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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自 55 期起「中華技術」特

別開闢「我有話要說」園地

 comment@ceci.org.tw 。如果您對

於本期刊載的文章、論點有不同的

看法或覺得與我心有戚戚焉，歡迎

您在本園地暢懷地說，作者或其他

同仁亦可針對您的話提出回應。期

盼藉由您、我共同地參與，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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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真空乾燥(Lyophilization)技術於製藥 

及生物科技產業之應用  
 

機械部 
組  長 李志李志李志李志鵬 

     

一一一一、、、、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冷凍真空乾燥技術」( Freeze drying or Lyophilization )目前廣泛應用於農業(花

卉之真空冷卻，蔬菜之真空冷卻)、食品工業(真空包裝，生肉之真空冷凍，魚肉之

真空冷凍，速食品之真空乾燥)、醫療工業(賀爾蒙凍結乾燥，抗生素冷凍乾燥，血

液製劑冷凍乾燥，檢查用藥劑冷凍乾燥，維他命劑冷凍乾燥，血清冷凍乾燥)、紡織

工業(礦纖維溶液之脫水乾燥)、土木建築業(真空水泥施工法之脫水乾燥，木材之脫

水乾燥)、化學工業(細末化學劑之脫水乾燥) 動物標本剝製、珍貴浸水書籍文件及

泡水的考古木質之復原等。由於冷凍真空乾燥對於提高一些化學、物理、生物性不

穩定的藥物製劑的穩定性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有些藥品的水溶液不太安定，加

熱又容易破壞藥品結構，以此方式所生產的藥品既可顧及藥效、安全性，並可增長

其保存年限。  

冷凍真空乾燥是一種連續性的製程，在此製程中產品或物料內的水份先被凍結

至一適當低溫後，再於一高度真空的腔體中，在低溫度、低壓力之環境條件下，產

品或物料內的水份將直接由固體（冰）不經液體狀態而變為氣體後再被排除。上述

過程是由三個分開、單獨進行但卻有相互關連之程序所組成，分別為：1.凍結過程。

2.昇華（SUBLIMATION）或初級乾燥過程。3.脫附（DESORPTION）或二級乾燥過

程。其優點為：(1)在常溫或低溫下進行保鮮或乾燥，(2)維持被處理物品的品質及

樣式，(3)避免質變，(4)速度快，(5)可選擇性的去除被處理物的成份。  

另外在中藥製造之應用為，傳統的中藥製造在晾曬、風乾以及飲片泡製加工過

程中，植物蛋白、微生物、揮發油等有效成分會受到破壞，目前在中國山西中醫學

院以「冷凍真空乾燥技術」保護中藥材藥學品質的研究成果中，顯示將一般傳統中

醫習用之鮮品藥材在數分鐘內溫度降至-18℃以下，再利用低溫真空使冰晶昇華的乾

燥方法，可大幅保留藥材原有的天然品質。經實驗對比研究結果證實，經快速冷凍

乾燥保鮮的中藥，其有效成分不僅明顯高於傳統飲片，而且遠高於《藥典》

（Pharmacopeial）規定的標準。足見「冷凍真空乾燥技術」於製藥及生物科技產業

之應用上對生產優質藥品及生物產品具有極為重要的技術突破與貢獻。  

 

二二二二、、、、冷凍真空乾燥原理冷凍真空乾燥原理冷凍真空乾燥原理冷凍真空乾燥原理        

在探討冷凍真空乾燥原理之前，吾人應先瞭解物料中的水份、溶液的共晶溫度 

(Eutectic temperature)與共晶點之形成及水的相態圖。  



((((一一一一))))物料中的水份物料中的水份物料中的水份物料中的水份        

物料中所含的水分，主要可分為游離水又稱自由水（free water）、結合水（bound 

water）。  

游離水游離水游離水游離水：係附著於物料中，用離心、過濾法或一般乾燥溫度即可容易除去的水

份，游離水可被微生物利用，是造成乾燥物料腐敗的因素之一。  

結合水結合水結合水結合水：是在物料中以氫鍵結合在物料的成分如蛋白質或碳水化合物上的水

分，因其與物料緊密結合，所以很難以一般方法和操作加以分離，亦不被微生物利

用。  

1.1.1.1.平衡水分與游離水分  

(1)含水率：固體中含有水分量的表示法分為  

a.濕量基準：以全重量表示的水分比率。  

水分百分率（moisture percent）＝物料水分含量／物料樣品重量×100%  

b.乾量基準：以完全乾燥物重量表示的水分比率。  

含水率（moisture content）＝物料水分含量／乾燥樣品重量  

濕量基準的水分百分率以 WwWwWwWw 表示，乾量基準的含水率以 WdWdWdWd 表示時，兩

者關係如下：  

   Wd＝Ww／１－Ww  

(2)平衡水分：固形物在一定溫度、濕度的空氣中放置長時間後，水分含量

會達到平衡值。只要空氣的溫度和濕度不改變，其水分含量也不會變化，

此時的含水率，稱為平衡含水率。  

平衡含水率為（ We －Wo ）／Wo ＝平衡水分的固形總重量－完全乾燥

時的重量／完全乾燥時的重量。  

(3)游離水分：乾燥時所去除的水分，稱為游離水  

游離含水率則可用（ W －We ）／Wo ＝物料重－平衡水分的固形物總

重量／完全乾燥時的重量。  

((((二二二二))))溶液的共晶溫度溶液的共晶溫度溶液的共晶溫度溶液的共晶溫度    (Eutectic temperature)(Eutectic temperature)(Eutectic temperature)(Eutectic temperature)        

溶液是由某種溶質（solute）與溶劑（solvent）混合而成，溶質為具有可溶性的

某種固體物質，溶液為對固體具有良好溶解性質的液體，溶質溶解於溶劑中份量的

多寡稱為溶液之溶解度（或濃度）以％表示。圖一為溶液的濃度與凝固點之關係圖

或稱相平衡圖（Phase equilibrium diagram），圖中可分為五個區來分析，AAAA 代表溶劑，

BBBB 代表溶質。  

(1)區為溶液完全以液態存在之條件。  

(2)區因溶液之溶解度太小，部分液態及有部份溶劑因溶質之不足而形成固態之

狀態，故為一液固態混合物。  

(3)區因溶液之溶解度太大，部份液態及部份過量溶質沈殿為固態之狀態，故亦

為一液固態混合物。  

(4)區因溶液之溫度太低，且低於溶液能以液態形成之溫度，故完全凝固為固

態，為部份溶劑與溶液之固態混合物。  



(5)區因溶液之溫度太低，且低於溶液能以液態形成之溫度，故完全凝固為固

態，為部份溶質溶質溶質溶質與溶液溶液溶液溶液之固態混合物。  

這五區之共同交會點即溶液所能達到之最低凍結溫度，故此點稱為共晶溫度

（Eutectic Temperature），由此狀態下之溶液稱為共晶溶液（Eutectic Mixture or Eutectic 

Solution）。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溶液之相平衡圖溶液之相平衡圖溶液之相平衡圖溶液之相平衡圖    

 

((((三三三三))))水的相態圖水的相態圖水的相態圖水的相態圖        

水的三相圖在初級乾燥過程扮演一極關鍵的角色，圖二為水之相態圖，此圖顯

示水的固態區、液態區及氣態區。此圖主要探討水的溫度與壓力兩個主要內涵變數

的相互影響，在此以 Gibb phase rule，如下列公式來解說：  

f = C – P + 2……………………………………(1)  

上式中 f：代表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或內涵變數的數目（壓力、溫度、

濃度），意即系統內可改變內涵變數項目而不會改變到相態。  

C：代表構成系統成份的數目，若單探討水的相態則 C=1。  

P：代表可形成的相態數目。  

2：為一常數（代表溫度、壓力兩個變數）。  

(1) 

(2) 

(3) 

(4) (5) 



 

* 實線 A-B 為固態與液

態之平衡曲線。 

* 實線 B-C 為液態與氣

態之平衡曲線。 

* 實線 B-F 為固態與氣

態之平衡曲線。 

 * 點 B 為三個相態之 

  共存點。 

 

Temperature ℃℃℃℃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水之相態圖水之相態圖水之相態圖水之相態圖    

 

在 B 點為三相共存點，故 P=3 而自由度 f 則為 0，此刻無論溫度或壓力變化都

會改變相態數目，所以當 f=0 時，圖中之溫度應維持在 0℃，而水蒸氣壓力應同時

維持在 4.58Torr。而在點 G 水係以氣態(P=1)呈現，因此 f=2，即使同時改變溫度或

壓力，水均仍維持在氣態。若改變 G 點之壓力至 0.1Torr，而溫度維持不變，則點 G

移至點 V。此時在點 V 之 f=1，為使點 V 仍維持二個相態呈現(P=2)，則壓力與溫度

均應同時改變並沿著 BF 曲線移動。  

在實際的冷凍真空乾燥過程，假設吾人已將藥品配方冷凍至-40℃，且在一大氣

壓下，雖然壓力為一大氣壓，但在此條件下冰的表面水蒸氣壓力約為 100mTorr，若

溫度仍維持在-40℃，而將壓力降至 100mTorr 以下，由水的三相圖可知狀態點已落

在氣態區，會產生冰直接轉變為水蒸氣的昇華現象。  

 

三三三三、、、、冷凍真空乾燥製程說明冷凍真空乾燥製程說明冷凍真空乾燥製程說明冷凍真空乾燥製程說明        

冷凍真空乾燥製程應用在製藥與生物科技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種穩定過程穩定過程穩定過程穩定過程

(Stabilized process)(Stabilized process)(Stabilized process)(Stabilized process)，其目的為延緩與化學反應或生物活動有關的運動時鐘運動時鐘運動時鐘運動時鐘（（（（Kinetic Kinetic Kinetic Kinetic 

ClockClockClockClock））））。運動時鐘是一種物質進行變化的速率，例如鐵在生鏽是在進行一種緩慢的

改變，而火藥的燃燒是在進行一種快速的改變。冷凍真空乾燥其目的是用來延緩藥

品的運動時鐘。例如：藥品配方若存放在冰箱冷藏溫度範圍約 4~8℃，可保持藥品

的效能至多為原來的 90%且期間為兩週。兩週後藥效會逐漸降低，最後恐必須被丟

棄。此意謂藥品必須製造好以後運送貯存（全程維持在 4~8℃），病人領藥後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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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指示必須在兩週內服用完畢，如果製藥公司運送太多的藥品可能會有因藥效過

期被丟棄而蒙受損失，相反的若製藥公司未能及時運送足夠的藥品，病人可能面臨

無藥可用之困境。採用冷凍真空乾燥技術後，由原先在 4~8℃的溫度環境下可保持

藥效兩週，現可延長藥效至 120 週，甚至 108 週之久，且製藥公司在藥品進入市場

之前，有足夠時間檢驗藥品之功效。此外，藥品無須冷藏在 4~8℃溫度下，病人拿

到藥後不必擔心藥效很快的就過期，而藥品丟棄的機會亦大為減少。故以冷凍真空

乾燥處理之藥品，不僅有其技術上的需要，亦反應商業上的需求。  

如前所述冷凍真空乾燥製程是由下列三個分開、單獨進行但卻有相互關連之程

序所組成：  

1.1.1.1.凍結過程  

2222.昇華（SUBLIMATION）或初級乾燥過程  

3333.脫附（DESORPTION）或二級乾燥過程  

圖三為冷凍真空乾燥基本流程圖，各製程階段之詳細說明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藥品冷凍真空乾燥流程藥品冷凍真空乾燥流程藥品冷凍真空乾燥流程藥品冷凍真空乾燥流程    

 

 

((((一一一一))))凍結過程凍結過程凍結過程凍結過程（（（（Freezing processFreezing processFreezing processFreezing process））））        

凍結過程是當藥品完成配方並進行無菌過濾後，再充填於容器內進入冷凍真空

乾燥處理的第一步驟，其主要功能有下列三點：  



1.1.1.1.使水份形成冰晶將溶質(solute)與溶劑(solvent)分離。  

2.2.2.2.提供一個條件使水的流動性（mobility）在冰晶格(matrix)（如圖四）間質區

（interstitial region）趨近於零。倘水的流動性仍在於冰晶的間質區，則不能視為溶液

已完全凍結。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藥品凍結後之冰晶結構藥品凍結後之冰晶結構藥品凍結後之冰晶結構藥品凍結後之冰晶結構    

 

3.3.3.3.產生均質的冰晶格，可使藥餅有足夠的開孔率，以利在乾燥過程中水蒸氣溢

出時有一最小的流動阻力。為達到上述功能，製程電腦將計算出下列藥品配方的熱

力特性，諸如：結晶程度（degree of crystallization），陷縮(Collapse)溫度或共晶溫度

及所需之過冷度（degree of subcooling）。  

藥品配方凍結後不能產生變化，亦即藥效仍應維持不變，而為使藥品凍結，置

放藥瓶之棚板溫度應遠低於藥品共晶溫度（一般約低攝氏 10~20 度），視藥瓶容積

及藥劑充填量而定，並維持溫度在低溫環境下一段時間，以確保藥品完全凍結。  

若不經上述凍結過程而直接先抽真空，當腔體內壓力降到某一定程度時，溶於

液體藥液中的氣體會迅速逸出而引起類似「沸騰」的現象。藥品在「沸騰」中凍結

部分可能冒出瓶外，造成藥液損失，同時也會因部分液體「沸騰」造成藥品表面凹

凸不平，因此，共晶點是保證藥品正常乾燥的最高安全溫度，藥品溫度只能比它低

而不能超過它。  

一般凍結的方法有兩種，一種為速凍法，以採取每分鐘降溫 10~15℃，形成之

晶體粒子較小，在顯微鏡下可見其大小。另一種為慢凍法，以每分鐘降溫 1 ℃，形

成之晶粒較大且肉眼可見，粗晶在昇華後留下較大的空隙，水蒸氣逸出較容易可以

提高乾燥效率；而細晶在昇華後留下的間隙較小，使下層冰晶昇華受阻。速凍的成

品粒子細膩、外觀均勻、表面積大、具多孔性、臨用時溶解速度快，對於生物藥品

速凍引起之蛋白質變性機率也較小，但藥品相對的也容易吸潮。實務上目前有些製

程凍結的操作方法中有兩種：一是將待凍結品與乾燥腔體同時降溫；二是先將乾燥

腔體降溫到-40℃左右，再將待凍結品放入(此法介於慢凍與速凍引之間，常被採用

以兼顧冷凍乾燥效率與產品的品質)。預凍時間的長短，一般要求約 2~3 小時，也

間質區 

冰晶 



有長達 8 小時之久。因凍結過程處於靜止狀態，若無環境監控系統常常會發生過冷

現象，致使藥品溫度雖然已達到共晶點，但溶質卻不結晶。為了克服這種現象，凍

結溫度應低於共晶點以下一個溫差範圍並維持一段時間，以待藥品完全凍結。也可

以採用往復凍結法，來避免過冷現象，例如某共晶點為 -25℃的藥品，可先慢速預

凍至-50℃左右，然後使藥品溫度回升至共晶點附近(如-27℃)並維持 20~30 分鐘，

最後再降溫至-40℃，經過這樣處理不僅可以改變晶體結構，且可提高冷凍乾燥率。  

((((二二二二))))昇華昇華昇華昇華（（（（SUBLIMATIONSUBLIMATIONSUBLIMATIONSUBLIMATION））））或初級乾燥過程或初級乾燥過程或初級乾燥過程或初級乾燥過程        

經過預凍而完全凝結成固態冰的藥品，需要以下三個條件才能昇華：(1)在一

定溫度下必須使其冰的飽和蒸氣壓要大於環境的水蒸氣分壓時才可開始昇華，為此

應當保持環境的高度真空，(2)冷凝器的溫度要更低於固態冰的藥品溫度，才能使

昇華出來的水蒸氣冷凝成冰霜而產生捕獲水蒸氣的作用，(3)為了維持冰的昇華並

控制在適當的速率，熱量的供給亦必須適時適量。若能將以上三個條件控制得宜，

相信昇華乾燥過程必能順利完成。  

由上述知腔體真空度與昇華的速率有相當重要的關聯，已知氣體分子的平均自

由徑(λ)與壓力成反比，在常壓下由於其 λ 值很小，昇華後的水蒸氣分子很容易

與其他氣體分子碰撞，故昇華速度慢。但隨著壓力降低至 0.1Torr 以下，平均自由

路徑將增大約 105 倍，使昇華速度顯著加快，故真空乾燥腔體真空乾燥腔體真空乾燥腔體真空乾燥腔體必須維持昇華所需的

真空度。1 公克水蒸氣在常壓下容積為 1.25 公升，而在 0.1 Torr 時膨脹為 10,000 公

升，以普通的真空幫浦在單位時間內欲抽除如此大量的體積是不可能的。而在冷凝

器之真空冷凝腔體真空冷凝腔體真空冷凝腔體真空冷凝腔體將昇華的水蒸氣結成冰霜，實際上就是捕獲水蒸氣的機構。藥品

溫度與冷凝器的溫度一般為-25℃和-60℃，在該溫度下水的飽和蒸氣壓分別為 0.476

和 0.0081 Torr，因而在真空乾燥腔體真空乾燥腔體真空乾燥腔體真空乾燥腔體與真空冷凝腔體真空冷凝腔體真空冷凝腔體真空冷凝腔體之間便產生一個相當大的壓力

差，它將促使藥品昇華出來的水蒸氣以一定流速流向凝結器而凍結成冰霜（如圖三

內水蒸氣流向之標示）。  

藥品允許的最高溫度受共晶點所限，而冷凝器的最低溫度又受制於機械性能，

最有效的措施是適度加大冷凝器的冷凝面積與制冷能力，增加冷凝器在單位時間內

捕集水蒸氣的容量，進而保證藥品溫度在共晶點以下，並加快昇華速度。  

冰的昇華熱約為 672cal/g，如果昇華過程中不供給熱量，那麼藥品只有降低內

能來補償昇華熱，直到藥品溫度平衡後，昇華過程也停止了。為了保持昇華側與冷

凝側之溫度差，視製程需要不斷的對藥品提供足夠的熱量是必需的。  

藥品於乾燥過程中之升溫可分兩個階段，於第一升溫階段(即大量昇華階段)，

藥品溫度要低於共晶點一個範圍，因此對升溫應加以控制。若藥品已部分乾燥，但

其溫度卻超過了共晶點，則固態的藥品將有部分融化成液體，並將已乾燥的部分藥

品迅速溶解，最後濃縮成一薄膜，不僅外觀不良且臨用時溶解速度很差。若超過共

晶點是發生在大量昇華過程後期，則由於融化的液體量較少，因而被大部分已乾燥

的多孔性固體藥品吸收，使藥品的凍結物有缺損也影響溶解速度。所以當大量冰的

昇華過程結束時，用肉眼已看不見藥品中冰晶存在了，此時 90%以上的游離水分已



經除去，為了確保整批藥品大量昇華完畢，仍需保持一段時間，再於二級乾燥過程

進行第二階段升溫乾燥。  

((((三三三三))))脫附脫附脫附脫附（（（（DESORPTIONDESORPTIONDESORPTIONDESORPTION））））或二級乾燥過程或二級乾燥過程或二級乾燥過程或二級乾燥過程        

第二階段升溫乾燥是除盡藥品中殘餘的水分。殘餘的水分其中包括了化合物結

晶水、固體表面與毛細管吸附的水等。因受種種力的束縛其乾燥速度明顯下降，此

時提高藥品溫度於其共晶點以上，藥品也不會發生融化，而且可以促進殘餘水分氣

化，但提高的溫度不能超越藥品極限溫度，否則藥品的穩定性、活性會因高溫而下

降。此階段棚板的溫度控制在 30℃左右，此時藥品漸漸升溫，直到藥品溫度與棚板

設定溫度相同(或相差 1℃以內)表示乾燥終點已到。此時藥品就可取出並迅速封口。  

 
圖五為冷凍乾燥過程進行時之溫度、壓力變化曲線。  

圖六冷凍真空乾燥腔體之外觀。  

圖七冷凍真空乾燥腔體之內部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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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圖六圖六圖六    冷凍真空乾燥腔體之外觀冷凍真空乾燥腔體之外觀冷凍真空乾燥腔體之外觀冷凍真空乾燥腔體之外觀    

    

 

圖七圖七圖七圖七    冷凍真空乾燥腔體之內部透視冷凍真空乾燥腔體之內部透視冷凍真空乾燥腔體之內部透視冷凍真空乾燥腔體之內部透視    

 

四四四四、、、、冷凍真空乾燥技術之相關課題冷凍真空乾燥技術之相關課題冷凍真空乾燥技術之相關課題冷凍真空乾燥技術之相關課題        

(一一一一)冷凍真空乾燥過程水蒸氣生成量的計算冷凍真空乾燥過程水蒸氣生成量的計算冷凍真空乾燥過程水蒸氣生成量的計算冷凍真空乾燥過程水蒸氣生成量的計算  
在冷凍真空乾燥之初級乾燥過程常提起兩個問題：  

1.為何花這麼長的時間將腔體壓力降至這麼低(例如 50mTorr )?  



2.在初級乾燥過程若兩個相同棚板溫度的冷凍乾燥器，為何兩者的壓力及乾燥

速率仍有不同?  

要瞭解水蒸氣生成量的意義，有必要具備下列基本真空技術知識，諸如：  

‧平均自由徑(λ)：氣體分子間每兩次相繼碰撞間所走的平均距離謂之。平均自

由徑隨溫度而增加，隨壓力降低而增加，並與分子直徑成反比。 

  

       C 單位時間內之平均移動距離                  n2：單位時間內平均碰撞次數  

‧氣體流動：分子流、過渡流或黏滯流之定義。  

水蒸氣生成量(Vapor throughput) (Q(t))定義為在一特定壓力下(P)每單位時間氣體

自其腔體(A)流向另一腔體(B)的流量。假設兩腔體以一管線連接且腔體 A 的壓力大於

腔體 B(約 50m Torr)在管路內流動之氣體流量 Q(v)，以修正過 Poiseulle equation可表

示如下： 

  

 

  

上式中： 

Lg：為連接腔體管路之直線長度  

ｒ：管路之內徑 

S：氣體流徑上各項設備之阻抗  

M.F.P：氣體之平均自由徑  

T：氣體溫度(在冰表面)  

M：氣體之分子重量  

Pdc：在乾燥腔體內之壓力  

Pcc：在冷凝器腔體內之壓力  

傳送一氣體流量自腔體 A 至腔體 B 所需之時間可表示如下：  

 t = PV/Q(v)      (min.)……………… 公式(2)  

 上式中 PV 代表假設為理想氣體之水蒸氣質量。以 1000g 的水，PV 在 0℃(273K)

之值為 9.455×10
8
(m Torr‧Liters)，則在腔體壓力 Pdc 下自腔體 A 至腔體 B 之水蒸氣生

成量可以下式表示：  

  Q(t)=m(gas)/t(min)      (grams/min)…….  公式(3)  

 綜合公式(1)、(2)、(3)，並假設主要氣體成份為水蒸氣及 S 為 0.1，則在不同

的乾燥腔壓(Pdc)下，1kg 的水自腔體 A 流向腔體 B 所需的時間，水蒸氣生成量與冷

凍系統冷凝水蒸氣所需的馬力數，詳如表 1 所示：  

    

    



表表表表 1111 水蒸氣生成量與冷凍系統冷凝水蒸氣所需的馬力數水蒸氣生成量與冷凍系統冷凝水蒸氣所需的馬力數水蒸氣生成量與冷凍系統冷凝水蒸氣所需的馬力數水蒸氣生成量與冷凍系統冷凝水蒸氣所需的馬力數    

P(dc) P(cc) T(C) M.F.P(㎝

) 

Q(v) Time(t)mi

n. 

Q(t)g/mi

n. 

