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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研究藉由多準則評估理論(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中常用之 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法、SAW (Simple 

Additive Weighting) 法、 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法及灰色系統理論(Grey System Theory)中之

灰關聯分析(Grey Relation Analysis)等方法，來進行港灣工程方案評選

之應用。並以台灣地區 K 港貨櫃中心開發案為案例，進行本港灣工

程方案評選模式之驗證。由驗證結果得知，本模式在操作上是可行

的且具周延性。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台灣是海島型經濟，其中 99%的國際貿易貨物運輸量是透過港

埠來進行進出口，由此數據說明了港埠建設對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有

其極為重要之地位。而港灣工程在相較一般土木工程方面，在需求

預測面、工程技術面、財務面及環境衝擊面上都具有不確定性高及

投資成本高之特性。因此，港灣工程方案的研擬，一般在規劃單位

作業上均會從需求面、工程面、財務面及環境面等不同之構面來加

以思考，然後研擬出幾個可行之方案來進行評選。但對於方案之評

選方式，過去大部份是透過專家間的討論後加以決定，鮮少透過客

觀量化之方法來加以篩選。因此本研究藉由多準則評估理論中常用

之層級分析法(AHP)、加權總和法(SAW)、TOPSIS 法及灰色系統理論

中之灰關聯分析等幾種方法，來進行港灣工程方案評選之應用。其

中藉由 AHP 法來構建方案評選之層級化，達到由繁化簡之功效，同

時利用 AHP 法求取各評估準則間之相對權重。再輔以 SAW 法、



TOPSIS 法及灰關聯分析法等 3 種方法，來進行港灣工程方案評選之

求解。 

 

二二二二、、、、港灣工程方案評選多準則評估方法港灣工程方案評選多準則評估方法港灣工程方案評選多準則評估方法港灣工程方案評選多準則評估方法 

港灣工程方案評選之問題具有多屬性且複雜之特性，本研究採

用多評準決策理論(MCDM)中之相關方法，來求解港灣工程方案評選

之問題。採用此法之優點：(1)模式操作簡單，可處理之問題規模較

大；(2)可提供決策者較明確的參考資訊；(3)考慮之層面及準則較完

備，易掌握實際問題狀況。但亦有其限制：(1)僅能處理間斷性區位

問題，連續性區位問題則必須先予簡化為分區（Zoning），才能進行

評估；(2)不同之多準則評估方法各有其適用範圍，應用時必須謹慎

選擇適當方法[蕭再安，民 81]。 

以下就 AHP、SAW、TOPSIS 及灰關聯分析等 4 種方法之計算步

驟，分別說明如下： 

2.1 層級分析法層級分析法層級分析法層級分析法（（（（AHP）））） 

層級分析法(AHP) 是 Saaty 1971 年提出，目的是將複雜的問題系

統化，由不同的層面給予層級分解。並以 1，2，…，9 的比例尺度對

各評估指標間的相對權重做成對比較，建立比較矩陣，並計算其特

徵值(Eigenvalue)及優先向量(Priority Vector)，最後由最大特徵向量進

行一致性檢定後，即可得到各評估準則間相對權重的大小。 

本研究在應用層級分析法(AHP) 求取評估準則之權重時，包括

下列步驟： 

◎ 問卷設計與調查。 

◎ 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 計算優先向量及最大特徵值。 

◎ 進行一致性檢定。 

◎ 各評估準則權重計算。 

2.1.1. 問卷設計與調查 

根據層級架構來設計問卷，藉由受訪之港埠專家來對各要素間

的相對重要程度進行表示。問卷題目是以兩兩要素間之相對重要性

來進行成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而要素間的比較係以某一層級

的要素，以上一層級某一要素作為評估基準下，進行要素間的成對

比較。若有 n 個要素時，則需進行 n(n-1)∕2 個成對比較。 

AHP 評估尺度基本上劃分為五項，即同等重要、稍重要、頗重

要、極重要、絕對重要，並賦予 1、3、5、7、9 的衝量值。另有四項

介於五個基本尺度之間者，並賦予 2、4、6、8 的衡量值。有關各尺

度所代表的意義，如表表表表 1111 所示。 

 



表 1  AHP 法的評估尺度與說明 

評 估 尺

度 

定義 說明 

1 同等重要（Equal Importance） 兩比較方案的貢獻度具同等重

要。等強（Equal） 

3 稍重要（Weak Importance） 經驗與判斷稍微傾向喜好某一方

案。稍強（Moderately） 

5 頗重要（Essential Importance） 經驗與判斷強烈傾向喜好某一方

案。頗強（Strongly） 

7 極重要（Very Strong Importance） 實際顯示非常強烈傾向喜好某一

方案。極強（Very Strong） 

9 絕對重要（Absolute Importance） 有足夠證據肯定絕對喜好某一方

案。絕強（Extremely） 

2、4、6 

、8 

相鄰尺度的中間值（Intermediate 

Value） 

需要折衷值時。 

資料來源：鄧振源、曾國雄，層級分析法（AHP）的內涵特性與應用（上）、（下），

中國統計學報，第 27 卷第 6、7 期，民國 78 年 6、7 月。 

 

2.1.2. 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根據問卷取得各要素間的相對重要程度結果，接著建立成對比

較矩陣。成對比較時使用的數值，分別為 1/9，1/8，L，1/3，1/2，1，

2，3，L，8，9，將 n 個要素比較結果的衡量，置於成對比較矩陣 A

的上三角形部分，主對角線為要素自身的比較，故均為 1，而下三角

形部分的數值，為上三角部分相對位置數值的倒數，即 aji=1⁄aij。有

關成對比較矩陣的元素，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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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計算優先向量及最大特徵值 

(1)求解優先向量 

成對比較矩陣得到後，接著求取各層級要素的優先向量。使用

數值分析中常用的特徵值解法，找出優先向量。若 λ 為成對比較 A

之特徵值，則 

A‧
W
～= λ‧

W
～     …………………………………………..(2.2) 



即 (A－λ～
I

)‧
W
～= 0……………………………………...(2.3) 

則
W
～稱為 A 的特徵向量。 

(2) 求解最大特徵值 

    λmax 的近似求法，以所求之優先向量～
W

和成對矩陣 A 相乘，

得一向量～
W

'，再將～
W

'中之每一元素除以原優先向量～
W

之每一元素。

最後將所得的數值求取算數平均數（Arithmetic Mean），即可得到最

大特徵值 λmax。其數學式如下： 

 A‧
W
～= 

W
～ '      …………………………………………(2.4) 

2.1.4. 進行一致性檢定 

AHP 法利用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e Ratio，C.R.）來衡量比較矩

陣的整體一致性，若 C.R.≦0.1 時，則矩陣的一致性程度令人滿意。 

    一致性比率（C.R.）為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e Index， C.I.）

與隨機指標（Random Index，R.I.）之比值，即 

C.R.= R.I.

C.I.

…………………………………………………(2.5) 

式中， 

(1)一致性指標（C.I.） 

是（λmax-n）與（n-1）之比值，即 

C.I.= 1n

nmax

−
−λ

……………………………………………(2.6) 

λmax：最大特徵值，n：矩陣的階數。當 C.I.=0 表示前後判斷

完全具一致性，而 C.I.＞0 則表示前後判斷不連貫，Saaty 建議 C.I.≦0.1

為可容許的偏誤。 

(2)隨機指標（R.I.） 

根據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與 Wharton School 進行的研

究，從評估尺度 1－9 所產生的正倒值矩陣，在不同的階數( Order )

下，產生不同的 C.I.值，稱為隨機指標( Random  Index，R.I. )。其中

矩陣階數為 1～11 的 R.I.值，係以 500 個樣本所求得的平均值；階數

為 12～15 的 R.I.值，則用 100 個樣本所求得的平均值。其結果如表表表表

2222 所示。 

 

 

 

 

 



表 2 隨機指標表 

階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R.I. 
0.0

0 

0.0

0 

0.5

8 

0.9

0 

1.1

2 

1.2

4 

1.3

2 

1.4

1 

1.4

5 

1.4

9 

1.5

1 

1.4

8 

1.5

6 

1.5

7 

1.5

8 

資料來源：Thomas L. Saat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cGraw-Hill, New 

York, 1980, pp.21. 

 

2.1.5. 各評估準則權重計算 

接著整合各層級要素的相對重要程度，以歸納出最底層各評估

準則之權重。歸納的方法玆根據問卷調查取得專家對各層級要素相

對重要程度的看法，並經由成對比較矩陣的建立、優先向量及最大

特徵值的計算、並進行一致性的檢定，取得各層級要素的權重。若

在三個層級的評估準則系統中，最底層評估準則的權重係從第二層

要素的權重往下相乘第三層要素的權重後，即可得到整體系統下各

評估準則之權重。 

2.22.22.22.2 加權總和法加權總和法加權總和法加權總和法（（（（SAWSAWSAWSAW）））） 

加權總和法是多準則評估中最常用的方法，其計算步驟如下： 

2.2.1. 將各評估指標予以正規化(Normalization) 

(1)效益指標正規化 

j
ij

i

ij
ij x

x
r ∀= ,

max
…………………………………………(2.7) 

(2)成本指標正規化 

j
ij

ij
i

ij x

x
r ∀= ,

min

…………………………………………(2.8) 

2.2.2. 計算各評選方案之加權績效值 

mirwS
n

j
ijji ,,2,1,

1

K==∑
=      ……………………………(2.9) 

其中 
∑

=
=

n

j
jw

1

1

 

2.2.3. 根據 Si 之大小，來對各個方案進行排序，其值愈大者，表示

方案之偏好愈高。 

2.3 TOPSIS2.3 TOPSIS2.3 TOPSIS2.3 TOPSIS 法法法法 

TOPSIS [Yoon and Hwang,1981]之觀念乃在於先界定理想解（Ideal 

Solution）和負理想解（Negative Ideal Solution），前者指各替選方案

效益面準則值最大，成本面準則值最小者；而後者是各替選方案效

益面準則值最小，成本面準則值最大者。在選擇方案時，以距離理



想解最近，而距負理想解最遠的方案為最佳方案。TOPSIS 可以避免

產生一方案距離理想解最近，又距負理想解最近，以及距理想解最

遠，又距負理想解最遠，不易比較的缺點。其步驟有六： 

2.3.1. 建立正規化決策矩陣（Normalized Decision Matrix） 

nj

X

x
r

m

i
ij

ij
ij ,,2,1,

1

2

K==

∑
=    ……………………………(2.10) 

其中 Xij 為第 i 個替選方案中所對應第 j 個屬性的評比結果。 

2.3.2. 建立加權正規矩陣（Weighted Normalized Decision Matrix） 

加入權重 w = (w1,w2,…….,wn) 

其中 
∑

=
=

n

j
jw

1

1

 



























=



























=

mnnmjjmm

innijjii

nnjj

nnjj

mnmjmm

inijii

nj

nj

rwrwrwrw

rwrwrwrw

rwrwrwrw

rwrwrwrw

vvvv

vvvv

vvvv

vvvv

V

LL

MMMM

LL

MMMM

LL

LL

LL

MMMM

LL

MMMM

LL

LL

2211

2211

22222211

11122111

21

21

222221

111211

 
…………………………………………………………………………….(2.11) 

2.3.3. 決定正理想解 A＊與負理想解 A－（Ideal and Negative-Ideal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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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 = { j = 1,2,…..,n | j 就效益層面而言} 

J´= { j = 1,2,…..,n | j 就成本層面而言} 

2.3.4. 計算分離測度（Separation Measure） 

各方案與正理想解之分離測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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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j
jiji ,...,2,1,)(

1

2** =−= ∑
= ………………….…………(2.14) 

各方案與負理想解之分離測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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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計算各個方案對正理想解的相對靠近度（Relative Closeness to The 

Idea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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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方案排序（Rank） 

根據相對靠近度 Ci＊的大小，來對各個方案進行排序，其值愈

大者，方案之偏好愈高。 

2.4 2.4 2.4 2.4 灰關聯分析法灰關聯分析法灰關聯分析法灰關聯分析法 

灰色系統理論(Grey System Theory) 於 1982 年由鄧聚龍教授提

出，是針對少數據且不明確的情況下，利用既有資料所潛在之訊息

來白化處理，並進行預測或決策的方法。灰色系統理論具有運算簡

單且適合處理複雜或訊息不足之問題的特性，而「白化」之意義即

在將複雜或訊息不足之問題轉換成較易處理的資料供決策者參考。

本研究以灰關聯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之概念，由各評選方案

中各評估指標績效值訂出標準序列，並以灰關聯空間測度，衡量各

方案與標準序列間之變異性，進而對各方案進行排序。其步驟如下： 

X0 = {X0(1),X0(2),K,X0(n)}……………………………………... (2.17) 

Xi = {Xi(1),Xi(2),K,Xi(n)}………………………………………... (2.18) 

X0 表目標序列(指由各影響因子之理想目標值所組成集合)  

Xi 表參考序列(指各方案之績效值)。 

2.4.1. 將各評估指標予以正規化(Normalization) 

2.4.2. 灰關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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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 (0,1) 稱為辨識係數(Distinguished Coefficient) ，目的在控制

關聯係數的大小以利判斷，一般建議給定 0.5[Deng,1989] 。 

2.4.3. 灰關聯係數 

為比較各方案和目標序列之差異，定義灰關聯係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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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加入權重之概念，將(3.20) 式改寫成(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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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模式構建模式構建模式構建模式構建 

本研究之港灣工程方案評選模式，主要依決策四要素，即替選方

案(Alternatives)、評估準則(Criteria)、績效值(Performance)及偏好結構

(Preference Structure) 來構建整個評選模式，其流程詳如圖一圖一圖一圖一所示。而

執行之步驟主要包括下列七個程序： 

1.決定評比方案。 

2.研擬評估準則(指標)。 

3.建立層級架構。 

4.蒐集客觀量化績效值。 

問卷調查，其中包括兩大部份，一是應用層級分析法（AHP）進

行「各評估準則權重」之調查，另一針對質化的評估準則利用李克特

五點量表來進行「各方案優劣程度」之調查。 

6.藉由 SAW 法、TOPSIS 法及灰關聯分析法來對各個方案進行排

序。 

7.藉由極值權重法(Extreme Weight Approach) 進行敏感度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來分析本模式的周延性。 

 

評估準則研擬

建立評估體系
層級架構

決定評選方案

蒐集各評選方
案資料

立意抽樣

專家問卷調查

主觀績效評分
準則重要程度

評分客觀量化資料

績效值正規化 計算準則權重

綜合評估

方案優劣排序

 
 

圖一 港灣工程方案評選流程圖 



按港灣工程之特性，在進行港灣工程方案評選時，可從工程面、

財務面、運輸面及環境面等四個構面來思考。其中在工程面須考量

到港灣工程的施工可行性、波浪遮蔽性、操航安全性等 3 個評估準

則；財務面須考量到工程經費、投資效益等 2 個評估準則；運輸面

須考量到碼頭長度、港埠用地面積、未來擴展性等 3 個評估準則；

環境面須考量到海岸變遷影響、生態影響等 2 個評估準則。 

由上述思考的四個構面，本港灣工程方案評選結構可區分成三個

階層(如圖二圖二圖二圖二所示)，第一階層為分析之課題，即港灣工程方案評選；

第二階層為方案評選所考慮之層面(Aspect) ，包括工程面、財務面、

運輸面及環境面等四個層面；第三階層為各層面下之各評估準則，

本研究共篩選出 10 個評估準則。有關各評估準則之衡量方式與性質

如表表表表 33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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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港灣工程方案評選層級結構圖 

    

    



表 3 港灣工程方案評選之評估指標說明表 

層面 評估準則 衡量方式 性質 

 (1)施工可行性 工程施工之難易程度，愈容易評價愈佳。 質化 

工程面 (2)波浪遮蔽性 有效達成港域靜穩之程度，愈好評價愈佳。 質化 

 
(3)操航安全性 

船舶進出港及靠離碼頭於操航時之安全程度，

愈容易評價愈佳。 
質化 

(4)工程經費 開發工程之成本高低，愈低評價愈佳。 量化 

財務面 
(5)投資效益 

以益本比(B/C)或淨現值(NPV)等投資效益指標

來衡量投資效益，愈高評價愈佳。 
量化 

 (6)碼頭長度 開發之碼頭長度，愈長評價愈佳。 量化 

運輸面 (7)港埠用地面

積 
開發之港埠面積大小，愈大評價愈佳。 量化 

 (8)未來擴展性 未來港埠擴展之難易程度，愈容易評價愈佳。 質化 

(9)海岸變遷影

響 

開發案對鄰近海岸變遷之影響程度，愈低評價

愈佳。 
質化 

環境面 

(10)生態影響 
開發案對鄰近海岸生態之影響程度，愈低評價

愈佳。 
質化 

 

 

四四四四、、、、案例驗證案例驗證案例驗證案例驗證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 K 港貨櫃中心開發案為例，來進行港灣工程方案評

選之驗證。 

4.1 4.1 4.1 4.1 評選之方案評選之方案評選之方案評選之方案 

K 港之貨櫃中心是因應未來貨櫃之成長及貨櫃船大型化之需求

進行開發，經規劃單位之規劃，共提出甲、乙、丙、丁、戊等 5 個

方案。其各方案之基本內容詳表表表表 4444 所示。 

4.2 4.2 4.2 4.2 各方案之績效值各方案之績效值各方案之績效值各方案之績效值 

針對甲、乙、丙、丁、戊 5 個方案，依本研究提出的 10 個評估

指標來進行評估。其中量化指標由各方案產生之數據取得績效值，

質化指標則藉由問卷向港埠專家來進行各方案優劣程度之調查。衡

量尺度則利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以分數 1 至 5 分別表示極差、差、普

通、佳、極佳。有關各方案之績效值詳表表表表 5555 所示。 

 

 

 

 



 

表 4  K 港之貨櫃中心開發案各方案資料表 

方案 內  容 

甲 

• 碼頭總長度約為 6,128 公尺，其中可供 8,000TEU 貨櫃輪停泊之碼頭 6 席，

其餘 10 席為 6,000TEU 貨櫃碼頭。另可得港區用地 420.4 公頃、水域面積 330.5

公頃。 

• 採共用航道規劃。 

乙 

• 碼頭總長度約為 6,170 公尺，其中可供 8,000 TEU 貨櫃輪停泊之碼頭 5

席，其餘 11 席為 6,000TEU 貨櫃碼頭。另可得港區用地 304.4 公頃、水域面

積 349.0 公頃。 

• 採共用航道規劃。 

丙 

• 碼頭長度約為 6,030 公尺，其中可供 8,000TEU 貨櫃輪停泊之碼頭 6 席，

其餘 10 席為 6,000TEU 貨櫃碼頭。另可得港區用地 320.0 公頃，水域面積 360.4

公頃。 

• 採另闢航道方式規劃。 

丁 

• 碼頭總長度約 6,105 公尺，其中可供 8,000TEU 貨櫃輪停泊之碼頭 5 席，

其餘 11 席為 6,000TEU 貨櫃碼頭，並可得港區用地 335.7 公頃、水域面積 333.3

公頃。 

• 採另闢航道方式規劃。 

戊 

• 碼頭總長度約為 6,128 公尺，其中可供 8,000TEU 貨櫃輪停泊之碼頭 6 席，

其餘 10 席為 6,000TEU 貨櫃碼頭。另可得港區用地 322 公頃、水域面積 321.9

公頃。 

• 採共用航道規劃。 

 

表 5  各方案之績效值表 

評估指標 單位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方案丁 方案戊 

(1)施工可行性 (1~5) 4 4 4 4 4 

(2)波浪遮蔽性 (1~5) 3 3 4 4 4 

(3)操航安全性 (1~5) 4 4 4 4 4 

(4)工程經費 億元 347.2 375.2 327.8 425 365 

(5)投資效益 B/C 1.5 1.3 1.6 1.2 1.3 

(6)碼頭長度 公尺 6,128 6,170 6,030 6,105 6,040 

(7)港埠用地面積 公頃 404.2 304.4 320 335.7 322 

(8)未來擴展性 (1~5) 4 3 2 2 3 

(9)海岸變遷影響 (1~5) 4 3 4 3 3 

(10)生態影響 (1~5) 4 3 4 3 3 

 



4.3 4.3 4.3 4.3 各評估指標之權重各評估指標之權重各評估指標之權重各評估指標之權重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方法來取得各評估指標權重之資料，調查

方法以立意抽樣(Purpose Sampling) ，調查對象以具有 10 年以上港灣

規劃經驗的專家，另應用 AHP 法以求取各評估指標之權重。 

本研究共調查了 9 位港灣專家，其各評估層面及準則之權重如

表表表表 6666 所示。其中權重較高者為環境層面的影響，專家主要認為環境

影響屬於較不易掌控的部份，故必須特別注意。而其他層面雖然均

非常重要，但因在技術上可以克服，故相對權重較低。 

 

表 6  各評估指標權重表 

評估準則 平均權重 

(1)施工可行性 0.0561 

(2)波浪遮蔽性 0.0813 

(3)操航安全性 0.0996 

(4)工程經費 0.1150 

(5)投資效益 0.0968 

(6)碼頭長度 0.1047 

(7)港埠用地面積 0.0867 

(8)未來擴展性 0.1063 

(9)海岸變遷影響 0.1392 

(10)生態影響 0.1142 

 

 

4.44.44.44.4 方案評選方案評選方案評選方案評選 

經由 SAW 法、TOPSIS 法及灰關聯分析等 3 種方法，所進行之 K

港貨櫃中心方案之評選排序(如表表表表 7777 所示)，獲得之評選結果均為一

致，其方案優劣之排序分別為甲f丙f戊f乙f丁。 

 

表 7 各方案評選結果表 

一一一一、、、、SAW 評選法評選法評選法評選法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方案丁 方案戊 

加權總和 0.9726 0.8277 0.8795 0.7951 0.8533 

決策順位 1 4 2 5 3 

二二二二、、、、TOPSIS 評選法評選法評選法評選法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方案丁 方案戊 

C* 0.8035 0.3452 0.4795 0.1913 0.3995 



決策順位 1 4 2 5 3 

三三三三、、、、灰關聯分析灰關聯分析灰關聯分析灰關聯分析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方案丁 方案戊 

灰關聯序 0.9358 0.6455 0.8157 0.6435 0.6890 

決策順位 1 4 2 5 3 

 

4.54.54.54.5 敏感度分析敏感度分析敏感度分析敏感度分析 

為求周延的評估結果，本研究以極值權重(Extreme Weight) 的觀念進行

敏感度分析。 

4.5.1. 各評估層面權重大小排序 

W3 運輸層面(0.2917) ≥ W4 環境層面(0.2535) ≥ W1 工程層面

(0.2370) ≥ W2 財務層面(0.2118) 

