則極大化公司的 MVA 即

等於極大化股權的 MVA，就是創造股東價值。影響負債市場價

值波動的主因是利率水準變動，而利率波動由總體經濟變數決

定，非管理者所能控制。 

2.市值與創造財富無關 

財富的創造並非由企業的市值決定，而是市值與投入企業資

本之間的差額。如果企業投入 10 元的資本，產生低於 10 元的市

值，企業是在侵蝕股東財富。讓股東領回 1 元的現金股利，遠比

讓公司使用 1 元的保留盈餘，卻只提高 0.8 元的市值要好。1996

年戴爾電腦公司（Dell computer Co.）的市值 87 億美元，和迪吉

多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的市值 81 億美元不相上下。然

而戴爾公司僅投入 4 億美元，創造了 83 億美元的股東財富。相

反的，迪吉多公司投資 120 億美元的資本，虧空了 39 億美元的

股東財富，顯示企業之市值與創造財富無關。 

3.NPV 與 MVA 正相關 

當公司執行了凈現值（net present value, NPV）大於零的計畫

案時，其市場附加價值也會增加。NPV 是計算公司未來各期的

現金量折現值總和，扣除當初投入的資本而得。計算 MVA 時，

資本的經濟帳面價值相當於公司過去及現在所投入資本之總

合。NPV 法的未來各期現金量折現值總合，即為 MVA 法中公司

資本的市場價值。換言之，公司 MVA 之增加（減少），即表示

公司投資了 NPV＞0（＜0）的計畫。 

5.35.35.35.3          解釋能力解釋能力解釋能力解釋能力 

不論何種衡量績效的方法，都無法解釋所有的市場附加價值

變動。上市公司價值即其流通在外股數之市值總和，市值之決定

在於投資人對公司價值之判斷，故投資人之觀點不可忽視。在資

本市場較先進的國家，財務實證研究發現，傳統財務比率如

EPS、ROS、ROE 等指標與股價之相關性較低，經濟報酬如 EVA

與股價之相關性則較高，如表 3 所示。 

 

 



表 3  績效指標解釋 MVA 變動能力表 

經營績效指標 解釋 MVA 變動的能力(%) 

1. 營業額 9 

2. 每股盈餘 EPS 15-20 

3. 現金流量 22 

4. 最優秀業績 23 

5. 股東報酬率 ROE 35 

6. 經濟附加價值 EVA 50 

資料來源：Al Ehrbar(1998), EVA: The Real Key to Creating Wealth, John Wiley & Sons, Inc. 

 

依據統計資料，EVA 可以解釋 50%有關公司的 MVA 變動。

MVA 是預期未來 EVA 的折現值，這表示提高公司 EVA 的管理，

就是提高 MVA 最直接的方式。在實際運作上，EVA 的增減可能

讓投資人產生預期，導致 MVA 增減更多倍。因此，MVA 和 EVA

之比值隨之調整。依據研究資料顯示，EVA 每增加 1 美元，平

均會提高 9.5 美元的 MVA。市場是隨著經濟波動，而非隨著盈

餘波動。財報資料中必須經適當調整，去除各種扭曲之後的會計

盈餘，轉換為經濟盈餘，可驗證 EVA 較傳統指標更能解釋 MVA

的變動。以 IBM 公司 1985 年至 1992 年的資料為例，其 MVA 和

EVA 之比值約在 4.5 至 10.6 之間，兩者呈正相關，如表 4 所示。 

 

表 4  IBM 公司 MVA 與 EVA 之關係表 

IBM 1985 1989 1992 Δ1989 Δ1992 

盈餘 66 億 58 億 - - - 

MVA 500 億 0 -237 億 -500 億 -737 億 

EVA 47 億 -2 億 -53 億 -49 億 -100 億 

MVA／EVA 10.6 － 4.5 10.2 7.4 

資料來源：Al Ehrbar(1998), EVA: The Real Key to Creating Wealth, John Wiley & Sons, Inc. 

 

六六六六、、、、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6.16.16.16.1        價值信念價值信念價值信念價值信念 

公司經營最終目標是要創造公司價值及創造股東價值，因

此，需建立以價值為基礎的績效評估指標。幫助組織中各級主管

與人員，使其努力目標與企業目標趨於一致。組織成員均具備價

值信念（value mind-set），在公司中積極尋求可能改善的價值動



因（value driver），俾利推行價值重建（value restructuring）的行

動方案。依據國內外實證研究之結果顯示，EVA 是整合性衡量

組織績效的單一指標，可以同時滿足企業所有關係人，包括客

戶、員工、供應商及股東，不但增加公司經濟價值，進而反映到

資本市場上，增加市場附加價值 MVA。此外，EVA 建立了專業

經理人與企業股東間的夥伴關係（make managers into owners），

也建立了衡量組織內在經營績效與外在投資效益間更有效的連

動機制。茲將價值創造管理有關之構面與說明，列如表 5 所示。 

 