Hp 

*50 28 -45 0.0660 5.58×105
 1415 0.707 0.044 

100 40 -40 0.0330 5.52×106
 146 6.84 0.424 

200 65 -33 0.0165 4.77×107
 17 57.4 3.56 

250 78 -31 0.0132 9.46×107
 9 112.8 6.99 

300 90 -29 0.0110 1.65×108
 5 195.6 12.1 

400 115 -26 0.0083 3.97×108
 2 464.5 28.8 

500 140 -24 0.0066 7.83×105
 1 907.8 56.2 

 

 上表顯示系統的水蒸氣生成量不僅與腔體 A 及腔體 B 之壓差有關，且與 Pa（大

氣壓力）值亦有關，而且在腔體 A 的水蒸氣壓力降低時，Q(t)亦減少並增加水蒸氣

傳送所需時間或降低乾燥速率。  

 

 上表亦可得知在相同棚板溫度下，Pdc 與 Pcc 之相差如果愈大則 Q(t)亦愈大(與

管路阻抗值 S 成正比)，若水蒸氣生成量大於冷凍系統冷凝水蒸氣的容量，則 Pcc

反會上升而減少水蒸氣生成量。  

((((二二二二))))共晶點及其測定方法共晶點及其測定方法共晶點及其測定方法共晶點及其測定方法        

 水溶液的凍結過程，是當溫度降到一定程度時，溶液中開始析出的冰晶，隨著

溫度繼續下降析出的冰晶也愈來愈多，此時溶液濃度也因冰晶的析出而愈來愈濃，

直至溶質也開始結晶析出，此時的狀態是冰，溶質同時結晶並與溶液成三相平衡。

根據相律，此時的自由度為零，只有溶液全部凍結後，溫度才會繼續下降，達到冰，

溶質同時結晶與溶液成之相平衡的溫度稱為共晶點。多成分的相平衡要比單一成分

複雜許多，但其最低共晶點仍然是反映所有溶質與溶劑共同結晶的特定溫度。若在

凍結與昇華過程中，藥品的溫度高過了最低共晶點，則部分或全部溶質將處於液相

中，原預期冰晶體的昇華現象被液體的濃縮蒸發現象所取代，致乾燥後的藥品將發

生萎縮。一些活性物質由於長時間處於高濃度電解質中也容易變性。所以最低共晶

點是獲得冷凍乾燥最佳效果的臨界溫度。  

 共晶點溫度的測定是根據相變化時產生電阻或電導顯著變化的原理，通過測定

電阻變化而定的。因為溶液全部凍結凝固時帶電粒子停止移動，其電阻最大電導最

小，當有少量液體存在時電阻將變小，而電導就會顯著增加，實際測定時由於溫度

下降容易產生過冷狀態而與真正的共晶點可能混淆。故可由升溫時的電阻或電導變

化來測定共晶點，即完全凍結的溶液(電阻值無窮大)，當升溫時固相開始熔化，測

定此電阻值突然下降的溫度即為共晶點。  

((((三三三三))))冷凍真空乾燥製程之電腦模型冷凍真空乾燥製程之電腦模型冷凍真空乾燥製程之電腦模型冷凍真空乾燥製程之電腦模型(Computer (Computer (Computer (Computer modeling)modeling)modeling)modeling)        

 近年來由於電腦軟硬體技術的發展，使製程電腦化在冷凍真空乾燥製程中扮演

日益重要的角色，諸如調製配方程式化、製程模擬、各種參數的監視、控制與製程



計算等，對提高製程效率、藥品藥效與品質及能源節約，均有極大的貢獻。以下就

製程中各階段電腦所能提供的功能說明如后：  

    1.1.1.1.凍結過程凍結過程凍結過程凍結過程        

 為確保藥品完全凍結，電腦程式至少應輸入並計算下列配方之熱力特性：結

晶度（Degree of crystallization）、陷縮或共晶溫度（Collapse or Eutectic Temperature）、

過冷度（Degree of Sub-cooling）。  

    2.2.2.2.初級乾燥過程初級乾燥過程初級乾燥過程初級乾燥過程        

 為確保藥品之冰晶結構在初級乾燥過程中仍保持完全凍結狀態，電腦需輸入下

列資料：  

 (1)配方之陷縮或共晶溫度。  

 (2)藥品溫度以供計算陷縮溫度之頻率分佈狀況，而依據頻率分佈狀況，各藥

瓶間之陷縮溫度亦不同。  

 (3)視藥品批次的大小（藥瓶數量或劑量），電腦在計算最理想之藥品溫度時，

應考量藥品溫度是否會超過其陷縮溫度之可能性。  

 (4)邊界層條件：所謂邊界層係指介於腔體壁面與最上層棚板表面間之區域，

在此區域內熱傳流體幾成靜止狀態，結果是在初級乾燥過程由流體向棚板表面進行

熱傳時於邊界層產生溫度梯度，此溫度梯度視加入昇華過程之熱量、流體之黏滯係

數、熱傳導率及通過棚板之流體流量而定，亦與棚板之數量、構造、材質及流體循

環泵之循環容量有關。因此，為建立電腦模型，上述資料均需輸入程式中。  

 (5)藥瓶之熱傳係數、冰的昇華熱及整批藥瓶之熱傳係數頻率分佈狀況等，以

供計算並確定乾燥速率及所需延長之乾燥時間。  

    3.3.3.3.二級乾燥過程二級乾燥過程二級乾燥過程二級乾燥過程 

電腦需輸入藥品之活性成份之資料，例如：如果活性成份係蛋白質，則過度乾燥會

導致蛋白質組織的改變，而造成最終藥品藥效的流失。因此，電腦不僅須計算最終

藥品溫度，也要分析藥品表面水蒸氣分壓及整個二級乾燥過程所需時間。  

((((四四四四))))真空計在冷凍真空乾燥過程之應用真空計在冷凍真空乾燥過程之應用真空計在冷凍真空乾燥過程之應用真空計在冷凍真空乾燥過程之應用        

 為了正確的量得藥品溫度是否已低到吾人所預定的溫度，以便確認藥品已完全

凍結。目前自動化的載入及載出藥瓶，於乾燥腔體中裝設溫度感測器，於棚板表面

勢必會干擾到自動化設備之運作。受此限制乾燥腔體內藥品溫度監視必須間接地從

量測腔壓再經由壓力傳送器的輸出信號吾人可取得真空壓力值，再對照水的相態圖

可約略估計出藥品溫度。常用於冷凍真空乾燥腔體的真空計有熱電偶真空計或派藍

尼(Pirani)真空計，  

    1.1.1.1.熱電偶真空計熱電偶真空計熱電偶真空計熱電偶真空計(Thermocouple Gage)(Thermocouple Gage)(Thermocouple Gage)(Thermocouple Gage)        

  Thermocouple Gage 俗稱 TC Gage。其工作範圍在 10 到 10
-3
  Torr 之間，其工作

原理乃是利用一個燈絲持續加熱，在燈絲旁有一熱電偶，熱電偶所感受到的熱乃是

經由氣體分子傳導而來，當有熱的變化時，熱電偶的另一端將會出現電壓的變化，

藉由電壓的差異，我們可以確認溫度的變化，而溫度的變化又被氣體分子的多寡來

決定，如此一來壓力的變化便可以被間接的量測出來。圖八為該壓力計之外貌以及



剖面圖。TC Gauge 被大量使用在 foreline 的壓力偵測，同時兼作腔體在由低真空幫

浦轉為高真空幫浦的閥門轉換控制點。  

 

 

 

 

 

 

 

 

 

 

 

圖八圖八圖八圖八 熱電偶真空計之外觀及剖面熱電偶真空計之外觀及剖面熱電偶真空計之外觀及剖面熱電偶真空計之外觀及剖面 

 

    2.2.2.2.派藍尼真空計派藍尼真空計派藍尼真空計派藍尼真空計(Pirani Gauge)(Pirani Gauge)(Pirani Gauge)(Pirani Gauge)        

 派藍尼真空計是熱電偶真空計的另一種形態，所不同的是它是由兩個燈絲所組

成，這兩組燈絲被視為兩個電阻，然後形成 Wheatstone bridge，其中一個燈絲置放

於一個固定壓力的空間，作為參考座標，另外一個則是與待測壓力的腔體相通。兩

個燈絲同時加熱，倘若這兩個燈絲的分別所在環境的壓力不一樣，則當電流通過之

後其所產生之散熱程度將會有所不同，因而電阻會因溫度不同而不同，所以流過之

電流將會改變，因為在固定壓力空間的燈絲其周圍環境沒有改變，所以其電流不會

改變，如此一來將會產生補償的作用，藉此可以比對求出待測腔體的壓力。Pirani

壓力計其壓力工作範圍與 TC gauge 一樣，不過其優點在於其反應的速度比 TC Gauge

來的快。圖九為 Pirani Gauge 的外貌與結構。  

 

 

 

 

 

 

 

 

 

 

 

 圖九圖九圖九圖九 Pirani Gauge  Pirani Gauge  Pirani Gauge  Pirani Gauge 的外貌與結構的外貌與結構的外貌與結構的外貌與結構 



((((五五五五))))不冷凝氣體對冷凍真空乾燥過程之影響不冷凝氣體對冷凍真空乾燥過程之影響不冷凝氣體對冷凍真空乾燥過程之影響不冷凝氣體對冷凍真空乾燥過程之影響        

 在冷凍真空乾燥過程中，除了藥品經乾燥處理後產生大量的水蒸氣可在冷凝器

被凝結成冰霜外，倘有一些不冷凝氣體原本就存在於大氣中，諸如：氮氣、氧氣、

氫氣、氦氣等，這些氣體不易從真空腔體中完全抽除。不冷凝氣體亦有可能來自真

空乾燥器本身的洩漏，造成洩漏的原因包括實漏(real leaks)、虛漏(virtual leaks)及逸氣

(outgassing)。實漏是真空系統外面的氣體，經由系統殼體、管壁、銲接缺陷及接頭

處進入真空系統內；虛漏乃系統中侷限氣體分子之逸出，常發生於真空封合焊縫及

螺紋間隙；逸氣乃氣體分子自真空腔體壁面脫附。  

 上述這些不冷凝氣體存在於冷凍真空乾燥過程，會有下列不良影響：  

    1.1.1.1.影響冰晶結構之熱傳，使得輸入熱量不足實際所需。  

    2.2.2.2.在藥品進入凍結過程之前的調配及化學反應過程，不冷凝氣體若不能儘量排

除，對整個過程會有不良影響，例如：不冷凝氣體會不斷地自冷凝器之真空腔體流

向真空幫浦，為此真空幫浦必須不斷地運轉，而此時冷凝器並無法協助移除不冷凝

氣體。  

    3.3.3.3.影響真空計之量測準確度，導致讀取較高且不實的壓力值。  

((((六六六六))))油氣污染之防治油氣污染之防治油氣污染之防治油氣污染之防治        

為避免油氣回滲，可在真空泵與腔體間裝設袪油器(Oil trap)，若有油氣洩漏現象

會造成腔體被污染，同時也意味藥品受到污染。由於設備經常歷經長時間的運轉，

在進行冷凍乾燥過程時，系統設備突然發生故障當機實屬常見，為確保生產的藥品

品質無虞，不可僅在冷凍乾燥過程結束後，以測試取樣方式來判定是否有殘留油氣

存在腔體，而應有一預防性維護管理方法，藉由一系列的品保程序來協助鑑定有問

題的批次藥品，當發生設備的故障或電力中斷情事時，即時記錄當時作業條件並完

成資料建檔以供日後核對。  

((((七七七七))))圍阻與隔離技術應用於冷凍真空乾燥製程圍阻與隔離技術應用於冷凍真空乾燥製程圍阻與隔離技術應用於冷凍真空乾燥製程圍阻與隔離技術應用於冷凍真空乾燥製程        

傳統上非口服藥品(例如針劑)在充填、冷凍、乾燥及封瓶之製程中需在CLASS 100

級無菌室(BCR)環境中進行，環境空間通常採金屬骨架及石膏板構築而成，這種施

工法不僅佔用大量空間於更衣室、氣鎖室、連通走廊及製程區，同時也須配置大容

量空調送回風系統。然而採用較進步之圍阻與隔離技術圍阻與隔離技術圍阻與隔離技術圍阻與隔離技術（Barrier and Isolation 

Technology）將重要製程在一潔淨之箱體式構造內(入口空氣經 HEPA filter、排氣經

ULPA filter 處理)進行，不僅節省空間且較傳統無菌室設計有下列優點：  

1.1.1.1. 具有高度的滅菌保證。  

2.2.2.2. 整體環境易於殺菌處理。  

3.3.3.3. 周邊環境之潔淨度要求僅需 CLASS 100,000 級。  

4.4.4.4. 隔離箱體（ISOLATOR）本身即具有圍阻與污染控制功能。如圖十所示，為

一採隔離腔體之製程配置。  

 



 

圖十圖十圖十圖十        採隔離腔體之製程配置採隔離腔體之製程配置採隔離腔體之製程配置採隔離腔體之製程配置    

 

五五五五、、、、使用冷凍真空乾燥法製作之成品檢驗使用冷凍真空乾燥法製作之成品檢驗使用冷凍真空乾燥法製作之成品檢驗使用冷凍真空乾燥法製作之成品檢驗        

((((一一一一))))成品測試成品測試成品測試成品測試        

 冷凍真空乾燥藥品的測試與藥品成份(dosage form)有關且是多方面的，通常包括

均質性測試，水氣殘餘率與穩定性測試及無菌測試。  

    1.1.1.1.藥品均質性  

 美國藥典 USP(United State Phar mac opeial)規定藥品均質性測試有兩類，一為成份

均質性及重量變化性。  

    2.2.2.2.水氣殘餘率與穩定性測

試  

 以冷凍真空乾燥處理的藥品，最

關切的是藥瓶內水氣殘餘量，而水氣

殘餘量是影響藥品穩定性最重要的

因素。  

    3.3.3.3.無菌測試  

 主要以加入無菌溶液(例如注射

用水)於藥瓶，使乾燥處理過的藥品

還原，注射用水可能會殺死一些植物

性細胞並以類似污染物呈現，此現象

會掩飾藥品真正被污染的程度(如右

圖十一)。  



((((二二二二))))成品檢查成品檢查成品檢查成品檢查        

USPUSPUSPUSP 指出一優良的製藥實務應對非口服藥品執行 100%的檢查。檢查重點包括藥

品的正確容量及其外觀，而是否有回溶現象是外觀檢查最主要的項目之一。  

所謂回溶現象係指藥品由固態變成液態，導因於不完全昇華而影響藥品的外

觀。回溶現象會增加藥品的不穩定性及降低藥品品質等級。另一是藥品可溶性不佳

的問題，導致在用藥時所需還原時間太長，又藥品無法完全溶解也會降低部份藥效。  

((((三三三三))))一般冷凍乾燥常見的異常一般冷凍乾燥常見的異常一般冷凍乾燥常見的異常一般冷凍乾燥常見的異常        

    1.1.1.1.藥品含水量偏高  

 凍結後藥品的含水量應低於 2%，但由於裝入容器內藥液層過厚，乾燥過程中供

給熱量不足，乾燥速度減慢，以及藥品易吸潮，導致含水量偏高。一般來說，藥液

高度不宜超過 12mm，最多不超過 15mm。凍結完畢後藥品應放入已脫水、除菌的乾燥

箱中，保持低溼度並立即封口，經以上方式處理可有效克服水分偏高的問題。  

    2.2.2.2.突沸  

 主要由於預凍過程中沒有達到共晶點以下，藥品沒有完全凍結，或昇華乾燥時

升溫過快，在大量昇華時使藥品溫度超過了共晶點，則部分藥品溶化成液體，在高

真空度下，少量液體於已乾燥的固體界面下噴出形成突沸，所以嚴格控制預凍溫度

與昇華乾燥時的昇溫可以克服突沸現象。  

    3.3.3.3.藥品外觀不飽滿或萎縮成固塊  

當藥液濃度過高，在凍結時形成的晶體結構過密，以致孔隙變小透氣差，於乾

燥進行時，昇華的水氣穿透已乾燥的外層阻力大，因而昇華水蒸氣停留於乾燥層時

間過長，藥物逐漸潮解，使藥品外觀不飽滿。另外若藥物濃度過低，雖然可以增大

乾燥層空隙，但藥品疏鬆且易吸潮，想保持藥品較低的水分是困難的，同時表面積

過大，促使藥品容易萎縮，乾燥後的成品缺乏一定的機械強度，一經振動就容易粉

碎、變形，使得外觀不美。若有濃度過低的狀況，可以考慮於調劑過程中加入一些

填充劑以改善藥品外觀，填充劑應具備純度高、無毒、熱原易去除、不易吸潮、共

晶點高、凍結後外觀細膩美觀，符合上述條件者，即可用來做為凍結用的填充劑。  

((((四四四四))))瑕疵的藥品瑕疵的藥品瑕疵的藥品瑕疵的藥品        

 在冷凍真空乾燥製程中若未對藥品溫度適當的監測，會產生有瑕疵的藥品，這

種瑕疵品可能會是整批全面性的、局部的、或分散不定的。圖十二之 A 為經冷凍真

空乾燥處理之良品，下列為對有瑕疵藥品的一般性分類及其形成原因之說明：  

(1)藥餅不均質（見圖十二之 B）  

此現象歸因於配方正進行過冷時其容積的變化。這種情況可採棚板先行預冷至低

於-30℃的操作方法，在棚板表面由於冰霜的累積或棚板溫度大幅的變動均會導致藥

瓶表面特性上的變化。  

(2)藥餅自我支撐結構不佳或陷縮(Collapse)（見圖十二之 C&D）  

此現象若發生在整批藥品則意味藥品溫度高於陷縮溫度，整批產品不可視為已完

全經「冷凍乾燥」處理，若整批產品陷縮均勻則係腔體壓力、棚板溫度或兩者之控

制參數均有誤差之故。而局部性的陷縮最有可能是棚板間因間距過大或乾燥器外部



之幅射熱源造成過大的壓力差所致。若此現象是分散發生可能係因瓶蓋封蓋時未確

實定位所致。  

 

 

(3)回溶（見圖十二之 E）  

藥瓶的回溶是一種最差的陷縮狀態，它發生當藥品溫度遠高於陷縮溫度且有液態

現象存在於冰晶結構的間質區。若回溶發生於整批藥品，則係因在初級乾燥過程錯

誤的過高棚板溫度及腔壓所致。局部性的回溶現象最有可能是與流經棚板之熱傳流

體流量不足所致。  

(4)部份回溶（見圖十二之 E）  

此現象係因小部份的冰晶結構其初級乾燥過程不完全所致，通常發生在容器藥瓶

的底部中心處，除非對藥瓶作詳細的目視檢查，否則這種瑕疵常被忽略，若整批藥

品有部份回溶現象則可歸因於產品溫度、棚板溫度或腔壓控制不對所致。  

(5)藥餅消失（見圖十二之 F）  

此現象導因於藥瓶封蓋一段時間後發生溶解。若係整批性的問題，溶解藥瓶所需

的水份含量可能來自藥瓶之殘餘水份及瓶蓋本身未完全乾燥所產生水蒸氣逸氣現象

所造成。  

尤其藥餅殘餘水份是主要原因，而此原因係棚板溫度太低造成過低產品溫度所

致。而造成棚板溫度過低的原因又係因溫度量測有誤所致，故對藥品溫度持續性的

監視可避免此現象發生。  

(6)泡芙(膨鬆)(Puffing) （見圖十二之 G）  



此現象是由於冰晶尚未完全凍結前即脫離腔體，若膨鬆現象發生於整批藥品，

其原因可能是不正確的棚板溫度量測或藥品完全形成冰晶所需凍結的時間不足，即

未達到陷縮溫度。如果膨鬆現象是局部的，則係因部份棚板溫度未達到所需的凍結

溫度，若膨鬆現象是分散發生於整批藥品，則係因棚架間或容器間之熱傳率不同之

故。  

 

六六六六、、、、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冷凍真空乾燥是一種看似簡單，事實上卻是相當複雜的製程技術，早期因太多

製程變數無法理解而多靠經驗或以試誤法(Try and error)來操作，所幸近年來已

被大量的基本研究成果所取代。有許多非口服藥品諸如：疫苗、蛋白及抗生素即已

成功的採用冷凍真空乾燥法製造，新的生化科技產品亦大幅度的增加使用冷凍乾燥

設備的需求。隨著設備及控制機制不斷的演進，冷凍乾燥循環與產品的熱力、物理、

化學性質等資料，經以科學化的評估分析及推導，使得此門技術有長足的進步。  

冷凍真空乾燥技術之應用相當廣泛，從食品、花卉、化學藥劑之乾燥至動物標

本剝製、珍貴浸水書籍文件及泡水的考古木質之復原等包羅萬象，使用操作上雖有

甚多優點，但亦非全無缺點。以應用在非口服藥品之製造為例具有下列優點：  

    1.1.1.1.對液體之製程操作容易，故無菌處理可較簡化。  

    2.2.2.2.對乾燥的藥粉可強化其藥效的穩定性。  

    3.3.3.3.欲移除藥品的水份，無需耗用太多的熱能於藥品乾燥上。  

    4.4.4.4.藥品在乾燥狀態時穩定性較佳。  

    5.5.5.5.藥品臨用時還原容易，且溶解快速。  

 相對地，冷凍真空乾燥法亦有下列缺點：  

    1.1.1.1.製程操作及處理時間較長，尤其在降低、維持腔體溫度及壓力時。  

    2.2.2.2.藥餅還原時需採用無菌的稀釋液。  

    3.3.3.3.設備成本高且構造複雜。  

 冷凍真空乾燥技術未來的發展與三個主要因素有關，即配方的發展、熱力分析

方法及冷凍乾燥設備的改進。此外，近幾年來電腦功能的大躍進，也著實大大地提

昇了製程的操作效率與藥品品質的良率。相信未來在人工智慧、專家系統的應用發

展上必可使冷凍真空乾燥技術更大放異彩，使技術的層次從原本普通的「藝術」(Art)

提昇為是一門獨特的「科學」(Science)的境界。  

     

 

 

 

 

 

 



重要名重要名重要名重要名詞註釋詞註釋詞註釋詞註釋：：：：        

    陷縮溫度陷縮溫度陷縮溫度陷縮溫度(Collapse Temperature) ：降溫時在凍結晶格之間質區內水的流動性變成

非常顯著時之溫度。  

    結晶度結晶度結晶度結晶度：(Degree of Crystallization)：藥品配方凍結成冰的質量與原本水份含量的

比值，此值介於 0~1 之間。  

    過冷度過冷度過冷度過冷度：(Degree of Subcooling )：當藥品成份開始凍結成冰核時，低於均衡凍結

溫度的度數。  

    間質區間質區間質區間質區：(Interstitial region) ：配方成份存在於凍結之冰晶格間之區域。  

    均衡凍結溫度均衡凍結溫度均衡凍結溫度均衡凍結溫度(Equilibrium Freezing Temperature)：降溫時過冷尚未發生而冰已開

始形成之溫度。  

    棚板棚板棚板棚板(Shelves)：熱交換器型式的一種，在腔體內有彎彎曲曲路徑使冷卻流體自

一端流入，而由另一端流出。  

 

七七七七、、、、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INSIGHT JOURNAL VOL.1~VOL.4.  

(2) American Phar mac eutical Review VOL.3 ISSUE 1.  