4.5.2. 取極值權重值向量可能集合 

狀況 A： ～
W

a=(1, 0, 0, 0) 

狀況 B： ～
W

b=(0.5,0.5, 0, 0) 

狀況 C： ～
W

c=(0.33,0.33,0.33, 0) 

狀況 D： ～
W

d=(0.25,0.25,0.25,0.25) 

依上述各種極值權重向量依其比例分配至評估準則，得出各評

估準則之極值權重。根據評估準則之極值權重，同時應用加權總和

法(SAW) 進行敏感度分析，結果如表表表表 8888 所示。 

 

表 8 方法評選敏感度分析表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方案丁 方案戊 

狀況Ａ 1 3 5 4 2 

狀況Ｂ 1 4 2 5 3 

狀況Ｃ 1 5 2 4 3 

狀況 D 1 4 2 5 3 

 

 

就整體敏感度分析而言，狀況 A、B、C、D 均以方案甲為最佳

方案，顯示本研究評估結果具有高度周延性。 

就實務面而言，評估過程所考量之四個層面都很重要，不可能

偏廢那一個層面，因此狀況 D 應是最務實的情境。而敏感度分析結

果顯示，亦同經由 SAW 法、TOPSIS 法及灰關聯分析等 3 種方法評

選之結果一樣，其方案之排序分別為甲f丙f戊f乙f丁。 



五五五五、、、、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構建之港灣工程方案評選模式，經以台灣地區 K 港貨櫃

中心開發案為例，進行模式之驗證。其結果得知，本模式在操作上

是可行的，且經由敏感度的分析亦證明本模式具有高度周延性。因

此，本研究建議相關港灣工程方案之評選，若能藉由多準則評估方

法來輔助方案之評選，將可更具客觀及嚴謹。 

本次研究報告在權重調查方面僅針對從事港灣規劃的專家為對

象，就工程規劃面而言，具有周延性。但就整體投資案而言，建議

尚需有相關決策者例如交通部、港務局、運研所、航商等人員的偏

好結構加入，才能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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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填海造陸背填料防漏設計案例探討 

港灣部 

副  理 
廖學瑞廖學瑞廖學瑞廖學瑞 

港灣部 

組  長 
朱志誠朱志誠朱志誠朱志誠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來築堤填海之工程興盛，築堤水深及面積亦逐步擴大，以

往圍堤水域皆在-10m 以內，故圍堤斷面結構多以拋石堤為主，然現

今超過-10m 水深之案例亦時有所聞，由於圍堤工程外側並無防波堤

保護，直接面臨外海波浪侵襲，堤體設計、施工稍有不慎，極易造

成破壞。 

近年來築堤造地工程完工後，常發生堤後回填料流失造成陷落

損壞，甚至危及堤體安全，致使堤後土地之利用及海堤之維修產生

困擾，本文之目的，希望藉由設計案例之探討及建議，達到工程經

驗之傳承，並避免重蹈覆轍，降低工程之風險。 

 

二二二二、、、、背填料流失原因初探背填料流失原因初探背填料流失原因初探背填料流失原因初探 

有關海堤背填料流失，破壞之原因至今雖尚在研究推斷之中，

惟仍有部份研究提出可能之破壞因素，相關研究結果歸類如下列說

明： 

• 施工期間颱風波浪沖刷，造成防漏濾布破壞。 

• 由相關試驗顯示，高孔隙水壓將增加濾布之破壞，波壓在堤

後濾布面處之大小約為堤前之 8 成，爾而後迅速於回填料中減弱；

若背填料處於飽和狀態，則背填區之孔隙水壓將更大，較新之設計

案例皆考量於堤後背填上層設置消減壓力之濾石層，以減少濾布之

破壞。 

若越波量大或潮位過高，將使堤後背填土壤處於飽和狀態，致

使背填土壤受波壓衝擊而流動。 

高波壓衝擊沉箱間之防砂板，易使防砂板破壞進而導致背填料

流出，故沉箱間之防砂板宜採柔性材質或以背填濾石方式替代之。 

相關破壞機制如圖一圖一圖一圖一所示。 

 

 



 

 

 

 

 

 

 

 

 

 

 

 

 

 

 

 

 

 

 

 

 

 

 

 

圖一  背填土砂漏出之發生原因機制圖 

 

 

三三三三、、、、背填料防漏濾層設計方式背填料防漏濾層設計方式背填料防漏濾層設計方式背填料防漏濾層設計方式 

一般圍堤工程對回填區之保護可依圍堤之透水與否分為不透水

堤與透水堤兩類，其中第一類主要考量回填區之土砂有含量超過法

定標準之有害物質，故不容許有滲漏之現象發生，其設計方式一般

採用不透水樁打設至地盤中之不透水層或經評估足夠之打設深度，

以減少滲漏之產生。此方法乃為日本(過嚴環保限制)較常用之防滲

漏方式，國內之相關工程往往因為工程經費之限制，較少採用此法。 

施工中或完成後

受波浪作用 
(高潮、越波水) 

防砂濾布材質 

之化學腐蝕 

施工時土石 

落下之衝擊 

施工中或完成後

受波浪作用 

(透射波、越波) 

地      震 

地盤不均勻沉陷 

填築完成後之土

壓及水壓作用 

波浪衝擊使 

背填土流失 

濾布之破 

壞或捲起 

沉箱變位 

(滑動) 

波浪作用 

接縫料之破壞 

波浪作用 

• 越波水 

• 雨水 

• 潮水 

舖面料破壞 

背填土砂漏出 

造成地面下陷 

波浪作用越波 



第二類為透水堤設計，其主要考量回填料並無化學污染，故容

許回填區水之滲出，但必須防止回填材料之漏出，通常採用濾層設

計，此亦為國內常用之方式，其防止漏灰濾層設計說明如后： 

濾層之設計在排除土壤中多餘之水份，或防止土壤之沖蝕，傳

統之設計，一般採用濾石層達到過濾及排水之效果，其濾石層設計

要求如下： 

D15(濾石)≦ 5×D85(被保護土壤)－－管湧要求 

D15(濾石)≧ 5×D15(被保護土壤)－－滲透性要求 

D50(濾石)≦25×D50(被保護土壤)－－均勻性要求 

其中 D15、D50 與 D85 為土壤粒徑分佈圖中重量通過百分比分別

為 15%、50%及 85%之粒徑，單層濾層無法滿足上述條件時，應考慮

多層濾層，各濾層與其緊鄰濾層應符合上述條件，每層之最小厚度

為 15 公分。另考慮濾層後之背填區需滿足不發生湧流現象，濾層後

方應再背填一定厚度之土壤以達到穩定效果。 

以上之設計常因濾材粗細粒料分離、細粒土壤流失、施工不易

控制及現場檢驗不易等，使設計之功能無法發揮，且一般設計可能

需要兩層以上之濾層而使施工困難度加高，故目前多採用地工織物

補助濾層設計，改善以上之缺失而減低施工之困難度。有關地工織

物過濾之設計方式乃參考國際航海協會(PIANC)之規範，說明如下： 

3.13.13.13.1         PIANC No.57 (1987) PIANC No.57 (1987) PIANC No.57 (1987) PIANC No.57 (1987) 

〝Guidelines fo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Flexible Revetments 

Incorporating Geotextiles for Inland Waterways〞 

依據被保護土壤之粒徑分佈情形比對圖二圖二圖二圖二，以決定屬於 A、B 或

C 之分佈範圍，並依不同之分佈及表表表表 1111 之規範，決定地工織物之有效

開孔粒徑 O90。 

 

 

 

 

 

 

 

 

 

 

   

 

圖二  土壤粒徑分佈圖 



表  1  地工織物有效開孔徑之決定(動態載重) 

粒徑分佈 有效開孔徑 O90之標準 

 O90<D90 * 

A <D90 

 <0.3mm 

 O90<1.5D10 Cu  

B <D50 

 <0.5mm 

C 同上 

*若土壤長時間處於穩定結合則可採用 O90<2D90 

 若 C級之分佈曲線非常平緩，則需進一步由試驗決定之。 

 

3.23.23.23.2     PIANC No.5(1992) PIANC No.5(1992) PIANC No.5(1992) PIANC No.5(1992) 

〝Guidelines fo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Flexible Revetments 

Incorporating Geotextiles in Marine Environment〞 

依底床之粒徑決定地工織物之有效開孔徑，其規範如后： 

穩流狀況 

O90<Db90                             (織布用) 

O90<1.8Db90                        (不織布用) 

動態往復流狀況 

O98<Db15                             (無底床粒料漏出) 

O98<1.8Db98             (容許部份底床粒料漏出) 

由以上設計方式僅對地工織物接觸土壤時之有效開孔徑之規

定，而地工織物外側壓覆石料之要求則未加說明。相關設計手冊有

藉由壓覆石料之尺寸及壓覆外力，估算地工織物之強度；然尚無法

完全顯示真實之受力，其估算方式說明如下： 

地工織物之強度設計與濾石層之關係，可由懸索方程式加以描

述，其實際狀況為地工織物下粒料之流動，如圖三圖三圖三圖三所示之沉陷及架

橋現象。 

 

 

 

 

 

 

 

圖三   地工織物受拉力之示意圖 



茲假設地工織物在卵石間如同一懸索，支點與石頭接觸滿足如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之懸索方程式： 

)
h

x
cosh(hy =

 
懸索長   L=(1+ε)l         拉力     T=Fv/sinϕ=ql/sinϕ 

其中       ϕ=tan-1[sinh(l/h)]=L/h 

故地工織物所受之拉力 T=f(q、l、ε) 

其中       q      ：載重 

l       ：濾石料半徑 

ε       ：懸索伸長率 

由上式可知，地工織物之設計拉力與載重及濾石料半徑成正比

關係，與地工織物之可延伸量成反比關係。 

 

 

 

 

 

 

 

 

 

 

 

圖四  懸索方程式 

 

 

四四四四、、、、背填料流失案例背填料流失案例背填料流失案例背填料流失案例 

4.14.14.14.1        林口灰塘林口灰塘林口灰塘林口灰塘 

台電公司林口發電廠灰塘工程於民國 76 年完工啟用，84 年間發

現海堤有漏灰現象，詳圖五圖五圖五圖五所示。其原設計斷面詳圖六圖六圖六圖六所示，由圖圖圖圖

六六六六可知，原斷面地工織物舖設於堤心石與 350～700kg 塊石之間，此

係早期設計者未了解地工織物之強度，無法承受大塊石之壓覆，故

極可能於施工階段，地工織物即已破壞，而填灰達到水線以上時，

方由凹陷坑洞漏灰。本工程司於承接此漏灰改善工程之設計時，建

議開挖海堤後側煤灰，並加舖緩衝洩壓之 4～10cmφ卵石及地工織物

後回填，至今成效良好，其改善斷面詳圖七圖七圖七圖七所示。 

l l 

y 



  

 

 



 

 



4.2 4.2 4.2 4.2 台中港南海堤台中港南海堤台中港南海堤台中港南海堤 

台中港南海堤為台灣最早期之圍堤造地設計，近年來其背填料

流失嚴重，致使堤後道路無法使用。本工程司於 87 年應台中港務局

邀請進行改善設計工作，經赴現場勘查南堤道路之破壞情形，詳圖圖圖圖

八八八八所示，由圖可知，海堤背填料流失，已造成堤面或堤後路基淘空

以及路面凹陷之現象。 

 

 

 

 

 

 

 

 

 

 

 

 

圖九  台中港南海堤標準斷面圖 

 

由南海堤之標準斷面（詳圖九圖九圖九圖九）初步研判造成此現象係堤後地

工濾布遭破壞造成背填砂之流出外海，再受波浪潮水作用導致掏空

背填砂而產生凹陷現象，其破壞位置皆在近水面附近，此可能係地

工濾布放置於堤心石與背填砂之間，而遭受到位於近水面處之往復

波壓力衝擊，產生管湧現象造成回填砂流動，進而致使地工濾布晃

動而致破壞。為改善此現象，本工程司建議將水線以上堤後背填砂



挖出再以濾石級配替代之，並調整地工濾布之舖設位置，其改善之

建議斷面，詳圖十圖十圖十圖十所示。此斷面之改善係考量於堤後拋放並背填卵

石，使波壓足以充份宣洩而不致造成地工濾布移動，而達到穩定背

填料之效果。目前改善工程已施工中，唯業主因經費考量未將南海

堤全線改善，僅就已破壞位置加以改善，故原設計斷面尚未顯現凹

陷之區域，因其波壓仍大，未來破壞之可能性仍將發生。 

 

 

 

 

 

 

 

 

 

 

 

 

 

 

 

 

 

 

 

 

 

圖十 台中港南海堤背填改善標準斷面圖 

 

4.34.34.34.3        彰濱工業區海堤彰濱工業區海堤彰濱工業區海堤彰濱工業區海堤 

彰濱工業區海堤背填料流失現象已持續多年無法解決，本工程

司 89 年 11 月應工業局邀請赴現場了解破壞情形，現勘照片詳圖十圖十圖十圖十

一一一一所示，海堤標準斷面如圖十二圖十二圖十二圖十二所示，由相片圖可知，彰濱海堤海

側部份結構穩定，但堤後水防道路則處處呈現裂縫及坑洞現象，其

可能之因素推測如下： 

 

 

台中港原南海堤標準斷面 

改善後斷面 原設計斷面 



 

 



 

 

 

 

 

 

 

崙尾區 

 

 

 

 

 

 

 

 

 

 

 

鹿港區 

圖十二  彰濱工業區海堤斷面圖 

 

• 路面產生坑洞乃因不織布破損造成回填砂流入外海，致使路面

塌陷，而不織布破損應以堤後未設置卵石洩壓設施有關，當海堤主

要之外力皆由地工濾布承受時，則極容易發生破損。 

• 路面產生裂縫，乃因基礎沉陷所致，初步探討沉陷可能因素有

二，其一為路面陸側未設置排水溝，當大雨或越波大時，因大量排

水刷蝕路側斜坡坡面形成沖蝕溝，進而造成陸側道路基礎之流失。

其二為水防道路位於堤心拋石與回填砂之交界，其基礎兩側強度不

一，若路基夯實不切實，則易產生差異沉陷。 

環視彰濱海堤皆呈現相同之現象(到處是坑洞與裂縫)，此可說

明海堤之背填及水防道路設計方式，應加以檢討改正。基於上述說

明，本工程司建議後續改善策略如下： 

水防道路(鹿港區、崙尾區)普遍產生坑道，尤其鹿港區北側(崙

尾水道)之海堤，目前處於回填完成尚未進行路面工程之狀態下，其

回填區已產生大量之坑洞，此顯示不織布大多數皆已破損，若繼續

施工，後續水防道路維護作業恐將永無休止，應立即尋求改善對策。

建議可於堤後設置卵石洩壓區，以大量減少不織布之受力，如此，



在不織布未破壞之狀態下，方得以發揮其濾布之功能。由於彰濱工

業區之海堤斷面與台中港南海堤相似，相關改善設計，可參照台中

港建議改善方式辦理，即將原斷面後側完全以不織布包覆之設計方

式，改為至少 2m 以上之卵石洩壓區，以減少不織布之受力，確保不

織布發揮濾布之效果。 

4.4 4.4 4.4 4.4 綜合說明綜合說明綜合說明綜合說明 

由上述之背填料流失案例可知，除部份因施工不良造成局部之

破壞外，全面性破壞現象皆屬未設置洩壓區所致，波浪係持續作用，

海堤設置後將阻斷波浪前進，除非完全阻斷波浪使其反射，否則堤

後濾布將承受高波壓力，故應設洩壓區以消波能。 

 

五五五五、、、、背填料防漏設計之建議背填料防漏設計之建議背填料防漏設計之建議背填料防漏設計之建議 

填海造陸工程中海堤背填設計極為重要，若稍有不慎，則回填

之新生地恐造成大面積無法使用之窘境，且維修困難，本工程司從

事填海造陸工程，近年已將已往失敗之經驗溶入設計經驗之中，完

工案例中有淡海新市鎮填海造陸工程、台塑麥寮港造地工程、高雄

大林蒲填海計畫等，皆無發生背填料流失現象，設計斷面詳圖十三圖十三圖十三圖十三、、、、

圖十四圖十四圖十四圖十四所示。其最主要之設計理念如下： 

• 小卵石壓覆將減低地工濾布之懸索長度，達到減少拉力之效。 

• 地工濾布完全覆蓋於堤後，將造成水面線附近壓力之集中，

設置卵石洩壓區將使地工濾布無壓力集中現象，可達有效之減壓效

果。 

案例中尤以麥寮港與彰濱工業區相近，而擁有良好之成效，顯

示設計理念可符合實際需求。 

 



 

 

 

 

 



六六六六、、、、尾語尾語尾語尾語 

工程設計主要依據設計規範，然因規範未規定或說明不明確之

事項，往往造成設計者無所適從，地工織物用於港灣工程中之設計

規範，至今國內外皆不完整，本文僅就現有設計案例加以探討，實

際設計方式仍待學術及實務相結合而納入港灣構造物之設計規範

中，以確保未來填海造陸之設計案例，不致發生破壞，造成巨大損

失。 

 



數值模式於海岸治理規劃之應用 

－以高雄旗津海岸為例 

 

台灣地區海岸侵蝕問題日益嚴重，如何保護海岸避免國土流失，並

提供民眾更多親水空間即為當今海岸工程師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然由於規劃過程中所需之大量自然條件資料經常闕如或不足，而應

用數值模式可彌補其不足。本文即介紹如何以 Mike21 數值模式探討

海岸地形變遷之現象，並針對高雄市旗津海岸線之侵蝕問題作深入

分析，了解影響當地海岸地形變化之原因。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高雄市自民國 80 年起於旗津海岸設置許多遊憩設施，然因旗津

海岸地形歷年遭受波浪侵蝕，且無外來砂源補充下逐年侵蝕，導致

民國 88 年姬瑪颱風來襲時，部分海岸公園硬體設施為之損害。且為

保有鄰近之旗津海水浴場之遊憩功能，結合海岸保護兼具親水遊憩

觀光之規劃理念由是產生。但由於旗津海岸地形夏冬時節變化劇

烈，任何海岸結構物之設置皆須審慎考量，因此有必要借重數值模

擬之方式，以電腦模擬實驗之方法探討各種可能之保護方法，減少

災害損失，開拓更多親水空間。 

本文之數值模式係以商用套裝應用軟體 Mike21 為架構，透過現

場波浪實測資料與歷年地形之比較分析，調整模式參數以求得較能

吻合現場變化趨勢之結果以輔助海岸安定分析及結構物對海岸環境

衝擊之預測分析。 

 

二二二二、、、、旗津海岸漂砂特性旗津海岸漂砂特性旗津海岸漂砂特性旗津海岸漂砂特性 

2.1 2.1 2.1 2.1 漂砂特性指標漂砂特性指標漂砂特性指標漂砂特性指標 

依各項指標分析結果，約略判定本計畫區海岸漂砂之活動範圍

及海岸特性詳如表表表表 1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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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旗津區海岸漂砂特性 

入射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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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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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遷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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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W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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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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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6.75 1.06 1.37 4.97 2.4 2.48 

侵 

蝕 

型 

(20.1) 

 

2.2 2.2 2.2 2.2 漂砂能力估算漂砂能力估算漂砂能力估算漂砂能力估算 

2.2.1.沿岸漂沙量 

漂砂量推估亦為漂砂分析之重點，沿岸漂砂通常為左右海灘長

期性變化之主因，由於沿岸流流速與沿岸漂砂量間含有直接而密切

之關係，但其間之絕對關係尚未被建立，目前經常引用之方法主要

有經驗公式及半經驗公式兩大類，經研究整理旗津區以 Savage 之經

驗公式及 Bijker 之半經驗公式較適合計本畫區之海岸條件，另由於波

浪資料分析得旗津區海岸波浪入射方向冬季為 NW〜W，夏季為 NW

〜S，而海岸法線方向約為 SW，故由入射方向而言，冬、夏季大部

份時間之漂砂方向皆以由北而南為主，夏季少部份時間之漂砂方向(S

至 SW)為由南而北，茲採用冬季波向為 WNW，而夏季波向分別為

WNW 及 SSW 估計本計畫區之波浪輸砂能力。 

由所蒐集之測量圖研判，本計畫區之海岸法線方向約為 SW 向，

海床坡度約 1：180，茲因現有長期觀測波浪(含波向)資料並不完整，

故僅能依未含波向之觀測波浪資料計算漂砂代表波浪條件，推得

冬、夏季之波浪輸砂能力如表表表表 2222。該項結果顯示，本計畫區冬季波向

如採 WNW，則由北而南之漂砂能力約為 21.6 萬方/年；夏季則依波

向方向不同而異。如採用 WNW 波向考量，則漂砂率由北而南約為

45.9 萬方/年，若波向由 SSW 方向入射，則漂砂方向為由南而北約為

32.5 萬方/年。由上述說明可知，雖各方向波浪於各季節之佔有比率

尚難確認，惟假設各方向影響能力相當，則推估本計畫區波浪所帶



動之漂砂率最差狀況為由北而南 67.5 萬方/年或由南而北 10.9 萬方/

年，一般狀況應在二者間。 

 
表 2 旗津區海岸波浪沿岸輸砂能力推估 

項    目 計畫區海岸 備    註 

海岸法線方位角 -135° SW 向 

入射波向方位角 
-67.5°(冬) 

-67.5°〜-157.5°(夏) 

WNW(冬) 

WNW〜SS(夏) 

Savage 

冬 21.6 萬方/年 

夏 45.9~-32.5 萬方/年 

全年 67.5~-10.9 萬方/年 

正值表示漂砂方向由

北往南，反之為負值 漂砂

量推

估值 
Bijker 

冬 15.0 萬方/年 

夏 38.3~-27.1 萬方/年 

全年 53.3~-12.1 萬方/年 

 

 

 

2.2.2. 向離岸漂沙量 

有關波浪作用下向、離岸漂沙量的估算公式，因其輸沙現象複

雜，尚難用理論推導較完整的輸沙公式，一般採用經驗公式推估。

較有名的底床載向、離岸漂沙量公式為 Madsen 和 Grant(1976)所提議

的經驗式： 

3
m

50f

x 5.12
Dw

q
Ψ==Φ

…………………………………………(2-1) 

  

式中 qx 為半個週期內的單位寬度向、離岸漂沙量，wf 為底質沈

降速度。上式適用於 0.04＜Ψ＜0.6 的範圍。 

因波浪淺化的結果使向岸與向海之流速變化不對稱，故向、離

岸輸沙不相等而發生淨輸沙率(net sediment transport)。Watanabe 等人

(1980)根據功率模式(power model)提議淨輸沙之公式為： 

gD'r

U fm
2

m =Ψ
……………………………………………………(2-2) 

  