表 5  價值創造管理構面與說明表 

價值創造管理構面 說             明 

1. Mind-set（觀念面） 

 為何評估價值 

˙公司經營最終目標是： 

  創造公司價值、創造股東價值。 

2. Measurement（方法面） 

如何評估價值 

˙會計評價帳面價值(ROS、ROA、ROE)。 

˙EVA 評價經濟附加價值(NEEAT、ROC、Spread、EVA)。 

˙MVA 評價市場附加價值(MV、EBV、MVA)。 

3. Management（落實面） 

如何管理價值 

˙整合不同的組織變革、管理功能、管理制度、管理過程。 

˙塑造公司具有價值創造管理的組織文化。 

4. Restructuring（決策面） 

如何重建價值 

˙尋找價值動因(獲利力、成長、風險、流動性及期間動因) 

˙內部重建(營運、投資、籌資及股利決策) 

˙外部重建(併購、分割資產、撤資及管理併購決策) 

5. Communication（資訊面） 

如何溝通價值 

˙股價高估(EVA 偏低)時，對內溝通，辦理價值重建。 

˙股價低估(EVA 偏高)時，對外溝通，公佈 EVA 報告。 

6. Motivation（報酬面） 

如何分享價值 

˙會計盈餘基礎 

˙經濟附加價值基礎 

˙市場投資報酬率基礎 

資料來源：黃麟明(2001)，價值創造管理講義，台北：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6.26.26.26.2          雙贏工具雙贏工具雙贏工具雙贏工具 

多數重大的變革與機會都在外部環境發生，真正的重點不是

工具，而是工具背後的觀念。即商業的定義係增加附加價值，並

創造財富。績效評估工具能否發生效用，應具有配合策略之績效

標準，亦應有反映實況之資訊可資引用。其中，會計制度即代表

主要的資訊制度。各大企業都在尋找能建立一個創造公司最大價

值的方法，而 ROS、ROA、ROE、EPS 等財務比率，是企業人及

投資大眾用來衡量企業創造經濟價值的傳統獲利指標。面對眾多

的衡量指標，何者具有較佳的價值解釋能力，一直都是企業人所



重視的課題。傳統的獲利指標由於忽略權益資金成本，因此當公

司賺取的投資報酬率小於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惟大於稅後負債資

金成本時，公司仍可藉由此類投資來提高盈餘，卻侵蝕了股東權

益。此外，傳統獲利指標在會計的保守原則下，也扭曲了公司真

實的報酬。 

EVA 則是用以衡量公司在某一段期間資產所創造的經濟價

值是否高於其資金成本的一種專門技術。EVA 是管理與評估整

體要素生產力的資訊，它強調所有的資金都有其成本存在，且不

受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限制。因此，可以藉由調整約當權益（equity 

equivalents）項目，消除財務與會計上的扭曲。改變一般經理人

只重視短期績效，而忽略其所應負責的長期競爭優勢與資本效

益。此外，亦能降低經理人操縱盈餘的空間，促使經理人與股東

的目標一致，追求企業最大價值，達成雙贏的結果。 

6.36.36.36.3       EVAEVAEVAEVA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1.中小企業之應用 

中小企業規模較小，以公司為單位採用 EVA 制度，其會計

科目所需調整的約當權益項目約 5 至 15 項。且係單一層級會計

體制，深具成功的可行性。證諸國外 EVA 制度之濫觴，多由中

小企業導入成效，而推廣至中大型公司成功之歷程與案例，可資

說明。 

2.中大型公司之應用 

中大型公司倘以 EVA 制度作為各部門（事業群、專案別、

產品別、客戶別、市場別）績效評估之依據，則各單位會計科目

所需調整的約當權益項目仍為 5 至 15 項，惟對公司而言係多層

級會計體制。EVA 理論公式雖簡單，惟會計計算或較繁瑣。在

藉助電腦程式代工計算之條件下，應可克服此項困擾。此外，現

代中大型企業之組織結構深俱變動彈性，常因市場機會與競爭優

勢而機動調整各級單位。倘遇此情況，會計參謀作業的工作能

量、變動彈性及時程功效等，應是中大型公司採用 EVA 制度能

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3.單一指標績效評估 

國內外證實研究顯示，EVA 是整合性衡量組織績效的單一

指標，可以早期發現績效不佳的組織單位，且可有效幫助公司成

長，創造更多股東財富。EVA 不但可以同時滿足企業所有關係

人，且可適用在各專案及各經理人的績效評估。當經理人必須在

營運成本與資本成本之兩難間做適當取捨時，EVA 的平衡機制

可以提供明確而客觀的衡量依據。此外，它亦有激勵的效果。倘

公司採用 EVA 制度，各組織單位為了達成更好的績效，就會設



法降低資金成本。提高 ROIC 與 WACC 間之差額，使資本使用

更具效率，EVA 隨之提高。以「價值」為管理基礎的公司和國

外法人投資機構，多建議採用 EVA 作為公司價值創造的評估系

統，並作為策略規劃、資源分配、目標設定、績效衡量與賞罰的

基礎。有興趣提昇企業價值之公司化組織，蓋興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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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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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