(3) IVD Technology Magazine JAN. 1997 <Effect of Formulation on Lyophilization>  

(4) Some helpful freeze drying basics from Larry Ulfik  

(5) 食品之乾燥原理 http://content.edu.tw/vocation/food-production  

(6) 中國化學製藥「冷凍乾燥之原理與操作」  

(7) Freeze –Drying/Lyophilization of Phar mac eutical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Edited by 

          Louis Rey, Joan C.May  

(8) Lyophilization,Introduction and Basic Principles.Thomas A. Jennings 

  

 



北宜高速公路冬山河拱橋結構分析 

及設計簡介 

第二 結構部 
工   程  師 戚樹人戚樹人戚樹人戚樹人 

第二結構部 

正 工 程師 林正喬林正喬林正喬林正喬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預力混凝土拱橋的結構行爲通常比較複雜，本文先以簡單的結

構模式導引入有限元素法分析，並介紹預力混凝土結構主要的分析

重點：潛變及乾縮之數值分析、耐震分析與設計之特別考量。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北宜高速公路冬山河橋位於臺灣省宜蘭縣冬山鄉，爲北宜高速

公路跨越冬山河之橋梁，而冬山河爲臺灣省整治最完善之河流之

一，兩岸之親水公園綠草如茵，春秋之際微風拂面，令人心曠神怡，

常年旅客如織，是爲觀光休憩的重點（見圖一）。  

 

 

因此爲了營造當地的景觀重點，本橋經多組方案的評選後，採

以復古式的拱型結構，橋跨爲三跨連續預力混凝土拱橋，跨徑爲

72+155+72m，基礎採全套管基樁基礎，因本結構型式比一般橋梁結

構複雜，且臺灣位於地震帶，設計上更應周詳考慮，文中將對於本



橋之結構模式、預力配置、潛變與乾縮及耐震分析等設計分析之理

念提出介紹。  

 

二二二二、、、、結構基本模式結構基本模式結構基本模式結構基本模式        

冬山河拱橋主跨 155m，而拱底與橋面淨高不及 19m，如採純拱

結構，拱長與拱高比約爲 8，以拱橋而言，可能造成拱底水平力過大，

且太矮的拱橋對想設計只含軸力之拱體越不利，因此本橋設計上將

其簡化成近似之結構模式（見圖二），也就是讓拱長高比加大至約 5

以利拱體設計。  

 

 

圖二 結構基本模式 

而拱體曲綫一段可以 Hyperbolic-Sin 求得，唯亦可以 Strut-and-Tie 

Model 求得（見圖三）。  

 

 

圖三 壓拉桿模式(Strut-and-Tie Model) 

 

依外力平衡 ，其中 Pi 爲拱體及箱梁之重量，桿件之

斜率可爲 ，則可由點 P1 推算至 P5 點，則拱軸綫可求得。如

此以初估的斷面反覆二至三 

次可得到更佳的近似結構模式，以利更精確的有限元素法分析。  



三三三三、、、、預力配置預力配置預力配置預力配置        

依據前節所述，可求得結構之基本模式，拱頂之水平力需由箱

梁結構承擔，故以 RC 結構顯然已無法抵抗千噸之外拉力，因此於箱

梁中應配置預力予以平衡（見圖四）。因本橋施工法考量拱體與其

上之箱梁採場撑就地澆置工法，而邊跨及中央箱梁則採懸臂施工

法，配合此施工之方法，箱梁之預力配置成如圖所示，箱室頂版除

配置懸臂施工所需之節塊鋼筋外，於主拱上之箱梁內更配有外拉預

力，以平衡拱軸壓力綫，其結構外形雖甚複雜，然其實仍可以比較

簡單結構模式呈現，以作爲有限元素分析之初步起始資料。  

圖四 預力配置圖 

 

四四四四、、、、潛變潛變潛變潛變        

本橋施工方式採部份場撑工法、部份懸臂節塊施工法，因此對

於此類預力節塊施工時橋梁潛變與乾縮之考量極爲重要，本橋潛變

與乾縮之模式採 CEB-FIP 1990 年公式，而數值分析則配合採零期係

數法（Aging Coefficient Method）及叠代法（Step-by-Step），並用以求

反超所定之結構潛變與乾縮之力量分布，名爲 3STF（3-Dimensioned 



Segment Time Dependent Frame Analysis），以下僅介紹相關潛變及乾

縮分析方法。  

((((一一一一) Aging Co) Aging Co) Aging Co) Aging Coefficient Method efficient Method efficient Method efficient Method     

一般對潛變係數 φ 可如 CEB-FIP 1990 年公式，將潛變區分爲不

可恢復之潛變塑性流，和可恢復之延遲彈性變形，而將 to時載入，以

在 t 時所得之潛變變形對齡期 28 天之彈性應變比例表示，由此式之

變位元與時間的關係，假設 to時我們施一外應力 σo=σ（to），而其應

變應可表示成下列之積分式：  

 

而數學上，（1）與（2）式並非等式，除非 χ（t，to）=χ（t，to，

σ（t）），然實際上之應用我們仍視 χ（t，to）獨立於 σ（t），而 χ

（t，to）的計算可假設 σ（t）爲鬆弛涵數來反求 χ（t，to），有關鬆

弛函數之求法可如下節〝Step-by-Step Method〞之說明。  

((((二二二二)Step)Step)Step)Step----bybybyby----StepStepStepStep 法法法法        

基本上 Step-by-Step 法是在數值分析中，用以處理任何不規則的

應力或應變變化的問題，任意的應力歷程或應變歷程（Stress or Strain 

History）均可利用此法，將時間分段，一步一步解出潛變造成之應變

及應力變化，將 Step-by-Step 法應用在潛變分析，可將時間分段，假

設在時間 tj有一應力增量△σ，此應力增量所産生的暫態彈性應變加

上到時間 tj+1之潛變△εj爲   

 

由以上的步驟，可以計算出任意應力歷程或應變歷程所造成潛

變的影響，以下以混凝土鬆弛函數（Relaxation Function）的求法爲例，



簡單介紹 Step-by-Step 法求解的步驟。所謂鬆弛是固定應變下，應力

隨時間之變化，假設在時間 to時，施力使産生單位應變。  

 ………………………….……………..……………….（5） 

由式（4）可求得 t1，時間之應變爲  

 ＋  ……………………….……..（6）  

其中△σo爲從 to至 t1時間內應力之增量，由於鬆弛函數之定義爲固定應變，

故令  

 ε(t1) =1，則由式（6）可求量△σo  

   

同樣的，在 t2時間，由式（4）可得  

  ＋  +
 

 …….……….….（7）  

其中△σ1爲從 t1至 t2時間內應力之增量，同樣令  

ε(t2) =1，可求出△σ1  

     

由此類推便可求得每一時間之應力值，此應力值即爲鬆弛函數  

   

爲了增加計算之精度，Step-by-Step 法尚可採用梯形法 trapezoidal rule 或

Simpson’s rule 來作計算，如果 time step 很大時，利用 Simpson’s rule 可以

獲得較高的精度。  

((((三三三三)Aging Coefficient & Step)Aging Coefficient & Step)Aging Coefficient & Step)Aging Coefficient & Step----bybybyby----StepStepStepStep 並用法並用法並用法並用法        

實際上，無論是 Aging Coefficient Method 或 Step-by-Step Method 在應用

上都會面臨不同之問題，以 Aging Coefficient Method 而言，對於結構系統與

邊界條件在施工中隨時間之改變，在應用上有其實際困難，而 Step-by-Step

法雖可以處理任何不規則的應力或應變變化的問題，但 time step 之多寡將

影響計算精度與計算時間，其間之選擇很難取得平衡點，因此將二法「執

兩用中」，將可得到比較好之結果，以二個 time step 之問題爲例，時間由

to，t1，t2區分，由式（2）得第一個 time step 結果  

＋  ……………………..………….（8）  

令   



  ，  由式（2）與 Step-by-Step

的觀念得第二個 time step 結果  

+
 

 +
 

 …………….…（9）  

其中 to-1 =（t1+ to）/2  

因此對於已知 ε(t)，△σ1（由式 8 求得），△σ`是可以求的，而

式（9）之優點在於兩個 time step 之結構系統與邊界條件可以不同，

分別滿足其諧和條件。  

分析結果（見 圖五）  

 

 

圖五 主要彎矩圖 

 

依上述數值分析方法計算後，整理箱型梁於施工閉合時（300 天）

及完工後（3,000 天）之自重、預力及潛變、乾縮等力彎矩力量之曲

綫圖予以比較。  

 

五五五五、、、、耐震設計耐震設計耐震設計耐震設計        

((((一一一一))))耐震設計流程耐震設計流程耐震設計流程耐震設計流程        



 

((((二二二二))))靜力分析法靜力分析法靜力分析法靜力分析法        

1.1.1.1. 橋梁基本振動周期  

沿橋梁軸向或橫向施加自重  ，並計算橋梁振動單元沿軸向

或橫向之變形，得下式，  

本橋水平兩向橋軸向基本振動周期爲 0.68 秒及垂直橋軸向基本振動

周期爲 0.66 秒，垂直向基本振動周期為 0.56 秒。 

2. 2. 2. 2. 設計地震力  

預力梁若配置適當的縱向鋼筋與圍束箍筋，計算  所用的結構系統



特性係數  取爲 3.0。本橋僅配置適當縱向鋼筋及一般箍筋，但未

配置圍束箍筋，故  值取爲 2.0。 

以上設計地震力式中，  

3. 3. 3. 3. 工址水平加速度係數(Z)  

臺灣地區地盤工址回歸期 475 年之地震地表加速度須根據地震

危害度分析求得。民國 84 年耐震規範將臺灣地區之震區劃分爲一甲

區，一乙區，第二區及第三區，其對應之加速度係數分別爲 0.33，0.28，

0.23 及 0.18。在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集集大地震發生後重新考量地震

的分佈與強度，交通部於民國 89 年耐震規範頒布的增修條文將臺灣

地區重新劃分爲地震甲區及乙區兩震區，其加速度係數分別爲 0.33

及 0.23，詳圖六、圖七。本工程橋址位於地震甲區 0.33g。  

 



 

圖七  2000 年頒布臺灣地區震區重新劃分示意圖 

 

4.4.4.4. 工址用途係數(  )  

一般性橋梁用途係數採用 1.0。地震後仍須續維持機能之重要橋

梁採用  = 1.2。  

5.5.5.5. 工址正規化加速度反應譜係數(  )  

值系表示各種地盤當地震地表加速度爲1.0  時之加速度反應

譜係數，隨著周期  與地盤種類而改變，詳圖八、圖九。  

 

 



 

 

6.6.6.6.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  )  

設計地震地表加速度放大  倍後，橋體開始産生第一個斷面降

伏，其值與所採用之設計方法有關。耐震規範配合現行「公路橋梁

設計規範」之構材設計規定，提供下列載重組合方式：採用强度設

計法設計之 RC 構材，  值可取 1.65。採用容許應力法設計之 RC

構材，  值可取 1.9。  

7. 7. 7. 7. 結構系統地震折减係數(  )  

由於橋柱之塑性彎矩與降伏彎矩之比隨斷面幾何形狀而異，大

概在 1.2 附近，因此外力須調升至 1.2  ，即  後，結構才達能承

受的最大側力。具有韌性容量 R 的橋梁，當開始降伏後，地表加速

度到底要增加幾倍才會將韌性用光，與橋梁的周期及所適用的反應

譜有關，詳圖十。一般而言，周期長的橋梁  = R，即橋梁降伏後可

抵抗降伏時地表加速度的 R 倍後，橋梁才會因韌性用盡而崩塌。但

對周期短的橋梁而言，  ，即韌性對耐震能力不像長周期橋

梁那麽有效。  



 

圖十 結構設計地震力、降伏地震力、極限地震力與韌性容量 R  

 

 

由於橋梁能否達到預計之韌性容量 R，與韌性細部設計要求加緊

密箍筋等之施工有關。爲保守計，假設容許側向變形爲彈性變形加

上極限塑性變形的三分之二，如此可得下式：  

=  (韌性容量)      =1+  (容許韌性容量)  

本工程橋址位於第二類地盤（普通地盤），其  值規定如下式：  

 

8.8.8.8. 地震力分布  

作用在橋梁單位長度上之設計地震力  (  )依下式計算，詳見

圖十一、圖十二：  

 



 

圖十一 沿橋梁軸向施加載重 w(x)時產生之軸向變形 u(x) 

 

 

圖十二 沿橋梁橫向施加載重 w(x)時產生之橫向變形 u(x) 

    

((((三三三三))))動力分析動力分析動力分析動力分析        

本座橋梁除依靜力分析方法進行耐震分析與設計外，尚應依動

力分析方法作耐震檢核。耐震規範規定形狀較不規則橋梁爲計及軸

向與橫向地震反應具有互制作用以及高振態之影響，應採用多振態

反應譜叠加法（如 CQC 法）進行動力分析。所考慮的振態數目不少

於跨度數目的三倍，且檢核軸向與橫向之有效質量和均超過橋梁質

量之 90%。惟振態數超過 25 個，且振態最短周期小於 0.2  時，可

不受此限。  

((((四四四四))))構材之設計構材之設計構材之設計構材之設計        

1.1.1.1.水平雙向地震效應與垂直地震效應之組合  

由於地震在水平兩直交方向及垂直方向同時發生，故耐震設計

應考慮水平兩直交方向及垂直方向地震效應之組合。但以橋柱産生

塑鉸計算構材結合部之設計者，僅需分別考慮水平軸向或水平橫向

塑性彎矩引致之內力予以設計，不必考慮三向地震載重組合。  

2.2.2.2. 塑鉸産生後構材設計所需强度  

橋梁耐震設計基本容許極限地震時橋柱産生塑鉸，但不得産生

剪力破壞及其它脆性破壞。故應計算塑鉸産生後橋柱引致之剪力，



進行剪力設計，且以塑鉸産生後傳給基礎之力量設計基礎結構，但

其值不必超過地表加速度爲 ZIg 時之彈性分析所得者。  

3. 3. 3. 3. 接合部  

上部結構與帽梁間之接合部、帽梁與橋柱間之接合部、橋柱與

基脚或樁帽間之接合部之設計剪力可依塑鉸産生後引致之剪力設計

剪力筋，惟爲保證不發生剪力脆性破壞，設計時必須使用强度折减

係數 φ=0.85。  

4.4.4.4. 拱橋柱底極限地震時設計力比較表  

 

橋軸向  垂直橋軸向  方  向  

設計力  

ZICWg  塑鉸産生後 動力分析檢核  ZICWg  動力分析檢核  假設塑鉸産生 

P 軸力(T)  13846  14635  14175  13508  13508  14537  

V 水平力(T)  10250  9745  8083  10170  9480  34702  

M 彎矩(T-M)  101478  77960  75210  228798  211443  347027  

本橋橋軸向經比較後取塑鉸産生後力量設計，垂直橋軸向則取

ZICWg 力量設計。  

((((五五五五))))構材之韌性設計構材之韌性設計構材之韌性設計構材之韌性設計        

爲確保結構物具有所需之韌性容量，須符合下列之韌性設計要

求。  

1. 橋柱主筋鋼筋比需符合 0.01≦ρS≦0.06，且斷面的彎矩强度

不要低於開裂彎矩强度，橋柱配筋詳圖十三所示。 

  

圖十三 橋柱配筋圖 

 

2. 橋柱剪力鋼筋設計時，當設計最小軸力産生之平均壓應力小

於 0.1  時，塑鉸區混凝土抵抗剪力之能力視爲零，斷面之剪力全由

剪力鋼筋承擔。  



3. 橋柱塑鉸區因軸力及彎矩作用引致混凝土保護層剝落後所能

抵抗之能力不能低於剝落前，須於塑鉸區設置橫向圍束箍筋以提高

軸向力容量，圍束箍筋亦可提高圍束內柱心的極限混凝土應變，如

圖十四所示，使塑鉸區的極限曲率增加，增加結構之韌性容量。  

 

圖十四 混凝土應力應變關係曲綫（Mander,1988） 

4. 柱之主筋續接不得在可能發生塑鉸之圍束區內。橫向圍束鋼

筋應配置於柱頂與柱底可能發生塑鉸之圍束區內，其長度至少等於

最大柱寬，柱淨高之六分之一，或 45cm。圍束鋼筋亦應延伸配置進

入柱上端與柱下端之接頭區。橫向圍束鋼筋之間距不得超過 15cm，

亦不得超過短邊尺寸之四分之一。  

 

六六六六、、、、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冬山河拱橋現已施工中，本橋雖非世界上最長之預力拱橋，但

確是臺灣最長的預力拱橋，其設計從結構模式到預力配置、潛變計

算及耐震設計均已作詳細完整的分析與設計。雖然力學設計是刻板

的分析理論與數值模式，無法直接增加美學的造型，但無論如何，

宜蘭冬山河將添增一座美麗的復古式拱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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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鑄節塊懸臂工法之幾何線形施工控制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施工控制作業主要目的在於確保橋梁完工後線形能符合設計要求，同時結

構系統內應力亦能維持在容許範圍內，然由於線形及內應力受設計基本參數、

施工條件、施工方法及施工機具所影響，故其變異性亦視橋梁結構而定。預鑄

節塊懸臂工法幾何線形施工控制作業重點即在於確認節塊生產及吊裝階段各

項影響因素之正確性及合理性，並適時進行參數回饋與修正，以期橋梁線形與

內應力變化能維持在管理範圍內。本文旨在說明預鑄懸臂工法施工線形控制理

念及方法，並佐以南二高九如林邊段預鑄節塊懸臂工法施工實例，扼要闡述其

施工控制作業重點。  

 

一一一一、、、、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有鑑於預鑄節塊施工期間隱含許多線形變異因素，為求有效監控施工階

段節塊位移變化，施工初期即規劃一套幾何線形施工監控模式，包含量測方

式、誤差預測、誤差來源判讀及誤差修正等，用以監控節塊之線形發展。控

制作業流程包括前置規劃階段之結構分析、計畫研擬以及施工期間各結構系

統線形量測、判讀與修正等。結構分析主要在於提供相關資料作為控制作業

之依據；計畫研擬與執行需能確實有效掌控施工期間結構體線形變化；而結

構系統線形量測、判讀與修正則在於確保橋梁於完工時線形能符合設計原

意。  

本文目的主要在於說明預鑄節塊箱型梁施工控制經驗法則及相關控制

作業，並爰以二高後續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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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特性工法特性工法特性工法特性        

預鑄節塊懸臂吊裝工法係沿橋梁縱向將橋梁上部結構箱型梁節塊分割

成許多節塊單元(約 1.5 公尺~3 公尺)，並於預鑄場內系統化生產，再逐塊運

至工地現場進行吊裝。本工法以墩柱為中心，採雙邊平衡懸臂吊裝，當兩節

屏東監造工程處 
工    程    師 蔡同宏蔡同宏蔡同宏蔡同宏 

屏東監造工程處 
計  畫  經  理 陳正雄陳正雄陳正雄陳正雄 

高雄辦事處

經      理 莊輝雄莊輝雄莊輝雄莊輝雄 



塊接合後，即先行施拉懸臂頂板鋼腱預力予以連結，待兩端懸臂節塊吊裝作

業後，即於跨徑中央吊裝閉合節塊，並以吊模澆置混凝土，以使左右兩跨徑

節塊閉合。最後，再於底板處施拉二次預力，連接跨徑內各節塊，完成整個

系統化循環施工作業。  

此外，預鑄節塊生產係採接合鑄造（Match cast）方式進行，亦即利用已

澆置完成的節塊作為次一節塊之側模，以使兩節塊接縫處能完全密合。基於

預鑄場配置及節塊系統模板設計之差異，節塊製作方法可分短線鑄造及長線

鑄造兩類，兩者間之差異除了節塊生產方式外，線形量測原則亦有所不同。

茲分別就節塊長、短線鑄造原理簡述如下：  

長線鑄造長線鑄造長線鑄造長線鑄造（（（（Long Bed Match Cast））））  
長線鑄造作業係以半跨徑箱型梁為預鑄場及節塊系統模板之規劃與生

產依據，節塊生產雖是逐節塊完成，但線形管理是以半跨節塊整體為對象，

預鑄場上定位梁（H 型鋼）線形及高程將依半跨節塊拱度計算值及預鑄場現

地承載狀況預先調整節塊控制點位。節塊混凝土澆置完成後，通常放置於預

鑄場上，直至半跨節塊完成澆置且線形經檢測後，再逐一吊放至節塊儲存區

堆置。  

短線鑄造短線鑄造短線鑄造短線鑄造（（（（Short Bed Match Cast））））  
短線鑄造主要在於考量預鑄場機具配置及作業空間限制，在進行預鑄場

規劃作業時，僅考量澆置節塊與接合節塊之施作空間為預鑄場動態作業之設

計依據，而次一節塊幾何線形係以相鄰完成節塊為基準，依據相關檢測結果

及結構相對拱度計算值進行節塊接合鑄造作業。當節塊混凝土已達拆模強度

時，接合節塊即可吊運至儲存區存放，僅留下剛澆置完成節塊作為次一節塊

之施工接合節塊。短線鑄造幾何線形關係僅存於澆置節塊及接合節塊之間，

因此節塊線形量測精度要求較長線鑄造高。節塊鑄造過程中，施工人員需依

據已完成節塊之檢測結果進行回饋並調整次一節塊的高程與尺寸。如此一

來，除可即時修正現地施工與理論設計之誤差外，亦有利於後續吊裝作業之

順利進行。  

 

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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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鑄節塊線形變化與設計基本參數、施工條件、施工方法與施工機具等息息

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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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於後續識別工作的進行，首先須探討線形變化發生的來

源及其影響程度。橋梁節塊幾何線形變化可概分為縱向變化量、水平向變化量與

垂直向變化量三類，前項變化量影響構件長度尺寸；後兩項則左右懸臂節塊閉合

線形之精準度。垂直變化量影響構件之拱度表現，亦左右橋體平整度與垂直度之

準確性。茲將節塊各項變形機制簡述如下：  

 



節塊縱向與水平向變形節塊縱向與水平向變形節塊縱向與水平向變形節塊縱向與水平向變形        

一般而言，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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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向相對位移則主

要來自於柱頭兩側相鄰節塊吊裝時之量測誤差，若為短線鑄造，其鑄造時所

產生之側向誤差亦對水平相對變位具相當程度影響。縱向變形主要影響橋梁

完工後之支承及伸縮縫的位移變化，對於節塊於吊裝期間之線形控制並無影

響；水平變形為節塊吊裝期間線形控制的重要因子，控制失敗則會造成節塊

閉合無法順利進行，且影響橋梁長期水平線形。  

 

節塊垂直向變形節塊垂直向變形節塊垂直向變形節塊垂直向變形  

節塊生產時除須確保水平向相鄰兩節塊緊密接合外，節塊垂直向之高程

變化(亦即節塊拱度表現)亦需進行綜合考量，以確保節塊於吊裝完成後其拱

度線形能符合設計原意。總括說來，影響垂直變形因素包含節塊製造精度（尤

以短線鑄造最為顯著）、吊裝接合精度以及結構計算（包括節塊自重、預力

量及混凝土材料乾縮潛變等）等。一般而言，自重與預力量對節塊之垂直變

形量影響較大，而混凝土材料之乾縮潛變之影響則極其微小，此因大部份乾

縮潛變變形量於節塊鑄造養護階段即已幾乎發展完成之故。然真正影響垂直

向變形主要來自於節塊製造及接合精度，前者尤以短線鑄造影響更大，因不

當的量測方法會造成誤差快速累積；後者則以柱頭兩側節塊接合精度為成敗

關鍵，微小的量測誤差會嚴重影響閉合節塊接合精度，此一影響量可由接合

誤差轉換之轉角誤差乘半跨長度得之。  

 

節塊香蕉效應節塊香蕉效應節塊香蕉效應節塊香蕉效應        

短線鑄造節塊於生產過程中，結合鑄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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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水化熱經由節塊接合面傳遞至

接合節塊，於是溫度梯度效應發生於接合節塊，促使接合節塊產生不均等之

熱脹反應，進而導致節塊斷面接合處產生撓曲變形。殆新鑄節塊混凝土達拆



模強度，兩接合鑄造節塊分離後，經由節塊接合面傳遞而存留於接合節塊內

水化熱溫度梯度將因周圍環境溫度冷卻作用而散失，此時接合節塊撓曲變形

將逐漸回復至原貌，然新鑄節塊接合斷面處卻將殘留此一撓曲變形。此種因

預鑄節塊水化熱傳遞而產生之鑄造變形誤差，一般俗稱為香蕉效應（banana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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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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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節塊吊裝

作業之順利進行及施工品質。一般而言，短線鑄造香蕉效應較為顯著的原因

在於接合節塊非接合面為自由端，利於撓曲變形的發生，而長線鑄造則因接

合節塊另一側受前一節塊束制，不易發生撓曲變形。另外，由於短線接合鑄

造香蕉效應將逐節塊生產而呈現疊加效果，故於節塊吊裝作業施拉臨時頂底

板預力時，可能於鄰接橋墩側之前幾節塊接縫處產生開裂現象，影響橋梁整

體施工品質。香蕉效應防治對策一般可採澆置與接合節塊同時進行蒸氣養

護，避免兩接合節塊產生溫度梯度；或改善混凝土配合設計降低水化熱或調

整澆注時間減少溫度梯度等。  

 

四四四四、、、、預鑄節塊線形控制預鑄節塊線形控制預鑄節塊線形控制預鑄節塊線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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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方法及量測誤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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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值大小與結構勁度有

關。然若橋梁採預鑄節塊吊裝工法施作時，基於梁深與跨徑具有較大比例

值，外力所產生的變形並不大，並非線形控制作業重點。線形控制作業主要

關鍵在於節塊生產與吊裝之施作精度，前者對短線鑄造之影響尤其明顯；而

後者的重點則在於柱頭相鄰節塊之安裝精度，另一關鍵點在於橋墩柱的旋轉

效應所造成的節塊高程變化，然此一效應較常發生於高橋墩橋梁，如高屏溪

河川橋之第二及第三單元引橋。  

總括說來，預鑄節塊懸臂工法線形控制作業包含結構分析（計算預拱量

及吊裝時之拱度值）、放樣、資料蒐集、資料回饋及線形調整等，茲分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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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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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度值為節塊實際高程與設計高程之差異值，差異

值於施工期間隨載重條件的差異而改變。理論上，拱度值於橋梁完工數年後

將趨近於零，然實際上吊裝時，由於施工誤差的存在，拱度值將不會完全消



失。預拱值為節塊於應力狀況下之最初拱度值，兩者皆與節塊受力過程有

關，預拱值為節塊受力總變形之互補變形，拱度值則為預拱值加上已發生完

成之變形量。預拱值與拱度值的計算常配合橋梁施工階段應力檢核一起執

行，唯應力檢核常需考慮不確定假設載重的發生，拱度值的計算則以施工流

程為依據，考量重要載重的發生過程。  

除此之外，生產區的鑄造曲線為節塊於不受力狀態下之線形，並為吊裝

節塊預拱值的連續曲線，於長線鑄造時，亦為半跨節塊間的相對幾何關係；

於短線鑄造時，則為相鄰兩節塊的相對幾何關係。所謂「相對幾何關係」即

幾何線形可依鑄造之需求進行平移式旋轉，以利於工作進行。對於預鑄節塊

採懸臂吊裝工法進行時，預拱值與鑄造線形之計算來源雖一致，但卻不能直

接引用，預拱資料須先進行節塊線形連續化處理，方能產生鑄造線形。  

 