式中Ψm 為Ψ的最大值。當Ψm 值介於 0.08〜0.5 時 Watanabe 等人

建議α值為 7，而 0.2＜Ψm＜1.3 時，Kajima 等人(1984)則由試驗數據

迴歸α值為 3。圖一圖一圖一圖一為向、離漂沙量與徐爾滋數間的關係。 

 

 

 

 

 

 

 

 

 

 

 

 

圖一 向、離岸漂沙量與徐爾滋數之關係(watanabe 等人，1981) 

 

至於向岸或離岸漂沙的優勢向，主要決定於(1)因淺化所產生波

形的不對稱；(2)沙漣之不對稱；(3)局部海床坡度的影響。前面兩個

因素經 Sunamura(1982)的研究，發現與參數 Ursell number Ur 有關，其

中 Ur 定義為： 

3

2

r h

HL
U =

…………………………………………………….(2-3) 
 

 

 

 

 

 

 

 

 

 

 

 

圖二 向、離岸漂沙優勢方向與 Ur 之關係(Sunamura，1982)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為 Ur與參數Ψ′的關係，其中Ψ′定義為 

gD'r

U
'

2
bm=Ψ

………………………………………………………(2-4) 

從圖中可以看出，Ψ′＜17 時，無漂沙現象發生；Ψ′＞17 時，若

Ψ′≧0.048
5.1

rU 時離岸漂沙卓越；而Ψ′＜0.048
5.1

rU 則向岸漂沙較為優

勢。 

經引用上列公式推估可得向、離岸之漂沙量為 14.25cm3/m/s，而

Ψ′=39.18，0.048
5.1

rU =11.32，表示以離岸方向為漂沙優勢方向。 

 

三三三三、、、、Mike21Mike21Mike21Mike21 之數值模式之數值模式之數值模式之數值模式 

3.1    模式理論模式理論模式理論模式理論 

3.1.1.近海波譜模式(Near-shore Spectrum Wave Model) 

NSW 模式以能量法計算外海波浪傳遞至近海之折射情形，其控

制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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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o(x,y,θ)為波譜零次矩；m1(x,y,θ)為波譜一次矩 

        Cgx及 Cgy分別為群波速度 x、y 方向之分量 

        Cθ為θ方向的波浪行進速度 

        x、y 為坐標 

        T0和 T1為 Source Terms，包含風、底床摩擦、碎波等因素。 

        n 次矩 mn(θ)定義為 ∫
∞

=
0

),()( ωθωωθ dEm n
n

 

其中 ω為角頻率 

         E(ω,θ)為能量密度函數 

         Cg、Cθ可由線性波浪理論求得 

3.1.2.拋物線緩坡方程式波浪模式(Parabolic Mild Slope Equation 

Model) 

PMS 模式係以解算拋物線緩坡方程式之方式推算外海波浪傳遞至

近海之折射情形，其控制方程式係由 Berkhoff(1972)所推導之橢圓緩坡



方程式簡化而成，橢圓緩坡方程式用以描述單頻線性波浪在底床平緩

區域經折、繞、反射等各種現象達到擬穩態(Quasi-Steady)時之波高及相

位分佈，橢圓緩坡方程式如下： 

 ∇‧(CCg∇φ)+(k2CCg+iωW)φ=0………………………………(3-3) 

此為複變數方程式，其物理意義在於方程式之實部 

其中 ∇為二維梯度運算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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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
，

; 1−=i  

  

        C(x,y)為相位速度;      Cg(x,y)為群波速度 

φ(x,y)為自由液面之速度勢，與流體勢能函數Φ之關係如下： 

       

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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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中，z 為以平均水位線為基準之垂直方向空間變數；d 為水深； 

k 為週波數= 2π/L； W 為能量消散項=Ediss/E；Ediss/E 為單位時間面

積之能量消散率；  E 為單位面積之平均能量；ω為角頻率=2πf；L 為

波長；f 為頻率；自由液面η與φ之間的關係為： 

η=φ(x,y)e-i(wt+π/2) 

在考量緩坡之情形下，φ可表示為φ(x,y)=A*(x,y)eiψ 

其中     A*(x,y)為能量振幅函數 

             ψ(x,y)為相位函數，
∫=Ψ

x
kdx

 

在忽略波浪向後散射之現象時，橢圓緩坡方程式可簡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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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x,y)=A(x,y)eiθ； 

∫−=
x

o kdxxkθ
 

ko 為 y 軸上 k 的平均值； 

下標 x 表 x 方向之偏導數，下標 y 代表 y 方向之偏導數 

由上式解得 A(x,y)及θ後，即可求得 A*，進而求出η，則可知計

算區內各點波高。 

3.1.3.幅射應力(Radiation Stress) 

幅射應力可由以下公式求得： 



))1)((sin(
2

1

))1(
2

1
)2((sin

2

1

))1)((cos(
2

1

2
0

0

2
0

GGgm

Ggm

GGgm

yy

xy

xx

++=

+=

++=

θ
ρ

τ

θ
ρ

τ

θ
ρ

τ

………………………………(3-6) 

其中θ 為平均波向；G 定義為 )2sinh(2 khkhG = ；h為水深；k 為

週波數 

3.1.4.水動力學模式(Hydro-dynamic Model) 

水動力學模式之控制方程式為二維質量及動量方程式，茲分別

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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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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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其中  h為水深；η為水位； p 、q分別為 x、 y 方向之流通量；

C 為 Chezy 阻力係數； g 為重力加速度； wρ
為水的密度；  x、y 為

坐標；t 為時間； xxτ
、 xyτ

、 yyτ
為剪應力。 

3.1.5.輸砂模式(Sand Transport Model) 

在波、流作用下底床高程變化率可由以下公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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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z 為底床高程； xq
、 yq

分別為 x、 y 方向之輸砂率；n為底

床砂質之孔隙率；x、y 為坐標；       t 為時間。 



輸砂率可由(Bijker,1967)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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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輸砂量則利用 Einstein, H. A.(1950)公式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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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q
為底床質之輸砂率； sq

為懸浮質之輸砂率； B 為無因次

係數(通常取 5=B )；D一般取 50D
(即中值粒徑)；  C 為 Chezy 阻力係

數； r 為底床粗糙度； g 為重力加速度； ρ 為海水密度； sρ
為砂粒

密度；       ∆為相對密度，
ρρρ /)( −=∆ s ； µ 為 Ripple factor，

2
3

)'/( cc=µ ，
)/12(log18' 9010 Dhc ×=
；  cwτ

為流場與波浪同時作用之

合應力；h為水深； 1I 、 2I 為愛因斯坦積分，藉由查表求得。 

3.2    模式步驟模式步驟模式步驟模式步驟 

以數值模式模擬海岸構造物造成地形變遷之步驟說明如下： 

海岸地形變化數值模式主要考量波浪為造成沿岸流場之驅動

力。基本上，波場、流場、輸砂三者之間存在一種互動關係，即波

浪之作用產生沿岸流，沿岸流帶動輸砂，砂粒之移動造成海岸地形

之變化而海岸地形之變化亦將反饋於波、流場，故本文之數值模式

包括波場模式、流場模式及輸砂模式等三個子模式。應用時先依據

原始地形以波場模式計算波場資料，由波場資料計算幅射應力作為

流場模擬之輸入條件，再將流場模式計算而得之流場資料與波場模

式計算而得波場資料一起代入輸砂模式，求出地形變化率。地形變

化率乘以波浪作用時間與原始地形相加，則為波浪、沿岸流作用一

段時間後之地形，然後以此地形計算下一個時間段之地形變化，如

此不斷更新地形不斷計算，最後可求出所預測長時間波浪、沿岸流

作用後之地形變化。本文模擬颱風波浪作用下高雄旗津海岸之地形

變化，先以 NSW 模式模擬 20 年迴歸期 SSW 向颱風波浪(波高 6.8m，

週期 11.9sec)自外海向岸傳遞之折射情形，由模擬結果得知水深 20m

處之波高變為 6.19m，波向角則由 202.5 度轉為 209.7 度，並以此結果



做為近岸波場模擬、沿岸流場模擬及地形變化模擬之波浪入射條

件。由於颱風波浪作用下地形變化極為快速，模擬所採之地形更新

頻率為每小時更新地形一次。 

 

四四四四、、、、旗津海岸地形變遷之探討旗津海岸地形變遷之探討旗津海岸地形變遷之探討旗津海岸地形變遷之探討 

海岸地形之變化為海岸工程中極為重要之因子，也是成敗之關

鍵。對於旗津海岸之治理工程，本文提出三種方案(其配置方式詳圖圖圖圖

三三三三、、、、圖四圖四圖四圖四、、、、圖五圖五圖五圖五)，此三種方案所使用之海岸結構物及其佈置方式皆

有所不同，所造成之海岸地形變遷也不盡相似。 

 

 

 



 

在分析高雄地區 SSE〜W 共 6 個方向之颱風波浪折射分布後，

發現以 SSW 波向最為接近旗津海岸線之法線方向。亦即外海波浪經

海底地形淺化折射後多以 SSW 向入射而作用於海灘。因此方案分析

中亦將選用 SSW 向之颱風波浪作為起始條件，並針對原地形及上述

方案一〜方案三之海岸結構物進行數值模擬，併以原地形經颱風波

浪作用後之地形變化作為其他案例之比較基準因子。其結果如圖圖圖圖

六六六六、、、、圖七圖七圖七圖七、、、、圖八圖八圖八圖八、、、、圖九圖九圖九圖九所示。 

 
 

4.1    現況地形變遷現況地形變遷現況地形變遷現況地形變遷 

由圖六圖六圖六圖六(a)(a)(a)(a)圖現況地形 20 年迴歸期颱風波場圖及圖六圖六圖六圖六(b)(b)(b)(b)沿岸流

流場圖，知 SSW 向所引發之沿岸流場在近岸處相當小，而在碎波帶



附近則較大，且高雄一港口外側有一較強之流速分布，因而經 24 小

時颱風作用後知地形變化在近岸附近均呈現侵淤互現且紛紜之現

象，但總體來看侵蝕大於淤積，而水深較深之高雄港一港口外航道

附近則有明顯之淤積產生。此種現象與高雄港務局每年為維持航道

深度必須進行浚深之結果不謀而合。亦表示旗津海岸除有向離岸之

漂沙活動外，亦因斜向入射之波浪而有南北向之沿岸漂沙，且漂沙

多沈積於一港口外側。 

4.2    佈置一之地形變遷佈置一之地形變遷佈置一之地形變遷佈置一之地形變遷 

由圖七圖七圖七圖七(a(a(a(a、、、、七七七七(b)(b)(b)(b)兩圖得知颱風波浪所引發之波場流場均因海岸

結構物之影響，使岸現附近之波高及流速大為降低，因而結構物後

側之海岸地形變化相當微小，僅結構物前方之地形呈現侵淤紛紜之

現象。蘑菇型突堤堤頭部份之地形亦大多出現侵蝕之狀，顯示堤頭

部分流速因束縮之緣故而增強，也使得堤頭基礎容易被淘空而造成

堤體傾倒之危險。至於人工灣澳突堤內，第二排人工島後方(海水浴

場)之海岸地形幾呈穩定狀態。僅在突堤堤頭到第二排人工島前緣部

份之地形產生變化，惟變化情形較原地形之模擬結果為大，顯示因

結構物所引致之波浪折繞射與波能集中將導致地形變化劇烈。另一

方面也表示海岸結構物確實已將直接衝擊海岸線之波能推移至結構

物外側之海域，使得灣澳內之水域得以維持穩靜，因而創造出一個

安全之親水遊憩場所。 

人工灣澳北側之海岸地形，其變化情形與原地形所模擬之結果

相似，顯示案例一之佈置方式對高雄一港口附近之漂沙行為並未產

生大衝擊，亦即人工灣澳之配置僅對鄰近區域內之海岸地形產生影

響，且影響範圍不大。 

 

 



4.3 佈置二之地形變遷佈置二之地形變遷佈置二之地形變遷佈置二之地形變遷 

由於案例二係由一系列(六座)離岸潛堤及人工灣澳潛堤+人工島

所配置而成，與案例一及現況地形模擬比較，颱風波浪所引起之沿

岸流場有些微改變，由圖八八八八(b)(b)(b)(b)得知，流速較強之範圍有明顯縮減之

趨勢，但較近灘線地區則較案例一變化為大，且流速有增強之趨勢，

此與離岸潛堤讓部份波能通過有關，惟依模擬結果之流速知增加量

皆在 0.5〜1.0ｍ之間。而所引發之海岸地形變遷之情形也可由八八八八(c)(c)(c)(c)

圖中得到印證。茲將模擬結果說明如下： 

4.3.1. 潛堤後側海岸有部份區域呈現淤積之現象，而潛堤間之地

形則呈明顯侵蝕，此與各學理經驗公式之推論有相類似之結果。 

4.3.2. 人工灣澳潛堤+人工島部份，在第二排人工島之前緣與案

例一相同，產生侵淤互現之狀況，而後側海水浴場部份則因部份波

能穿越潛堤，使得地形產生變化，惟由圖得知其變化量不大。 

4.3.3. 人工灣澳北側海域，其地形變遷之情形與現況及案例一類

同，再度顯示本規劃所提之佈置案例僅對小部份海岸線之變化產生

影響，對大環境之衝擊相當有限。 

 

 

4.4 佈置三之地形變遷佈置三之地形變遷佈置三之地形變遷佈置三之地形變遷 

如圖九圖九圖九圖九(b)(b)(b)(b)在欲保護之區段(旗津海水浴場至中區污水處理廠北

側)，本案例所採用之系列潛堤所導致之颱風波浪波場及沿岸流流場

與案例二相類似，但在旗后山南側、海水浴場區段內則無案例一與

案例二之流速明顯加速之區域，但近岸部份之流速則較其他兩案有

明顯提高之現象，此與前一小節所言波能穿越潛堤有關。 



就整體海岸地形變遷之情形而言，離岸潛堤後側地形僅有微量

之變化，且變化量皆在 1.0ｍ之間，顯示為使地形維持現有形貌，應

輔助以人工養灘之方式為佳。至於各離岸潛堤間之地形，變化就相

當明顯，侵蝕或淤積之部份有高達 2.5-3.0 公尺之間，但其分布情形

多為均勻分布，故綜合而言可達海岸保護之目標，但對於減緩海水

浴場水流流速或提供穩淨水域則效果有限。

 

4.5    綜合比較綜合比較綜合比較綜合比較 

由現況、佈置一〜佈置三，20 年回歸期颱風波浪所導致之旗津

海岸地形變遷數值模擬結果(如前述之圖六圖六圖六圖六、、、、圖七圖七圖七圖七、、、、圖八圖八圖八圖八、、、、圖九圖九圖九圖九(c)(c)(c)(c))

知，不論佈置一或佈置二、三皆可達到海岸保護之效果，但其成效

仍以佈置一最佳，其次為佈置二，最後才為佈置三，對於結構物外

側海域之地形變化影響，以佈置一最大而以案例三最小。因此，可

知佈置一之波能改變量最大，而佈置三最小，故如以整體防災面及

其功能而言，佈置三應較具長遠之成效。其次為佈置二，而佈置一

則較居劣勢。 

 

五五五五、、、、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旗津海岸係屬平直性海岸，由當地波浪輸送沿岸漂砂之能力推

估中得知，南北兩向在夏冬兩季分別為 45.9 萬方/年(-32.5 萬方/年)及

21.6 萬方/年，相較於台灣其他海岸可謂相當小。再由當地現有之海

岸結構物所蓄集之砂及海岸線型態綜合研判結果，旗津海岸之漂砂

特性，以向離岸為漂砂優勢方向，經估算其漂沙量約 1.9m3/m/sec。

另颱風波浪所引發之沿岸流對當地之地形變遷影響亦相當大，而高



雄港一港口外航道之淤積亦可能係由此因素引起，此現象由數值模

擬分析及海圖分析中得到相似之結果。 

依據旗津海岸之漂砂特性及上述原地形變遷，與其他三個佈置

案分析探討結果得知，旗津海岸的確為一侵蝕性海岸，惟其侵蝕現

象係緩慢且逐年變化。由現有地形漂沙數值模擬結果中得知，旗津

海岸在碎波帶之沿岸流相當強勁，最大流速可達 1.5〜2.0m/sec。使得

岸線之沙粒隨沿岸流移動而漂移至外海。如不加以保護，旗津海灘

確有消失之危機。由佈置一〜佈置三之研究分析了解不同的海岸工

程，除有不同之海岸保護效果外，所造成之海岸地形變遷亦將迥異。 

雖然佈置一之灣澳突堤可使旗津海水浴場獲得最佳之保護效

果，但由於該佈置案之相關工程費可能高出佈置案二甚多，且目前

海岸保護之方式也由以往直接對抗波浪能量，或反射波浪能量之方

式，逐漸改成以自然型態削減波浪能量或利用人工潛沒式結構物配

合人工養灘之方式，將入射波浪導引分散，並達到削減波能之效果

這兩個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潛沒式結構物對現有自然海灘之景觀衝

擊也較小。因此以佈置二之方式來進行旗津海岸保護，應該是較為

理想的方法。 

 

六六六六、、、、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井島武士等，1967，’’數值計算 台風獄內 波 分佈

-海洋上 台風 場合”，日本第 14 回海岸工程學

講演會論文集。 

(2) Savage, R. P.，1962，”Laboratory determination of littoral transport 

rates”, Proc. ASCE. No. WW2, pp. 69-92。 

(3) Bijker, E. W.，1968，”Littoral drift as function of waves and current”, 

Proc. 11
th 
Coastal Eng. Conf. , ASCE, pp. 415-435。 

(4) Kirby, J. K.，1986，” Rational approximations in the parabolic equation 

method for water waves”, Coastal Eng., Vol. 10, pp. 355-378。 

(5)許泰文，廖建明，林政毅，1997，” 暴風型海灘平衡剖面預測模

式 研 究 ” ， 中 國 土 木 工 程 學 刊 ， 國 科 會 計 畫 編 號 ：

NSC-86-2611-E006-013。 

(6)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1999，高雄市旗津區海岸線治理規劃。 



ISO 內部品質稽核作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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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司自從民國八十七年元月通過 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 ISO) 驗證以來，維持與更新 ISO

驗證程序並落實於各計畫專案作業中，一直都是不遺餘力的事。其

中又以「內部品質稽核」的角色最為重要。 

筆者有幸獲得委派擔任內部品質稽核委員之一，除定期需接受

教育訓練之外，若能前往相關部門進行稽核任務，在在均能有所領

悟並汲取改進 ISO 程序與品質的經驗。惟礙於大部分同仁未能參加

內部稽核之事務，故難免產生作業上些微的瑕疵或缺失有待改進，

頗感遺憾。 

因此，有感於多數同仁之所需，筆者謹將受訓教材、上課心得

筆記和平時實務經驗予以彙整、敘述，希有助於提昇本工程司 ISO

驗證之成效並釐清少數同仁作業上之盲點或錯誤為盼。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尋根究底，台灣地區實施「內部品質稽核」之尹始，應屬核能

電廠興建工程與相關之核電工程為主要推動者，因而在實施 ISO 驗

證之前，對土木工程而言，稽核作為對從業人員來說，是一項十分

陌生的措施。惟隨著 ISO 9000 系列品質保證與品質管理中文版規範

的漸次頒布及實施後經驗的累積，使得 ISO 內部品質稽核的訓練與

教材方興未艾，尤其是管理階層、經理人或品管人員皆投入訓練的

行列，亦凸顯稽核動作成為維持品質、除「惡」務盡的正義先鋒，

這也使得傳統的品控系統或檢測措施黯然失色，復因 ISO 9000 系統

改版在即(自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起，需於三年內完成驗證改

版之工作。)，皆為稽核熱潮至今仍炙的主要因素。 

然而，「品質稽核」在品質保證暨品質管理的規範中，有其分

類、特定目的與定義，雖然它也屬於一種檢查，除錯(Find Bug)與



驗證的工作，但在 ISO 體系裡，由於執行與接受稽核的對象 (主體)

不同，也有不同面向的意義及作為。本文擬就內部品質稽核的定義、

定位、目的、範圍、種類、流程及注意事項等等，作探討式地說明，

以使本工程司同仁能更加了解「內部品質稽核」的全貌與稽核時的

重點項目，以供掌握稽核業務順利推展並維持 ISO 驗證品質最高預

期之目標。 

 

二二二二、、、、內部品質稽核定義內部品質稽核定義內部品質稽核定義內部品質稽核定義 

2.12.12.12.1             ISO 8402 ISO 8402 ISO 8402 ISO 8402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依據 ISO 8402 品質辭彙之定義，品質稽核係一項系統化及獨立

性之審查，以確定品質活動及相關結果是否符合計畫之安排，且此

項安排是否被有效執行並適合於達成目標 (A systematic and 

independent examin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quality activities and related 

results comply with planned arrangements and whether these arrangements 

are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and are suitable to achieve objectives.)。 

2.22.22.22.2             ISO 9000 ISO 9000 ISO 9000 ISO 9000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依據 ISO 9000 基本原理和字彙之定義，品質稽核係系統的、獨

立的與文件化的過程，用以獲得證據及客觀的評估，以確定稽核準

則所達成的程度(A systematic, independent and documented process for 

obtaining audit evidence and evaluating it objectively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audit criteria are fullilled.)。 

2.32.32.32.3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照 ISO 10011 的解釋，品質稽核又可分為內部品質稽核與外部

品質稽核兩大類，前者之重點在於確定品質系統達成品質目標的有

效性，並提供受稽核者(單位)改進其系統的機會；而後者之重點則是

為了符合國際、政府或公司的法規(規範)要求、或受登錄於認可的稽

核組織。本文則以內部品質稽核的探討為主。 

從上述的定義中，可以得知：「品質稽核」是企業或組織在推

動並維持 ISO 系統時，為確保有形和無形之產品暨服務皆能符合品

質目標，而必要之手段與作為；至於稽核的成果(記錄)，除可提供受

稽核者(單位)參考改進之外，尚可陳核予管理階層俾利了解品質政策

的落實程度、目標達成率與制度運作之適切性等成效，並作為經營

管理決策之參考。 

 

三三三三、、、、內部品質稽核定位內部品質稽核定位內部品質稽核定位內部品質稽核定位 



誠如前述，內部品質稽核作業僅為 ISO 驗證系統中局部之項目

與作業要求，其在顧客、供應商、驗證機構與企業本身四者之相關

性，應屬於第一者驗證，亦屬於組織或企業團體內部審查、自我要

求、督促員工、提早發現錯誤並改進等目的而建立此稽核作業或程

序，以使 ISO 系統能順利運作。故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現茲以圖一圖一圖一圖一表示其定位性。 

 

                          (內部稽核) 

                                   第一者驗證 

                      第二者驗證                 第二者驗證 

 

 

 

 

 

 

 

 

 

 

 

        圖一：ISO 驗證與稽核型態定位圖【文獻 1】 

 