結構分析結構分析結構分析結構分析        

橋梁施工線形控制所需之幾何資料一般是來自於施工階段結構分析，結

構分析的重點主要在於確實模擬施工流程，並確認各項載重的重要性及影響

程度，依拱度控制設定階段輸出相關計算值，以利於拱度控制作業之執行。

結構分析工具為一般套裝結構計算程式軟體，模式的建立可為二維或三維元

素，端視橋梁幾何線形規則性而定。分析模式常以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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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裝

機具安裝、節塊吊裝、閉合節塊澆置及預力施工等。預鑄節塊吊裝工法之結

構分析常包含應力檢核及變形計算兩部份，應力檢核須考量節塊吊裝期間的

各種載重條件，除包含自重、預力、乾縮潛變及吊裝機具等設計載重外，另

須兼顧人員、機具及風力對應力之影響。相對地，拱度控制所須的變形計算

資料則僅考慮前者之設計載重影響，對於短期間的載重條件則不列入資料計

算之範疇。  

對於節塊鑄造形狀資料，部份商用套裝軟體程式已內建於計算程式中，

輸出資料會自動提供鑄造線形的連續曲線資料。但部份商用套裝軟體程式並

無提供此一項功能，須經每階段變形資料疊加轉換產生，此時則須特別注意

曲線之連續性。一般而言，可採用兩種方式產生鑄造線形的幾何線形資料，

一是將各單獨吊裝階段之永久變形量疊加，再取其線形互補形狀。此時由於

每階段分析模式不同，疊加資料將不連續，可將節塊逐一平移及旋轉以產生

一連續線形資料；另一是每一吊裝階段分析時，須同時考量前一階段已產生

之變形量，如此再逐節塊分析完成後，即可產生一連續線形資料。  

 

放樣作業放樣作業放樣作業放樣作業        

放樣作業包含節塊鑄造及柱頭節塊安裝兩階段，由於節塊鑄造分為長線

及短線兩類，故節塊放樣作業方式亦有所不同。長線鑄造工法之放樣作業是



以半跨為一單元一起進行，以基座上之調整梁為參考基準進行模板定位調

整，因點位誤差並無累積效應存在，放樣工作業主要以傳統測量儀器為主，

又因節塊採整跨徑鑄造，放樣點位採整跨相對座標系統計算，亦即依結構計

算資料解算跨徑內節塊各檢測點位高程及位置，再將整跨點位在橋軸向及水

平向旋轉以降低橫坡及縱坡值，利於後續放樣及檢測作業。  

短線鑄造放樣作業施作原理因應逐節塊接合鑄造之生產方式，其量測座

標系統則採相鄰節塊相對座標系統，放樣原理係於第一吊裝節塊（相鄰節塊）

生產初期，先於固定鑄模封頭端模上設置數處監控點位並預埋參考覘標，再

依結構計算資料於混凝土澆置作業前放樣監控點位相對幾何線形值，當接合

節塊鑄造完成後，新鑄造節塊混凝土澆置檢測放樣作業可利用前一節塊完成

線形進行相對放樣，亦即節塊各監控點位原記錄高程值重新歸零計算，調整

接合節塊之監控點位高程及位置，使兩接合節塊間相對關係符合計算要求。  

有鑑於短線接合鑄造時節塊縱向長度相當有限，若僅採傳統測量儀器檢

測節塊幾何線形時，因測量儀器量測精度所限，節塊累積誤差將快速成長，

進而影響後續節塊吊裝線形。為減少誤差的累積量，放樣作業另以幾何線形

量測方式輔助傳統儀器量測，經由提高節塊放樣精度，降低單一節塊之量測

誤差，進而控制誤差的累積量，提高施工精度並達成線形控制之目的。採用

幾何線形量測之主要原因在於利用鋼捲尺量測節塊長度之精度較高，其次是

可以利用三角幾何關係放大量測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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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節塊幾何線形誤差示意圖節塊幾何線形誤差示意圖節塊幾何線形誤差示意圖節塊幾何線形誤差示意圖    

由圖一可知，若量測儀器及讀數造成節塊具有 Δy 水平線形（或 Δz 垂

直高程）鑄造誤差時，經由三角幾何關係式可解得  （或 



）。此一節塊鑄造誤差將使兩接合節塊產生一接合偏差角  ，

偏差角於吊裝階段將逐漸累積進而影響閉合節塊接合精度。當短線鑄造工法

節塊放樣檢核作業係利用量測精度較高之鋼捲尺實際量測節塊於兩側控點

之長度，若量測長度誤差量 Δx，透過三角幾何關係式可得
 

，

因 B>>L ， 故
 

< ； 解 算 上 下 節 塊 長 度 差 Δ
 

， 可 得
 

，雖 H 僅略大於 L，但鋼尺精度較水準儀高，故 < ，

因此幾何線形控制將可有效控制誤差的累積。幾何線形量測主要是利用節塊

幾何尺寸的改變所產生之轉角效應，以達到高程或水平線形量測之目的，即

當跨徑內節塊頂板縱向跨徑大於底板縱向跨徑，此時因施拉臨時預力將節塊

接合，節塊將因受擠壓致使整跨徑橋梁產生縱向（垂直向）幾何線形向下偏

移現象，反之則否。同理，當跨徑內節塊頂板翼版左右兩側縱向跨徑具不等

長趨勢時，殆節塊吊裝接合後，跨徑橋梁將產生水平幾何線形偏移，亦即當

跨徑內節塊左側跨徑長度大於右側時，此時橋梁水平線形將向右偏斜。  

短線節塊鑄造即利用此一原理進行澆注節塊與接合節塊之相對幾何線

形控制，當節塊接合鑄造初始，施工人員即利用節塊混凝土澆置初凝前預埋

參考覘標，配合高精度量尺於節塊鑄造及吊裝施作前，定時量測、記錄並統

計節塊頂、底板監控點位之斷面形狀尺寸變化。節塊鑄造階段幾何線形放樣

作業主要為實際量測節塊腹板及翼版（距梁緣 50cm 處）左右兩側四處監控

點位之兩接合節塊頂板縱向跨徑長度，用以確保橋梁水平控制。殆節塊澆置

養護完成進行吊裝作業前，再針對節塊左右兩側腹板處之頂板與底板縱向跨

徑長度進行量測，用以判別節塊頂底板之跨徑實際長度。由於鋼尺量測精度

高，故可於節塊跨徑長度（1,900~2,000mm）內精準且有效檢核節塊之微量鑄

造誤差至數公釐，並將其轉換成二度空間面狀檢測監控模式，亦即整跨徑橋

梁吊裝接合線形之傾斜趨勢（微量傾角），預估橋梁縱向拱度吊裝線形表現。

相對地，傳統測量儀器之量測方式僅能反應監控點位之高程變化，亦即一度

空間點狀檢測監控模式，容易因儀器量測精度限制而無法進行節塊線形控制

作業。  

由於標準節塊係依相鄰節塊之安裝點位逐一接合吊裝，亦即相鄰節塊安

裝幾何線形將掌握整跨橋梁線形變化，故其放樣作業顯得格外重要。相鄰節

塊安裝放樣作業係依據結構計算與節塊斷面尺寸實際量測資料，配合柱頭節

塊實際量測位置高程以及跨徑內節塊之接合幾何線形趨勢，調整並修正相鄰

節塊之實際安裝位置高程後，澆置柱頭節塊與相鄰節塊間濕接縫，完成相鄰

節塊安裝作業。相鄰節塊安裝時，首先需利用傳統測量方式檢測柱頭節塊之

實際絕對位置座標與高程，並依據濕接縫設計縱向長度，解算相鄰節塊與柱

頭節塊間相對接合高程與位置，隨後再配合幾何線形量測方式放樣相鄰節塊



之安裝點位。另外，後續跨徑內各標準節塊之接合線形趨勢檢測作業則採用

傳統測量方式進行檢核。  

 

資料蒐集與回饋資料蒐集與回饋資料蒐集與回饋資料蒐集與回饋        

資料蒐集主要包括節塊鑄造及吊裝兩部份，因節塊分為長、短線鑄造兩

類，故資料蒐集與回饋作業重點亦有所不同。長線主要為整跨徑節塊之絕對

高程及點位資料；短線則為個別節塊斷面性質（形狀及尺寸大小）之相對資

料蒐集。長線鑄造時，節塊量測作業採傳統測量儀器進行施測，為利於後續

橋梁吊裝線形能符合設計原意，施工人員於整跨徑節塊吊離澆置區前需針對

整跨徑節塊進行量測、記錄並統計其線形發展趨勢，經由計算模擬整跨橋梁

吊裝線形，並將此資料回饋至吊裝線形，亦即調整相鄰節塊安裝線形。短線

鑄造則利用幾何線形量測方式，針對整跨徑橋梁逐節塊進行量測、記錄並統

計節塊斷面性質，透過幾何線形施工監控程式模擬，並預測整跨徑橋梁之吊

裝線形發展趨勢。爾後再將此資料回饋至吊裝線形，亦即調整相鄰節塊之安

裝線形，以使整跨徑橋梁幾何線形符合設計所需。  

 

線形調整與監控線形調整與監控線形調整與監控線形調整與監控        

線形調整與監控作業係根據節塊線形回饋分析資料，進行節塊吊裝線形

調整。調整時機主要在於柱頭相鄰節塊安裝階段，此因接合吊裝施作時，標

準節塊之線形發展趨勢將依相鄰節塊安裝線形而定。調整原理是利用柱頭節

塊與相鄰節塊間濕接縫頂底板上下跨徑寬度不等以產生一旋轉角及相對應

拱度變化，亦即縱向幾何垂直線形變化期使整跨徑節塊吊裝線形產生向下

（或向上）發展修正趨勢，以符合橋梁設計線形。監控作業重點主要以吊裝

作業為主，當跨徑內箱型梁逐節塊吊裝時，工程人員需於節塊吊裝及施拉臨

時預力前後，分別量測並監控懸臂跨徑橋梁自由端之幾何線形表現，並因應

實際吊裝線形，適時調整次一節塊之吊裝結合角度，以符設計吊裝線形。此

外，標準節塊吊裝期間雖可透過填隙墊片微量調整接合節塊之線形發展趨

勢，然因填隙墊片甚薄，且接合節塊間藉填隙墊片調整結合轉角修正幅度亦

不宜太大，以免因接合面縫隙不等寬所造成之間隙影響吊裝作業之結構安全

性及施工精度控制。再者，由於填隙墊片之線形修正幅度有限，僅能微量修

正節塊結合轉角，故施作時機應設定於標準節塊吊裝初期，若殆至節塊吊裝

作業末期才進行線形調整時，由於填隙墊片之轉角接合修正量僅能影響少數

未吊裝節塊線形，其線形調整效應也將相當有限。  

 

五五五五、、、、施工實例施工實例施工實例施工實例        

現以二高後續計畫九如至長治段短線鑄造預鑄節塊懸臂吊裝工法屏東

一號高架橋工程為例，說明預鑄節塊線形控制作業之放樣、結構分析（計算



預拱量及吊裝時之拱度值）、資料蒐集與回饋、線形調整與監控等以及吊裝

結果。  

屏東一號高架橋採短跨徑（吊裝跨徑為 40~56m）結構配置，全長計 7,435

公尺，分為 26 個吊裝施工單元，橋梁上部結構施工包括變斷面就地澆注逐

跨工法（橋墩編號 P1~P10，STA:291+400 ~291+823，橋長計 423m）及等斷面

預鑄節塊懸臂吊裝工法（橋墩編號 P11~P167，STA:291+823~ 298+685，橋長

計 6,862m）兩類。橋梁結構線形分為圓曲線（曲率半徑 R=2,400~2,600m）及

克羅梭曲線（A=2,600~6,000m）兩類設計。懸臂吊裝工法段每一標準節塊箱

型梁寬 24.2m、縱向分割長度 2m、梁深 2.8m，梁重約為 91t，採三箱室對稱

結構設計。另基於考量節塊運輸距離及工期限制，吊裝作業係以橋墩編號 P91

為界，沿工程起點及標尾兩方向各使用一部上懸式鋼構桁架梁（承載能量

120t）配合施作。節塊利用預鑄場內 100t 門型吊車將其吊置於搬運車上，再

載運至現地進行吊裝。上懸式鋼構桁架長度採雙跨徑配置，桁架含 2 部自動

進退吊機（承載能量 100t），吊裝作業係利用兩部自動進退吊機配合兩台 150t

吊車進行平衡懸臂吊裝，詳圖二。  

 

 

圖二 預鑄節塊吊裝作業 

 

放樣作業放樣作業放樣作業放樣作業        

放樣作業係先引測導線點及高程控制點至預鑄場內，並據以為放樣基準

點，再利用架設於測量塔上全測站（Total station）採相對座標方式，放樣懸

臂跨徑中第一相鄰節塊固定封頭模底模及澆置面之控制高程及位置（即結構

設計節塊鑄造尺寸）。相鄰節塊澆置完成後，相鄰節塊隨即移至接合位置，

而與其鄰接之接合節塊則利用此一節塊為接合端模，進行接合鑄造。相鄰節



塊進行相對高度放樣時，鑄造節塊永遠保持水平位置，當鑄造節塊移至接合

位置時，此時測量人員需重新放樣該節塊之控制點位及高程，其方式為透過

上述預鑄場內之引測導線點及高程控制點，按照相鄰兩節塊之相對高程調整

節塊接合高程值，此項作業稱為歸零放樣。由於相鄰兩節塊之高差值相當

小，放樣時並不考慮相對高差，而結合節塊則以澆注後之控制點高程進行還

原動作。另為避免短線鑄造引起誤差累積，量測工作以儀器配合幾何線形計

算進行。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蒐蒐蒐蒐集與回饋集與回饋集與回饋集與回饋        

有鑑於傳統測量儀器測量精度有限，無法滿足短線鑄造放樣檢測作業之

精度需求，因此於節塊鑄造階段即設計有數處監控點位，用以檢核節塊鑄造

尺寸變化，節塊相關監控點位佈設詳如圖三所示。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節塊監控點位佈設示意圖節塊監控點位佈設示意圖節塊監控點位佈設示意圖節塊監控點位佈設示意圖    

 

由圖三可知，利用量測設置於鑄模上監控點 1-1、2-2、3-3 及 4-4 間距，

即可檢核節塊澆置前頂板斷面跨徑長度；同理，將鑄模上該等控制點位以彈

墨線方式等量放樣至節塊上時，亦可檢核節塊澆置養護完成後頂板實際跨徑

長度。再者，檢核監控點 1-1、2-2、3-3 及 4-4 間距，主要目的在於進行節塊

水平線形幾何監控作業。監控點 5-5 及 6-6 則是利用 2-2、3-3 監控點垂直引

點而成，主要目的為檢核節塊底板實際跨徑長度。同時，經由比較監控點 5-5、

6-6（底板）及 2-2、3-3（頂板）間相對關係，亦可解算節塊吊裝後高程之線

形表現。另外，A.B.C.D 點為高程監控點，即於節塊混凝土澆置初凝前預埋

參考覘標，用以檢測節塊實際鑄造高程。  

另有關節塊監測資料回饋方式，線形施工幾何誤差修正計算方式可分為

水平向及垂直向兩類，前者取節塊監測點位 1-1（表 1 No.1 欄）及 4-4（表 1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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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之間距偏差平均量（ 表 2 H. dev.欄）進行誤差修正；後者則取 2-2、3-3、

5-5 及 6-6（表 1 No.2、No.3 、No.5 及 No.6 欄）之間距平均偏差量（表 2 V. dev.

欄）進行修正，又表 2 V.Φ 欄為節塊垂直向高程轉角修正量。當表 2 V. dev.

欄之修正值為正時，即表示節塊平均頂板縱向跨徑大於底板。再者，透過橋

墩柱頭節塊與相鄰節塊間濕接縫結合轉角修正量（表 2 δ 欄，採試誤法迭代

修正值），配合節塊幾何線形施工監控程式解算跨徑內各標準節塊對應之幾

何線形修正量（表 2 R 欄），以使跨徑節塊吊裝線形合於設計要求。結合轉

角修正原則為確保最後一塊懸臂節塊接合高程值符合設計線形要求，一般而

言需修正並控制此值（表 2 R 欄最下格數值）為零；然基於吊裝作業施作時，

由於其他不確定因素（如施工機具及人員動載重）將影響節塊實際拱度表

現，因此根據各懸臂跨徑結構系統應力承載特性及施工實務經驗，此值通常

控制於施工管理範圍（±3mm）內。此外，表 2 R1 欄為 87-S-01 節塊因斷面鑄

造誤差影響後續節塊（87-S-02~87-S-09）之吊裝線形預測調整值，表 2 R2 欄

則為 87-S-02 節塊因斷面鑄造誤差影響後續節塊（87-S-03~87-S-09）之吊裝線

形預測值，其餘吊裝線形預測調整值則依此類推。總括說來，跨徑橋梁吊裝

作業前，各標準節塊之接合吊裝放樣作業應依表 2 R 欄（SUM[R1~R9]）之累

積修正調整量進行修正。  

 

表表表表 1 節塊幾何斷面性質節塊幾何斷面性質節塊幾何斷面性質節塊幾何斷面性質    

Segment STD.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87-S-01 1900 1900 1900 1902 1901 1902 1901 

87-S-02 2000 2002 2006 2006 2003 2000 2003 

87-S-03 2000 2009 2009 2006 2008 2004 2004 

87-S-04 2000 2001 2002 2001 2001 2001 2002 

87-S-05 2000 2007 2004 2000 2000 2004 2002 

87-S-06 2000 2013 2013 2015 2015 2002 2002 

87-S-07 2000 2001 1997 1994 2001 2005 2004 

87-S-08 2000 2003 2004 2004 2003 2005 2002 

87-S-09 1600 1604 1601 1601 1602 1604 1603 

    

    

    

    

    

    

    

    



表表表表 2 2 2 2 節塊幾何監控程式一覽表節塊幾何監控程式一覽表節塊幾何監控程式一覽表節塊幾何監控程式一覽表    

H. dev. Η.  φ V. dev V.  φ δδδδ    V". dev V".  φ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9 R 

       −7−7−7−7    -7.00 -0.0029 0.0         0.0  

-1 -0.000042 -0.50 -0.0002083 0.00 -0.50 -0.0002 -5.5         -5.5  

-1 -0.000042 4.50 0.001875 0.00 4.50 0.0019 -11.4 -0.4        -11.8 

1 0.000042 3.50 0.0014583 0.00 3.50 0.0015 -17.2 -0.8 3.8       -14.3 

0 0.000000 0.00 0 0.00 0.00 0.0000 -23.0 -1.2 7.5 2.9      -13.9 

7 0.000297 -1.00 -0.0004167 0.00 -1.00 -0.0004 -28.9 -1.6 11.3 5.8 0.0     -13.4 

-2 -0.000085 12.00 0.005 0.00 12.00 0.0050 -34.7 -2.1 15.0 8.8 0.0 -0.8    -13.9 

0 0.000000 -9.00 -0.00375 0.00 -9.00 -0.0038 -40.5 -2.5 18.8 11.7 0.0 -1.7 10.0   -4.3  

0 0.000000 0.50 0.0002083 0.00 0.50 0.0002 -46.4 -2.9 22.5 14.6 0.0 -2.5 20.0 -7.5  -2.2  

2 0.000085 -2.50 -0.0010417 0.00 -2.50 -0.0010 -51.0 -3.3 26.3 17.5 0.0 -3.3 30.0 -15.0 0.4 1.5  

6 0.000254 7.5 0.003125   0.0031           

 

 

吊裝拱度控制吊裝拱度控制吊裝拱度控制吊裝拱度控制        

基於節塊吊裝工法的特性，吊裝拱度控制作業前，拱度理論值須就柱頭

節塊實際高程進行修正，其作業根據吊裝施工步驟建立控制作業表；依順序

分別考量柱頭節塊斷面實際高程修正量（Pier segment error）、節塊斷面高程

調整值（nail E.L. adjustment）、節塊頂板接合轉角修正值（Segment top rotation 

disp.）、填隙墊片修正量（filler -top +bottom）、轉角修正檢核量（Rotation influ. 

level）、節塊吊裝設計預拱值（Precamber）、吊裝前懸臂橋梁線形設計值（Before 

placing seg.）、施拉臨時預力後橋梁線形拱度預測值（After prestress (mm)）、

施拉臨時預力後橋梁線形檢核量（After prestress level）、橋梁實際線形監測

量（Monitoring level(m)）以及吊裝線形偏差量（deviation）等，各項節塊吊裝

線形調整量詳表 3 所示。  

所謂柱頭節塊斷面實際高程修正量（Pier segment error）係因考量柱頭節

塊因沈陷與澆注誤差所造成高程改變的影響量，節塊斷面高程調整值（nail 

E.L. adjustment）則為檢核節塊鑄造完成後控制點位（A,B,C,D 各點）之高程

變化情形，並將其結果導入節塊線形監控作業內，進行吊裝線形調整及修

正。節塊頂板接合轉角修正值（Segment top rotation disp.）係採自於表 2 δ 欄

中所得橋墩柱頭節塊與相鄰節塊間濕接縫結合轉角修正量（δ=-7），以此修

正該半跨徑節塊吊裝整體線形。  

 

 

 

 



表表表表 3 3 3 3 節塊吊裝線形調整量節塊吊裝線形調整量節塊吊裝線形調整量節塊吊裝線形調整量    

 Joint  No.  21 22 22 23 23 24 

 Segment  No. P87 87-S-01 87-S-02 87-S-03 

 Design  E.L.  50.387  50.393  50.393  50.399  50.399  50.405  

 Pier  seg  E.L. error(mm)  -20  -21  -21  -21  -21  -22  

 Adjustment Design E.L. RT 50.367  50.372  50.372  50.378  50.378  50.383  

Stage1 nail  E.L. adjustment(mm)  5  1      

 Seg top rotation disp(mm)  -7        

 filler(mm) -:top +:bottom        

 Rota influ level(mm)  0  7      

 Precamber(mm) C.L.+8m 2.23  0.37      

 Before  placing Seg (m)  50.374  50.380      

 After  prestress  (mm)  1.98  0.15      

 After prestress level (m)  50.374  50.380      

 Monitoring  level (m)  50.374 50.381     

 deviation(uncertainty)(mm)  0 1      

Stage2 nail  E.L. adjustment(mm)    -1  -1    

 filler(mm) -:top +:bottom        

 Rota influ level(mm)    7  15    

 Precamber(mm)    0.37  -1.81    

 Before  placing Seg (m)    50.378  50.390    

 After  prestress  (mm)  1.91  0.09  0.09  -1.85    

 After prestress level (m) 高程線 50.374  50.380  50.378  50.390    

 Monitoring  level (m) 趨勢線 50.374  50.379  50.375  50.382    

 deviation(uncertainty)(mm)  0  -1  -3  -8    

 

 

線形調整與監控線形調整與監控線形調整與監控線形調整與監控        

當完成相鄰節塊施作後，理論上該跨徑內各懸臂標準節塊吊裝線形將循

高程預測發展趨勢逐次演進。然隨著節塊懸臂吊裝長度不斷增加，因結構物

自重、活載重及其他不確定因素影響所致，後續懸臂標準節塊之線形高程將

可能產生微量偏差。因此，進行懸臂標準節塊吊裝作業時，一方面除需持續

監控及預測節塊線形表現外，亦可於標準節塊頂、底板結合榫槽或腹板剪力

榫槽處填充薄填隙墊片（filler），微量調整並修正各懸臂標準節塊間接合轉

角，亦即節塊高程幾何誤差，以使節塊高程接合線形能在施工管理範圍內。  

 



吊裝作業結果吊裝作業結果吊裝作業結果吊裝作業結果        

圖四及圖五分別為 P87 橋墩 S 側懸臂節塊完成吊裝後，懸臂兩側閉合節

塊前後，各節塊斷面實際高程與設計值之比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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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P87 橋墩 S 側節塊斷面實際高程與設計值比較（未閉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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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P87 橋墩 S 側節塊斷面實際高程與設計值比較（閉合後） 

 

六六六六、、、、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綜合監測結果得知，短線鑄造節塊香蕉效應之最大撓曲變形位於頂板接

合面中央處，約為 3~5mm；而長線鑄造則因接合節塊受束制不易發生撓曲變

形，故其香蕉效應甚小。再者，基於節塊懸臂吊裝線形控制作業手法一致，

因此不論長線或短線鑄造工法，節塊實際吊裝高程與設計值均相當接近，最

大偏差量約僅為 2~3cm，位於施工管理範圍內。換言之，整體節塊線形控制

作業及吊裝施工品質可謂相當優良。  

預鑄節塊懸臂工法之幾何線形施工控制雖不需深奧的學理背景，然嚴謹

之施工管制模式卻不可或缺，任一管控作業之疏忽或錯誤都將可能造成兩側

懸臂節塊無法順利閉合。施工控制作業關鍵主要在於節塊生產與吊裝精度控

制，其重點在於線形資料之收集與回饋，適時配合線形預測模式進行必要的

調整作業，以達成施工控制之目的，並確保橋梁完成後之應力及線形均可滿

足設計需求。  

 



七七七七、、、、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Carin, L. Roberts-Wollmann., John, E. Breen., Michael. E. Kreger., ”Temperature  

     Induced deformations in Match Cast Segments, ” PCI JOURNAL, V.40, No.4,  

     July-August 1995, pp. 62-72.  

(2) Podolny, W. Jr., ”The Cause of Cracking in Post-Tensioned Concrete Box Girder  

     Bridges And Retrofit Procedures, ” PCI JOURNAL, V.30, No.2, March-April 1985,  

     pp. 82-139.  

(3) Roberts, C. L.,”Measurement Based Revisions for Segmental Bridg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Criter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Austin ,  

     TX , December 1993.  

(4) 莊輝雄、蔡同宏，“預鑄節塊懸臂工法之施工控制作業”，中華技術第五十三

期 Jan.2002. 

(5) 莊輝雄、蔡同宏，“漫談預鑄節塊懸臂工法節塊生產”，中華技術第五十四期，

Apr.2002.  

 



都市災害防救動線之研究— 

以台中市為例 

運土部 

組  長 林明華林明華林明華林明華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台灣地區 88 年 921 集集大地震與 90 年 917 納莉風災後，災害防救

成為台灣產官學界最熱門之研究課題之一，災害防救包括預防與救援兩

大部份；預防包含在硬體工程上作健全規劃設計與施工，但往往需耗費

龐大經費與時間；軟體工程則在平時建立宣導教育組織、訂定完善救援

組織體系等，費用較省且短時間內就可見成效；救援包含硬體上添購必

要之救災設備，與軟體上建構完善救援資料庫及傳送系統等。因此災害

防救無論預防與救援均牽涉到軟硬體及主客觀因素，不僅範圍廣且甚多

因素非理論能控制。又由於規劃設計完善之災害防救硬體設施往往受限

於經費，因此一般均針對軟體措施先行改善。本論文基於都市交通規劃

是在硬體措施未改善前，先針對軟體之交通管理措施改善，以花費最小

經費獲得最大之績效。乃引發在目前國內災害防救組織動員系統之硬體

設施尚未構建前，是否可引用目前台灣都市地區已構建之運輸規劃模

式，使在災害發生後能很快轉換道路交通控制管理系統為災害防救指揮

系統，並模擬以最快速度到達災變現場搶救民眾生命財產，以減輕災變

損失。  

 由於發生災害時之交通量與交通動線和平時並不相同，因此交通管

理措施與系統亦不相同，為使目前台灣地區交通道路管理系統能在災害

發生時很快轉換為災害防救管理系統，並對災變訊息作有效率傳達，必

須對都市平時與災害發生時之交通量均加以分析。本論文以傳統程序性

整體運輸規劃理論並選擇 TransCAD 為模式軟體，因此先調查現況都市

道路狀況、行駛車種與行駛時間，及各主要道路之大眾運具比例，再經

由都市大眾運具比例與旅行時間節省，可獲得都市均衡運輸狀況下大眾

運具比例。此模式納入災害防救之需求與道路阻斷風險因子後，構建現

況及均衡運輸狀況下災害防救運輸模式，並在模擬受災區域情境後求得

現況都市之道路狀況、行駛車種與行駛時間，此結果與均衡運輸狀況比

較，瞭解現況擁擠路段所需疏散時間，及此情境下最短災害防救路徑，



此路徑可提供政府選擇都市災害防救路線及釐訂都市災害防救計畫之

參考。  

 關鍵詞：傳統程序性運輸需求模式、TransCAD、道路阻斷風險因子、

交通量指派。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同樣的自然災害在各地所衍生的災情程度卻不同，災害若發生在海

底，對生活在陸地上人們幾乎毫無影響、在人煙稀少之荒郊野外則損傷

輕微、但若發生在人口聚集都市則造成慘重傷亡。由此可知災害傷亡與

人口聚集程度成正比，人口越密集構造物越多致災情況愈嚴重，也因此

災害防救均集中於探討都市中發生災害之防治研究。以 917 納莉颱風為

例，不僅造成台灣地區嚴重財產損失與 89 人死亡之悲劇，更嚴重的是

豪雨淹沒台鐵與捷運路線，肇使整個台北都會區交通紊亂與癱瘓，其中

不包括交通延滯之民怨，實際損失已高達 400 億。另震度高達 7.2 之 921

集集大地震更造成台灣地區近 4000 人死亡之悲劇，所幸此地震之震央

在人煙較少之集集，若發生在人口聚集之都市則傷亡與財務損失將更倍

增。因此，在自然災害為天命之台灣如何建立一套及時有效救援路徑，

在自然災害發生時確實動員，掌握搶救災時效、減少民眾傷亡與財務損

失，為本論文研究主題。  

 解決都市交通問題為事先採運輸規劃與事後採交通控制管理兩種

方式。台灣都市運輸規劃一般採傳統程序性總體運輸需求模式，該模式

係從旅次發生、旅次分佈、運具選擇與路網指派，一步驟接一步驟以獲

得都市之運輸走廊及各轉向交通量，再研擬以大眾運具替代小自客以解

決交通問題，這套預測模式係以預測年各起迄點間旅行成本來訂定最短

路徑之旅次分佈與運具分配，但該項成本常需待後續交通量指派工作完

成後才能獲得，因此規劃者在使用模式預測前假設旅行成本，再以回歸

收歛方式求解預測運量。  

 本論文以家訪與交通調查方式為基礎建立都市運輸模式，經由參數

校估後之模式可求得都市平時大眾運具及私人運具比例，由於大眾運具

比例增加與旅行時間節省成二次方曲線收斂，因此可求得最適大眾運具

與私人運具比例；再經由 AHP 方法分析進出災區優先順序，及災害發

生時之風險阻斷因子，將其納入運輸規劃模式中，以完成災害防救路線

模式。並模擬災害發生時民眾逃至避難場所，及傷亡民眾在救災道路中

斷、替代道路備援等狀況下，經由模式估算及時最短到達醫院之救援路

徑，並以此路徑為基礎作為未來建構都市實質防災計畫架構之基礎。  

 

 



二二二二、、、、災害管理程序災害管理程序災害管理程序災害管理程序        

 一般而言都市災害管理均經過四個主要步驟程序，分述如後：  

1.1.1.1. 減災減災減災減災（（（（MitigationMitigationMitigationMitigation））））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本階段發生時機通常在非災害時期，其主要目的在研究災害發生的境況

及評估可能的改善策略，期望透過有效的處置步驟以減少災害的威脅，其重

點工作包含：災害潛勢分析、災害危險度分析、災害境況模擬及減災對策等。  

2.2.2.2. 準備準備準備準備（（（（PreparednessPreparednessPreparednessPreparedness））））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本階段主要工作即在現行環境、體制、資源狀況下，規劃面臨災害時可

採行的相關處置作為，使危險與損失降到最低，其重點工作包含：災害緊急

應變計畫研擬、災害緊急應變演習訓練及救災資源儲備與佈置等。  

3.3.3.3. 應變應變應變應變（（（（ResponseResponseResponseResponse））））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本階段發生時機為實際災害來臨期間，主要的工作目標在快速而有效地

掌握即時資訊、並傳遞所產生重要警訊、因應實際災害情況有效調派救助人

力與資源。其重點工作包含：即時性災害相關資訊蒐集與傳遞、災害預警、

人員疏散通報、災情通報、救災人力資源派遣及救災資源管理等。  

4.4.4.4. 復原復原復原復原（（（（RecoveryRecoveryRecoveryRecovery））））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本階段發生時機為實際災害過後，主要工作目標在如何能有效地將受災

地區加以復建，使其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原有的運作機能，並防止災後可

能引發的負面影響。其重點工作包含：災害損失通報、災區環境消毒、受災

戶補助、公共設施復原及重建等。  

 災害防救要具體有效，其相關體系的建構十分重要，整編災害防救

資源，並訂定防災規劃準則，於平時可保障環境品質，而在災害發生時

可加速動員能力使動員更具效率，以減低災害所造成的損失。都市往往

因防災觀念不足，造成主次層級不明確，對空間動線規劃、維生管線等

元素體系整合不良，使主要避難空間無法配合緊急避難或救援動線作有

效之配置，維生管線更無法提供可靠的維生機能，加上各體系的相關人

力及資源缺乏全盤性的統合，使得各元素體系間無法發揮其最佳效能。  

 

三三三三、、、、避難救援動線體系避難救援動線體系避難救援動線體系避難救援動線體系        

 防救災體系中各個子系統皆環環相扣，相互影響災害防救成效，本

論文先對避難動線體系作一研究，並將維持避難動線體系運作之道路系

統納入運輸規劃模式中。  

 道路系統能否在災後發揮必要救災及避難功能，直接影響避難與救

災的成效及傷亡的程度。道路系統對應災害發生的時序上，是第一個開

始運作的防災空間系統，不僅災民自發性自救行為藉由道路系統完成，

各防災空間系統功能的發揮，亦是藉由道路系統達成。因此，道路系統



在整體規劃作業上扮演了最關鍵的角色，是第一個必須架構完整的防災

系統。  

 道路之功能不僅止於拉進人們感情之都市交通，尚包含：供人員或

車輛通行、停車、上下車、貨物裝卸、構成街廓、日照、通風及採光所

需之生活空間、都市防災之必要空間。道路在都市防災上尚必須具有下

列功能：  

  (1) 避難用道路  

  (2) 火災蔓延之遮斷帶  

  (3) 緊急輸送用道路  

  (4) 消防用道路  

 因此道路系統在災害發生後之避難及救援行為(如圖一所示)上，具

備了最基本的功能，依據防災空間與防災時序分析，災害時避難行為發

生是先於救援行為，但避難道路的劃設，常因各區域內道路狀況不同，

而有不同的指定方式，主要是讓避難區域內居民在避難時，能以最少障

礙，迅速安全抵達避難場所的指定通道。因此避難道路劃設應考慮以下

因素：  

(1) 能安全到達避難地或安全場所。  

(2) 使人員感到有危險必須逃離時，從危險地到安全場所之步行時

間不超過一小時。 

(3) 交通量大之避難道路應設人行專用道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災害發生時人員行為模式圖災害發生時人員行為模式圖災害發生時人員行為模式圖災害發生時人員行為模式圖 

 

 一般都市道路系統因應救災需求區分為下列四種道路：  

  (1) 緊急道路：在重大災害發生後，必須確保能聯絡災區與非災區，並

得以連通各防災分區之道路。緊急道路必須維持 20 公尺以上的有效寬度，

並能直接聯通其他行政轄區，在同一行政轄區內，則可藉以連通重要防救據

點。緊急道路在災害發生後必須保持通暢，必要時更需採行交通管制，以利

救災行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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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救援輸送道路：於災害發生且災情底定後，作為運送救災物資、器

材及人員等之道路。救援輸送道路必須維持 15 公尺以上的有效寬度，並配

合緊急道路架構成完整的救災路網。救援輸送道路同時擔負消防活動、各防

災據點之物資運送及避難人員移往收容所的路徑。因此除必須維持消防機具

與車輛操作之最小空間需求外，救援輸送道路間所架構網路圍蔽的街廓，應

避免產生消防死角，且必須滿足有效消防半徑（日本訂為 280 公尺）的要求。  

 (3) 避難通道：於災害發生時災區內人員可經由避難通道抵達緊急避難

場所。以台北市為例，以寬度 8 公尺以上道路作為避難通道，且任一街廓皆

需包含兩條以上的避難通道，以預防其中一條避難道路受災阻斷而妨礙避

難。  

  (4) 避難輔助道路：當避難場所、避難據點及不同層級的防災道路間，

無法為救援輸送道路及避難通道涵蓋時，則增設輔助避難道路，以架構完整

的防災交通動線系統。  

 本論文以台中市為例構建防災道路如圖二。  

 

 

 

 

 

 

 

 

 

 

 

 

 

 

 

 

 

 都市災害防救體系另一配置重點為防救據點，防救據點因其所在地

點及規模的差異，而賦予不同的功能。其功能包含：提供區域內居民正

確的資訊、提供獨立的消防活動據點、作為避難場所、收容災民、醫療

救護、物資運輸中繼基地、糧食飲水集中配發、貯備藥物、生活必需品

及物資、作為防災教育基地等機能。  

 防災據點應就整體都市考量其配置，將防災據點設於各縣市政府、

大型集會場所、公園、學校（特別是小學）及社區中心等地點。防災據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台中市防災道路圖台中市防災道路圖台中市防災道路圖台中市防災道路圖    



點依規模及服務範圍層級分為：社區防災據點、區域防災據點及廣域防

災據點等。就其設施功能則可區分為：活動性據點、中繼據點、避難場

所據點及區域中心據點等。  

 群眾避難時之移動量化因子包含：密度（Density）、速度（Speed）

及流量（Flow），密度為單位面積內的人數；速度為單位時間內人行走

的距離；流量乃某一參考點於單位時間內通過的人數。  

 流量流量流量流量（（（（FlowFlowFlowFlow））））====速度速度速度速度（（（（SpeedSpeedSpeedSpeed））））××××密度密度密度密度（（（（DensityDensityDensityDensity））））××××通徑寬度通徑寬度通徑寬度通徑寬度（（（（WidthWidthWidthWidth））））        

 另外速度與密度間有其相依性，在通過人數較少的通道，人員可以

較快的速度通過。據相關統計數據說明：當人員密度小於 0.5 人/M
2
（即

21Ft
2
/人）時，在移動速度不受限的情況下，平均移動速度約為 1.25M/sec

（即 4.1Ft/sec），但當密度達 4~5 人/M
2
（即 2.1 Ft

2
/人~2.6 Ft

2
/人）時，

則相當於在一個非常擁擠的電梯中，人員會感到焦慮而期望快速通過。  

 緊急命令行使是防救災體系之核心，災害發生後現場救災、後續安

置、家園重建等牽涉問題千頭萬緒，部分情況更非平時法令體系所能涵

蓋與規範，緊急命令係對立法權與人民權利義務作必要之限制、賦予行

政權特別權限，  

 災害防救體系規劃首須有效利用地下空間如：地下建築物、地下街

及捷運、鐵路地下隧道等空間。地下空間雖可部份負擔避難或救援機

能，但在火災、水災或地震災害發生時，非開放空間特別是地下空間屬

較危險地方，因其疏散不易且多為密閉型空間，恐製造災害蔓延的機

會，擴大災害的傷害程度。  

 ※※※※地下空間避難困難原因有地下空間避難困難原因有地下空間避難困難原因有地下空間避難困難原因有：：：：  

  (1) 不特定人員對地下空間之利用較不易熟悉。  

  (2) 地下空間於斷電時，不易辨認避難方向，易產生混淆現象。  

  (3) 地下空間的利用較易失去方向感。  

  (4) 通往地面之避難方向多與煙霧的流動方向相同，避難機能極易受阻

礙。  

 ※※※※地下空間連接應考慮地下空間連接應考慮地下空間連接應考慮地下空間連接應考慮：：：：  

  (1) 地下空間連接時應考量使用者之流動性，並能確保人員之動線流

暢。  

  (2) 地下空間連接應設可完全遮斷防火區劃，並應確保於各位置點上，

有兩個以上方向至樓梯以通往地面避難層。  

  (3) 地下空間應設防災中心（可與管理中心合併），且須備有可同時通

話之專用設備，資訊能相互自動受信、發信。  

�  為防止災害擴大地下空間構造及防災對策設計，應有『緩衝區』

觀念。  

�  『緩衝區』於火災發生時有排煙、防火及防煙區劃功能。  

�  『緩衝區』應同時具有通行、避難的功能。  



�  『緩衝區』應整合監控中心及防災中心功能。  

 ※※※※『『『『緩衝區緩衝區緩衝區緩衝區』』』』設計應具備下列條件設計應具備下列條件設計應具備下列條件設計應具備下列條件：：：：  

  (1) 應鄰近樓梯以利通往地面層避難，並設置具排煙設備之排煙

室。                            

  (2) 排煙室與建築地下層間應設置防煙閘門。  

       (3) 由緩衝區通往地面避難層之樓梯寬度應為通道寬度 1/2 以上，

並應滿足尖峰時人員疏散需求。  

 災害防救交通動線系統之計畫標準彙總如表 1。本論文建構台中市

救災場所及社區中心如圖三、圖四，大型醫院如圖五。  

 

表表表表 1  防救災交通動線系統之計畫標準防救災交通動線系統之計畫標準防救災交通動線系統之計畫標準防救災交通動線系統之計畫標準 

計畫項目 內容 計畫標準 注意事項 

廣域防救災交

通動線系統 
 

●寬度以 15M 以上為原則 

●與防救據點之間連結 

●綠道需在 10M 以上 廣域

防救

災交

通動

線系

統的

整備 

導引設施 指示牌 

●配置通往防救據點的指示標誌 

●配置擴音器 

●易於了解之表示方

式 

中繼基地  
●建議面積約為 2~3 公頃 ●利用既有設施

（如：中、小學等） 

中繼

基地

的 

整備 
消防設備 防火用水 

●100M3  

近鄰防救災交

通動線系統 
 

●以防救據點為中心，構成間距

250M 網路 

●寬度以 8M 以上為原則 

 

避難綠道  ●寬度以 10M 以上為原則  

避難橋  ●寬度以 10M 以上為原則  

近鄰

防救

災交

通動

線系

統的

整備 導引設施 指示牌 ●指示通往防救據點之方向、位置  

資料來源：何明錦、李威儀/1998.06/『從都市防災系統檢討實質空間之防災功能』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台中市救災場所台中市救災場所台中市救災場所台中市救災場所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台中市社區中心台中市社區中心台中市社區中心台中市社區中心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台中台中台中台中市大型醫院市大型醫院市大型醫院市大型醫院    



四四四四、、、、建立搶救災運輸模式建立搶救災運輸模式建立搶救災運輸模式建立搶救災運輸模式        

 本論文應用傳統程序性整體運輸規劃理論在 TransCAD 所建立之需

求模式，即先調查分析現況都市道路狀況、行駛車種與行駛時間，及各

主要道路之大眾運具比例，再納入災害防救之需求與道路阻斷風險因子

後，構建災害防救情境下運輸模式，求得模擬災害區域後都市之道路狀

況、行駛車種與行駛時間，再經由都市大眾運具比例與旅行時間節省，

可獲得都市最適大眾運具比例，同樣納入災害防救之需求與道路阻斷風

險因子後，構建均衡運輸情境下災害防救運輸模式，求得模擬受災區域

後都市之道路狀況、行駛車種與行駛時間，此結果與均衡運輸情境下之

旅行時間比較，求得現況擁擠路段之疏散時間，進而可獲得最適災害防

救路徑。  

 進入災區之優先順序係經 AHP 方式製作問卷經專家與民眾填寫與

分析；道路阻斷風險因子則依地震震度與房屋結構之關係，兩者分析成

果均納入運輸需求模式中，作為災害防救運輸需求模式。因 TransCAD

係由運輸規劃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其驗算結果可以圖形顯示道路擁擠路

段，而基於災後政府有極大公權力調派大眾運輸工具，經由運具變更配

合交通控制管理，可獲得疏散方案與疏散時間。且因地理資訊系統最大

的功能為查詢顯示，於是本論文就不同運輸資料如：旅次空間分佈、道

路交通量指派等之特性作屬性與介面分析，連結災害防救 GIS 資料庫，

即可以圖形顯示震災後之災害防救路線。  

 基本上建構災害防救運輸模式程序敘明如后：  

     1. 1. 1. 1.    運輸規劃理論選擇：都會區運輸需求規劃理論大多採用總體程序性

整體運輸需求模式，亦即對運量預測係經由旅次發生、旅次分佈、運具分配、

交通量指派等四步驟逐步而來。  

     2. 2. 2. 2.交通調查與分析：構建運輸模式之基本資料係經交通調查而得，將調

查之資料模擬都市之路網資料編修（包含路網路段、公車路線、節點座標、

OD_PAIR、路網指派、流量速度、流量曲線）建置在旅次發生、旅次分佈、

運具分配、交通量指派等模組內，並對路網檢核（包含路網排序、路網編號、

路網編譯、路網輸出）。  

     3. 3. 3. 3. 選擇預測軟體：由於希望所選擇模式能以圖形顯示，且能與災害防救

GIS 資料庫連結，參考目前市面上之運量預測軟體，比較其功能後決定選用

TransCAD。  

     4. 4. 4. 4. 參數校估與矩陣編輯：將針對都市特性進行參數校估，並撰寫次系統

程式界面，使方便執行運輸需求預測模式中之矩陣相關資料之編修、統計、

運算及輸出。  

     5. 5. 5. 5. 構建搶救災旅次需求模式：包括以 AHP 問卷獲得進出災區優先性、

民眾逃離與救災方式、搶救災物資輸送等，並將資料納入旅次產生與旅次分

佈模式中。  



     6. 6. 6. 6. 構建災害防救路段阻斷風險模式：運輸系統規劃與一般營運管理工

程系統相同，均必須在缺乏充分資訊下完成，因此系統本身即具有天生隨機

性與不確定性，也經常使實際運作之效能無法達到理論或理想中之要求與期

望。就搶救災道路路網系統而言，所謂「可靠度」乃指相對「風險程度」，

其強調效能應是安全性，為一機率問題，即道路阻斷之機率。而路段可靠度

乃發生災害時瞬間公路路網系統之運輸能力，亦即路段暢行無阻之機率，道

路阻斷與否乃決定於路段強度與所承受之載重因子。然而因災害所產生之載

重因子亦具有隨機性，並非固定或可完全預測，加以路段強度可能隨時間或

環境因素而變化，是故路段之安全效能亦無法完全保證，此時衡量系統之安

全效能只能以機率方式。  

     7. 7. 7. 7. 獲得最佳災害防救路徑：將上述各項因子納入所構建之災害防救運

輸模式中，即可建構完成災害防救運輸模式，經由模擬受災區域後之模式運

算獲得災害防救之擁擠路段，經由模式之路口模擬運算旅行時間加以疏散，

即可求得最適災害防救路徑。  

 

五五五五、、、、TransCADTransCADTransCADTransCAD 應用於選擇救災路線應用於選擇救災路線應用於選擇救災路線應用於選擇救災路線        

 地理資訊系統自 1960 年代發展至今，對於各種資料處理、分析、

展示功能等技術大致成熟，各種應用軟體也相當完備。台灣目前學術單

位與政府部門均相繼引用在各種不同領域上。尤其在 921 大地震後，各

界更了解到地理資訊系統是災情資訊彙整的最佳工具與災後復原的最

佳依據，因此本論文乃採地理資訊系統結合運輸規劃之 TransCAD，利

用其在運輸規劃空間分析與資訊整合的優越能力，以發展緊急救援與災

後重建的路線規劃。另以往作為路徑指派或決定最短路徑時，通常只考

慮點與點之間的最短距離或點與點間最短的旅行時間，其中最短旅行時

間的決定目前是以路段的速限當作平均旅行速率，以路段長除以路段速

限得到的時間當作路段的旅行時間，如此的作法簡化了路段平均旅行速

率不易獲得的困難，但同時也忽略了路段上交通量對旅行時間的影響，

所得的結果往往與真實的情形有極大的落差。  

 本論文於取得各交通分區的 O-D 資料後，利用 TransCAD 系統中之

交通量指派功能，以使用者均衡指派法對災區路網進行交通量指派，求

得災區路網上各路段的旅行時間與旅行時間延滯，再配合路段阻斷風險

考量，作為救援路線選擇的依據，所得結果較符合真實的情形，並可作

為相關單位規劃災後緊急路線的參考。至於路線選擇模式，考慮到以往

用以決定路線選擇時所考慮的為時間之最短因子，且路段的旅行速率並

非以該路段即時的旅行時間為依據，加上未考慮災害可能造成道路損壞

不能通行的機率。因此本論文針對救災的需求建立另一路線選擇的模

式。如圖六。  



 圖六包含四個部份，(1)建立基本圖檔及屬性資料檔；(2)產生路段旅

行及延滯時間；(3)計算路段總效用值；(4)產生最適救災路線或替選道

路。  

 