四四四四、、、、內部品質稽核目的內部品質稽核目的內部品質稽核目的內部品質稽核目的 

很多人都會問及：ISO 系統與傳統之品管或檢驗作業究竟有何不

同？知其梗概者，當可了解傳統之品管及檢驗作業，經常只要符合

驗收標準(下限或上限值)或產品品質落於允收管制區間內，皆可通

過驗收之門檻。而 ISO 系統卻不是只以 60 分或 80 分為合格之基準

而已，熟悉本工程司 ISO 品質目標者，即明訂：不可出現重大缺失，

且每月重大抱怨事件得在 2 件以下。因此，為了維持此一高水準之

ISO 系統能順利運作，內部品質稽核作業乃成為重要手段之一。 

由推展暨維持 ISO 運作之主要目的，可延伸並補充說明在執行

成效上的目的如下所列： 

4.1.4.1.4.1.4.1.審查整體系統是否符合規定的要求審查整體系統是否符合規定的要求審查整體系統是否符合規定的要求審查整體系統是否符合規定的要求 

(1) 這是正本清源的第一個步驟與重點，若在內部稽核時無法

發現此一「邏輯」上重大缺失，則其後的所有 ISO 程序與文件皆屬

枉然矣！ 

(2) 規定或要求的來源一般而言有下列各項： 

◎ 客戶要求 

 顧    客 
組    織 

(企業本身) 
供  應  商 

驗 證 機 構  

︵
外
部
稽
核
︶

第
三
者
驗
證 



◎ 法規 

◎ 法律 

◎ 規範 

◎ 基準。 

◎ 自訂之程序(作業手冊)。 

4.2.4.2.4.2.4.2.查核品質系統是否達成品質目標的有效性查核品質系統是否達成品質目標的有效性查核品質系統是否達成品質目標的有效性查核品質系統是否達成品質目標的有效性 

(1)不可出現重大缺失。 

(2)每月重大抱怨事件得在 2 件以下。 

4.3.4.3.4.3.4.3.提供受稽核者提供受稽核者提供受稽核者提供受稽核者((((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改進品質的機會改進品質的機會改進品質的機會改進品質的機會 

(1)預防「錯誤而不自知」。 

(2)避免累積性的小缺失過多。 

(3)提早發現缺點，儘早改善或修正。 

(4)在外部品質稽核作業進行之前完成改善工作。 

4.4.4.4.4.4.4.4.判定品質系統中各要項是否符合程序需求判定品質系統中各要項是否符合程序需求判定品質系統中各要項是否符合程序需求判定品質系統中各要項是否符合程序需求 

(1)依查檢表單項目稽核。 

(2)針對不合格事項予以說明並記錄於表單中。 

4.5.4.5.4.5.4.5.督促並訓練員工督促並訓練員工督促並訓練員工督促並訓練員工 

(1)針對受稽核者(單位)實行在職訓練。 

(2)督促員工依 ISO 程序進行平常之工作。 

(3)增加跨部門彼此業務上之配合度與協調性。 

(4)稽核委員亦可從中學習並開拓現有業務之視野。 

6.6.6.6.評估人員績效評估人員績效評估人員績效評估人員績效 

(1)藉由稽核作業的客觀特質，可針對事實逐項稽核。 

(2)依稽核結果及互相比較，可獲致人員績效考核之資訊。 

4.7.4.7.4.7.4.7.評估公司設備效能評估公司設備效能評估公司設備效能評估公司設備效能 

(1)可了解公司硬體設備現況、完善率、維護程度等。 

(2)可預防設備故障或調整製程。 

(3)藉由稽核後之改善而提昇設備使用功效或增加產值。 

4.8.4.8.4.8.4.8.增加溝通與互動增加溝通與互動增加溝通與互動增加溝通與互動 

(1)平行單位間可藉由稽核而增加觀念交流及溝通。 

(2)建立與管理階層間溝通的橋梁。 

4.9.4.9.4.9.4.9.適時調度適時調度適時調度適時調度 

(1)剩餘人力、物力、設備及資訊的彈性運用及調度，可避免閒

置。 

(2)上列項目若有不足時之補充或增員之調度。 

10.10.10.10.評價公司現況評價公司現況評價公司現況評價公司現況 

(1)本身所執行之業務不得自我稽核。 



(2)初期規定：同一部門內不得自我稽核。現行新制則修訂為：

稽核人員應具有其獨立性，不得對其有關的工作進行稽核作業。因

此，廣義解釋為：相同部門內不同業務的稽核人員可以互相、交叉

稽核。 

(3)破除當局者迷的困擾，以利客觀發覺公司現存缺失並予以事

先防範。 

4.11.4.11.4.11.4.11.提供管理現況資訊提供管理現況資訊提供管理現況資訊提供管理現況資訊 

(1)將實際作業情況與公司管理規定相比對，可收回饋改進之功

效。 

(2)作為改善管理制度之參考資料。 

4.12.4.12.4.12.4.12.提供決策者真實資訊提供決策者真實資訊提供決策者真實資訊提供決策者真實資訊 

(1)作為修正制度或釐訂新制之參考資訊。 

(2)避免主觀判斷及臆測。 

(3)查核品質政策與品質目標落實之程度及各部門維持ISO程序

之狀況。 

 

五五五五、、、、內部品質稽核範圍內部品質稽核範圍內部品質稽核範圍內部品質稽核範圍 

公司對在一定時間內實施內部稽核之品質系統要件、實際位置

及部門(專案)等做最後之確定。這些所謂範圍之界定應由決策者或

權責部門(單位)予以決定，而稽核小組領隊或品質管理代表人可於

稽核現場協助做局部之調整。惟一旦完成稽核範圍之確認工作後，

應與受稽核者(單位)溝通說明並獲致同意及認可。 

至於稽核範圍的深度，則應以達到公司所訂定資訊之所需而選

定之。 

受稽核者(單位)所需符合之品質系統及依據之標準與文件應由

公司認可。同時為展現受稽核者(單位)品質系統運作與其有效性，

應準備足夠的客觀證據備查。 

 

六六六六、、、、內部品質稽核種類內部品質稽核種類內部品質稽核種類內部品質稽核種類 

公司內部品質稽核的作法，一般均列於程序書中予以規範及說

明，但就稽核執行者、標的物與時機的不同，其分類尚有差異，茲

條列如下： 

5.15.15.15.1    依稽核執行者分類依稽核執行者分類依稽核執行者分類依稽核執行者分類 

1.部門內部稽核。 

2.部門間相互稽核。 

5.25.25.25.2    依稽核標的物分類依稽核標的物分類依稽核標的物分類依稽核標的物分類 



1.品質系統稽核。 

2.製程品質稽核。 

3.產品品質稽核。 

4.服務品質稽核。 

5.3 5.3 5.3 5.3 依稽核時機分類依稽核時機分類依稽核時機分類依稽核時機分類 

1.計畫初期稽核 

(1)淺度稽核。 

(2)制度稽核。 

2.計畫中稽核 

(1)深度稽核。 

(2)符合度稽核。 

3.計畫期末稽核 

(1)深度稽核。 

(2)符合度稽核。 

 

七七七七、、、、內部品質稽核流程內部品質稽核流程內部品質稽核流程內部品質稽核流程 

任何查核作業，均應事先完成妥善之規劃，品質稽核也不例外，

同時其作業準則應保持「怎麼做就怎麼寫、怎麼寫就怎麼說」的原

則，據實說明、確實操作才是。 

至於其流程可用圖二圖二圖二圖二及圖三圖三圖三圖三表示之。 

 

 

 

 

 

 

 

 

 

 

 

 

 

 

 

 

 

 

              圖二  內部品質系統稽核流程圖【文獻 1】 

 

擬定稽核計畫或方案 

執   行   稽   核 

討 討 稽 核 結 果 

跟催稽核矯正行動 

納 入 管 理 審 查 



 

八八八八、、、、內部品質稽核注意事內部品質稽核注意事內部品質稽核注意事內部品質稽核注意事項暨結論項暨結論項暨結論項暨結論 

8.1. ISO 系統之作業，初期稱為「認證」工作，現在最新版本

之文獻皆更改為「驗證」工作，同仁宜釐清此一觀念。 

8.2. ISO 內部品質稽核之事宜，相關文獻皆多所介紹及說明，

本文謹擬提綱挈領式地撰述，以維持著作財產權應有之尊嚴與地位。 



8.3. 現行 ISO 9001 系統，共分八章，其中第四、五、六及八

章需全部施行，而第七章沒有從事該業務的項目，於敘明理由後可

以局部排除之。 

8.4. 公司之品質政策若從缺或有不當之處，於稽核時當場即需

補正或修訂。 

8.5. 進行改版作業，必須完成書面程序書之六大項目。 

8.6. 法令規章之位階優於任何程序系統。 

8.7. 想做好 ISO 系統，期望值要高於需求值。 

8.8. 任何稽核作業皆需記錄並妥善予以保存、備查。 

8.9. 雖然 ISO 系統的精神在於滿足客戶之需要為訴求之一，但

仍不能踰越法規及法律之規定。 

8.10.參與稽核任務之人員，亦應接受訓練、驗證及在職教育等

措施，以維持公正、客觀之稽核立場及良好之稽核品質。 

 

九九九九、、、、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科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ISO 9000：2000 內部品質系統稽

核”，第 13 版，民國九十年元月。 

(2)楊潤光，“品質稽核”，高雄公共工程品質研討會專輯，民國八

十四年九月。 

(3)科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工程業 ISO 9000”，修訂

二版，民國八十五年四月。 

(4)科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工程業 ISO 9000 簡介暨導

入要領”，二版一刷，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 

(5)科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ISO 9000 認證前之準備”，七版

一刷，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 

(6)科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ISO 9000 品質手冊程序之撰寫及

範例”，七版，民國八十五年十月。 

(7)科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ISO 9000 品質手冊程序之撰寫暨

範例”，四版一刷，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 

(8)房性中，“ISO 9000：2000內部品質系統稽核教育訓練上課心得暨

筆記”，民國九十年十月。 

 



非接觸式智慧卡電子票證系統規設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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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仲仁許仲仁許仲仁許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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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佳任劉佳任劉佳任劉佳任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台灣地區地少人稠，鼓勵使用大眾運輸系統是必須的政策，若

能利用先進科技，改善大眾運輸服務品質、提高營運效率，將可進

一步增加大眾運輸系統之吸引力。世界各先進國家於推行非接觸式

IC 智慧卡票證作業前，都已存在既有各類票證系統。故此，新的票

證系統須與其他既有系統整合，誠屬必然。在各大眾運輸之現有票

證系統上加入新票證系統，所牽涉之層面既深且廣，舉凡大眾運輸

之乘客、駕駛、營運業者、相關服務人員、系統設備廠商，甚至金

融、行銷等中介單位的意見與反應均會影響新票證系統之規劃方向。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早期在規設建置一個系統時，往往會以系統管理單位的需求角

度，去考量各種系統的軟、硬體設計，往往忽略了系統使用者的實

際需要，因此經常造成建置完成的系統無法得到完全認同的窘境。 

有鑒於此，世界各國在進行此類系統規劃前多會廣泛地採取訪

查或面對面訪談方式，針對不同對象進行前置資料收集，藉以充份

了解各相關階層對新票證系統之需求及接受程度。經過適當溝通、

協調、分析及資料彙整後，系統發展者即可據以提出未來總體票證

系統的整合構思與架構。 

 

二二二二、、、、系統需求資料蒐集系統需求資料蒐集系統需求資料蒐集系統需求資料蒐集 

通常調查、訪談的單位或個體，大致包含下列幾大群組： 

2.1    乘客乘客乘客乘客 

通常採用問卷調查方式，以收集及分析大眾運輸系統的乘客對

執行新票證系統之反應及建議。 

2.2    駕駛駕駛駕駛駕駛 



大眾運輸系統的駕駛為新票證系統終端設備實際操作人員，通

常以面對面訪談方式進行，以分析了解現有票證系統的缺失及對新

票證系統之接受程度與建議。 

2.3 營運業者營運業者營運業者營運業者 

針對大眾運輸系統的營運業者，通常以面對面訪談方式，藉以

溝通、協調對執行新票證系統之意見及意願。 

2.4 系統設備廠商系統設備廠商系統設備廠商系統設備廠商 

於新票證系統規劃初期即需以訪談方式了解各系統設備廠商之

能力、合作意願，且藉以收集相關系統之技術資料。 

2.5    中介單位中介單位中介單位中介單位 

如金融機構、行銷單位，以訪談方式探詢未來可能之參與程度，

藉以規劃、設計新票證系統結合金融、行銷通道之對象與程序。 

 

三三三三、、、、系統需求分析系統需求分析系統需求分析系統需求分析 

綜合世界各先進國家對大眾運輸系統非接觸式 IC 智慧卡票證作

業的需求調查結果，下列幾項基本需求最被重視： 

3.1    迅速性迅速性迅速性迅速性 

就付費時間而言，公車投幣方式約需 0.67 秒，如採用磁卡付費

約需 1.5 秒，一般乘客尚可接受，如果公車磁卡要列印餘額則需延長

為 4 秒左右，由於時間過長，常造成尖峰時段上車等候線過長，招

致乘客及駕駛之抱怨，同時亦影響行車時間及交通順暢。因此新票

證系統需具備刷卡速度快之基本需求。 

3.2    耐用性耐用性耐用性耐用性 

如大眾運輸所使用之磁卡於背面列印餘額，則該儲值卡無法回

收使用，乘客於面值用完後只有丟棄一途，易製造環保問題。此外，

刷卡機由於長時間與卡片接觸，易造成磨損，維修成本較高。因此，

新票證系統除需具備卡片能回收再加值使用外，尚需具備故障低及

維修成本低之特性。 

3.3    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 

為防止卡片遭到複製造成損失，卡片之密碼必須具備非常高之

安全性，不易被複製，且對應之防偽費用必須低廉，方符合成本效

益。 

3.4    應用彈性高應用彈性高應用彈性高應用彈性高 

為能達到〝一卡在手，行遍天下〞的目標，卡片的容量要大，

以便未來能與其他系統整合應用。通常大眾運輸使用之 IC 智慧卡都

會考量納入公車、捷運、鐵路等客運系統。此外，尚應能預留足夠

之容量以備未來能加入停車付費、高速公路付費....等多項功能。 



3.5    方便性方便性方便性方便性 

係指票證購買之便利性及加值之方便性。一般大眾運輸系統除

可在車站內設置加值機以方便乘客加值外，亦可於便利商店或人潮

來往地點販售票證及設置加值機，以方便乘客使用；另一考量方式

為結合金融卡、信用卡、電信通話卡之商業功能，除可方便民眾使

用外，並能吸引更多民眾加入使用。 

3.6    需能處理各運輸系統間不同之費率結構需能處理各運輸系統間不同之費率結構需能處理各運輸系統間不同之費率結構需能處理各運輸系統間不同之費率結構 

通常市區公車多採分段收費，而捷運、鐵路、長途客運則依里

程計費。各運輸系統之費率不盡相同，而於票種方面，捷運不論乘

客身份均採同一票種，而市內公車、鐵路則依乘客身份採不同之票

種，且鐵路查驗票證係採抽查式於車廂內進行查驗，如何適應各運

輸系統上查驗票證方式，係未來新票證系統整合時需考量的重點項

目之一。 

3.7    其他定價策略的考量其他定價策略的考量其他定價策略的考量其他定價策略的考量 

採用 IC 智慧卡後，大眾運輸業者可在營運上採取更有彈性之行

銷策略，包括轉乘優待、差別定價等策略，此皆為未來新票證系統

需考量預留之功能。 

3.7.1 轉乘優待 

為鼓勵使用大眾運輸，目前世界各國政府無不積極興建大眾捷

運系統，並建置公車路網。當上述各項建設完成後，雖可提高大眾

運輸之平均行駛速率，但由於捷運系統為軌道固定系統，通常需要

公車接駁以增加捷運之服務面積。由於必須轉車始能抵達目的地，

此類轉乘將造成不便並增加乘客負擔。為提高乘客使用大眾運輸之

誘因，不論公車間轉乘、捷運間轉乘或捷運與公車間轉乘，皆應實

施轉乘優待措施。IC 智慧卡實施後，可記錄旅客上車時間及使用之

運具，並於乘客轉乘時經判讀 IC 智慧卡之資料，而給予應有之優待。 

3.7.2 差別定價 

由於大眾運輸具有尖峰/離峰之特性，且運送乘客又有長途、短

途之分。因此，大眾運輸業者適合採取包括時間及距離之差別定價

策略。此外，由於大眾運輸為公用事業，通常被賦予負擔社會福利

責任，因此，有學生票價、老年及殘障票價等優待票措施。以下分

別就 IC 智慧卡之應用說明之。 

3.7.2.1 差別定價 

由於尖峰時段旅運需求較高，大眾運輸業者需購置較多之車輛

及司機，將增加其營運成本，為了降低尖峰時段之擁擠成本或分散

尖峰時段之需求，可實施尖、離峰差別定價，採用 IC 智慧卡後，即

可由機器依乘客搭乘之時間自動扣除所需之票價。此外，為鼓勵乘



客搭乘，亦可對經常使用者加以優待，實施 IC 智慧卡後，可記錄乘

客於一定時間內累計搭乘之次數而給予優待。 

3.7.2.2 優待票 

實施 IC 智慧卡後，可於 IC 智慧卡上記錄持卡人之個人相關資

料，並由機器判讀使用者適用之票價而自動扣除，毋需乘客提示相

關證件由司機驗證之手續。 

綜合上述各項需求分析，新的 IC 智慧卡票證整合系統基本架構

將如圖一圖一圖一圖一所示。除大眾運輸系統營運業者直接掌管之車載機、場站

設施、各公司處理中心及票證清算中心外，售票與加值服務業者，

以及金融機構等，亦為不可或缺之一環。若考量未來之業務發展及

系統擴充，則其他電子票證公司及其票證系統，亦為規劃設計考量

之要項。 

 

    

 

 

 

 

 

圖一 電子票證系統需求分析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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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系統功能需求規劃系統功能需求規劃系統功能需求規劃系統功能需求規劃 

綜觀整個大眾運輸電子票證系統之營運業務重點，不外乎協助

相關作業單位建立對「人」、「票」、「錢」、「車」整體服務的

自動化系統。 

任何系統規劃之初，必須先行探討系統功能需求。由前節的研

析結果並考量上述「人」、「票」、「錢」、「車」等需求要項，

可知大眾運輸系統的電子票證系統必須詳加探討乘客、司機、業者

及主管機關的個別功能需求，如圖二圖二圖二圖二所示。以下謹就前列四個不同

個體的各別需求作一概述： 

 

 

 

 

 

 

 

 

 

 

 

 

 

 

 

 

 

圖二 電子票證系統功能需求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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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乘客方面乘客方面乘客方面乘客方面 

乘客的主要需求通常側重於服務層面，強調使用智慧卡的正

確、快速及方便性。故主要的系統功能需求為： 

4.1.1. 交易正確／安全性：無重覆或超額扣款，偽、損卡之比率

趨零化。 

4.1.2. 操作使用容易：中文化操作及交易金額及餘額顯示。 

4.1.3. 驗票處理便捷：驗票時間短(如不超過 0.4 秒)，驗票距離

長(如可達 5cm 以上)。 

4.1.4. 一卡多用：提供多樣化票種及費率，至少包括全票、學生

票、老人票、殘障票、孩童票、定期票，並可多人使用一卡。 

4.1.5. 具有現金及轉帳加值功能：廣設加值據點。 

4.1.6. 具積點優惠及轉乘優惠功能。 

4.1.7. 加值金額彈性化：於設定範圍內可加值任何金額。 

4.1.8. 問題卡處理容易：設置服務窗口及免付費服務電話，以處

理問題卡及遺失卡。 

4.2    司機方面司機方面司機方面司機方面 

司機的主要需求通常在驗票設備使用的正確、快速及方便性，

以避免和乘客或雇主間發生爭議。故主要的系統需求為： 

4.2.1. 交易方便性：可處理不經常搭乘大眾運具的乘客之需求。 

4.2.2. 具交易金額及餘額顯示功能。 

4.2.3. 具乘客身份顯示功能。 

4.2.4. 具站名自動顯示功能。 

4.2.5. 具自動計算票價功能。 

4.2.6. 驗票處理快並減少爭議之發生。 

4.2.7. 減少設備維護工作。 

4.3    業者方面業者方面業者方面業者方面 

業者的主要需求通常在於營運管理層面，強調營運成本的降

低、交易帳務的安全和營運資料的收集。故主要的系統功能需求為： 

4.3.1. 配合營運需求：提供不同票種、費率及優惠措施。 

4.3.2. 具營運資料統計、記錄、查詢及票證查核功能。 

4.3.3. 系統設備具備共通規格：各公司可自行採購相關設備。 

4.3.4. 原有收費系統可與電子票證系統並存使用。 

4.3.5. 安全性：卡片不易偽造及擅自更改資料內容。 

4.3.6. 安全控管及稽核驗證：黑名單檢查。 

4.3.7. 帳務處理自動化：減少處理帳務所需的人力。 

4.3.8.  降低整體維護成本。 

4.3.9. 系統擴充性高。 

4.3.10.採共用錢包方式，具備現金及轉帳加值功能。 



4.3.11.需設定交易清算之結帳點，由帳務中心及清算中心所認可

並經驗證之帳務性之交易，均於次營業日清算撥款。 

4.4    主管機關方面主管機關方面主管機關方面主管機關方面 

主管機關之需求主要為依據業者所提供之營運資料，以作為管

理監督業者並提供補貼及配合實施運輸政策之參考。主要需求為： 

4.4.1. 需提供路線正確營運資料之記錄(包括如：時段、班次、

旅客起、迄點之營收統計資訊)，有助於主管機關對於運輸業者業務

之管理監督，並可作為票價調整依據。 

4.4.2. 能配合大眾運輸政策，實施轉乘優惠措施與不同費率制

度，建立更合理之補貼制度。 

4.4.3. 設置問題卡片處理、遺失卡片處理及乘客申訴之管道。 

綜合以上之各項需求，自票卡至各階層系統設備及作業方法、

資料交換、功能需求規劃，包含： 

4.4.3.1.  IC 卡功能需求 

4.4.3.2. 發卡設備功能需求 

4.4.3.3. 驗票機功能需求 

4.4.3.4. 加值機、查詢機功能需求 

4.4.3.5. 車載設備功能需求 

4.4.3.6. 車站系統設備功能需求 

4.4.3.7. 公司中心系統設備需求 

4.4.3.8. 營運中心系統設備需求 

 

五五五五、、、、系統作業流程規劃系統作業流程規劃系統作業流程規劃系統作業流程規劃 

於進行電子票證整合作業規劃時，因為新的「電子票證系統」

其作業程序與管理方式，皆與現階段人工與紙票作業與管理方式不

同，故新的「電子票證系統」作業架構將會產生新的作業與管理程

序。目前既有人工方式的票務作業規定，包含票證印製作業流程、

票證申領作業流程、票款處理作業流程等，皆需考量如何逐步轉移

至新票證系統而不致產生太大之衝擊及困難。 

如前所述，整個票證整合自動化作業，基本上就是服務「錢」、

「人」、「車」、「票」作業電腦化的連線整合。理論上，為配合

不同地區或不同業者系統的自動化整合服務，以各自規劃成立一清

算中心(票證公司)，如圖三圖三圖三圖三所示，負責整體電子票證系統的營運、

管理、服務、清算(帳務)等作業為宜。 

 

 



 

 

 

 

 

 

 

 

 

 

 

 

圖三 電子票證系統作業流程示意 

 

此外，規設之系統除需考量現階段的需求外，亦應預留未來可

能納入其他運輸業者如公車、捷運、鐵路及其他系統的空間，以達

成一卡通行之目標。綜合論之，電子票證系統應用作業，可分為以

下的幾部分予以規劃設計： 

5.1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錢錢錢錢」」」」的應用作業的應用作業的應用作業的應用作業 

未來服務「錢」的自動化作業，主要是負責處理業者、乘客與

相關銀行間的轉帳作業及清算作業。 

可由各營運業者共同至同一銀行進行開戶，票證中心再與此銀

行連線，如此便可由一銀行統籌辦理帳務事宜，節省銀行間的跨行

轉帳服務之手續費。 

至於個人帳戶連接至 IC 卡之作業，主要乃是提供乘客加值之方

便性及相當程度之信用額度，由於乘客之個人帳戶開設於不同銀

行，但只需由與清算中心配合之銀行負責與其他銀行交易即可，清

算中心可不必處理乘客之個人帳戶介面。 

5.2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人人人人」」」」的應用作業的應用作業的應用作業的應用作業 

所謂服務「人」的自動化作業，基本上包含了二個層面的問題，

一個當然是售票點及作業的方便性，另外一個就是人搭車的「交易」

自動化作業。 



5.3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車車車車」」」」的應用作業的應用作業的應用作業的應用作業 

服務「車」的整合工作，主要是在車上設備相關功能的規劃工

作。 

車上設備主要為驗票機，其主要功能為執行驗票扣款作業，但

同時接收 DGPS 資料以進行站名顯示及里程計價亦為其功能之一。 

5.4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票票票票」」」」的應用作業的應用作業的應用作業的應用作業 

服務「票」的整合工作主要在於票卡的管理作業，包括卡片庫

存管理、故障卡管理及黑名單處理。對卡片系統自製卡至作廢回收，

在卡片生命週期內之所有作業規劃。至於票卡之資料欄位規劃則應

在計畫執行初期對資料欄位設計及預留工作詳細考量，則未來可整

合進來的運輸單位將相對增多，一卡通行的範圍也就越大。可採用

交通部所規劃之非接觸式IC智慧卡共同欄位部分以確保系統之通用

性；至於個別應用系統部分之卡片記憶體資料內容與結構，將以相

關資料置於同一區塊(Block)為原則，以加快讀寫速度及減少錯誤

率，其資料內容須待實際規劃設計時，再詳細規劃相關的欄位及內

容。 

至於管理營運票證中心之整體規劃將包括使用者、車載系統、

車站系統、處理中心系統及營運中心系統之設計及彼此間之整合。 

5.4.1. 營運管理應用系統功能 

票證中心系統功能架構建置，基本上包含二個層面，一是整個

卡務(或稱票務)行銷服務及連線作業；另外一個是每日乘客搭乘公

車之電子化票證自動「交易」作業。前者所需面對的問題，除一般

非技術性的行銷合作及制度建立外，尚有各種自動加值機、售票機、

查詢機等的人機介面、功能設計等項目，此等問題於系統規劃設計

時需詳加探討；後者主要考量與電子票證自動收費「交易」作業相

關的營運及連線。 

5.4.2 帳務/清算應用系統功能 

除了前述營運管理應用系統中的收費計費及帳務管理作業功能

外，如果此營運中心還兼負清算中心任務時，則中心系統尚須具備

清算應用系統作業功能，負責處理拆帳作業以及配合人工或自動轉

帳之前置作業。 

5.4.3 電子轉帳應用系統功能 

如果未來考量擴展大眾運輸電子票證系統的服務範圍，而與其

他電子票證或運輸單位連線運作時，該電子轉帳應用系統功能就顯

得特別重要。電子轉帳應用系統主要是負責處理參與該大眾運輸電

子票證系統服務的業者、消費者與相關銀行戶頭間的轉帳作業。 

未來電子票證系統建置後，金錢之交易、交換、記錄等電腦化

作業，可考量與金融機構連線作業，或由一金融機構統籌負責處理



金流電腦化作業因應此項需求，所需配合增加之相關軟硬體功能，

亦需予以詳細規劃。 

5.4.4 系統安全架構 

電子票証系統之安全性為系統成功營運之基礎，其主要項目及

安全機制示意如圖四圖四圖四圖四並簡述如下： 

 

 

 

 

 

 

 

 

 

 

 

圖四 電子票證系統之安全性架構示意 

 

5.4.4.1. 非接觸式 IC 智慧卡 

(A)存取金鑰 

存取金鑰(Access Key)使用之加/解密演算法中，此金鑰具有多樣

化(Key Diversification)設計，以防止單一卡片遭破解後影響到其他卡

片。金鑰多樣化技術採用三層 DES(Data Encryption Standard)演算法

以加強安全性。 

(B)訊息認證碼 

a. 卡片認證碼 

由發卡機之安全存取模組(SAM，Security Access Module)於個人

化時使用三層 DES 演算法產生。此認證碼用來驗證偽造卡或重覆卡。 

b. 交易認證碼 

由驗票機及加值機之 SAM 使用三層 DES 演算法產生，並儲存

於 IC 卡交易資料之最後欄位。此認證碼用來驗證 IC 卡是否有遭受

未授權之濫用或攻擊(企圖破解)。 

5.4.4.2. 驗票機 



驗票機主要透過 SAM 來達成安全控管其功能包括： 

(A)產生存取 IC 卡之多樣金鑰 

(B)驗證每一 IC 卡之訊息認證碼(包括卡片認證碼及交易認證

碼) 

(C)產生每一筆交易認證碼，並將此認證碼隨同交易資料傳送至

IC 卡上及驗票機之記憶裝置每一筆交易包括三道安全程序： 

(D)獲得存取 IC 卡之認證 

驗票機之SAM產生每一 IC 卡之多樣化金鑰且能用此金鑰存取 IC

卡。 

(E)扣款前之認證 

驗票機之 SAM 讀取交易資料之交易認證碼及卡片認證碼並檢查

是否正確。 

(F)扣款後認證 

驗票機之 SAM 產生扣款交易認證時並將此碼寫入 IC 卡及其記

憶體，再將此碼傳回清算中心。 

5.4.4.3. 加值機 

加值機之 SAM 與驗票機幾乎相同，僅有少數不同處。 

(A)產生多樣化金鑰 

(B)驗證 IC 卡之訊息認證碼(加值交易認證碼及卡片認證碼) 

(C)產生每一交易之信用交易認證碼並傳送至 IC 卡及加值機記

憶體 

(D)與清算中心之安全傳輸 

(E)應用個人驗證號碼 ( PIN，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 於

加值操作人員之每筆線上/非線上操作。 

5.4.4.4. 發卡機 

發卡機之 SAM 具有產生多樣化金鑰及卡片認證碼之功能，其主

要功能如下： 

(A)產生每一 IC 卡之多樣化金鑰 

(B)產生 IC 卡之卡片認證碼 

(C)產生扣款/信用認證碼 

5.4.4.5. 清算中心 

清算中心之防弊包括二項程序： 

(A)交易確認程序 

清算中心以硬體安全模組(Hardware Security Module，HSM)驗證

交易資料，HSM 包含主(Master)金鑰，並對每一筆自驗票機及加值機

送來之資料產生適當之金鑰以驗證每筆扣款/信用交易資料。 

(B)清算程序 

清算每個 IC 卡帳戶，並監控其與信用及扣款交易之一致性。 



六六六六、、、、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二十世紀塑膠貨幣的出現為人類帶來一場貨幣與生活革命，影

響範圍之深廣實難以估算。以交通運輸來說，在都會區生活的人，

身上可能需攜帶公車儲值卡、捷運儲值卡、零錢、紙鈔現金等，才

能通行順利，而停車時多拿一張停車票卡，行駛高速公路需備妥通

行票券，在講求科技與效率的現代生活中，這些都是阻礙進步潮流

的作法。若一人只須帶一張卡片，這張卡片可搭乘公車、捷運、火

車、計程車等等交通工具，甚至停車、行駛高速公路時免停車繳費，

而且還可以重復儲值，如此一卡通行無阻，不僅減少攜帶的麻煩，

更可增加大眾運輸工具的使用率，減少整體社會的時間、金錢與環

保成本。 

以非接觸式智慧卡為基礎的電子票證系統，其交易行為毋需任

何機械動作，且卡片易保管、免電源。系統中包括了發卡/開卡/退

卡/加值作業系統及各項交通運輸個別應用系統，同時驗票機驗票速

度較目前的儲值票卡系統快上許多。轉乘交易時，乘客亦不需多做

任何動作，完全由系統驗票機自動判別。個別應用系統間均可整合

運作，而所有前端驗票系統與後端資料蒐集系統之間的資料亦可藉

由網路相互傳輸處理，加上驗票機無機械作動元件，節省許多機器

維護成本，降低交易行為之失敗率。 

因此，上述非接觸式 IC 智慧卡電子票證系統的多項優點，除可

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質，尚可整合多項交通運輸工具(依交通部規劃可

涵蓋九項交通運輸工具)的交易行為，更是實現『一卡在手，行遍天

下。』遠大目標的核心要素。 

 



預鑄節塊懸臂工法之施工控制作業預鑄節塊懸臂工法之施工控制作業預鑄節塊懸臂工法之施工控制作業預鑄節塊懸臂工法之施工控制作業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近年來國內工程界隨著施工技術及經驗的不斷匯集、改良與精

進，既經濟又快速的自動化系統模板橋梁工程乃因應時代所需漸次

蓬勃發展，並蔚為主流趨勢。目前興建中之高速鐵路、第二高速公

路後續計畫等橋梁工程亦多普遍採用自動化系統模板工法施作。系

統化施工不僅具有縮短工期、節省人力與施工成本效益外，亦可大

幅提高施工品質，減少工程施工期間對周圍鄰近環境及交通運輸之

衝擊。再者，施工時程的大幅縮短，對於高速鐵路或公路等大型公

共工程投資計畫之經濟投資效益影響亦極其深遠，即投資者可於短

期內達成資源有效運用、改善區域交通運輸並提昇生活品質之目

的。本文旨在簡介預鑄懸臂工法施工線形控制之理念及方法，並佐

以南二高九如林邊段預鑄節塊懸臂吊裝工法施工實例，扼要闡述預

鑄懸臂工法之施工控制作業。 

 

一一一一、、、、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二高後續計畫九如林邊段新建橋梁工程係引進營建自動化系統

模板工法施工，而其中又以九如至麟洛段高架橋工程採預鑄節塊懸

臂吊裝工法，為本工程中極具特色及關鍵性之施工要項。常言道「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唯有配合規劃縝密完善之施工監控作業

執行，方能造就高質量的施工品質。有鑑於此，為求有效監控施工

階段節塊位移變化（即施工線形表現），工程人員於施工初期即設

計一套幾何線形施工監控程式 GCP（Geometry Control Program），包

含誤差預測、誤差來源判讀及誤差修正等。所謂 GCP 係利用位移法

（Displacement Method）配合結構系統勁度矩陣修正模式，綜合考量

預鑄節塊之施工程序，以及混凝土結構隨時間變化特性因素

（Time-dependent Properties）等影響，透過模擬程式解算，即時修正

節塊接合施工之幾何誤差。此外，GCP 亦可透過現地監測資料之回

饋，隨時調整施工控制作業，達成施工精度之要求。本文目的主要

在於介紹預鑄節塊箱型梁施工控制經驗法則及相關控制作業，期間



並以南二高九如至麟洛段預鑄節塊施工線形與相關監控作業為例進

行說明，用以提供日後類似相關施工案例之參考。 

 

二二二二、、、、預鑄節塊線形行為預鑄節塊線形行為預鑄節塊線形行為預鑄節塊線形行為 

預鑄節塊線形控制主要在於確保節塊鑄造完成後線形能符合設

計要求，同時結構體內應力亦能維持在容許範圍內，然而橋體之線

形變化則與設計基本參數、施工條件、施工方法與施工機具等息息

相關。因此，如何於節塊鑄造階段進行監控，並識別各項影響因素

實為線形控制作業成功與否之重要關鍵。由於線形控制作業為一複

雜工作，加上其影響因素相當繁多，為使控制作業能務實且快速，

以提供施工者所需之相關資料。監控影響因素需依橋梁特性進行重

要性規劃，並配合相對應控制方法進行作業。線形控制作業係依預

鑄節塊懸臂工法結構特性，探討其與設計基本參數、施工條件及施

工方法間之相互關係，並從而建立適用之線形控制方法。 

橋梁節塊幾何線形變化可概分為縱向變化量與垂直向變化量兩

類，前者影響構件長度；後者則影響構件拱度，亦左右橋體平整度

與垂直度之準確性，以下即將縱向精度控制及拱度控制作業分別簡

述如下： 

2.1        縱向精度控制縱向精度控制縱向精度控制縱向精度控制（（（（水平線形水平線形水平線形水平線形）））） 

一般而言，相鄰兩節塊間縱向相對位移主要來自於可逆性及不

可逆性結構系統伸縮量變化。不可逆性伸縮量變化可分為�結構系統

施加預力引發上部結構彈性變形；�水泥水化作用後產生乾縮變形；

�結構體自重或外加載重造成結構系統潛變變形等；可逆性之伸縮量

變化係由周圍環境溫差變化所引起，此部份變形將隨影響因素消除

而回復。解析不可逆性之伸縮量變化與進行結構應力分析方法相

同，分析時須綜合考量各施工階段結構系統之載重及應力狀態、橋

梁施加預力所引起之彈性變形及施工機具等影響，並配合乾縮潛變

預測式，求解結構系統之不可逆性伸縮量。另外，結構系統之可逆

性伸縮量變化計算則以周圍環境溫度變化為線性控制因子，配合各

單元節塊跨徑長及結構材料脹縮係數，即可求得其溫度效應之伸縮

量大小。總括說來，節塊施工現地水平線形檢測作業可概分為兩部

份： 

2.1.1 長線鑄造水平線形調整 

對於長線鑄造節塊水平線形調整作業（亦即節塊橫向傾斜度），

一般而言可區分為兩種情況，當整跨度具固定傾斜度（相同洩水坡

度）時，節塊可先以固定水平面高程進行鑄造，爾後吊裝階段再將

整跨旋轉調整至設計傾斜角度即可。相對地，由於同跨徑節塊均具



相同傾斜坡度，因此節塊鑄造過程中之線形監控作業僅需考量垂直

拱度的修正、回饋及調整作業。 

另有關橋梁整體平面線形控制作業方面，一般而言可區分為直

線段及曲線段兩類。當整跨度節塊為直線段設計，施工及測量檢測

時，節塊左右兩側翼板可依設計圖說所示尺寸進行放樣，並均等對稱

鑄造。因此，節塊鑄造過程中平面線形監控作業僅需考量節塊間鑄造

接合精度控制作業之修正、回饋及調整。然當橋體平面線形為曲線設

計時，節塊模板組成間正確相對位置，如支點位置偏移、外模翼板腹

板間交角變動、外模底模歪斜等，均需做部份調整。本工程模板調整

作業僅修正節塊翼板部份，底板模板則仍採直線段接合鑄造，詳如圖圖圖圖

一一一一。 

 

圖一 節塊水平線形調整 

 

模板設計因應曲線段調整係採整跨割線直角切割方式進行。割

線直角切割之割線端點在設計線形中心線上，一端與側模成直角，

另一端則不成直角，取割線為節塊鑄造中心線，此時接合腹板上將

產生不等寬及隙縫 dw。當曲線折角產生時，模板設計雖不受縱向剛

性限制，但施工時為避免漏漿，須於側模內外與相鄰節塊間加一直

徑 1.5~2.0cm 止縫條。而相對地，模板兩側翼板之大小邊差 d、曲線

折角產生凹折 g，以及腹板與相鄰節塊腹板接合重疊寬度 w 等，與橋

梁平面線形設計曲率半徑 R、跨度 Lspan、節塊切割中心長 Lseg、翼

板寬度 Wtop 及腹板寬度 Wweb 等具有以下之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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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塊鑄造階段，模板水平調整作業係利用鏈滑車、活動板手或油壓

千斤頂將預鑄床上 H 型鋼調整至水平面高程後，再以垂直固定螺栓

固定之。當整跨徑節塊完成後，固定螺栓須鬆開以便於調整下一跨

徑節塊線形。 

2.1.2 短線鑄造水平線形調整 

短線鑄造水平線形調整作業原則及方式同於長線鑄造，而節塊

模板水平調整作業則利用節塊搬運活動台車底盤下活動式縱向千斤

頂調整節塊底板水平高程。此外，當橋體平面線形為曲線且具變斜

率之反曲點設計時，調整作業可依鑄造曲線所需線形變化量平均分

配至該區段之各節塊。一般說來，高速公路系統之變斜率反曲點設

計常以八十公尺為限，調整約 4%（±2%之和）之變化量，經核算後

各節塊所需平均分攤之調整量僅約為 0.8cm。 

2.22.22.22.2        拱度控制拱度控制拱度控制拱度控制（（（（垂直線形垂直線形垂直線形垂直線形）））） 

節塊生產時除須考量水平向相鄰兩節塊需緊密接合外，亦需考

量節塊拱度控制作業，以確保節塊於吊裝完成後其拱度線形能符合

設計原意。節塊斷面形狀主要受自重及結構材料特性所影響，本工

程預鑄節塊於設計階段曾依據結構理論分析模式預估節塊可能線形

（拱度、乾縮與潛變變形）變化狀況，以提供施工檢測之參考。然

設計階段所擬訂之節塊線形控制相關資料於施工前置作業期間均須

重新檢核，此因節塊線形表現與實際施工方法息息相關，而節塊斷

面幾何形狀又受線形表現影響。為重新確認節塊線形基本資料，本

工程於節塊生產初期乃依據所擬訂之施工方法重新計算節塊拱度控

制值，並檢核設計階段所配置鋼腱預力量是否可同時滿足節塊於施

工階段及完工狀態之應力需求。 

2.32.32.32.3        橋梁拱度及預拱值橋梁拱度及預拱值橋梁拱度及預拱值橋梁拱度及預拱值 

由於橋梁在施工過程中，橋體會因自重、預力、乾縮潛變、溫

度、施工機具及施工方法等因素產生撓曲變形，如此將使橋體施工

線形與設計線形產生一偏移量，此一垂直向偏移變化量即為拱度，

其值大小亦與材料勁度有關，表表表表 1111 為各項影響拱度變化之因素分類

表。 

 

 

 

 



表 1 橋梁拱度影響因素 

橋梁拱度影響因素 

材料 施工機具 預力作業 施工方法 

1.自重 1.工作車重量 1.預力施拉量 1.施工時程 

2.乾縮潛變 2.模板系統變形 2.預力施拉步驟 2.施工步驟 

3.結構勁度 3.支撐系統變形 3.預力損失量 3.不確定因素 

 

為使橋梁在完工後結構線形能符合設計原意，預鑄節塊在混凝

土澆置作業進行前，模板高程須額外預加一撓曲變形量，此一額外

預加拱度值即為預拱值（Precamber value）。再者，由於各種不同橋

型結構系統受拱度影響程度均不相同，故其拱度控制方式亦具有相

當大之變異性，一般說來，若橋梁結構系統拱度行為並不顯著時，

亦即全跨徑撓曲變形與原設計線形偏差量僅在 2cm 之內時，則控制

作業重點主要在於前置作業期間計算值之驗算，而施工階段之控制

作業並非必要。因此，拱度控制作業主要是針對大跨徑、結構系統

勁度低之橋梁或結構自重變形明顯之懸臂工法橋。拱度控制方法的

設定主要以拱度影響因素之重要性及不確定性為參考依據，須同時

兼顧準確性及實用性，以迅速提供施工者所需資料，避免因無意義

之控制作業而影響施工時程。 

2.42.42.42.4 拱度分析與控制拱度分析與控制拱度分析與控制拱度分析與控制 

由於拱度變化受自重、預力、乾縮潛變、施工誤差與各項外載

重所影響，為確保預鑄節塊拱度誤差量能維持在管理範圍內，拱度

控制作業規劃需包含前置階段結構分析、監測點配置、施工期間高

程資料量測、判讀與回饋等，而結構分析模式係依本工程工法特性，

建立分析流程以提供拱度比對之相關數據，監測點位則參考施工階

段預測箱型梁之變形曲線進行配置。高程資料量測、判讀及回饋之

目的主要在於控制拱度變化於合理範圍內。結構分析工具為三維結

構分析 RM 程式，以梁、柱元素分別模擬箱型梁與橋墩，並以等值

彈簧元素模擬基礎與土壤間之介面行為。爾後再依據各橋段施工步

驟分別建立相對應分析流程，依順序分別考量柱頭板製作、節塊鑄

造、節塊吊裝、閉合節塊澆置及預力施工等。節塊鑄造拱度監控時

機主要配合工法特性及結構受力狀況而擬訂，每一節塊係以量測混

凝土澆置、施拉預力及吊裝前等施工階段所造成之變形為主，當單

元跨徑全數節塊完成後亦規劃進行定期量測作業。 

預鑄節塊拱度變化主要來自於預力所造成的變形，其次為節塊

自重所造成的變形，而鑄模受混凝土重量所產生的模板變形約為一

固定值，又長期乾縮潛變量具一定程度影響。因此，除了鑄模變形



量可於節塊混凝土澆置時進行量測外，其餘影響值因不確定性高判

讀不易，故工程人員於節塊生產期間僅監測其變化行為是否合理，

對於不確定因素並不作誤差識別，亦即當每一單元跨徑箱型梁節塊

全部完成後，僅分析量測值與理論值之差異性，而對於不確定性高

之影響因素則以統計觀念進行拱度值回饋與修正。 

2.52.52.52.5        橫向高程變化調整橫向高程變化調整橫向高程變化調整橫向高程變化調整（（（（超高設超高設超高設超高設計計計計）））） 

至於節塊高程調整作業方面，若橋體線形設計為變化橫向傾斜

度時，換言之，接合鑄造單位跨徑中橋面之橫向傾斜度為非定值（亦

即採超高設計），詳如圖二圖二圖二圖二。此時節塊鑄造檢測作業須將測量座標

轉換至局部參考座標，而局部參考座標系統之旋轉量應取鑄造單元

跨徑中最大斜率變化量之平均值為參考依據。同時，亦需將同一鑄

造單元跨徑之各節塊模板調整量減至最少，如此方可加速模板組立

及節塊鑄造循環作業時程。在節塊接合鑄造過程中，此部份調整作

業可依鑄造曲線所需高程變化平均分配至各節塊，並藉由調整已澆

置完成節塊高程座標而使新接合鑄造節塊相對高程改變，達成節塊

變斜率之橫向傾斜度控制作業。 

Ψ

2Ψ

W/C

M/C

 