((((一一一一))))建立基本圖檔及屬性資料檔建立基本圖檔及屬性資料檔建立基本圖檔及屬性資料檔建立基本圖檔及屬性資料檔        

 本論文為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強大的空間分析功能及結合運輸規劃的需

求，故選擇 TransCAD 系統作為分析的基本平台。數值路網則採用三千分一

的電子地圖作為基本路網，再依研究區域的實際情形作修改。所需屬性資料

部份則參考台灣省市區道路交通流量調查與都會區運輸系統整體規劃報告

的資料鍵入，再配合研究區域之實地調查資料加以校正。  

((((二二二二))))產生路段旅行及延滯時產生路段旅行及延滯時產生路段旅行及延滯時產生路段旅行及延滯時間間間間        

 路段的旅行時間的產生，是利用 TransCAD 系統中的交通量指派功能求

得，於建立研究區域的路網、蒐集所需的 O-D 資料及路段的容量後，利用

TransCAD 系統內建之使用者均衡模式進行研究區域之交通量的指派，指派

後即可求得各路段的旅行時間 T1。但因災害發生前及發生後道路損毀使得災

區路網會產生改變，同時各交通分區的 O-D 量也會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到各

路段的旅行時間，因此必須更新路網及 O-D 交通量重新作指派，產生災後的

路段旅行時間 T2。由 T2-T1 即可得到各路段的延滯時間。  

((((三三三三))))計算路段總效用值計算路段總效用值計算路段總效用值計算路段總效用值        

 路段總效用值主要有二項，一為路段阻斷風險效用值；另一為路段效率

效用值。路段旅行時間延滯的產生是由於災害對道路破壞及交量改變所導

致，而路段阻斷的風險主要考慮道路無法通行或兩側建築物破壞之機率。因

此路段總效用值即為路段效率效用值加上路段阻斷風險效用值。換言之，路

段總效用值愈大代表該路段產生的延滯及可能阻斷風險愈小。以此作為最適

救災路線或替選道路選擇的依據。  

((((四四四四))))產生最適救災路線或替選道路產生最適救災路線或替選道路產生最適救災路線或替選道路產生最適救災路線或替選道路        

 最適救災路線或替選道路的產生主要即依據各路段總效用值，利用

TransCAD 內建最短路徑的分析功能，將其抗阻因子設定為路段總效用值，

即可產生最適的救災路線，將最適救災路線之效用值變更，再重新分析，即

可得到效用次大的路線，以作為替選路線。  

 

六六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以台中都會區已構建之總體程序性運輸需求模式為基礎，站

在災害防救交通分析之觀點，經由經濟效益與旅行時間預測，進行災害

防救時最適化避難路線或替選道路之研究，期將都會區災害防救地點位

置作合理分配，並在災害發生時提供救難者時間資訊，使都市整體資源

作最有效利用。以下簡述本研究所得之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1.1.1. 全日運輸需求模式所估算台中市救難點與避難點間之時間，成果尚

稱良好，若再以尖峰模式模擬災害發生時之避難時間，則避難時間較長，因

此災害若發生在尖峰時間影響較大。且災後第一天若政府頒布緊急命令或宣



佈不必上班上學，可減少通勤旅次而使都市街道交通情況較好。另經由全日

運輸需求模式估算台中市在均衡運輸情形下，納入包括救難人員與救災物資

輸送等災害防救運輸需求與道路阻斷因子，最適大眾運輸比例為 22.5%。  

     2. 2. 2. 2. 以台中市運算結果台中港路災害防救需求最強烈，即都市中道路越

寬(車道數越多)，運輸需求越大；道路兩側發展強度越高，災害防救需求越

強烈。但以往都市開發強度係採建蔽率控制，而建蔽率由臨街面道路寬度控

制，臨街面道路越寬則可建樓層越高。事實上道路除作交通使用外，尚兼有

災害防救災用途，單以道路寬度控制開發強度並不合理，因此目前改以較合

理之容積率控制，對於災害防救亦有助益。  

     3. 3. 3. 3. 街道寬度小於 10 公尺則大眾運具行駛困難，運輸規劃均不考慮，

但災防道路須全盤考慮，以便災害發生後可轉換為救災道路，但道路寬度小

於 10 公尺則救災困難特性，可以台中市舊市中心區在災害發生時救災不易

獲得驗證。  

     4. 4. 4. 4. 台中市災害防救路線選擇模式，平時作為規劃緊急災害防救之演練

路線，以演習減輕受災風險。並在災難發生後災區路網系統若有變動，重新

輸入災區路網與起迄資料，模式即可馬上更新災害防救路線，並經由模擬路

線迅速到達救災，以減輕災害的損失。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1. 1. 1.每一都市都有其特性，本文所建立之台中市設施服務點指派模式係利

用區位理論中之區心理論求解，惟假設設施無容量限制及需求點不可切割，

建議後續研究可加入設施容量限制、需求點之可切割性及台中市車流特性，

以更確實反映災害防救路線之實際狀況。  

     2. 2. 2. 2. 本文利用 GIS 與 TransCAD 軟體結合，將運輸需求模式與設施服務

範圍及其緊急疏散路徑評估模式結合，初步證明其確實可行，由於 GIS 軟體

之間資料處理能力以及圖性處理能力功能強大，可迅速將結果展示於圖形

上，非常有實務運用上之價值，建議政府之災害防治處理模式應與 GIS 結合，

以增進處理效率。  

     3. 3. 3. 3. 本文所建構之分析模式是在已知都市救災道路路網及其避難場所

區位之假設下，但救災據點固定，而接受救助者之位置卻是隨機發生，因此

建議後續研究可將上述因子結合，在設定之最大疏散時間下，分析所需之各

種避難場所及其區位，及其救災道路路網規模，作為都市災防規劃設計之依

據。  

     4. 4. 4. 4. 台中市鄰里往來避難場所之交通狀況尚稱良好，少數因連接道路寬

度不足延誤避難時間之案例，已在模式中模擬改善，但部份位置偏遠地點則

需在未來釐定災防計畫時增設防災據點，或考慮災後由政府發佈緊急命令改

善災後道路交通混亂情形，期能避免避難時間超過六分鐘之狀況。  

     5. 5. 5. 5. 交通行為是一種動態行為，隨時依個人之心態、認知、思考、行為、

績效而改變，因此運輸模式必須經常校估回饋，始能獲得符合都市實際發展



之成果。而災害防救更必須理論與實務結合相互印證，因此災害防救路線必

須時時回饋修正與實際演練，再以實際需求回饋模式，模式校核參數後可獲

得更符實際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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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AutoCAD VBA 與路線設計程式

之整合規劃 

航測部 
經  理 鄧曜輝鄧曜輝鄧曜輝鄧曜輝 

運土部 
工程師 林賢欽林賢欽林賢欽林賢欽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文簡單介紹 AutoCAD VBA 及新一代視窗 Fortran 語言(Visual Fortran)，並

利用混合語言程式之架構與開發技術，嘗試以 AutoCAD 為操作界面，並以原

DOS 下 Fortran 撰寫之路線設計程式為核心，透過 VBA 之開發，以 Visual Fortran

作較少的改寫，整合為一個完整的外掛應用程式。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AutoCAD 繪圖軟體的運用相當普遍，且 AutoCAD 提供的開發工具從最早的

Autolisp、DCL、ADS，到後來加入的 ARX、ADE 及 VBA，種類甚多，可以提供各

類語言之程式開發，目前 AutoCAD 在本司內不僅軟體使用者眾，熟悉 AutoCAD 程

式設計之高手更是不計其數，唯獨比較少見以 ARX 或 VBA 技術之發表。另外，由

於早期應用程式以主機、工作站、PC DOS 作業系統為主要開發環境，程式安裝與

使用單純，無論司內、司外，甚至各工程、學術界皆陸續累積龐大的程式資產。近

年來由於微軟 Windows 作業系統的竄起，依其圖形化使用者界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使用靈活的優勢，儼然躍居主流地位，反令各單位費心於累積的程式資產

是否因應視窗化重新改寫而猶豫。由此思考出發，本文嘗試以 AutoCAD 為操作界

面，並以原 DOS 下 Fortran 語言撰寫之路線設計程式為核心，透過 VBA 之開發，以

Visual Fortran 作較少的改寫，完成整合的目的。  

 

二二二二、、、、AutoCADAutoCADAutoCADAutoCAD 操作界面與操作界面與操作界面與操作界面與 VBA VBA VBA VBA     

AutoCAD 自從提供 ActiveX 界面後，程式的開發已不再受限於 Autolisp 與 C++ 。

ActiveX 界面使得程式開發者可以利用更多不同的程式設計語言(如 Delphi，Java，

C++，VB 等)操控 AutoCAD 的物件，而每一物件均代表一個 AutoCAD 的精確組件，

包含各種圖形物件、型式設定、組織結構及圖面顯示等，各類物件採階層式架構，

其模型如圖一。此外，AutoCAD 亦提供 VBA 界面，隨軟體免費安裝，使 VBA 與



AutoCAD 執行於同一處理程序，方便程式快速執行，且透過 VBA 的表單(Form)，快

速有效的建構對話方塊，可讓開發者原型化(Prototype)應用程式，也就是程式設計者

可自由開發圖形化使用者界面，只要傳遞之參數界面(Parameter Interface)不變，將不

影響開發者的後端程式。 

 

 

 

 

三三三三、、、、新一代視窗新一代視窗新一代視窗新一代視窗 FortranFortranFortranFortran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Visual Fortran(Visual Fortran(Visual Fortran(Visual Fortran，，，，VF) VF) VF) VF)     

一直以來，工程、學術界多以 Fortran、C、Basic 語言從事程式之開發分析與設

計，所累積的經驗是極其龐大而無價的資產，但是在面臨圖形化使用者界面日漸受

到重視的情況下，以 Basic 、C 之類似語言為結構的物件導向開發軟體 VB、V C++ 相

繼衍生，其中 Fortran 語言一度由於相關資源不足，在發展上產生障礙，直到新一代

視窗 Visual Fortran 誕生後方才徹底解決。VF 可以支援完整的 Fortran 95 程式語言標

準，同時完全向下相容支援 Fortran 90/77/66，並且提供內建的模組精靈，可以輕鬆

使用 ActiveX，快速建立應用程式。此外還支援 Win32 通用控制界面模組(Common 

Controls Interface Module)，這意味著早期開發的 Fortran 程式可以用最少的改變，完

成新一代視窗化的需求。VF 除了可以利用本身的 Quick Win 模式提供圖形化使用者

界面外，也可以利用 Fortran 本身快速的運算功能，透過混合語言程式(Mixed-Language 

Programming)的模式，與圖形化使用者界面表現優異的 VB、VC++ 架構完整快速的

應用程式。  

 

 



四四四四、、、、混合語言程式之架構與開發技術混合語言程式之架構與開發技術混合語言程式之架構與開發技術混合語言程式之架構與開發技術        

混合語言程式是利用兩種以上的程式語言分別撰寫程式後，連接組合成一個應

用程式；如此架構的應用程式可以善用各種程式語言的優點，避免其缺點，收截長

補短之效。微軟(Microsoft)提供之混合語言包括：32 位元版之 VB、C、 C++ 、MASM

及 Fortran 等；本文選擇之混合語言即以 Fortran 為主體，取其優異的數值演算能力及

原有開發之成果，加上 VBA 在圖形化使用者界面設計之簡便，連結為一個完整的應

用程式(如 圖二 )，以期提升軟體的功能與價值。  

 

 
 

混合語言程式的開發技術主要在於兩種以上的語言彼此之間變數型態(Data 

Type)與變數值(Argument Type)的傳遞(如表 1 、表 2)，只要變數型態與變數值傳遞

的界面無誤，則混合語言程式與一般語言程式使用上就無太大差別。尤其 Fortran 與

VB 因其變數傳遞上均為傳址呼叫(Call by address/ reference)，傳遞上更是簡便；除了

在變數型態上，Fortran 的複數(Complex)及 VB 的變數(Variant)、日期(Date)、貨幣

(Currency)不能完全互通，需自行定義型態解決外，皆可互通有無。  

 

 

 

 

 

 

 

 

 

 



表表表表 1  1  1  1  各語言相對等之變數型態各語言相對等之變數型態各語言相對等之變數型態各語言相對等之變數型態(Equivalent Data Type)(Equivalent Data Type)(Equivalent Data Type)(Equivalent Data Type) 

Fortran Data Type C Data Type 
Visual Basic 

 Data Type 
MASM Data Type 

Integer(1) Char --- Sbyte 

Integer(2) Short Integer Sword 

Integer(4) Int, Long Long Sdword 

Real(4) Float Single Real4 

Real(8) Double Double Real8 

Character(1) Unsigned char --- Byte 

Character*(*) --- String --- 

Complex(4) 

Struct complex4 

{float real, imag; 

}; 

--- 

Complex4 struct 4 

real real4 0 

imag real4 0 

complex4 ends 

Complex(8) 

Struct complex8 

{double real, imag; 

}; 

--- 

Complex4 struct 8 

real real8 0 

imag real8 0 

complex8 ends 

All Logical types Use integer types for C、MASM and Visual Basic 

    

表表表表 2  2  2  2  各語言變數值各語言變數值各語言變數值各語言變數值(Arguments)(Arguments)(Arguments)(Arguments)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    

Language Argument Type 
To Pass by 

Reference 
To Pass by Value 

Scalars and 

derived types 
Default Value option 

Fortran 

Arrays Default 
Cannot pass by 

value 

Non-arrays 
Pointer 

argument_name 
Default 

Visual C/C++ 

Arrays Default 
Struct {type} 

array_name 

Visual Basic All types Default ByVal 

Assembler(X86) 

MASM 
All types PTR Default 

 

 



五五五五、、、、AutoCAD VBAAutoCAD VBAAutoCAD VBAAutoCAD VBA 與路線程式之整合規劃與路線程式之整合規劃與路線程式之整合規劃與路線程式之整合規劃        

((((一一一一)AutoCAD VBA)AutoCAD VBA)AutoCAD VBA)AutoCAD VBA 程式之撰寫程式之撰寫程式之撰寫程式之撰寫        

1.1.1.1. AutoCAD 功能表與工具列  

AutoCAD ActiveX Automation 提供了對目前 AutoCAD 階段作業中功能表和工具

列自訂的廣泛控制。透過 ActiveX/VBA 可以編輯、增加或完全置換現有功能表結構，

也可以管理工具列。自訂功能表、工具列能夠藉由陳列應用程式特有的作業或濃縮

多重步驟的作業成為單一功能表選取而增加生產力，實際應用如 圖三 。程式範例

可自行參閱 AutoCAD 訓練教材-ActiveX 與 VBA 開發人員手冊。  

 

 
2.2.2.2.巨集表單之應用  

表單是圖形化使用者界面最基本的建置區塊，透過表單，可以將任何選取的

ActiveX 控制項從工具盒(Toolbox)拖曳到表單上，任意調整控制項大小(size)與性質

(property)，再加入運作功能(程式碼)到控制項，就能為表單注入生命。可惜Visual Basic

能支援許多不同類型的表單，AutoCAD VBA 卻僅支援使用者表單，否則 AutoCAD

的外部支援將更為龐大。在實際應用上，由於 AutoCAD 的功能表、工具列只能呼叫

巨集(Marco)，無法直接載入表單，因此必須先建立一個巨集模組(Module)供功能表、

工具列叫用，再於模組中載入表單執行，程式範例說明如下。 

功能表巨集部分程式：  

    Dim newMenuItem As AcadPopupMenuItem  

    Dim openMacro As String  

      openMacro = Chr(3) + Chr(3) + Chr(95) + ”Macro1” + Chr(32)  

      set newMenuItem = newMenu.AddMenuItem _  

                     (newMenu.count + 1 , “執行巨集” , openMacro)  

Module 部分程式(新建巨集 Macro1)：Form1.show 

       表單部分(新建表單 Form1)即可喚起。 



((((二二二二)Fortran DLL)Fortran DLL)Fortran DLL)Fortran DLL 程式之撰寫程式之撰寫程式之撰寫程式之撰寫        

DLL 程式即動態連結檔(Dynamic Link Library)之簡稱，也就是由一個或多個函數

所組成，經由編譯(Compiler)及連結(Link)後，所產生與執行檔分離之函式庫。此類

函式庫有許多特點，包括可供多程式共同使用，而不必像傳統之 library 函式庫，必

定與前端主程式連結，方便程式開發；程式易維修與升級，可獨立修改後端函式庫，

而不影響前端主程式；不必像 COM 元件必須註冊，開發環境單純；執行時隨主程

式呼叫方才動態載入，可減少記憶體的需求，執行效能也不會因函式庫分離而降低。  

1.1.1.1. 傳統 Fortran 程式之改寫  

傳統 Fortran 程式要改寫為 DLL 界面，主要必須先去除所有的使用者界面，也就

是先將主程式改為函數，即將 Program 改為 Subroutine 或 Function，然後將所需要輸

入之值轉為參數型式輸入，再定義對應之公有函數即可解決，程式範例說明如下。 

  

原始程式原始程式原始程式原始程式：：：：        

    Program  fordll32  

    Character*(*)::stopath,filestr,str  

    Integer(4)::lnname(3)  

    Integer(2)::num  

    Read(*,*)   lnname(1),lnname(2),lnname(3),num,stopath,filestr,str  

    以下省略  

改寫程式改寫程式改寫程式改寫程式：：：：        

    Subroutine fordll32(lnname,num,stopath,filestr,str)  

       !Dec$ Attributes Dllexport::fordll32  

       !Dec$ Attributes alias::”fordll32”::fordll32  

    Character*(*)::stopath,filestr,str  

    Integer(4)::lnname(3)  

    Integer(2)::num  

    以下省略 

 

2.2.2.2. VBA 呼叫 Fortran 函數之宣告與對應  

VBA 程式撰寫時，可在 Moudule 中以 Declare 定義 Fortran DLL 函數及變數之型

態，然後在 Fortran 程式部分定義!DEC$ATTRIBUTES 對應，程式範例說明如下。 

 

表單表單表單表單 FormFormFormForm 之部分程式之部分程式之部分程式之部分程式：：：：        

Private Sub obnOpen_Click()  

    Dim lnname(1 to 3) As Long  

    Dim num As Long  

    Dim Stopath As String*80, Filestr As String*80, Str As String*80  

    Call fordll32(lnname(1), num, stopath, Len(stopath), Filestr, _  



Len(Filestr), Str, Len(Str))  

    以下省略  

ModuleModuleModuleModule 部分程式部分程式部分程式部分程式：：：：        

    Declare Sub fordll32 Lib “C:\windows\system32\fordll32.dll” _  

(lnname As Long, num As Integer, Byval stopath As String, _  

      Byval stopathLEN As Long, Byval FileStr As String, _  

      Byval FileStrLEN As Long, Byval Str As String, Byval StrLEN As Long)  

    以下省略  

FortranFortranFortranFortran 部分程式部分程式部分程式部分程式：：：：        

    Subroutine fordll32(lnname,num,stopath,filestr,str)  

       !Dec$ Attributes Dllexport::fordll32  

       !Dec$ Attributes alias::”fordll32”::fordll32  

    Character*(*)::stopath,filestr,str  

    Integer(4)::lnname(3)  

    Integer(2)::num  

    以下省略  

  

六六六六、、、、程式應用範例程式應用範例程式應用範例程式應用範例        

本文以 AutoCAD 為操作界面，嘗試將原 DOS 下撰寫之平縱面線形程式重新改

寫後，以國道一中山高速公路路竹交流道各匝道之平面線形及匝道(Ramp13)縱面線

形為例，應用如下：  

1. 1. 1. 1. 程式首先開啟 AutoCAD 後，可在主畫面面板發現已新增一組功能表與工具

列，如圖三。  

2.2.2.2. 點選子功能表中之平面線形設計，下層有新增輸入檔與開啟舊有輸入檔之選

項，選擇新增輸入檔將執行並開啟小作家應用程式(NotePad)，提供程式輸入檔(Input 

File)之撰寫，或選擇開啟舊有輸入檔將透過微軟的通用對話方塊(Common Dialgram)

提供輸入檔之路徑及檔名(中山高路竹交流道各匝道平面線形之輸入檔及路徑、檔

名，如 圖四)，然後直接執行程式運算，若程式運算錯誤或無解，將出現警告視窗

後終止程式；若程式執行無誤，則自動將資料繪出於 AutoCAD 之繪圖區，成果經

UCS 旋轉後，如圖五。  

3. 3. 3. 3. 縱面線形設計方式原則上與平面設計相同，點選子功能表中之縱面線形設

計，下層亦有新增輸入檔與開啟舊有輸入檔之選項，輸入檔之應用(中山高路竹交流

道匝道 Ramp13 之縱面輸入檔及路徑、檔名，如圖六)及程式運算後之自動繪出縱面

圖成果，如圖七。  

 

 

 



 

 

 



 
 

七七七七、、、、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1.1.1. AutoCAD 軟體的運用已日漸普及，相對於提供之開發工具種類亦越多，可以

符合擅長各類語言之設計者，唯獨少見以 VBA 之技術發表，本文謹就 AutoCAD VBA

之應用，提供分享，冀望能有拋磚引玉之效，更多 VBA 設計者發表高論，減少有

興趣者之學習障礙。  

2.2.2.2. 本文提供簡單的混合程式語言技術，方便 Fortran 之原程式與 VBA 作整合，

減少程式改寫付出之成本；至於 C 語言之變數型態與變數值傳遞亦可參考表 1、

表 2，相關技術發表及範例，坊間書籍甚多。  

3.3.3.3. 在 AutoCAD 繪圖功能開發部分，透過 VBA 架構之混合程式不需經過 DXF 檔

之轉換，可以直接成圖，將提供需要繪圖功能之開發程式，另一方便之架構模式。  

4.4.4.4. VBA 與路線程式之整合至今仍在發展中，透過 VBA，後續將可加入報表規

劃，及加強輔助路線繪圖功能等。  

 

 

 

 

 

 

 

 

 

 

 



表表表表 1  1  1  1  各語言相對等之變數型態各語言相對等之變數型態各語言相對等之變數型態各語言相對等之變數型態(Equivalent Data Type)(Equivalent Data Type)(Equivalent Data Type)(Equivalent Data Type) 

Fortran Data Type C Data Type 
Visual Basic 

 Data Type 
MASM Data Type 

Integer(1) Char --- Sbyte 

Integer(2) Short Integer Sword 

Integer(4) Int, Long Long Sdword 

Real(4) Float Single Real4 

Real(8) Double Double Real8 

Character(1) Unsigned char --- Byte 

Character*(*) --- String --- 

Complex(4) 

Struct complex4 

{float real, imag; 

}; 

--- 

Complex4 struct 4 

real real4 0 

imag real4 0 

complex4 ends 

Complex(8) 

Struct complex8 

{double real, imag; 

}; 

--- 

Complex4 struct 8 

real real8 0 

imag real8 0 

complex8 ends 

All Logical types Use integer types for C、MASM and Visual Basic 

 

 

表表表表 2  2  2  2  各語言變各語言變各語言變各語言變數值數值數值數值(Arguments)(Arguments)(Arguments)(Arguments)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    

Language Argument Type 
To Pass by 

Reference 
To Pass by Value 

Scalars and 

derived types 
Default Value option 

Fortran 

Arrays Default 
Cannot pass by 

value 

Non-arrays 
Pointer 

argument_name 
Default 

Visual C/C++ 

Arrays Default 
Struct {type} 

array_name 

Visual Basic All types Default ByVal 

Assembler(X86) 

MASM 
All types PTR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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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鑄工廠生產排程最適化模式之探討 
運土部 
工程師 黃少廷黃少廷黃少廷黃少廷 

台灣科技大學

教        授 呂守陞呂守陞呂守陞呂守陞 

  

一一一一、、、、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由於台灣地區建設快速發展，使得建築工程不斷地推出，在如此競

爭的環境中，若能快速、經濟且能維持品質地完成，則必能搶得先機。在建

築的生命週期中影響最深的是主體工程，而主體工程的完成需要大量的勞

工，但因為近年來人工的成本越來越高，再加上傳統工法的性質及材料的特

性，使其所要投入的時間及成本也是最多的。而在講求時效及環保意識高漲

的情況下，傳統的工法漸漸地無法應付目前的需要。因此，強調時效性的預

鑄工法逐漸地被引入國內，再加上政府推動營建自動化，及各種利多因素，

使得預鑄廠相繼地設立。  

國內建築工程在主體工程作業中，長久以來大多沿用傳統模板施工。近

年來由於政府大力推動國家建設，國內營建工程界積極考慮採行預鑄工法施

工，一來藉以克服技術勞力普遍短缺的問題；另方面在策略上改善施工作業

流程而消除等待，並將工作簡化，藉以提昇工程品質及生產力、降低作業成

本。然而由於預鑄工廠在初期設置時投資額較高，其生產計畫、鋼模數量及

資源調配對於成本有關鍵性之影響。因此，如何研擬一個完整預鑄構件生產

計畫、減少鋼模購置量及人工成本，將是預鑄工廠生產策略模型中重要之研

究課題。  

 

二二二二、、、、預鑄工廠現況預鑄工廠現況預鑄工廠現況預鑄工廠現況        

((((一一一一))))預鑄工廠的生產流程預鑄工廠的生產流程預鑄工廠的生產流程預鑄工廠的生產流程        

所謂「預鑄工法」即將結構物的組成單元分別地預先製作，再經由不同

或類似結構單元的組合，或配合場鑄混凝土組合成結構體，有時為了實際的

需要，預鑄構件亦可施加預力以增加結構的強度。而預鑄工廠就是生產預鑄

單元的工廠，無論是場鑄或廠鑄，都是將原來在現場製作的單元交給預鑄廠

生產，再將生產完成的版片單元運送到現場進行組裝。因此，預鑄版片的生

產無論是場鑄或廠鑄，其生產流程和現場製作的流程大致上是相同的，所不

同的是在預鑄廠會考慮到自動化生產及生產力的提升問題，所以將原來的生

產流程，分成幾個並行的作業，同時進行，進而達到自動化及生產力的要求。  

 在本模式中，主要是在資源限制下進行排程，因此，採用類似 CYCLONE

的方式來表現各工作站資源的流向，如圖一 ~ 圖七 。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工作站一工作站一工作站一工作站一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工作站二工作站二工作站二工作站二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工作站三工作站三工作站三工作站三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工作站四工作站四工作站四工作站四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工作站五工作站五工作站五工作站五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    工作站六工作站六工作站六工作站六    

    

    

    

    

    

    

    

圖七圖七圖七圖七    工作站七工作站七工作站七工作站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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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模式中又將生產流程依工作的相關性分成三個主要的階段，第一階

段為鋼筋籠製作區，亦即工作站一；第二階段為主流程區，其中包含工作站

二至工作站六；第三階段為版片修飾區，亦即工作站七，如圖八。為方便說

明起見，在往後的文章中將第一階段稱為 A 區；第二階段稱為 B 區，第三

階段稱為 C 區。在這三區中相同的資源可相互使用，以達到充分利用的目

的，並在 A 區與 B 區之間，設置緩衝區(鋼筋籠堆置區)，以降低瓶頸作業對

整個生產作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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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流程型工廠流程型工廠流程型工廠流程型工廠  

 在 B 區的生產流程從組模、瓷磚鋪設到蒸汽養生，其生產步驟中有一

定的程序，且每一個版片都必須經過多個不同的工作站，此種生產方式與流

程型工廠(Flow Shop)的定義相同。因此，本研究採用工業工程中解決流程型

工廠問題的方法，作為本模式的主要架構。  

1. 1. 1. 1. 流程型工廠定義流程型工廠定義流程型工廠定義流程型工廠定義        

流程型工廠之定義，為一個工作(job)必須經過多個不同的機器才能完成

生產的動作，而各工作在經過各機具的生產步驟中有一定的程序。  

2. 2. 2. 2. 求解方法求解方法求解方法求解方法        

Johnson 於 1954 年發表的 Johnson rule 後，針對流程型工廠排程之研究陸續有

學者發表文章。Johnson rule 只適用於兩部機具，對於三部以上機具的問題並不適

用。在 Coffman(1971)和 Rinnooy Kan (1976)發表的文章中證明三部以上機具屬

NP-Complete 的問題，而流程型工廠屬 NP-Complete 的問題。Ignall and Schrage(1965)

提出整數規劃(integer programming)及分枝界限法(branch-and-bound)可求得流程型

工廠的最佳解(Optimal Solution)。然而，利用數學規劃或嚴謹的分析流程來搜尋最

佳解，勢必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在實務應用上較不易落實，且常侷限於規模較小

的排程問題。        

Palmer(1965)的啟發式解法是給每個工作一個斜率指標(Slope Index)，而這個指

標是基於一個工作，在依序經過的機器(machine)中，若處理的時間隨著機器的增

加而有增加的傾向，則給予這個工作較高的優先排序指標；反之，若有減少的傾

向，則給予這個工作較低的優先排序指標。Gupta(1971)也是計算每個工作的排序

指標，用來決定生產的順序。Campbell , Dudek and Smith (CDS) (1970)的啟發式解

法則是將 Johnson 法則延伸，將Ｍ個 machine 的問題，分成 M-1 個兩個 machine 的

問題，再以 Johnson 法則對Ｍ-1 個問題進行排序，進而找到較佳的排序。

Dannenbring(1977) 則是將 Palmer 和 CDS 結合，發展出 RA(rapid access)的啟發式解

法，將Ｎ個 job 的Ｍ個 machine 的問題，轉成一個Ｎ個 job 兩個 machine 的問題，

再以 Johnson 法則決定順序。Nawaz, Enscore and Ham(NEH)(1983)則根據一個工作在

經過每個 machine 的總流程時間，較長者有優先進行排序的觀念。首先選擇兩個

總流程時間最長的工作進行排序，找到流程時間最少的排列順序，再以此排列順

序將總流程時間第三長的工作以插入的方式進行排序，得到三個工作下的最佳排

列方式，其他的工作就是以此種插入的方式得到最佳排列組合。Hundal and 

Rajgopal(1988)認為 Palmer 的方法在 Job 越大時所得到的結果誤差越大，因此，他

對 Palmer 的指標做了一些改善，使每個工作都有兩個指標，而每個工作以這兩個

指標個別排序，產生兩種排列方式，較好的則為最後的排列順序。Taillard(1990)

則是運用 Tabu 的方式找到排序的組合；Ogbu and Smith(1990)以模擬退火的方式找

出排列順序；Ho and Chang(1991)則是以求得在排序中最小的 gap，進而得到啟發

式解。而近幾年來，陸續發展出各種新式的演算法，如 Cleveland and Smith (1989)，

Reeve (1993)，Chen,Vempati and Aljaber (1995)，[Chan 1999]利用基因遺傳演算法



(Genetic Algorithms)作為求解的工具。[Chan 1999]並運用在預鑄廠的生產上，但只

針對預鑄廠 B 區的部份，且未考慮到資源限制的情況。  

由上述之討論看來，在求解的方法上，多偏向使用啟發式解，且在資源限制

上的討論幾乎是微乎其微，其緣故主要是由於解析法一方面所要耗用的計算機資

源太過龐大；另一方面是因為模式的建立並不容易、適用範圍不大、彈性較小。  

然而，啟發式的方法固然有其簡便的優點，但由於其乃是訂立一些規則

來求取良好的解，而這些原則並不一定適用所有情況，因此在實用上受到限

制。再就一般工程人員而言，並無法容易地使用以上方法來規劃排程。        

((((三三三三))))生產流程的影響因子生產流程的影響因子生產流程的影響因子生產流程的影響因子        

由以上的生產流程、資源流向及預鑄廠的特性，可歸納出影響生產流程

的因子有以下幾點 : (1)人工(2)天車(3)鋼筋籠堆置區及蒸汽養生的啟動數量

的大小(4)多專案需求(5)共同資源的分享與否，其相互關係如圖九 。由圖中

可看出，共同資源的分享與否及到期日的改變，會影響人工、天車、鋼筋籠

堆置區大小及蒸汽養生數量對總流程時間的影響。  

 

 

 

 

    

    

    

    

    

    

圖九圖九圖九圖九    預鑄廠影響因子關係圖預鑄廠影響因子關係圖預鑄廠影響因子關係圖預鑄廠影響因子關係圖    

 

((((四四四四))))資源的取用順序資源的取用順序資源的取用順序資源的取用順序        

 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多專案且資源限制下的情況。因此，本研究中採

用派工法則的觀念，決定各工作取用資源的順序。在本模式中，以現場工作

人員最易判斷的先到者先服務(FCFS)的方式，作為取用資源的依據; 先到

者，優先取得資源。  

((((五五五五))))多專案的考量多專案的考量多專案的考量多專案的考量        

 預鑄廠的生產通常必須配合工地做不同的生產計畫，而不同的工地有

不同的到期日要求。在本研究中，在考量到期日對總流程時間的影響時，為

使專案一與專案二都能達到到期日的要求，在本模式採用如圖十 中，du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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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多計畫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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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享與
否



difference (project2 due day- project1 due day)的觀念，也就是在 Makespan(FTmax)

求出後，在 due day difference 之間，不能有專案一版片的生產。  

 

 

 

 

 

 

圖十圖十圖十圖十    多專案間到期日關係圖多專案間到期日關係圖多專案間到期日關係圖多專案間到期日關係圖    

 

三三三三、、、、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基因遺傳法已被廣泛應用於各類的最佳化問題，而本研究亦將以基因遺

傳法建構排程模式，茲將基因遺傳法介紹如下:  

((((一一一一))))基因遺傳法介紹基因遺傳法介紹基因遺傳法介紹基因遺傳法介紹        

基因遺傳法（Genetic Algorithm）是在 1970 年代由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 John Holland 教授提出，而後廣泛應用於商業、科學以及工程等各種領域

中。  

基因遺傳法是一種仿效自然選擇及基因遺傳機制的搜尋技術，其原理是

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模擬自然界適者生存的原則，藉由隨機性的選取、基因

配對交換（crossover）以及基因突變（mutation）產生後代（offspring）。再

由目標值所構成的外界環境評估個體之適應程度（fitness），根據其適應程

度的高低進行複製（reproduction），而產生新的族群。這些新產生出來的族

群就作為搜尋的新出發點，對整個搜尋空間做逐次的搜尋，經過數代之後找

到一或多個適合此一環境之解，以下針對本研究的運作流程逐一說明。  

((((二二二二))))編碼與解碼編碼與解碼編碼與解碼編碼與解碼        

   在本模式中，因為每個工作所要經過的工作站有相同的程

序，因此，只要決定每個工作的生產順序即可。在本模式中，吾人

以 Bean(1994)所提出 Random numbers代表各工作生產順序的指標。  

          字串：【0.9,0.62,0.5,0.85,0.13,0.29,0.16,0.4,0.8】  

數值數值數值數值  0.9  0.62  0.5  0.85  0.13  0.29  0.16  0.4  0.8  

字元字元字元字元  1  2  3  4  5  6  7  8  9  

       ‧解碼：  

順順順順位位位位  1  4  5  2  9  7  8  6  3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A  B  C  D  E  F  G  H  I  

    

    ((((三三三三))))運算元決定運算元決定運算元決定運算元決定        

project2 due day

Project1

project2

due day
difference

project1 due day

Makespan



基因遺傳法的運算元包含了交換運算元與突變運算元，在本模式中交換

運算元是利用 UX3 選取子字串的觀念，發展出 RUX3；而突變運算元是利用

UM3 的觀念發展出 RUM3。 

1. RUX31. RUX31. RUX31. RUX3：：：：        

UX3 原本是適用於有固定先行後續的排序問題的交換運算元，但在本模式中

的排序問題上每個字元的 random number 就好比先行後續的關係，因此，本模式

結合 UX3 及 random number，發展出 RUX3，步驟如下:  

(1)選取親代字串父代字串 1 及父代字串 2 之兩個交換位置，設為 2，6，如圖

十一 所示。  

 

 

 

 

圖十一圖十一圖十一圖十一     (RUX3)選選選選取次字串取次字串取次字串取次字串    

 

(2)找出父代字串 1 被選取之次字串（即 3456），以及在父代字串 2 中按照父

代字串 2 之字元次序且不與父代字串１重複之字元，如圖十二 所示。  

 

 

 

圖十二圖十二圖十二圖十二  (RUX3)找出被選取的字元找出被選取的字元找出被選取的字元找出被選取的字元 
 

(3)比較 random number 的大小，選取字元填入新的子字串之中，如圖十三 所

示。  

 

 

 

 

圖十三圖十三圖十三圖十三    選取字元填入新的子字串選取字元填入新的子字串選取字元填入新的子字串選取字元填入新的子字串    

 

 

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1

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 2

2 36 78

0.98 0.340.89 0.010.19

134 68

0.310.820.88 0.150.29

1 45 9

0.56 0.490.73 0.61

2 579

0.54 0.470.760.81

5 9 1 4

0.73 0.61 0.56 0.49

3 7

0.82 0.76

2 8 6

0.54 0.29 0.15

5 9 1 4

0.73 0.61 0.56 0.49

3 7

0.82 0.76

2 8 6

0.54 0.29 0.15

5

0.73

3

0.82

7

0.76

9

0.61

2

0.54

1

0.56

4

0.49

8

0.29

6

0.15



(4)父代字串 2 可依同樣步驟，找到新的子字串，如圖十四 所示。  

 

 

 

 

    

圖十四圖十四圖十四圖十四    另一選取字元填入新的子字串另一選取字元填入新的子字串另一選取字元填入新的子字串另一選取字元填入新的子字串    

 

2. RUM32. RUM32. RUM32. RUM3：：：：        

    UM3 的原理與 UX3 大致相同，只是其不做交換，而是選取某一字串中

的子字串，將子字串按 UX3 之原理重新排列。在本模式中則是結合 UM3 與 random 

number，發展出 RUM3。其過程為選取某一字串中的子字串，隨機給予 random 

number，再將字串重新排列，步驟如下。  

(1)選取親代字串父代字串 1 之兩個交換位置，設為 2，6，如圖十五 所示。  

 

 

 

圖十五圖十五圖十五圖十五    選取字串中之次字串選取字串中之次字串選取字串中之次字串選取字串中之次字串    

 

(2)找出父代字串 1 被選取之次字串（即 3456），隨機給予 random number，如

圖十六 所示。  

 

    

圖圖圖圖十六 給予次字串給予次字串給予次字串給予次字串 random number 
    

(3)比較 random number 的大小，選取字元填入新的子字串之中，如圖十七 所

示。        

 

 

 

圖十七圖十七圖十七圖十七    新的次字串新的次字串新的次字串新的次字串    

9 7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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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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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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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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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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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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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目標值評估目標值評估目標值評估目標值評估    

    本研究以最低成本做為目標值來評估字串的優劣，字串之適合度則計算如

下：  

 

 

 

其中，
 

表示目標值，
 

表示適合度函數，而
 

則是目前世代

中的第 個字串； 為一 0 到 1 之間的常數，其功用為：(1)避免分母為零的狀

況；(2)避免適合度皆為線性關係，使再生的選取時能更接近隨機選取，在本模式

中將 定為 0.5。  

((((五五五五))))選取選取選取選取(Selection) (Selection) (Selection) (Selection)     

在選取（Selection）運算中，除了使用 Roulette Wheel Method 外，為了使搜尋

的過程更有效率，茲再加入了一菁英（Elitist）策略。此一策略之的目的乃將上一

代的最佳結果無條件保留至下一代。但為不造成過早的收斂，每代僅保留一個上

一代表現最佳的字串為限。  

((((六六六六))))基因遺傳法的特色基因遺傳法的特色基因遺傳法的特色基因遺傳法的特色        

整體來看，基因遺傳法的搜尋方式有點類似隨機搜尋，但卻不完全是隨

機搜尋，因為基因遺傳法有其自成系統的基因運算元，以及適者生存的再生

法則，茲列出其不同於一般演算法的特色如下：  

1.直接使用以字元組成的字串（string）搜尋，亦即是以可行解的編碼字串來

進行搜尋，而非可行解本身。  

2.以一個族群（多點）來進行搜尋，而非以單獨一點。  

3.直接由目標函數的資訊進行搜尋，而不用輔知識。  

4.以適合度的觀念來決定搜尋點的優劣。  

5.進行搜尋的過程並非經由固定的路徑，而是經由計算出的機率配合隨機性的

產生。  

6.使用一些隨機的操作，這些操作包含選取（Selection）、交換（Crossover）

以及突變（Mutation），然而這些操作並非僅是盲目的動作，而是在隨機進行的過

程中包含了他們所要傳達的資訊。        

    

四四四四、、、、模式建立模式建立模式建立模式建立        

基於第二章討論，本研究將生產流程分成 A、B、C 三區，而 B 區主流

程的部份與流程型工廠的性質相近，因此本研究首先建立 B 區主流程的模

式，並以流程型工廠的案例作為標竿（Benchmark）來驗証模式的正確性及

適用性。  



((((一一一一))))基本假設基本假設基本假設基本假設        

流程型工廠排程問題相當複雜，為了使理論更易發展，因此，設立了許

多假設條件。基本假設如下:  

1.每件工作必須依次進入 m 部機器。  

2.任一機器一次只能處理一件工作。  

3.每件工作一次只能在一部機器上作業。  

4.作業不允許有優先處理情況發生。  

5.設置時間(Set-upTime)與工作排列順序無關，且此設立時間包含於作業

時間內。  

6.所有工作在 m 部機器上之製造途程相同，且在所有機器上之工作順序

一樣。  

7.各工作在各工作站時間確定。  

8.作業一旦開始進行，不可中途停止。  

((((二二二二))))模式架構模式架構模式架構模式架構        

本研究的排程模式以基因遺傳法來建構，其主要架構如圖十八 所示。  

 

 

 

 

 

 

 

 

 

 

    

圖十八圖十八圖十八圖十八    模式主要架構圖模式主要架構圖模式主要架構圖模式主要架構圖    

 

在本模式分別以 NEH(1983)、隨機及 Dannenbring(1977)結合 Palmer(1965)

及CDS(1970)所發展出來的RA產生初始解，搜尋到的結果與Taillard(1990) 的

upper bound 結果比較。以下以 n/m 表示 n 個工作 m 個機器的案例大小。  

表 1 為本模式(以 NEH、隨機及 RA 產生初始解)與 Reeve(1995)模式，以

Taillard’s Benchmarks 為基礎的誤差百分比比較表[誤差百分比=(( - 

專案資訊

遺傳演算法

字串產生器

RUX3 交換

RUM3 突變

評估

選取

工作數量
機器數量

工作j在機器i
的處理時間

新字串

解碼 最佳排程



)/ )*100% 其中 : Taillard 模式各案例的平均值， :本模式各案

例的平均值]。  

 

表表表表 1 本模式與本模式與本模式與本模式與 Reeve’s模式的結果模式的結果模式的結果模式的結果(誤差百分比誤差百分比誤差百分比誤差百分比)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本模式(%) 
案例 Reeve’s 模式(%) 

以 NEH 為起始解 以隨機為起始解 以 RA 為起始解 

20/5 1.61 1.56(+) 0.84(+) 1.60(+) 

20/10 2.29 2.15(+) 1.71(+) 2.88(-) 

20/20 1.95 1.29(+) 2.24(-) 1.94(+) 

50/5 0.45 0.28(+) 2.08(-) 0.66(-) 

50/10 2.28 2.40(-) 6.45(-) 3.60(-) 

50/20 3.44 4.21(-) 8.38(-) 4.61(-) 

100/5 0.23 0.14(+) 1.43(-) 0.16(+) 

100/10 1.25 1.24(+) 5.68(-) 1.96(-) 

100/20 2.95 3.09(-) 8.70(-) 3.50(-) 

平均值 1.828 1.817 4.16 2.32 

標準差 1.013 1.3161 8.71 1.86 

※※※※ (+)表示所得的結果比 Reeve’s模式好，(-)表示所得的結果比 Reeve’s模式差 

 
由以上的結果可看出，以 NEH 為起始解所得到的結果，比起其他兩種

來的好，且有 6 個案例比 Reeve(1995)好。因此，決定以 NEH 為本模式的起

始解。         

表 2為本模式(以NEH為起始解)在各案例所需要的時間(在 PII-400 執行 

V.B.5.0)。  

表 3為 Osman(1989)以 SA 在各案例所需要的時間(在 CDC 7600 執行 

FORTRAN77)。  

在表 2 、表 3 中可看出，隨著案例大小的增加，時間成非線性的成長。  

 

  表表表表 2 本模式本模式本模式本模式(以以以以 NEH 為為為為起始解起始解起始解起始解))))在各案例在各案例在各案例在各案例所需的時間表所需的時間表所需的時間表所需的時間表                                            (單位:秒) 

案例 時間 案例 時間 案例 時間 

20/5 20 50/5 50 100/5 145 

20/10 30 50/10 75 100/10 190 

20/20 35 50/20 105 100/20 270 

 

 



表表表表 3  SA在各案例所需的時間表在各案例所需的時間表在各案例所需的時間表在各案例所需的時間表                          (單位:秒) 

案例 時間 案例 時間 案例 時間 

20/4 0.26 50/4 1.30 100/4 3.51 

20/10 2.23 50/10 6.61 100/10 15.07 

20/20 6.40 50/20 17.77 100/20 39.08 

資料來源: [Osman 1989] 

 

五五五五、、、、相關性分析相關性分析相關性分析相關性分析        

本章主要是在建構預鑄廠的排程整合模式，並針對影響因子作相關性分

析。而本章是在測試整合排程模式中，在多專案的的情況下，影響因子對總

流程時間的影響，及影響因子間的相互關係。  

((((一一一一))))模式架構模式架構模式架構模式架構        

本研究的排程模式以基因遺傳法來建構，其主要架構如圖十九 所示。  

其基因遺傳單元中的評估目標、運算元與第四章相同，所不同的是，必

須符合資源限制的條件，且在計算適合度函數時，加入了多專案的考量。  

 

 

 

 

 

 

 

 

 

    

    

    

圖十九圖十九圖十九圖十九    模式主要架構圖模式主要架構圖模式主要架構圖模式主要架構圖    

 

((((二二二二))))整合排程模式案例整合排程模式案例整合排程模式案例整合排程模式案例        

整合排程模式乃是在多專案資源受到限制，工作的時間、資源需求皆為

已知且固定的條件下，以找到最短總流程時間的排程方案為目標。  

1. 1. 1. 1. 案例說明：  

專案資訊

遺傳演算法

字串產生器

RUX3 交換

RUM3 突變

評估

選取

工作數量
機器數量

工作j在機器i
的處理時間

新字串

解碼 最佳排程



本模式以版片數 15 的案例進行說明，首先說明案例的資料，其為一個

五種共 15 個版片的專案工程，其中專案一有 I、J、K 三個種類的版片，每

種版片各三片，共要生產 9 片；專案二有 L、M 兩個種類的版片，每種版片

各三片，共要生產 6 片。假設各版片在各工作站所需要人工、天車的處理時

間及需要的資源數量如表 4 、表 5 所示，蒸汽養生的時間假設為 480 分鐘。

在以下說明時以 A1 代表第一個 A 種版片，B2 表第二個 B 種版片，以此類

推。而在設定不同 A、B、C 三區的人數時，以 A1C1 代表 A 區 1 人 C 區 1

人，B 區則為總人工數減去 AC 區的人數，以此類推。  

A 區完成一片所需要的人時:100(人*min/片)  

C 區完成一片所需要的人時: 60(人*min/片)  

 

表表表表 4  所需要人工時間及資源數所需要人工時間及資源數所需要人工時間及資源數所需要人工時間及資源數(版片數版片數版片數版片數=15) 

組模站 瓷磚鋪設站 鋼筋籠組立站 混凝土澆置站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人)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人)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人)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人) 

第一種版片 56 3 44 2 55 3 40 3 

第二種版片 45 3 40 2 41 3 35 3 

第三種版片 42 3 35 2 25 3 30 3 

第四種版片 50 3 46 2 45 3 40 3 

第五種版片 43 3 35 2 30 3 30 3 

    

    

表表表表 5 5 5 5 所需要天車時間及資源數所需要天車時間及資源數所需要天車時間及資源數所需要天車時間及資源數((((版片數版片數版片數版片數=15)=15)=15)=15)    

組模站 瓷磚鋪設站 鋼筋籠組立站 混凝土澆置站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台)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台)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台)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台) 

第一種版片 10 1 0 0 10 1 30 1 

第二種版片 10 1 0 0 10 1 25 1 

第三種版片 10 1 0 0 10 1 20 1 

第四種版片 10 1 0 0 10 1 30 1 

第五種版片 10 1 0 0 10 1 20 1 

  
 



2. 2. 2. 2. 基因遺傳法參數設定： 

    在本案例中總世代數為 100 代，族群大小設為 50，交換機率設定在 0.9，

突變機率設為 0.2,0.4,0.6 以茲比較。  

3. 3. 3. 3. 本模式所搜索到的解: 

    本模式是以最低的總流程時間(makespan)為最佳值所搜索的目標。     

在圖二十 是以 Due day difference﹦0，總人工數 11 人，天車 2 部，每個

種類的鋼模數量各 1 個，蒸汽養生啟動數量 5 ，鋼筋籠堆置區大小數量 15，

A 區的前置量 5，A 區及 C 區的人工數分別為 2 人為基準，所得到的收斂圖。

所搜尋到的最佳排程結果如圖二十一 ，其計算的時間從 B 區脫模開始計

算，完成 B 區蒸汽養生為完成時間。但在計算總流程時間時，須加上 A 區

的前置量的處理時間，及 C 區版片清洗的時間。  

在圖二十一中可看出，最佳的生產方式為一個製程中生產不同種類的版

片。  

    