 

圖二 節塊斷面超高示意 

 

進行節塊拱度控制作業時，基於節塊垂直線形係與橫向傾斜度

相互影響，因此需綜合評量節塊橫向傾斜量及垂直線形；而垂直線

形計算值必須考慮跨徑設計高程及施工階段之預拱值，故進行檢測

控制作業時需包含上述各項計算值，並據以求得預鑄床軌道上各控

制點位之對應高程。爾後，再利用填隙墊片調整預鑄床上軌道高程。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為節塊線形控制示意圖。 

總括說來，預鑄床軌道最終高程設定值應調整如下： 

SF1=ST1+SV1+SC1；SF2=ST2+SV2+SC2 

節塊鑄造階段模板垂直調整作業可藉由小型油壓千斤頂或高架

起重機將預鑄床上縱向軌道 H 型鋼微略提高並調整至定位後，再配



合楔型填隙墊片加以固定，詳圖四圖四圖四圖四。另外，施工中所使用之填隙墊

片支撐強度需確保在整跨徑節塊鑄造過程中不致產生任何彈性變

形，以免影響施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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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節塊線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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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隙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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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節塊鑄造高程調整作業 



2.62.62.62.6        節塊香蕉效應節塊香蕉效應節塊香蕉效應節塊香蕉效應 

預鑄節塊生產過程中，結合鑄造的新舊節塊可能會因施工方

法、施工程序、結構材料特性、施工誤差、翼長比（翼板寬/節塊長

度）或周圍環境溫濕度影響而造成節塊斷面形狀產生不規則變形，

如此勢將與已澆置完成之鄰接節塊產生接合間隙，影響施工品質及

吊裝作業精度。此種節塊褶曲不規則變形現象主要肇因於新節塊澆

置混凝土時，新澆置節塊水泥水化熱經由新舊節塊接合面傳遞不均

等溫度變化，亦即溫度梯度（thermal gradient）至舊節塊上，促使新

舊節塊產生不均等之熱脹反應，進而導致新舊節塊斷面接合處產生

不規則撓曲變形。再者，新舊節塊接合面翼板邊緣處亦將因節塊不

規則撓曲變形而產生微細裂縫。殆新鑄節塊混凝土達拆模強度，新

舊兩接合鑄造節塊拆離後，經由新節塊傳遞而存留於舊節塊內之水

化熱溫度梯度將因周圍環境溫度冷卻作用而散失，此時舊節塊之不

規則撓曲變形將逐漸回復至原貌，然新鑄節塊接合斷面處卻將殘留

此一不規則撓曲變形。此種因預鑄節塊水化熱傳遞不均而產生之鑄

造變形誤差，一般俗稱為香蕉效應（banana effect），詳如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此外，上述節塊因溫度傳遞不均而產生的斷面尺寸變形現象將

逐漸累積，詳如圖六圖六圖六圖六。再者，此一累積誤差量將可能造成後續節塊

吊裝作業進行時，整跨徑節塊線形發生偏移現象，亦即各節塊接合

時橋體中性軸將產生微量偏折現象（具一微量轉角值），如此一來

勢將影響節塊吊裝作業之順利進行及施工品質。一般而言，節塊香

蕉現象對短線接合鑄造影響較為顯著，其因在於此鑄造尺寸誤差量

將逐節塊生產而呈現疊加效應，終至影響橋梁整體施工品質控制作

業。 

 



Remov-
      able
   Bulk-
    head

c﹚Heat  of  hydration  of  second  
segment  sets  up  a  thermal  
gradient  in  the  first  which  
causes  it  to  bow﹙  ﹚. 

1

d﹚Segments  cool  to  constant  
temperature. First  segment  
returns  to  original  shape.  
second  segment  retains  one  
curved  side. 

b﹚First  segment  is  placed  in  
match  cast position  and  adjusted  
as  required  for  geometry  control  
Temperature  cools. 

Fixed
Bulk-
head

2

a﹚First  segment
is  cast  square.

1

Shape  of  
Thermal
Gradient

1 1 Fixed
Bulk-
head

2

End Form

 

圖五 接合鑄造新舊節塊撓曲變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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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節塊累積變形示意 

 

三三三三、、、、施工施工施工施工控制作業及討論控制作業及討論控制作業及討論控制作業及討論 

3.13.13.13.1 節塊生產監控作業節塊生產監控作業節塊生產監控作業節塊生產監控作業 

有鑑於傳統測量儀器（全測站 Total station）之測量精度限制，

在進行節塊施工檢測作業時，並無法確實檢核節塊香蕉效應之尺寸

微量偏差值，故無法進行監控或調整作業。然為求有效控制節塊鑄

造尺寸變化，並適時進行調整修正作業，本工程預鑄節塊生產初期

即進行斷面尺寸監測作業，其控制方法係於節塊接合鑄造初始，施

工人員即於鑄模上設置六處監控點位並預埋參考覘標，配合高精度

量尺於節塊混凝土澆置作業後，定時進行量測、記錄並統計節塊尺

寸變化情形，以為後續節塊檢測作業控制之回饋依據，監測節塊斷

面尺寸變化之相關監控點位佈設情形，詳如圖七圖七圖七圖七。 



 

 

 

 

 

 

 

 

 

 

 

 

 

【備註】A.B.C.D 為節塊高程檢測點；1.2.3.4.為節塊香蕉效應監測點；2-5,3-6 為斷面尺寸檢核點 

 

圖七監測節塊斷面尺寸變化之相關監控點位佈設 

 

 

圖八圖八圖八圖八為預鑄節塊編號 90-N-01 至 90-N-03 於混凝土澆置作業完成

後，工程人員定時進行量測、記錄並統計節塊縱向斷面尺寸之變化

情形。根據文獻記載，預鑄節塊翼長比（翼板寬/節塊長度）大於 6

時，因溫度變化所造成的撓曲變形即相當明顯；而翼長比大於 9 時，

將可能影響施工品質。雖本工程預鑄節塊翼長比為 12.1，然監測結果

發現節塊最大撓曲變形約位於頂板接合面中央處，且其值並不大，

均在 5mm 之內，推就其可能原因如下： 

3.1.1.  預鑄節塊為三箱室設計，且斜撐板與翼板相連結，如此將

增加節塊整體結構勁度，進而限制此一溫度變形量； 

3.1.2.  基於節塊頂板澆置面係暴露於大氣環境中，陽光直接曝曬

結果除可使節塊澆置面達到保暖效果外，亦可使溫度梯度變化量受

到控制； 

3.1.3.  周圍環境溫濕度之變異性，一般而言，若節塊於上午時刻

澆置混凝土時，由於環境溫度逐漸升溫（相對於傍晚時刻周圍環境

的溫降），此時節塊將產生較小的溫度梯度變化，有鑑於節塊澆置

時間均於上午時分，且南台灣地處亞熱帶高溫氣候，故推論此一溫

度變形量較不顯著。 

3.1.4.  因混凝土材料配比、鋼筋、預力鋼腱、預埋構件配置或其

他不確定因素之變異性而影響節塊斷面形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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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預鑄節塊頂板各監控點位變形示意 

 

3.23.23.23.2        節塊吊裝監控作業節塊吊裝監控作業節塊吊裝監控作業節塊吊裝監控作業 

一般而言，預鑄節塊吊裝施工精度與控制作業主要受到�節塊製

造精度；�地層平均沈陷量；�地層承載能力；�橋梁下部結構基礎

型式與機制；�結構系統支撐型式；�吊裝階段幾何線形檢測與監控

等影響，而橋體線形變化又與現地施工條件、施工方法、施工程序

與施工機具息息相關，節塊吊裝施工控制作業需綜合考量上述各項

影響因素，並分別進行監控、識別與回饋。 

3.2.1. 節塊製造精度控制與回饋 

為求精準掌握節塊實際斷面尺寸，並利於後續吊裝作業之順利

進行，本工程於預鑄節塊完成橫向預力施拉作業後，工程人員旋即

利用高精度量尺逐一量測每單元跨徑內各節塊控制點位，並記錄斷



面尺寸變化情形。爾後再將量測資料歸納整理並進行假拼合作業，

模擬節塊實際吊裝時全跨徑之線型變化趨勢。最後再將預測趨勢回

饋至節塊吊裝前置作業，亦即於節塊吊裝作業施作時，在相鄰節塊

與柱頭節塊間濕接縫處微量調整模板接合轉角，或於標準節塊吊裝

施工作業兩鄰接節塊接合前，利用填隙墊片襯墊於節塊結合剪力母

榫上，微量調整節塊結合轉角，用以適時調整或修正吊裝作業之節

塊線形表現。 

3.2.2. 地層平均承陷量監測 

由於地層的沈陷將可能造成工址內各跨徑橋墩產生相對高程偏

差量，如此一來勢將影響節塊吊裝施工精度之監控。本工程位於屏

東沖積平原區內，地表係為第四紀全新世沖積層所覆蓋，工址範圍

地層大部份為緊密粗砂礫石、夾卵石及粘土質粉土或粉土質砂，根

據每季水準測量作業檢測成果解算工區內地層年平均沈陷量約僅為

4-5mm，且實測各橋墩控制點位沈陷量差異不大，無明顯差異沈陷現

象發生，因而研判其對節塊吊裝階段之施工精度與監控作業影響不

大，故不進行地層承陷量誤差修正作業。 

3.2.3. 地層承載能力研判 

有關地層承載力方面，根據地質鑽孔資料顯示，工區內土質平

均標準貫入打擊數 N 值略低，又地下水位（GL:-1.2 ~ -5.9m）甚高，

故而推知地層承載能力可能不高。因此在進行節塊吊裝施工時，因

節塊逐塊吊裝而造成橋墩基礎處地層持續受力承載而產生之沈陷尤

需詳加監控。經綜合比較監測結果發現，節塊各吊裝施工階段相關

監控點位實測高程值均略低於原設計計算值，故研判可能原因為工

址現地土層承載力不高影響所致。有鑑於此，工程人員將此一監測

資料進行綜合歸納整理，預測偏差量之可能發展趨勢，並據以為調

整或回饋至次一跨徑節塊吊裝前置作業。 

3.2.4. 橋梁下部結構基礎型式與機制 

橋梁基礎為橋體結構系統中力量傳遞之重要構件，全橋大部份

重量及活載重均經由墩柱傳遞至基礎，再轉而至地層承載。本工程

橋墩基礎因應橋梁結構型式及工址地質特性分別採擴展基礎（Spread 

footing）及樁基礎（Pile foundation）兩類設計，而基礎所承受上部結

構載重也將因全橋各結構系統分配載重、基礎設計型式與機制之不

同而有所差異。一般說來，採樁基礎設計之地層平均承陷量均較擴

展基礎為小，有利於節塊吊裝施工精度之監控。 

節塊進行懸臂平衡吊裝施工時，經由統計監測資料發現，當橋

墩採固接設計且擴展基礎設計尺寸（21m×21m×3.5m）較大者，其單

元跨徑閉合節塊吊裝施作前，兩側節塊接合監控點位高程差值平均

約低於設計值 1~2cm。然若橋墩為鉸接設計且擴展基礎設計尺寸



（13m×14m×2.5m）較小者，其監控點位平均高程差則約低於設計值

5~6cm。因此工程人員於吊裝前置作業期間即需考量此施工誤差修正

作業，並將監測所得資料進行研判，調整或回饋至節塊各吊裝階段

監控作業中。 

3.2.5. 結構系統支撐型式 

一般說來，節塊吊裝作業可區分為兩類施作，一為單元跨徑懸

臂平衡吊裝施工；另一則為端跨就地支撐吊裝施工。前者僅需於相

鄰節塊下之橋墩基礎空間架設臨時重型支撐架，以利相鄰節塊與柱

頭節塊濕接時之應力荷載；而後者則需於端跨跨徑處架設臨時重型

支撐架承載節塊自重及施工載重。綜合分析端跨處節塊施作時，在

端跨跨徑與懸臂平衡吊裝接合之閉合節塊施工前，兩側節塊接合監

控點位高程差與設計值之誤差約在 3cm 範圍內，而此一施工誤差於

節塊吊裝施工監控作業中亦需考量予以調整及修正。 

3.2.6. 吊裝階段幾何線形檢測與監控 

為利於吊裝作業兩節塊接合點位及高程控制，在節塊接合鑄造

期間即依設計線形並配合節塊鑄模設計，沿節塊中心線往兩側延伸

至腹板邊緣處彈墨線標記，作為節塊吊裝接合依據；而節塊吊裝高

程控制作業則利用節塊生產階段所設置之相關監測覘標，於各節塊

接合前檢測其高程與設計值之相對偏差量進行綜合監控。 

 

四四四四、、、、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工程施工順利推展及施工品質之良窳，實有賴於施工前期完善

的規劃設計，施工期間精密而謹慎的監控作業，以及現地實務監測

資料的持續蒐集與回饋，如此才能確保工程施工品質。再者，藉由

施工監控資料之回饋，持續而制度化的調整施工作業，亦能促使施

工與設計間相互增益，為國內橋梁工程施工與設計技術水準之提昇

再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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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NET 是微軟(Microsoft)繼其 DNA(Distributed interNet Applications)

架構之後，所提出下一代的分散式軟體應用架構，它的發展方向是

要建構一個使用網際網路開放標準(如：HTTP、XML、SOAP…等)的

應用程式開發與執行的環境。在不久的將來，使用者只需要藉由

Microsoft .NET 就可以達到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透過任何裝置擷

取所需要資訊的境界。 

 

一一一一、、、、.NET.NET.NET.NET 符合未來符合未來符合未來符合未來 InterneInterneInterneInternetttt 發展趨勢發展趨勢發展趨勢發展趨勢 

應用程式的完整發展週期是由「分析」、「設計」、「程式撰

寫」「測試」、「部署安裝」，最後透過「維護」來達到重覆使用

的目標。運用.NET Framework 就是讓程式開發者能在.NET 平台上將

應用軟體轉變成 Web Services。所謂 Web Services 是指藉由網際網路

開放標準技術**XML 及
*
SOAP(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讓應用軟

體能以 Internet 為平台，運用 XML 的格式來傳遞。我們可以把 Web 

Services 想像成軟體元件，將特定功能的部分取出，組合成我們要的

結構，以提供其他應用程式共用。更甚者，我們亦可透過 Internet，

直接呼叫其他公司、其他開發者以不同程式語言所開發出來的服務

程式。如此，不但可以提昇軟體元件的重複使用性，更能減少開發

的時程與成本。 

Microsoft .NET 的設計目標就是為程式開發者提供快速的方式，

開發出符合新一代 Internet 趨勢的工具及環境，並透過多種程式語言

的支援，來開創新一代的 Web Services，讓應用軟體的發展週期能更

加完整。 
*
XML：是一種在 W3C 工業標準規範下的標示語言(Markup 

Language)，主要在描述結構化的資料，提供標準的資料交換格式，

讓資訊能跨越異質的環境與不同的設備。 



*
SOAP：是一種架構在 HTTP 協定上的分散式物件通訊協定。透

過 XML 讓使用者端與伺服器之間可以互相整合，讓應用程式之間可

以跨越防火牆而達到彼此溝通的目的。 

 

二二二二、、、、.NET Framework.NET Framework.NET Framework.NET Framework 

以現有的程式開發架構來說，不同的程式語言所要利用到的類

別函式庫(Class Library)不盡相同，例如：以 VB 來開發須使用 Visual 

Basic Runtime Library；採用 C++則會運用 MFC Library 及 Active 

Template Library 等不同的函式庫，而以後的發展趨勢是將這些類別函

式庫整合在一起，讓所有的程式語言能夠互通有無，達到跨平台、

跨語言的境界。.Net Framework 就是一個用來建立、開發、部署及執

行應用程式的整合環境。它包含了多種的類別函式庫(Class Library)

及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用來支援所有在 Win32 環境

下已開發的應用程式及未來 Web Services 所需之功能，讓程式開發時

不再因為不同類別函式庫而產生限制與困擾。 

因為在.NET Framework 中的類別函式庫已可以共用許多不同程

式語言的 Library，所以應用程式的開發不再受限於單一程式語言的

限制。目前支援.NET Framework 的程式語言已有四十多種，爾後我們

便能夠更方便快速的在不同程式語言間進行類別的繼承、錯誤處理

及程式除錯工作，讓程式開發人員可以自由選擇熟悉的程式語言，

而不需顧慮多種程式語言之間的問題。(請參閱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圖一 .NET Framework 架構 

 

三三三三、、、、Common Language Runtime(CLR)Common Language Runtime(CLR)Common Language Runtime(CLR)Common Language Runtime(CLR) 

Common Language Runtime 是整個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的最

底層，它提供了所有 Microsoft .NET 應用程式(無論是 Windows 應用

程式或是 Web Services)的執行環境(Runtime)。 

ADO.NET XML 

Base Class Library 

Common Language Runtime 

ASP.NET Win Forms 



傳統的程式編譯方式是將原始程式碼直接編譯成電腦能直接執

行的原生碼(Native Code)，以執行檔的形式儲存，但是這樣會產生某

台機器上編譯過的可執行檔在另一台機器不一定能正常執行。而

在.NET Framework環境下，一個.NET應用程式的原始碼會先透過CLR

編譯器(CRL Compiler)編譯，如果沒有語法上的錯誤，就會被加上

Metadata 引擎所產生的
*
Metadata，與原始碼產生的中介語言

(Intermediate Language，IL)，一起放在目的格式檔案中，通常是指可

執行檔(EXE)或是動態連接檔(DLL)，如果在編譯過程需要用到其他程

式庫，中間會再經過一個連結程式(Linker)來完成組合程式碼的動

作。而在實際執行時，如果應用程式沒有預先被編譯成可被電腦直

接執行的原生碼(Native Code)，則系統會啟動一個即時編譯器(Just In 

Time Compiler，JIT Compiler)，將執行檔中的中介語言轉換成原生碼

並交由作業系統執行。如此，不論是使用那一種支援.NET 程式語言

撰寫的程式，所產生的中介語言皆相同。將此中介程式碼放置於已

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的電腦上均可正常執行，不論其所採

用的 CPU 是 Intel-based、alpha…或甚至是不同的作業系統。(請參閱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圖二.NET 應用程式生成流程圖 

 

 

您是否覺得上述的情境十分熟悉？沒錯，目前 Java 語言不也是

透過 JVM(Java Virtual Machine)機制達到跨平台的理想，微軟.NET 應

是參考並吸收其觀念並加以擴充，除了可跨不同平台外，進一步可

跨不同程式語言。 
*
Metadata：描述程式執行時所需要的資訊，是所有相關資料的資

訊區。例如：程式內所包含或引用的類別、記憶體資源的配置、IL

編譯成原生碼所需的資訊及安全管理等。 

 

原始程式碼 CRL 編譯器 

Metadata 引擎 

中介語言(IL) 

與 Metadata 

連結程式 

中介語言(IL) 

執行檔(EXE)或 

動態連結檔(DLL) 原生碼 

JIT Complier 



四四四四、、、、ASP.NETASP.NETASP.NETASP.NET 

ASP.NET 又稱為 Web Forms，是一種建構在.NET 平台，以瀏覽

器為使用者介面的 Web 應用程式架構，可以類比為目前的

ASP(Active Server Page)網頁技術，但無論就網頁的執行架構，或是撰

寫程式所使用的程式語言及程式的設計概念，ASP.NET 與 ASP 兩者

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相較於 ASP，ASP.NET 具有以下的特色： 

4444.1.1.1.1 支援多種程式語言支援多種程式語言支援多種程式語言支援多種程式語言 

ASP 所使用之語言以 VBScript 及 JavaScript 為主，而 ASP.NET 程

式碼可以使用任何.NET Framework 所支援的語言撰寫，並且程式碼與

網頁可分開於不同的模組(即所謂 Code behind)，如此應用程式的業務

邏輯與網頁設計，可分由不同專業人員負責，提昇軟體開發的品質

及效率。 

4.24.24.24.2 效能的提昇效能的提昇效能的提昇效能的提昇 

ASP 是以直譯(Interpreter)的方式執行，應用程式碼並未事先經過

編譯成較低階的程式碼，而是執行時再透過直譯器直譯成執行碼。

而 ASP.NET 中執行的都是編譯過的原生碼，單就這一點就比 ASP 網

頁來的快；此外，每次執行後都會在記憶體中保留此份機械碼，作

為快取(Cache)，因此之後的網頁執行速度便可省下載入的時間，大

幅提昇執行速度。 

4.3 Server Controls4.3 Server Controls4.3 Server Controls4.3 Server Controls 

所謂 Control 就是應用程式或網頁上的使用者控制項，如：按鈕

(Button)、下拉式選單(Combo Box)、選取盒(Check Box)…等。在 ASP

網頁中，這些 Controls 均為使用者(Client)端元件，程式設計者必須為

不同的瀏覽器(Browser)或不同的瀏覽裝置撰寫不同版本的網頁，而

ASP.NET 之 Control 均為 Server 端元件，這些元件都會自動偵測使用

者的瀏覽器或裝置，產生適當的網頁。例如：Internet Explorer，ASP.NET

會送出內含 DHTML 的網頁，如果是以 Netscape 或其他軟體瀏覽，則

送出 HTML 3.2 或 4.0 的標準 HTML，如果是手機，則產生以 WML

格式的網頁。 

4.44.44.44.4 事件驅動事件驅動事件驅動事件驅動 

ASP.NET 中的所有東西都是物件，從變數(Variables)、控制項

(Controls)、網頁(Web Page)，程式設計師均可以物件的方式處理。所

以可以像 VB 的程式設計師一樣針對事件撰寫程式，使程式更為簡

單、直覺，避免一大堆的 If-then-else。 

 

五五五五、、、、Win FormWin FormWin FormWin Form 



相對於 Web Form 這種 Thin Client 應用開發程式架構，Win Form

指的是 Windows-based UI 的應用程式，程式設計人員可以直接繼

承.NET Framework Class Library 中的 System.WinForms 類別，建立視

窗，使用者操作介面，開發出類似現行以 VB，C++…等語言所開發

的桌上型應用程式。 

此類的應用程式較 Web-based 應用程式更具良好、豐富的使用者

介面，又無 Web-based 應用程式 Session Timeout 的限制，操作較為方

便，適合需要大量輸入資料的應用。但缺點是必須安裝在每一台要

執行的電腦上，程式有修正時，安裝程序便需要重做一次，維護成

本較高。 

 

六六六六、、、、安裝與部署安裝與部署安裝與部署安裝與部署 

目前的作業系統及程式語言會將常用的功能或服務，以 DLL 函

式庫或 COM 元件的方式包裝，這樣會產生所謂的 DLL Hell，也就是

新安裝的DLL或COM元件會彼此覆蓋在系統登錄檔(Registry)中的設

定值，導致原有的應用程式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程式開發人員無

法限制使用者電腦中會安裝那些程式，而影響到程式執行的穩定

性，DLL Hell 長久以來一直困擾著程式開發人員及企業中的 IT 人員。 

在 Microsoft .NET 的世界裡，軟體元件再也不需要登錄(Registry)

了！開發好的程式要在另一個.NET 環境進行安裝時，手續只有一

個，就是 Copy And Paste。只要把編譯好的程式，無論是 EXE 執行檔、

DLL 元件、ASP.NET 的.aspx 網頁或 Web Service 的.asmx 檔，全部都

是以複製/貼上的方式部署，這些檔案複製完成後，不需額外註冊或

設定。.NET 程式執行時，如果需要額外的元件，首先會自本身執行

檔下的 bin 目錄開始尋找，因此，每套應用程式預設都是使用本身 bin

目錄下的元件，不同應用程式間不會相互干擾，也消除了 DLL Hell

的困擾。 

 

七七七七、、、、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Microsoft .NET 之於網際網路，絕對具備有當年 Windows 對個人電

腦的影響力。.NET 要提供給程式開發人員的，是專注於個人技能發揮

的開發環境，跨作業系統的支援透過網際網路標準消弭於無形，同時

免於選擇程式語言的困擾。.NET 要提供給使用者的，是更順暢、更透

通的資料交換環境，每一台電腦在網路上都不再是資訊孤島，而是一

個可以整合的資訊庫。 



目前 Microsoft .NET 仍為 Beta 2 版本，尚未正式上市(正式商品預

訂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完成)，本篇文章僅就.NET 之基本架構作一簡要

的介紹，雖然正式版本與目前 Beta 版在施作細節上會作稍許修正，但

基本觀念及大架構應不會改變。鑒於未來.NET 架構與現行微軟分散式

環境有重大的不同，IT 人員必須預作準備，以因應未來 Internet 技術

的演進。 

 

八八八八、、、、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Microsoft .NET 程式開發學習捷徑手冊 

(2)C#與 ASP.NET 應用程式設計實務－恆逸資訊 

(3)http://msdn.microsoft.com/NET/ 

 



學習層次與學習分類 

運土部 

經  理 
管長青管長青管長青管長青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卓越公司的成就多來自於公司內有許多卓越的員工，卓越的員

工來自於組織內具有卓越的學習文化與用人風格。公司關心的是員

工有否具備學習能力，學習思考、學習承擔以致將來會做什麼，並

得以解決未來的問題。此概念可作為組織招募甄選新進人員參考。 

學習的氣候發生在個人學習、團隊學習、組織學習及社會學習

四個層次之中。個人學習依靠內在動機；團隊學習應開放心靈，以

期發現新看法；組織學習宜建立分享機制，且將知識留存於組織內；

社會學習宜敏感社會脈動，洞悉顧客尚未被滿足的需要。 

學習結果可以依行為分為口語訊息、智能技巧、操作技巧、態

度及認知策略五種行為類型。口語訊息即學習個人的語言表達能

力；智能技巧即針對程序性知識學習知其所以然；操作技巧係學習

肢體之行動靈巧與協調平衡；態度即學習個人化的特定行為表現；

認知策略即學習創新解決問題的方法。 

唯有組織與個人均能創新思考與學習成長，組織才能永續經

營，確保明日的優勢。個人的認知與行為是不可分割的。學習將依

序改變個人的心態、認知、思考、行為、績效，進而影響團體思維，

改變組織行為。 

 

一一一一、、、、學習思考學習思考學習思考學習思考 

微軟公司面試人員的重點，在於應徵者是否具有學習與思考的

能力及勇於承擔的意願。最常問的一個問題是全美國有多少加油

站？答案正確與否並不重要，如果應徵者連想都不想就回絕說不知

道，此人馬上就被淘汰出局，因為公司想要知道的是：應徵者如何

學習思考、學習承擔及解決問題。公司並不需要只會做例行性工作

的員工，有樣學樣，重要的是：無樣要自己想，且有承擔之熱誠。 

卓越公司的成就大多來自於公司內有許多卓越的員工，卓越的

員工來自於組織內具有卓越的學習文化與用人風格。微軟公司堅持

僱用最頂尖的人員做事，所謂 5%最頂尖的人員是指在不同工作領域



中均為最優秀的成員。例如，程式設計師、測量工程師、專案計畫

經理在職務與工作內容上，自然有所不同。公司關心的不是應徵者

是否在名校中成績好壞，因為它是歷史資料；也不是應徵者現在具

備什麼樣的知識，因為知識具有半衰期；主管關心的也不是員工現

在會做什麼，因為組織是為永續經營明日的優勢。公司關心的是員

工有否具備學習能力，足以學習成長；能否學習思考、學習承擔以

致將來會做什麼；是否具有潛力得以解決現在及未來的問題。因為，

唯有勤於學習和思考的員工，才會很快檢討自己，而非責怪他人；

改變自己的觀念與行為，糾正錯誤；嘗試用各種方法改善工作，解

決問題，以期節省產品與服務的時間與金錢。 

有人說知識的半衰期為 4 年，大專系所畢業生在校所學的知識

倘經歷 10 年，則已經衰退至不足 20%。若未終生學習，勢將無法因

應現在的工作需要，更遑論解決未來的工作問題。中外公司的老闆

大都一致地認為：如果員工不能幫公司解決問題，員工就會成為公

司的問題。吾人實不知 21 世紀「贏」的關鍵是什麼，惟身處新世界，

卻都覺醒到員工「生存」的關鍵就是學習。在經濟不景氣時候，或

許學習就是強化相對優勢的最佳時機。因為，公司在經濟衰退期反

而能吸收到較優秀的人才，而現有員工也必須更積極地學習，以提

昇其工作技能。然而，無論知識之廣度與深度均浩瀚如海，固有的

資料已如山積，新的資訊更如核子分裂。問題是：組織與員工要學

習什麼？如何才能有效學習？ 

 

二二二二、、、、學習層次學習層次學習層次學習層次 

幾乎所有複雜的行為，都是經由學習而來的。如果想要解釋並

預測行為，那就需要了解人們如何學習。實際上，學習時時刻刻都

在發生，我們是從經驗中不斷地學習。個人外在行為的表現，顯示

了其內在思維的差異。所謂聽其言，觀其行，人焉叟哉。因此，學

習的操作型定義是：任何因為經驗而在「行為」上所產生相當持久

性的改變(Robbins,1994)。 

倘公司定期吸收年輕優秀的人才，加入團隊工作；則現有員工

經此衝擊，也會更積極學習以提昇其工作技能，進而改變行為。然

而 21 世紀初，企業經營環境所發生的重要變化趨勢之一，卻負面反

應在勞動人口結構方面。企業員工之平均年齡每年增加，新進人員

日益減少，甚且有多年斷層現象。這樣的員工年齡分布，使得公司

發現越來越難以增進員工技能，難以讓員工學習改變，以趕上科技

與職務性質的快速變化。此現象普遍存在於台灣、日本、美國及多

數工業國家中。面對前所未見的課題，員工倘採取迴避的態度，則



他也放棄了學習成長的機會；反之，員工倘積極回應：「是的，我

可以﹙嘗試﹚」的學習態度，則這將是最終能確保員工與組織競爭

優勢的主要因素，特別是在知識密集的產業。 

個人透過學習，員工才能不斷提昇能力；組織透過學習，公司

才能快速因應對手的競爭及顧客的改變。許多學者在研究學習型組

織模型的過程中，認為學習的氣候發生在個人學習、團隊學習、組

織學習及社會學習層次之中，因而歸納出四種學習層次﹙levels﹚。

分別說明如下： 

2.1 個人學習個人學習個人學習個人學習﹙﹙﹙﹙individual learning﹚﹚﹚﹚ 

關注於個人與其他成員間，增加相互探究與對話的能力與機

會，以期創造有利於個人不斷學習的機會﹙Watkins,1993﹚。只有

透過個人學習，組織才能學習。目前多數的組織中，並沒有太多的

工具可以累積組織經驗，並傳播從這些經驗中所獲得的教訓。因此，

組織裡的個人在行動時得以集體行動，但學習時係個別學習。 

除了直接經驗學習之外，社會學習理論認為人類學習大部分是

觀察與模仿他人行為的函數。觀察者看著楷模(model)展現一套行為

模式和外在反應，便可產生觀察學習。而模仿所得到的強化﹙外在

激勵﹚使我們繼續去模仿。藉由持續的強化維持著模仿行為，潛移

默化產生認知支持，人們得以對自己的行為有某種程度的控制。所

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社會學習理論強調人們的學習係透

過觀察他人的行為，仿效可信賴的、具學識者的行為來學習

(Bandura,1986)。 

教育訓練是投資，進入社會前的基礎教育，替代性產品少，機

會成本低，且是父母替子女投資，價格彈性較小。個人終生學習是

進入社會後的在職訓練，替代性產品多，機會成本高，且係投資在

自己身上，價格彈性受個人學習思維﹙學習動機﹚影響較大。 

個人學習係依靠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與外在動

機﹙extrinsic motivation﹚來推動。外在動機是指行為原因是出

於外在的誘因，學習是為了達到另一個目標，例如領導讚美、金錢

酬賞、職位升遷等外在激勵；內在動機是指行為原因是出於個人決

定，學習本身即是目標，例如自我成長、自我成就、自我實現等內

在激勵。 

在個人學習層次上，許多研究顯示：內在動機的學習成效較優

於外在動機。許多公司中各部門員工的年度教育訓練經費多有節

餘，顯示利用率之不足；也有許多員工利用夜間與假日，自費進修

外部課程，顯示自我激勵之功效。很多公司提供許多資源與外在誘

因，鼓勵員工精進第一專長或學習第二專長，成效似未顯著。此外，

公司中亦有少數員工之第一專長尚且未能與時俱進，卻常抱怨公司



未培養員工第二專長。這些實例亦可旁證：個人學習成效主要依賴

內在動機，而非外在動機。 

2.2 團隊學習團隊學習團隊學習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 

即轉換對話及集體思考的技巧，讓群體發展出超乎個人才華總

合的偉大智識和能力（Senge,1990）。團隊在組織中漸漸成為最關

鍵也是最佳的學習單位，因為現在幾乎所有重要決定，都是直接或

間接透過團隊作成，並進一步付諸行動。集體可以做到比個人更具

洞察力，團隊智商可以遠大於個人智商，顯示合作學習具有令人驚

異的潛能。 

       交談有兩種主要類型，深度匯談與討論。量子物理學家 Bohm

指出，「討論」如果像是球賽，將勝利視為最優先，就無法將前後

一致及追求真象視為第一優先。他於是發展出一種不同的溝通方式

即「深度匯談」，來改變這種優先順序。Isaacs﹙1994﹚定義深度匯

談：持續的集體探詢我們習以為常和視為理所當然的經驗。Bohm 認

為深度匯談有三項必要的基本條件，可以降低彼此間意義流動的阻

力，有助於群體內意義的自由流動。第一，所有參與者必須將他們

對人事物的假設「懸掛」在面前，以便不斷的接受詢問與觀察。例

如，假設與會人員對議題之背景、需求均與自己有相同的了解與興

趣，此項假設很可能並不成立。第二，所有參與者必須視彼此為工

作夥伴，才能共同深入思考問題。第三，必須了解自己才是深度匯

談過程與結果負成敗責任的「主人」，責無旁貸。 

       深度匯談的目的，在於幫助人們觀察自己思維的不一致性，以

期共同來開創一片新天地。思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集體互動的，很

難只是透過個人而期望改善。在深度匯談中，能夠蒐集思維之流中

不易察覺的意義。因此集體學習是可能的，且對於發揮人類智力的

潛能至關重要。透過深度匯談，增進集體思維的敏感度，人們可以

互相幫助，覺察彼此思維中不一致的地方，如此集體思維與團隊學

習才能愈來愈有默契。 

在團隊學習中「討論」是提出不同看法並加以辯護；「深度匯

談」則是提出不同看法，以期發現新看法。通常組織用深度匯談來

探究複雜的問題，用討論來作成事情的決議。當需要深思複雜的問

題時，團隊必須學習如何萃取出高於個人智力的團隊智力，避免組

織中常有的抵銷和磨損。團隊中少數人的抵制與責難，會破壞團隊

學習，造成團隊智商低落。改善關鍵在於成員均開放心靈，避免辯

護。習慣性防衛的心理使我們失去檢討自己的機會，失去檢討自己

想法背後的思維是否正確的機會。一個學習型的團隊善於交互運用

深度匯談與討論，以產生綜效。 



Senge(1990)說明用「整體搭配」(alignment)，而不是「同意

或一致」的概念，來掌握團隊學習的真髓。團隊學習能夠激發群體

智慧，萃取出高於個人智力的團隊智力，來幫助組織學習。在團隊

學習層次上，著重於鼓勵成員間的相互合作，以期建立團隊學習的

制度與組織氣候。即深度匯談，想法交流，以期發現新看法，創造

集體智慧與能力。 

2.3 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organization learning﹚﹚﹚﹚ 

學習型組織與組織學習是有差異的，Marquardt（1996）認為學

習型組織所關注的焦點在於「What」，即組織集體生產與學習的特

性、原則及系統。而組織學習所關注的焦點則在於「How」，即組織

如何建立知識發展的技能與過程。因此，學習型組織是一種精神或

文化表徵的展現，是一組結果；而組織學習只是學習型組織的一個

構面，是組織所採用的學習方法，是一種程序。 

組織學習是組織具有能力，在經歷時空變遷後，仍保有學習的

成果。換言之，無論員工或部門是否存在，他們的知識仍然留存於

組織內(Noe,1999)。大多數學者認為組織學習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與獲得知識、利用資訊、分享見解、改善績效、成功地適應環境改

變的過程有關。說明了組織學習的結果會導致知識、信念與組織行

為的改變，最終強化組織創新與成長的動力。反映了組織學習包含

了建立組織分享機制，以及組織在認知與行為改變的觀點。 

學者專家研究提出許多組織學習的方法，例如：組織雙環路學

習﹙Kim,1993﹚，係依靠回饋機制與改變心智模式來學習；學習歷

史的組織學習﹙Kleiner,1997﹚，係記錄組織所發生的重要事件，

以提供其他同仁學習；爭辯討論的組織學習﹙Grove,1996﹚，針對

問題歡迎各方之不同意見，它可以提高問題影像的清晰度，以期發

現新看法；網路溝通的組織學習﹙洪明洲，1997﹚，係不受時空限

制的雙向交流、互動、參與、開放，得以讓所有成員在網路中共同

學習創造；以及知識轉化的組織學習﹙Nonaka,1995﹚，係將儲存在

個人的內隱知識經傳授、轉化為結構化、可分享的外顯知識，再將

跨專業的外顯知識加以整合、創新應用形成公司的規章制度，鼓勵

新知應用之創意思考、融會內化後再創造個人化、內隱的創新知識，

形成良性的組織學習循環。有些公司在內部網路上所建制的計劃管

理平台、結構化的專業知識庫、知識社群討論隱性知識等雛形，即

是融會網路溝通與知識轉化的組織學習與分享機制。 

也有學者認為：個人學習較注重技術知識層面，屬靜態的、結

構化事物之規則性，係以單環路學習﹙教育訓練﹚方式，注重於改

變行為模式，以熟練技能為目標。組織學習則關注知識管理概念，

屬動態的、社會化組織與人之原則性，係以雙環路學習﹙群組互動﹚



方式，關注於改變心智模式，以達成共創智識與新見解為目標。因

此將學習提昇至團隊層次、組織層次之互動學習機制，將對企業競

爭優勢更有助益。 

個人的知識多屬主觀判斷，必須經過管理的過程，才能產生客

觀有用的知識。因此在組織學習層次上，關切於對成員賦能

(empowerment)，使其有能力朝向共同願景邁進，以期建立組織學習

的體制，幫助成員與部門均能分享學習經驗，且將學習知識留存於

組織內。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其他企業才不容易模仿，組織學習

才會是公司的競爭優勢。 

2.4 社會學習社會學習社會學習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 

將組織與外在環境聯絡，以偵測環境變化趨勢，並釐定學習策

略，提昇競爭優勢，以回應環境的挑戰。除了產業標竿學習﹙學習

產業內標竿公司之核心技術﹚、異業標竿學習﹙學習跨產業標竿公

司之競爭優勢﹚之外，目前社會學習的通路具有多元性，包括正式

學校教育、推廣在職進修、短期補習課程、內外部教育訓練、演講

活動、期刊雜誌、閱讀圖書、旅遊學習、網路教學、技師公會、學

協會、研討會、讀書會等。均是將組織與外在環境聯絡的通路，以

延展涉獵層面，擴大視野，才能敏感社會脈動，思考並釐定組織核

心業務之競爭策略。 

大型企業平均壽命不及 40 年，1970 年列名財星 500 大企業排行

榜的公司，在 1983 年的調查中，有三分之一已經消聲匿跡。2000 年

耳熟能詳的富豪或電子新貴的公司，在 1970 年代多數尚未誕生。英

國金融時報2001年 12月公佈年度全球最受尊敬的前50大企業及30

大執行長排行榜，美國奇異公司及甫退休的執行長 Jack Welch 連續

四年蟬聯兩項評比的榜首。Welch 名言：「重複過去，必失去未來。

一旦外在環境改變的速度超過內在企業改造的速度，便是企業的末

日。即使是 30 年的老公司，倘無法快速改造與進步，可能在 2 年內

化為烏有」。失敗的公司常無法認清即將迫近的危機，顯示組織應

敏感社會脈動之重要性。 

偵測環境變化趨勢，敏感社會脈動之另一要義為向顧客學習，

洞悉客戶之需要。顧客之需求﹙demand﹚可分為基本需要﹙need﹚，

如口渴喝水；偏好需要﹙want﹚，如喜歡喝可樂；驅策需要﹙drive﹚，

如情境因素下而渴望喝啤酒。組織不但要了解客戶需求層級，更要

洞悉顧客尚未被滿足的需要。對症切入，提供及時且需要的產品或

服務，組織才能競爭求生存。無法立即回應商場變化的企業，無論

在技術或服務上均將快速落後。知名的失敗案例如國際商業機器

﹙IBM﹚、通用汽車﹙GM﹚、席爾斯百貨﹙Sears﹚及美國運通﹙AE﹚



等資深優良的企業，在 80 年代，都因為無法快速趕上商業潮流﹙洞

悉客戶需要﹚而吃到苦頭。 

學習是否有效，不在於閱讀多寡，而在於思考深淺及活用程度。

如此，組織才能創造他人無可模仿的競爭優勢。學習智障無論對個

人、團隊、或組織而言都是致命的威脅，「不怕改朝換代，就怕被

人取代」，這對組織來說，影響猶甚於個人。因此，社會學習力就

是組織競爭力。 

 

三三三三、、、、學習分類學習分類學習分類學習分類 

員工在職場生涯中，所需要學習的事項，內容涵蓋廣泛。然而，

認知學派的學者所強調的重要課題之一是：要學習的「行為」是什

麼？並且提倡採用不同的方法，以期能學習不同的行為。因為人們

的思想與價值觀是難以衡量的，惟個人的行為則是可以觀察的。人

們一定會檢視個人「行為」之可接受性，並不一定會解讀個人「思

維」之差異性。 

Gagne(1984)提出一套將學習內容分類的系統，將人類的行為表

現用一組學習結果分類﹙行為類型﹚來描述，然後找出學習支持行

為表現，其間有關條件的彼此關聯。學習結果可以分為五種行為類

型，即口語訊息、智能技巧、操作技巧、態度及認知策略。有關五

種學習結果之行為類型分別說明如下： 

3.13.13.13.1 口語訊息口語訊息口語訊息口語訊息(verbal information) 

係說明、描述先前所記存的資訊，包括名稱、標示內容、事實

及知識主體。又稱為描述性訊息(declarative information)，是指個人說

明或描述事物的能力。換言之，即個人的語言表達能力。 

口語訊息自然包括了員工在工作中所需具備的特殊知識，惟其

強調的是：各類特殊知識的語言表達能力。例如：專櫃人員應能說

出公司產品的成分、功能及比較優勢；專業導遊應能說出旅遊景點

的人文景物、歷史典故及特色；員工應能說出遵照公司安全程序的

理由；工程師應能說出規劃方案的主要優勢；經理人必須知道不同

型式儀器設備的名稱，及全面品質管理﹙TQM﹚的主要知識等。 

倘為口語訊息類的課程，其學習結果係學會以文句表達事實。

有效學習條件在於將先前所學的知識、口語資訊編入記憶之策略，

以期刺激回憶有組織的訊息。此外，應尋求重複練習的機會，且應

以自己的話語重述所學習的內容。評估重述的正確性、合宜性，並

針對額外複雜的訊息，提供口語連接，以增強提示線索。幫助提取

所記憶的口語訊息，以提昇記憶保留與學習遷移﹙將學習技能應用

在工作上﹚。 



口語訊息即透過能傳達意義的方式，溝通有組織的知識。因此，

有關在會議中清楚表達協商課題；向客戶做簡報以明白溝通所提供

之產品、服務內涵；在公開場所向地方民眾、學者專家、民意代表、

政府官員說明規劃方案之內容；提供業主技術諮詢等能力，或屬工

程師宜學習的口語訊息行為。 

3.23.23.23.2 智能技巧智能技巧智能技巧智能技巧(intellectual skills) 

係應用一般化概念、規則及步驟等技巧，以解決問題，並創造

新的產品或服務。也稱為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係用以

辨識概念的定義、特徵，並依既定步驟將規則應用在不同的實例中。 

智能技巧主要指員工在工作中所需具備的特殊知識，惟其強調

的是：將各類特殊知識的概念、規則、步驟加以具體之應用。例如：

程式設計師應能設計、編撰電腦程式，以符合客戶需要；經濟分析

師應能找出可以預測通貨膨脹，並影響國際貨幣匯兌的規則；結構

工程師應能設計跨河橋樑，以符合規範規定與業主開列的各項需

求；公路工程師在許多限制條件下，應能研選新建公路之最適路線，

以與環境相容；經理人必須知道有關工作表現評核程序的步驟﹙收

集資料、彙整資訊、準備員工面談等﹚，以期執行員工考評。 

倘為知識技能類的課程，其學習結果係針對程序性知識學會知

其所以然，且應用在不同的實例中。有效學習條件在於將新知識連

結先前所學的知識，以期刺激回憶附屬的概念和規則。根據正確的

序列，提供口語線索。嘗試在新的案例中應用所學到的概念和規則，

評估並確認應用的正確性。此外，應尋求間隔複習並應用到工作上

的實例中，以幫助記憶保留及學習遷移。 

這些概念與規則的知識是解決問題、服務顧客、創新產品與服

務的關鍵。因此，有關辦理工程可行性研究、研擬規劃方案、撰寫

規劃報告、設計橋隧公路、撰寫設計說明、現場執行施工監造、協

助業主辦理營建管理等能力，或屬工程師宜學習的智能技巧行為。 

3.33.33.33.3 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motor skills) 

係精確地、及時地執行個人的肢體動作，包括身體與四肢行動

的操作、協調及平衡等，例如文字圖形之書寫動作、游泳之肢體運

動、使用工具之操作靈巧等均是。 

操作技巧自然包括了員工在工作中所需具備的特殊知識，惟其

強調的是：各類特殊知識的肢體操作能力。會說更要會做，所謂說

的一口好球，不如打的一手好球。例如高爾夫球選手應能使用球桿，

將小白球擊至特定位置附近；水電工人應能使用套筒扳手，來上緊

螺絲；神槍手拔槍射擊，多能一貫地擊中小型飛靶；電話維修人員

應具備攀爬階梯、電桿，所必須的肢體靈巧與協調平衡；資料登錄



員應能使用 Word 等文書軟體，製作圖文並茂的文書排版；繪圖員應

能使用 AutoCAD 等繪圖軟體，繪製工程設計圖。 

倘為操作技巧類的課程，其學習結果係學會四肢肌肉行動的靈

巧與平衡。有效學習條件在於觀摩示範之操作行為，以期刺激回憶

次工作項目及局部技巧。此外，應尋求練習的機會，針對操作之正

確性與及時性尋求回饋，並逐漸減少外部回饋。嘗試練習全部的操

作技巧，並應用到工作上，以提昇記憶保留及學習遷移。 

這些能夠流暢且準確地完成操作行動，是指人類肢體的操作能

力。操作技巧不能光說不練，因此，有關駕駛車輛技巧；使用電腦

專業軟體；操作工程測量儀器、使用材料實驗設備等能力，或屬工

程師宜學習的操作技巧行為。 

3.43.43.43.4 態度態度態度態度(attitudes) 

係於行動中選擇個人化的做法。態度是信念﹙beliefs﹚與感覺

﹙feelings﹚的組合，它使人們傾向於特定的行為表現。態度包括認

知部分﹙信念﹚、情感部分﹙感覺﹚、及意圖部分﹙針對態度課題，

人們打算的行為方式﹚。生命中遭遇的每一個狀況，都是一個選擇。

自己可以選擇積極樂觀的正面回應；抑或選擇消極悲觀的負面迴避。 

與工作有關的重要態度包括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對組織的承諾

及工作涉入程度。倘吾人稱員工對工作有正面態度﹙ positive 

attitude﹚，這表示員工喜歡她的工作﹙情感部分﹚，她喜歡她的工作

也許因為工作具有挑戰性，且提供認識同事與相互合作的機會﹙認

知部分﹚，因為她喜歡她的工作，她打算留在公司，且在工作上熱

心投入，全力以赴﹙意圖部分﹚。員工正面的工作態度是學習而來

的行為，而非天生的本能。 

倘為態度類的課程，其學習結果係學會選擇個人化的行動。有

效學習條件在於辨識楷模行為，作為師法的對象，以刺激回憶典範

人物的訊息與技巧。當個人知覺到態度與行為之間的不一致﹙例如

後悔違規、動怒、逃避等行為﹚，會造成個人的不舒服，想要去減

少不一致情況，以降低不舒服的感覺。因此促使個人改變行為以配

合信念知識，或改變知識信念以配合行為。此將刺激回憶所觀察的

典範人物，看到典範增強。尋求正面的學習環境，嘗試在真實或模

擬情境中選擇合宜行為，以期回饋增強。生存就是一連串的選擇，

每天我們都能選擇創造生命的光明與希望；抑或選擇製造生活的抱

怨與憎恨。反求諸己，不假外求。 

態度即個人化的特定行為表現。例如，工程師決定於 48 小時內

回覆所有業主來函；主辦人員決定委屈自己而不與客戶衝突；員工

選擇閱讀作為主要之休閒活動；主辦工程師主動幫助成員解決困

難，規劃介面及整合成果；經理人企劃安排員工之教育訓練課程，



且參與主講部分課程等。這些均係針對特定事件、活動，反映個人

偏好與選擇不同態度，這些喜好與不同的行為是經由學習而來的。

因此，有關自我情緒管理、有勇於承擔之熱誠、個人多元性之學習

成長、良好人際關係處理、樂於協助他人完成工作等能力，或屬工

程師宜學習的態度行為類型。 

3.53.53.53.5 認知策略認知策略認知策略認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 

係管理、調整個人的思考與學習過程。它與學員的若干決策有

關，包括應注意哪些課題、如何記憶資訊、如何組合知識、如何解

決問題等。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除了技術層面的考量之外，許多案

例顯示多元性思考，包括在藝術層面的思維有時更具功效。 

認知策略自然包括了員工在工作中所需具備的特殊知識，惟其

強調的是：能夠獨立思考、選擇個人所知之智能技巧與口語訊息的

知識，並且具有整合運用的能力，以期創新解決問題的方法。例如，

機械人員應能選用數種不同的策略，以診斷引擎故障；工程師應能

診斷災害原因，並釐定改善對策；主辦工程師應具備規劃、組織、

執行及整合的能力；資深工程師應能針對前所未見之問題，擬定研

究改善計劃；經理人應能偵測環境變化，並釐定策略，以回應環境

的挑戰。 

倘為認知策略類的課程，其學習結果係學會獨立思考與學習成

長的過程。有效學習條件在於回憶相似的重要事務，以期刺激回憶

相關的知識技巧及工作策略。此外，觀摩解決問題的策略示範，並

應用在多樣性的工作上做為回饋練習。在新的問題中嘗試多元性思

考，尋求多方線索及解決問題的新方法。確認解決問題的獨創性，

以提昇創意思維及策略的口語說明。 

認知策略是一種策略性知識，引導個人創意思考，管理所知之

智能技巧與口語訊息知識，並且具有適時選擇、組織及運用的能力，

以期發明解決問題的新方法。因此，有關工程課題之專題研究；主

辦計劃之資源分配與介面整合；檢視顧客結構，找出長期獲利的市

場區隔；針對利潤貢獻度高的客戶，設計更滿意的客製化服務。偵

測環境變化，釐定策略，以回應環境的挑戰等能力；或屬工程師宜

學習的認知策略行為。 

 

四四四四、、、、學習條件學習條件學習條件學習條件 

學習是人們的能力、行為產生相當持久的改變，此種改變非屬

成長歷程的結果，這些能力、行為的改變係與特定的學習結果有關。

茲將五種學習行為類型有關之能力描述、行為案例，列如表表表表 1111 所示。 

 



表 1 學習行為分類表 

學習行為類學習行為類學習行為類學習行為類型型型型 能力描述能力描述能力描述能力描述 行為案例行為案例行為案例行為案例 工程師學習事項工程師學習事項工程師學習事項工程師學習事項 

1.口語訊息 

verbal 

information 

�說明、描述先前記存的

資訊 

�透過能傳達意義的方式

溝通有組織的知識 

�說明遵照公司安全程序

的三個理由 

�說出規劃方案的主要優

勢 

�會議協商 

�簡報溝通 

�公開說明 

�技術諮詢 

2.智能技巧 

intellectual 

 skill 

�應用一般化概念、規則 

以解決問題，並創造嶄  

新的產品與服務。 

�程序性知識以辨別概

念，應用規則 

�設計、編撰電腦程式，

以符合客戶需要 

�找出可預測通貨膨脹，  

影響國際貨幣匯兌的規

則 

�設計圖說 

�規劃報告 

�可行性研究 

�施工監造 

�營建管理 

3.操作技巧 

motor skill 

�精確地、及時地執行肢

體行動 

�流暢地、準確地完成操

作行動 

�拔槍射擊多能一貫地命

中小型飛靶 

�使用套筒扳手上緊螺絲 

�駕駛車輛 

�使用電腦軟體 

�操作測量儀器 

�使用實驗設備 

4.態度 

attitudes 

�行動中選擇個人化作法 

�對某些活動，反映個人

的偏好與不同的態度 

�決定於 48 小時內回復業

主所有來函 

�選擇閱讀作為休閒活動 

�自我情緒管理 

�多元學習成長 

�良好人際關係 

5.認知策略 

cognitive 

strategies 

�管理、運用個人的思考

與學習歷程 

�發明解決問題的新方法 

�選用三種不同的策略，

以診斷引擎故障 

�偵測環境變化，釐定策

略，以回應環境挑戰 

�工程專題研究 

�資源分配整合 

�市場區隔定位 

�偵測環境變化 

資料來源： 

1. Gagne,R., and Medsker,K.﹙1996﹚, The Conditions of Learning, New York : 

Harcourt-Brace 

2. Goldstein,I.L.,﹙1993﹚,Training in Organizations, Maryland : Brooks-Cole, 

童皓怡等譯﹙1997﹚，組織訓練，台北：心理。 

 

 

此外，吾人以觀察法歸納工程師宜學習之事項，附筆列於學習

行為分類表之中。 

科技的變遷促使員工不再只是從事例行性的工作，在時間壓力

下從事推理、診斷、判斷、決策等活動已經大為增加。從而以強調

可觀察行為的純粹行為主義，及著重訓練與增強等較傳統的學習情

境已經有所轉變，轉而進入學習者的認知及心智處理，包括注意、

記憶、語言、推理及解決問題。其中，認知策略的能力是管理、運

用及調整個人的思考與學習過程，它與人們決定那些資訊、如何記



憶及如何創意思考，創新解決問題的方法有關。認知策略即是「無

樣要自己想」的能力，應是今日工程師的必備條件，也是未來大多

數知識工作者的必備條件。 

學者建立學習結果分類﹙行為類型﹚之原則如下﹙Gagne,1984﹚： 

1.        每一個行為類型必須可以用正式的定義加以區分。 

2.        每一個行為類型代表許多獨立於智力、年齡、種族等因素

之外的活動，它排除了許多特殊的行為，例如音樂鑑賞、品酒等能

力。 

3.        每一個行為類型的基本學習歷程並不相同。 

4.        每一個行為類型的學習原則十分相近，惟不同行為類型之

間的學習原則並不容易互相類化。 

每一種學習結果類型必須配合不同的內在條件與外在條件。內

在條件﹙internal condition﹚係指學員學習所必須的內在過程，即資訊

是如何登入、儲存於記憶中及資訊是如何提取的過程。包括先前學

習的知識、口語訊息、回想操作與平衡的技巧、辨識楷模行為、回

憶相似的工作與策略等。外在條件﹙external condition﹚會直接影響學

習課程的設計與型式，係指學習環境以促進學習的過程。包括實體

學習環境、練習的機會、新舊知識的連結、示範練習、以楷模行為

做示範、應用策略及所獲得之回饋與增強。增強理論強調人們因過

去行為的結果受到刺激，從而再去表現或避免表現特定的行為。 

表表表表 2222    顯示學習條件與學習行為類型之應用，原為教學活動而設

計的訓練環境。表中之學習條件可以幫助工程師有效學習，依不同

的學習行為分別了解較有效的學習情境與學習方式。爾後若參加學

習課程，宜先界定行為類型，倘有興趣，不妨按圖索驥，以驗證學

習成效。 

 

 

 

 

 

 

 

 

 

 

 

 

 



表 2 學習條件與學習行為類型之應用表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口語訊息口語訊息口語訊息口語訊息 智能技巧智能技巧智能技巧智能技巧 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 態度態度態度態度 認知策略認知策略認知策略認知策略 

1.引起注意 提供刺激、改變及感官的變化 

2.告知學習   

  目標 

指出學員要回

答的口語問題 

描述或舉例說

明預期的行為 

示範期望學員

學會的行為 

提供可供選擇

的行為 

澄清預期解決

方法一般特性 

3.刺激回憶   

  需具備之 

  基礎知識 

刺激回憶有組

織的訊息  

刺激回憶起附

屬的概念和規

則 

刺激回憶次工

作及局部技巧 

刺激回憶相關

典範人物訊息

與技巧 

刺激回憶工作

策略及相關知

識技巧 

4.呈現刺激 

  材料 

以命題方式呈

現訊息 

提出概念或規

則的實例 

提供行為外在

刺激，含工具

及使用 

呈現典範，展

現個人行為的

選擇 

提出新問題 

5.提供學習   

  指引 

針對較大且有

意義的情境，

提供口語連結 

根據正確的序

列，提供口語

線索 

針對行為表

現，提供練習

與回饋 

提供觀察典範

選擇行為機會

及看到典範之

增強 

針對新的解決

方法，提供線

索 

6.引發行為  

  表現 

要求學員用自

己的話語重述

內容 

要求學員在新

例中應用概念

或規則 

要求學員執行

操作行為 

要求學員在真

實或模擬情境

中選擇 

要求學員解決

問題 

7.提供回饋 確認學員對訊

息敘述的正確

性 

確認學員對規

則概念應用的

正確性 

針對正確性及

時性，提供學

員回饋 

對選擇的行為

提供直接或替

代增強 

確認學員解決

問題的獨創性 

8.評估行為 學員扼要地重

述口語訊息 

學員示範概念

或規則的應用 

學員執行全部

的操作技巧 

學員在模擬或

真實情境中做

行動抉擇 

學員提出解決

問題的新方法 

9.提昇保留 

  與遷移 

針對額外複雜

的訊息提供口

語連結 

提供包含許多

實例的間隔複

習 

學員繼續練習

操作技巧 

提供其他不同

的情境供行為

選擇 

提供新的問題

解決的場合 

資料來源： 

1.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Gagne, R.M. & Briggs, L.J.﹙1979﹚,CBS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 Goldstein,I.L.﹙1993﹚,Training in Organizations, Maryland :Brooks-Cole,童皓怡

等譯﹙1997﹚，組織訓練，台北：心理。 

 

 

 

 



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任何有創意的事，大概都是改變的結果。組織與個人的最大敵

人或許就是抗拒改變，所謂「富不過三代」應是抗拒改變的結果。

預期未來環境的改變不但巨大，而且無可避免。無論是員工個人、

營利事業之企業、非營利事業之學校、醫院等機構，若要生存唯有

領先改變。沒有人能夠改變環境，幾乎也沒有人能夠改變他人，生

存唯一的方法就是改變自己，去配合身處的環境，去適應自己的角

色。哈雷﹙Harley﹚機車公司執行長 Rich Teerlink 認為：老方法絕不

會造就未來的成功，新知識、新技術、新能力才是成功的要件。改

變個人與組織行為的關鍵則在於學習，只有學習新知，才能達到甚

或超越顧客的期望。因此，有學習才有競爭力。茲將「學習層次與

學習分類」試做結語如下，提供組織與個人在尋求有效學習模式時，

引為拋磚參考。 

1.1.1.1.        學習思考以解決問題學習思考以解決問題學習思考以解決問題學習思考以解決問題 

卓越公司針對每一工作領域，均招募甄選最優秀的人員參加團

隊。顯示卓越公司的成就大多來自於公司內有許多卓越的員工，卓

越的員工來自於組織內具有卓越的學習文化與用人風格。公司關心

的是員工有否具備學習能力，學習思考、學習承擔以致將來會做什

麼，是否具有潛力得以解決未來的問題。此概念可作為組織招募甄

選新進人員參考。 

2.2.2.2.        聽其言聽其言聽其言聽其言，，，，觀其行觀其行觀其行觀其行，，，，人焉叟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人們的思想或價值觀是難以衡量的，惟個人的「行為」則是可

以觀察的。人們一定會檢視個人「行為」之可接受性，並不一定會

解讀個人「思維」之差異性。學習可以改變行為，因此，學習的操

作型定義是：任何因為經驗而在「行為」上所產生相當持久性的改

變。 

3.3.3.3.        個人學習依靠內在動機個人學習依靠內在動機個人學習依靠內在動機個人學習依靠內在動機 

美國奇異公司執行長 Welch 認為：企業不能提供員工「終生僱

用」﹙lifetime employment﹚的保障，但應該盡力發展員工技能，

使員工獲得「終生可被僱用的能力」﹙lifetime employability﹚。

公司提供許多資源與外在誘因來發展員工技能，惟個人學習成效主

要乃依賴內在動機。換言之，學習行為之原因是出於個人決定，學

習本身即是目標，以期自我成長、自我成就、自我實現等內在激勵。 

4.4.4.4.        團隊學習應開放心靈團隊學習應開放心靈團隊學習應開放心靈團隊學習應開放心靈，，，，避免防衛避免防衛避免防衛避免防衛，，，，以期發現新看法以期發現新看法以期發現新看法以期發現新看法 

「討論」是提出不同看法並加以辯護；團隊學習關鍵在於成員

均開放心靈，避免辯護，採用「深度匯談」提出不同看法，以期發

現新看法。一個學習型的團隊善於交互運用深度匯談與討論，讓想



法交流，萃取出高於個人智力的團隊智力，產生綜效，以創造集體

智慧與能力。 

5.5.5.5.        組織學習宜建立分享機制組織學習宜建立分享機制組織學習宜建立分享機制組織學習宜建立分享機制，，，，且將知識留存於組織內且將知識留存於組織內且將知識留存於組織內且將知識留存於組織內 

有些公司在內部網路上所建制的計劃管理平台、結構化的專業

知識庫、知識社群討論隱性知識等工具之雛形，即是融會「網路溝

通」與「知識轉化」的組織學習方法所建立的學習與分享機制，幫

助組織成員與部門均能分享學習經驗，且將學習知識留存於組織內。 

6.6.6.6.        社會學習宜敏感社會脈動社會學習宜敏感社會脈動社會學習宜敏感社會脈動社會學習宜敏感社會脈動，，，，洞悉顧客尚未被滿足的需要洞悉顧客尚未被滿足的需要洞悉顧客尚未被滿足的需要洞悉顧客尚未被滿足的需要 

一旦外在環境改變的速度超過內在企業改造的速度，便是企業

的末日。組織應敏感社會脈動，偵測環境變化趨勢，向產業標竿公

司學習核心技術，向異業標竿公司學習競爭優勢，向顧客學習，洞

悉顧客尚未被滿足的需要，提供及時且需要的產品或服務，組織才

能競爭求生存。 

7.7.7.7.        口語訊息口語訊息口語訊息口語訊息即學習個人的語言表達能力即學習個人的語言表達能力即學習個人的語言表達能力即學習個人的語言表達能力 

學習以文句表達事實，溝通有組織的知識。有效學習條件在於

尋求重複練習的機會，且應以自己的話語重述所學的內容，針對額

外複雜的訊息，提供口語連接，以增強提示線索。因此，有關會議

協商、簡報溝通、公開說明、技術諮詢等能力，或屬工程師宜學習

的口語訊息行為。 

8.8.8.8.        智能技巧即針對程序性知識學習知其所以然智能技巧即針對程序性知識學習知其所以然智能技巧即針對程序性知識學習知其所以然智能技巧即針對程序性知識學習知其所以然 

學習應用一般化概念、規則及步驟等技巧，以解決問題，服務

顧客，並創造新的產品或服務。有效學習條件在於將新知識連結先

前所學的知識，嘗試將所學到的概念和規則應用到工作上的實例

中。因此，有關辦理可行性研究、規劃報告、設計圖說、施工監造、

營建管理等能力，或屬工程師宜學習的智能技巧行為。 

9.9.9.9.        操作技巧係學習肢體之行動靈巧與協調平衡操作技巧係學習肢體之行動靈巧與協調平衡操作技巧係學習肢體之行動靈巧與協調平衡操作技巧係學習肢體之行動靈巧與協調平衡 

學習準確、及時且流暢地完成肢體操作行動。有效學習條件在

於觀摩示範之操作行為，尋求練習與應用的機會，針對正確性與及

時性尋求回饋。因此，有關駕駛車輛技巧、使用電腦專業軟體、操

作工程測量儀器、使用材料實驗設備等能力，或屬工程師宜學習的

操作技巧行為。 

10.10.10.10.    態度即學習個人化的特定行為表現態度即學習個人化的特定行為表現態度即學習個人化的特定行為表現態度即學習個人化的特定行為表現 

學習選擇個人化的行動，反映個人的偏好與不同的態度。有效

學習條件在於辨識楷模行為，作為師法的對象，學習創造生命的光

明、希望與機會。在真實情境中選擇典範行為，以期回饋增強。因

此，有關自我情緒管理、樂於協助它人、多元學習成長、良好人際

關係等能力，或屬工程師宜學習的態度行為類型。 

11.11.11.11.    認知策略即學習創新解決問題的方法認知策略即學習創新解決問題的方法認知策略即學習創新解決問題的方法認知策略即學習創新解決問題的方法 



學習策略性知識，引導個人創意思考，發明解決問題的新方法。

有效學習條件在於回憶相似的重要事務，以期刺激回憶相關的知識

技巧及工作策略。觀摩解決問題的策略示範，並應用在多樣性的工

作上做為回饋練習。因此，有關工程專題研究、資源分配整合、市

場區隔定位、偵測環境變化等能力，或屬工程師宜學習的認知策略

行為。 

哈佛商學院兩位教授 Kaplan & Norton，1992 年在哈佛商業評論

中發表新的組織績效評估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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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財務

觀點：我們在股東眼中表現如何？財務績效顯示的是組織歷史獲利

能力；2.內部觀點：我們必須在什麼領域中有傑出的專長？係針對組

織核心能力做內部流程改善，以期提昇效率，降低成本；3.顧客觀點：

顧客是如何看待我們的？顧客滿意度調查應是詮釋客戶所能接受產

品或服務「品質」的最佳指標；4.學習觀點：我們能夠不斷改善及創

造價值嗎？唯有組織與個人均能創新思考與學習成長，組織才能永

續經營，確保明日的優勢。第 4 項之學習觀點與學習型組織研究的

結果相似，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量子物理科學家 David Bohm 融會認知與行為之間的互動，他認

為：宇宙基本上是整體不可分割的。就此一嚴謹水準而言，認知與

行為也是如此無法分割的。Senge(1990)說明系統思考關鍵特色指出：

眼前所發生的事情，常是我們認知引導下的行為所產生的後果。驗

證了個人的認知與行為是不可分割的。「學習」將依序改變個人之

心態、認知、思考、行為、績效，進而影響團體思維，改變組織整

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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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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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