    

    

    

    

    

    

    

    

圖二十圖二十圖二十圖二十    模式搜尋過程模式搜尋過程模式搜尋過程模式搜尋過程    

 

 

 

 

 

 

 

 

 

 

圖二十一圖二十一圖二十一圖二十一 最佳排程桿狀圖最佳排程桿狀圖最佳排程桿狀圖最佳排程桿狀圖(在在在在 B 區區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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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 1 2 1 8 1 9 0 2



以下針對可能影響預鑄廠排程總流程時間的因子，及相互影響程度進行

敏感度分析。  

表 6是以 Due day difference﹦0，天車 2 部，每個種類的鋼模數量各 1 個，

蒸汽養生啟動數量 5，鋼筋籠堆置區大小數量 15，A 區的前置量 5，A 區及

C 區的人工數各是 2 人為基準下，分別對不同的總人工數計算總流程時間。

在表中可看出，隨著總人工數的增加，總流程時間隨之減少，但在增加到某

一程度後，時間減少有限。  

 

表表表表 6 6 6 6 不同人工下的總流程時間不同人工下的總流程時間不同人工下的總流程時間不同人工下的總流程時間    

總人工數(人)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總流程時間(MIN) 3355 3060 3038 2924 2880 2880 2859 2859 2859 

 

((((三三三三))))人工數與多專案的關係人工數與多專案的關係人工數與多專案的關係人工數與多專案的關係  

由表 6中，依不同的人工數，繪製成圖二十二。  

 

 

 

 

 

 

 

 

圖二十二圖二十二圖二十二圖二十二    總流程時間與人工數關係圖總流程時間與人工數關係圖總流程時間與人工數關係圖總流程時間與人工數關係圖    

 

圖二十三是以天車 2 部，每個種類的鋼模數量各 1 個，蒸汽養生啟動數

量 5，鋼筋籠堆置區大小數量 15，A 區的前置量 5 的基準下，以不同的總人

工數及不同 Due day difference，計算總流程時間。圖二十三為在資源分享，

不同 Due day difference 下，總流程時間與總人工數關係圖。在圖中可看出，

隨著 Due day difference 的增加，總流程時間隨之增加，但在 Due day difference

增加到 1440min 後，總流程時間和 Due day difference 960min 的總流程時間並

沒有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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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資源分享下總流程時間與總人工數關係圖圖二十三資源分享下總流程時間與總人工數關係圖圖二十三資源分享下總流程時間與總人工數關係圖圖二十三資源分享下總流程時間與總人工數關係圖(A2C2) 

 

((((四四四四))))天車數與多專案的關係天車數與多專案的關係天車數與多專案的關係天車數與多專案的關係  

表 7 是以 Due day difference﹦0，總人工數 11 人，每個種類的鋼模數量

各 1 個，蒸汽養生啟動數量 5，鋼筋籠堆置區大小數量 15，A 區的前置量 5，

A 區及 C 區的人工數分別為 2 人為基準，對不同天車數計算總流程時間。在

表中可看出，天車由 1 台至 2 台時，時間減少的幅度較大，但從 2 台至 3 台

時，總流程時間減少的程度相當少。  

由表 7 中，依不同的天車數，繪製成圖二十四 。  

 

表表表表 7777    不同天車數下的總流程時間不同天車數下的總流程時間不同天車數下的總流程時間不同天車數下的總流程時間    

天車數(台) 1 2 3 

總流程時間(MIN) 2953 2880 2863 

 

 

 

 

 

 

 

 

 

圖二十四圖二十四圖二十四圖二十四    總流程時間與天車數關係圖總流程時間與天車數關係圖總流程時間與天車數關係圖總流程時間與天車數關係圖    

 

圖二十五 是每個種類的鋼模數量各 1 個，蒸汽養生啟動數量 5，鋼筋

籠堆置區大小數量 15，A 區的前置量 5 的基準下，以不同的天車數及不同

Due day difference，計算總流程時間。圖二十五為在資源分享，不同 Du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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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下，總流程時間與天車數關係圖。在圖中可看出，隨著 Due day 

difference 的增加，總流程時間隨之增加，但在 Due day difference 增加到

1440min 後，總流程時間和 Due day difference 960min 時的總流程時間並沒有

繼續增加。  

 

 

 

 

 

 

 
    

圖二十五圖二十五圖二十五圖二十五    資源不分享下總流程時間與天車數關係圖資源不分享下總流程時間與天車數關係圖資源不分享下總流程時間與天車數關係圖資源不分享下總流程時間與天車數關係圖(A2C2) 

 

((((五五五五))))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與多專案的關係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與多專案的關係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與多專案的關係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與多專案的關係    

            表 8是以總人工數 11 人，天車 2 部，每個種類的鋼模數量各 1 個，鋼筋

籠堆置區大小數量 15，A 區的前置量 5，A 區及 C 區的人工數分別為 2 人為

基準，以不同的 Due day difference，對不同的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計算總流程

時間，在表中可看出不論 Due day difference 為何，隨著蒸汽養生啟動數量的

增加，總流程時間都隨之減少，而在等於鋼模的種類數時，總流程時間達到

極限，蒸汽養生啟動數量繼續增加並沒有影響，且隨著 Due day difference 的

增加，總流程時間下降的幅度越小。  

由表 8中，依不同的蒸汽養生啟動數量，繪製成圖二十六。  

 

表表表表８８８８    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與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與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與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與Due day difference之關係表之關係表之關係表之關係表    

      蒸汽養生啟動數量 

 

Due day difference 

1 2 3 4 5 6 

0 min 9901 5706 4354 3768 2880 2880 

480 min 9901 5726 4528 3921 3370 3370 

960 min 9901 5737 4538 3953 3926 3926 

1440 min 9901 5777 4595 4501 4004 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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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圖二十六圖二十六圖二十六 資源分享下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與資源分享下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與資源分享下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與資源分享下蒸汽養生啟動數量與Due day difference 

之關係圖之關係圖之關係圖之關係圖(A2C2) 

    

 

((((六六六六))))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與多專案的關係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與多專案的關係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與多專案的關係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與多專案的關係        

表 9是以總人工數 11 人，天車 2 部，每個種類的鋼模數量各 1 個，蒸

汽養生啟動數量 5，A 區的前置量 5，A 區及 C 區的人工數分別為 2 人為基

準，以不同的 Due day difference，對不同的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計算總流程時

間。在表中可看出不論 Due day difference 為何，隨著鋼筋籠堆置區大小的增

加，總流程時間都隨之減少，而在等於鋼模的種類數時總流程時間達到極

限，鋼筋籠堆置區大小繼續增加並沒有影響，且隨著 Due day difference 的增

加，總流程時間下降的幅度越小。  

由表 9中，依不同的天車數，繪製成圖二十七。  

 

表表表表９９９９ 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與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與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與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與Due day difference之關係表之關係表之關係表之關係表 

  鋼筋籠堆置區大小 

 

Due day difference 

1 2 3 4 5 6 

0 min 9901 5720 4096 3467 2913 2912 

480 min 9901 5727 4598 3960 3381 3381 

960 min 9901 5737 4617 3967 3967 3967 

1440 min 9901 5758 4626 4004 4004 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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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圖二十七圖二十七圖二十七 資源分享下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與資源分享下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與資源分享下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與資源分享下鋼筋籠堆置區大小與Due day difference 

之關係圖之關係圖之關係圖之關係圖(A2C2) 

 

((((七七七七))))專案大小與平均流程時間的關係專案大小與平均流程時間的關係專案大小與平均流程時間的關係專案大小與平均流程時間的關係        

圖二十八是以 Due day difference﹦0，總人工數 11 人，天車 2 部，每個

種類的鋼模數量各 1 個，蒸汽養生啟動數量 5，鋼筋籠堆置區大小數量 15，

A 區的前置量 5，A 區及 C 區的人工數分別為 2 人為基準，以不同的專案大

小下，總人工數與平均流程時間的關係圖。在圖二十八中可看出，隨著總人

工數的增加，平均流程時間隨之減少。而在版片數等於 15 時，平均流程時

間最多，隨著版片數的增加，平均流程時間隨之減少，且版片數等於 50 及

100 時，平均流程時間相當接近。  

 

 

 

 

 

 

 

 

 

圖二十八圖二十八圖二十八圖二十八 專案大小與平均流程時間之關係圖專案大小與平均流程時間之關係圖專案大小與平均流程時間之關係圖專案大小與平均流程時間之關係圖(A2C2) 

 

((((八八八八))))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ACACACAC 區人數對總流程時間的影響區人數對總流程時間的影響區人數對總流程時間的影響區人數對總流程時間的影響        

圖二十九是以天車 2 部，每個種類的鋼模數量各 1 個，蒸汽養生啟動數

量 5，鋼筋籠堆置區大小數量 15，A 區的前置量 5 的基準下，分別對不同 due 

day difference，以不同的總人工數及不同 AC 區人數計算總流程時間。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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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為在資源分享，不同 AC 區人數下，總流程時間與人工數的關係圖。在

圖中可看出，在資源數少時，A1C1 小於 A1C2，A2C1 小於 A2C2，在資源數

多時，A1C1 大於 A1C2，A2C1 大於 A2C2，且不論資源多少，A 區 2 人都比

A 區 1 人來的好。  

 

 

 

 

 

 

 

 

 

圖二十九圖二十九圖二十九圖二十九    資源分享下總流程時間與總人工數關係圖資源分享下總流程時間與總人工數關係圖資源分享下總流程時間與總人工數關係圖資源分享下總流程時間與總人工數關係圖    

(due day difference =480min) 
 

    

((((九九九九))))資源分享與否與資源分享與否與資源分享與否與資源分享與否與 Due day differenceDue day differenceDue day differenceDue day difference 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        

表 10是以 due day difference﹦0，天車 2 部，每個種類的鋼模數量各 1

個，蒸汽養生啟動數量 5，鋼筋籠堆置區大小數量 15，A 區的前置量 5，A

區及 C 區的人工數分別為 2 人為基準下，分別以資源分享與否，對不同的總

人工數計算總流程時間。在表中可看出資源分享可得到較低的總流程時間，

其中隨著人員的增加，總流程時間的差距隨之減少。  

由表 10中，依不同的人工數，繪製成圖三十。  

 

表表表表10 資源分享與否與人工數關係表資源分享與否與人工數關係表資源分享與否與人工數關係表資源分享與否與人工數關係表 

總人工數(人)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總流程時間(分享)min 3355 3060 3038 2924 2880 2880 2859 2859 2859 

總流程時間(不分享)min 3964 3873 3531 3133 3126 2976 2933 2933 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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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圖三十圖三十圖三十    資源分享與否與人工數關係圖資源分享與否與人工數關係圖資源分享與否與人工數關係圖資源分享與否與人工數關係圖    

 

將不同的 Due day difference 下，資源分享與否的差距，以影響百分比[影

響百分比=(總流程時間(no share)- 總流程時間(share))/ 總流程時間(share)]的

方式表示成圖三十一。在圖中大致上可看出隨著 due day difference 的增加，

資源分享與不分享的差距程度隨之減少。  

     

 

 

 

 

 

 

 

    

圖三十一圖三十一圖三十一圖三十一 資源分享與否與資源分享與否與資源分享與否與資源分享與否與due day difference之關係圖之關係圖之關係圖之關係圖 

 

((((十十十十))))鋼模數的影響鋼模數的影響鋼模數的影響鋼模數的影響        

以總人工數 11 人，天車數為 2，蒸汽養生啟動數量 5，鋼筋籠堆置區大

小數量 15，A 區的前置量分別為 5﹙版片數為 50﹚和 10﹙版片數為 100﹚。

假設各版片在各工作站所需要人工、天車的處理時間及需要的資源數量，如

表 11、 表 12所示。蒸汽養生的時間，假設為 480 分鐘。表 13為有三種版

片，其中第一種與第二種有 10 個版片，而第三種有 30 個版片總共版片數 50

時，以不同鋼模數組合所得到的總流程時間。表 14為有三種版片，其中第

一種有 20 個版片，而第二種與第三種有 40 個版片，總共版片數 100 時，以

不同鋼模數組合所得到的總流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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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區完成一片所需要的人時：100(人*min/片)  

C 區完成一片所需要的人時： 60(人*min/片)  

在表 13中可看出，在鋼模數 5 時，以第一種 1 個、第二種 1 個、第三

種 3 個的分配方式所得到的總流程時間為最少。在表 14中可看出，在鋼模

數 10 時，以第一種 2 個、第二種 4 個、第三種 4 個的分配方式所得到的總

流程時間為最少。即鋼模數的比例等於版片數種類的比例時總流程時間為最

少。而鋼模數增加時，當鋼模數的比例關係越接近版片數種類的比例時可得

到較好的結果。  

表表表表 11 11 11 11 所需要人工時間及資源數所需要人工時間及資源數所需要人工時間及資源數所需要人工時間及資源數    

組模站 瓷磚鋪設站 鋼筋籠組立站 混凝土澆置站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人)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人)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人)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人) 

第一種版片 56 3 44 2 55 3 40 3 

第二種版片 42 3 35 2 25 3 30 3 

第三種版片 43 3 35 2 30 3 30 3 

 

表表表表 12 所需要天車時間及資源數所需要天車時間及資源數所需要天車時間及資源數所需要天車時間及資源數 

組模站 瓷磚鋪設站 鋼筋籠組立站 混凝土澆置站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台)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台)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台) 

處理時

間(min) 

需要資

源數量

(台) 

第一種版片 10 1 0 0 10 1 30 1 

第二種版片 10 1 0 0 10 1 25 1 

第三種版片 10 1 0 0 10 1 20 1 

 A 區完成一片所需要的人時：100(人*min/片) 

C 區完成一片所需要的人時： 60(人*min/片) 

 

 

 

 

 

 

 

 

 



表表表表13 鋼模數量與總流程時間關係鋼模數量與總流程時間關係鋼模數量與總流程時間關係鋼模數量與總流程時間關係表表表表(版片數版片數版片數版片數50) 

 

鋼模總數 
第一種鋼模數量 第二種鋼模數量 第三種鋼模數量 總流程時間(min) 

3 1 1 1 20347 

4 1 1 2 12063 

4 1 2 1 20355 

5 1 1 3 9846 

5 1 2 2 11999 

5 1 3 1 20342 

6 1 1 4 9428 

6 1 2 3 9483 

6 1 3 2 11989 

6 1 4 1 20360 

7 1 1 5 7727 

7 1 2 4 7728 

7 1 3 3 7739 

7 1 4 2 9882 

8 1 1 6 9524 

8 1 2 5 7619 

8 1 3 4 7648 

8 1 4 3 7718 

    

    

    

    

    

    

    

    

    

    

    

    

    



表表表表14 鋼模數量與總流程時間關係表鋼模數量與總流程時間關係表鋼模數量與總流程時間關係表鋼模數量與總流程時間關係表(版片數版片數版片數版片數100) 

 

鋼模總數 
第一種鋼模數量 第二種鋼模數量 第三種鋼模數量 總流程時間(min) 

3 1 1 1 30382 

5 1 2 2 19468 

7 1 3 3 17953 

9 1 4 4 17603 

10 2 4 4 13461 

10 1 2 7 18642 

10 1 3 6 17712 

10 1 4 5 17360 

10 2 2 6 17497 

10 2 3 5 14523 

10 3 2 5 17221 

12 2 4 6 10869 

12 2 5 5 10267 

13 3 3 4 14612 

13 2 4 7 10275 

13 2 5 6 10330 

    

 

七七七七、、、、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綜合以上各章的討論，經由本排程模式的建立過程，與案例的實際測

試，做出幾點結論並分述如下:  

1.最佳的生產方式為在一個循環製程中生產完全不同種類的版片。  

2.隨著 Due day difference 的增加，總流程時間隨之增加。  

3.資源越多總流程時間越小，但影響程度越來越小。  

4.最佳的蒸汽養生啟動數量及鋼筋籠堆置區大小為等於廠內的鋼模數。  

5.版片數越多平均流程時間越少。  

6. AC 區人數的分配，對總流程時間的大小大致上有以下的現象，在資

源數少時有 A3C2>A2C2>A1C2、A1C1<A1C2、A2C1<A2C2；資源數多時

A3C2<A2C2<A1C2、A1C1>A1C2、A2C1>A2C2，而不論資源的多少，

A2C1<A1C2。  

1. 資源分享可得到較少的總流程時間，且隨著 Due day difference 越大與

資源分享與否的差距越小。  



2. 鋼模數比等於版片種類數數量比時流程時間少。  

((((二二二二))))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本研究所發展的模式，就決策支援系統來看，主要針對決策模組中的計

算模式。若欲更實務地支援預鑄排程作業，則應著重下列之探討:  

1.1.1.1.使本模式更能符合實際的需要：  

在本模式現階段的發展還需基於一些假設條件﹙如 A 區所生產的鋼筋籠，並

沒有針對不同的版片而有不同的設定…﹚。因此希望將來能透過假設條件的釋

放，使本模式更能符合實際的需要。  

2.2.2.2.建立排程決策支援系統： 

在模式建構完成後，接下來便是發展使用者界面，並與排程資料庫結合，而

成為完整的決策支援系統。  

3.3.3.3.設定不同的評估目標：  

在本模式中，現階段是以總流程時間為評估的基準。因此，若能以不同的目

標為評估的基準，則可以使模式的適用範圍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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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理及統包招標策略推動模式之探討 

--以南投縣政中心為例  

建築部 
經  理 戴期甦戴期甦戴期甦戴期甦 

建 築 部 

專案經理 邱威仁邱威仁邱威仁邱威仁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南投縣府大樓因 921 大地震而不幸損毀。縣府為了儘速完成復建，

以為公共工程之表率，幾經考量決定聘請專案管理顧問統籌本案之推

動，委由顧問團隊建立需求、訂定發包策略，期能於震災 2 週年（90

年 9 月 21 日）前興建完工並進駐。中華顧問工程司提送全程服務建議

書，規劃完整而妥善之工程推動策略，確立基本需求調查之原則，提

供對進度、品質、成本確實之掌控管理方法，建立推動計畫之組織架

構系統，並將「於新縣府中心辦理 921 震災紀念活動」作為全案之重

要里程碑，積極爭取本案專案管理顧問服務，至 89 年 3 月 8 日完成簽

約進行作業服務。建議採用政府採購法所涵蓋之設計施工統包方式發

包、最有利標評選、三段式開標過程之策略，目標為創造出全體縣民、

南投縣政府、統包團隊（設計、施工）、管理團隊（專案管理、監造）

各方皆贏之局面。本文以此案例探討專案管理顧問團隊於統包工程採

用最有利標推動之機制操作暨運用。  

 

一一一一、、、、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發生芮氏規模 7.3 級大地震，許多公共工程

遭到破壞。在考量災區建築物必須儘速依據政府採購法令並顧及空間

需求、施工效率及工程品質的狀況下完成，南投縣政府辦公大樓以委

託專業營建管理服務，策劃以統包方式辦理建築物之設計施工，並以

最有利標公開招標。本案目前已辦理竣工驗收，並完成交屋進駐使用，

獲得業主之肯定。本案為「政府採購法」公佈後辦理工程之統包發包

採購，從理論及實務上探討此種發包方式的特點，期以實際之工程招

標發包運作來探討，並且印證此一招標策略的可行性與優缺點，並提

供未來實務界及公部門採行此種方式策略之參考。  

本案為自政府採購法 87 年 5 月 27 日公佈，88 年 5 月 27 日實行後，

以結合專業營建管理之服務，辦理統包之招標策略，在國內公有建築



工程的案例為第一宗，所以在招標時引起學術界、工程界、營造廠及

業內建築師廣泛的討論。為使此一發包經驗，工程推動模式能夠使大

眾了解，作為未來類似案例之參考，本文依南投縣政中心案為主軸，

探討國內外工程採購策略，分析各階段相關法源依據、流程、優缺點，

並探討工程採購法令之操作執行等，依本工程案例的應用及其法令作

深入的探討。  

 

二二二二、、、、專業營建管理專業營建管理專業營建管理專業營建管理        

由於現代各類型的營建工程規模浩大，而其建物功能也愈趨複

雜。過去由單一單位少數人設計、監造的營建過程須由一群專業人員

的分工取而代之了。當然，各工種的分工也愈細密、各單位的工作分

工愈專精。此種建築過程在規劃、設計及施工時的設計監造顧問群因

為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因此，其間的配合及協調也愈顯得錯綜複雜，

進而使得相互溝通更形重要。基於溝通協調需要，導致專業營建管理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PCM)的崛起。專業營建管理的

目的是協助業主行政推動、提供工程技術指導，以最有效率的方式，

使工程如期、如質、如式地完成。  

專業營建管理的實施是由營建管理顧問動員各方面的專家例如：

專案管理可行性、規劃/設計、價值工程/替代方案、工程文檔、合約管

理、採購策略、品質查證、時程管理和成本管理、風險管理方面等專

家一起為該工程效力。為達到專業營建管理的最高境界，專業營建管

理愈早加入工作行列愈好，最好在規劃的最初期即參與工作。此外，

專業營建管理並且應該即時指導工程專案的各個參與者，上至業主、

建築師、專業顧問、下達營造廠商、材料供應商等，如何適時、適量

地在預定的時程下完成本身應有的作業，並隨時與其他參與者以及政

府建築管理各單位、鄰近居民等保持良好的關係。因此，專業營建管

理的角色在一個工程的成敗上具有其相當的重要性。一般而言，專業

營建管理的項目包括初期開發階段規劃事項的擬定、設計發展的協

調、設計發展的時程控制、發包作業的收集與整理、施工前的準備與

動員、施工期間的管理與控制及完工後的作業等。  

在施工階段，業主的管理工作可以由專業營建管理代表業主管理

計畫的實施，可使業主從實施計畫所必須的日常管理工作中解脫出

來，並對計畫的進度、品質和投資等各項預期目標進行控制。  

業主應落實與承包廠商之間施工契約的實施，根據契約規定雙方

的權責，公正地、及時地處理施工中出現的問題，使工程正常進行；

另一方面亦要正常履行與顧問公司、建築師之間的委託管理和工程監

造契約。  



履行契約另一主要內容是，業主應按契約條件及時支付承包廠商

的工程進度款，有意拖延支付或刁難承包廠商都是不可取的，它將影

響工程正常進行並有損於業主聲譽。這樣不僅使承包廠商蒙受損失，

而且因工程延期、品質問題或額外支付等等，業主不一定能圓滿地達

到計畫的預期目標。  

控制工期的重要手段是落實施工進度計劃。業主應嚴密注視並經

常檢查實際的工程進度，對出現的問題要及時督促承包廠商採取措

施，限期克服。對於施工品質，監造顧問、建築師及其工程師應經常

對品質進行監督檢查，嚴格要求承包廠商按照契約檔案中的有關施工

技術規範、材料及永久設備的品質標準進行施工，並隨時糾正施工品

質出現的問題。此外，對於施工安全、環境保護等方面亦應經常檢查

監督，防止工安、品質事故發生。  

嚴格控制計畫成本，是實現計畫預期目標的頭等大事。影響計畫

成本的主要因素，除設計規模外，還有工期、品質標準、施工組成及

施工中的風險等。雖然相關需求在招標檔案、施工契約中已經確定，

但施工程序中總會出現各種問題以及可能發生的意外風險。因此，要

做好成本預測，使計畫成本不超過預算。儘量不發佈(或少發佈)新增工

程或改變工程的指令(這類指令大都意味著改變施工計劃、增加支付)，

是控制計畫成本的重要措施之一。  

南投縣政府因遭受九二一大地震之摧毀，專業技術人力嚴重不

足，故有採取專業營建管理之議，此案獲得業主之認同，並由中華顧

問工程司擔任專案管理廠商，此為南投縣之先例，而專業營建管理是

一種工程推動之趨勢，有合理合法之實作案例後，勢必會有更多的工

程依循此方式辦理。  

 

三三三三、、、、統包制度統包制度統包制度統包制度        

統包（Turn-key）顧名思義係由一工程機構來負責整個工程的設計

與施工（Design-Build），依美國建築師學會（AIA）所述：「設計/施

工」係由一個機構同時負責設計與施工，並與業主簽定負責全工程之

單一契約，此一機構將同時提出設計與施工的報價，並在工程進行初

期即獲得設計與施工合併作業的委託。「統包」：經常是設計與施工

併用，但統包契約卻常常超出設計與施工的範圍，並由廠商提供其他

全生命週期的服務；如土地取得、貸款融資、運轉維護或人員訓練等。

而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SCE）對於統包工程契約的定義：由一承包

商負責完成契約中所記載之設計及施工，該承包商可為單一公司或由

數個公司聯合組成的組織。契約承攬方式，可為競標或議價，並可採

用總價承攬、成本加固定費用等方式計價。由國內政府採購法之定義，



統包係指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施工、供應、安裝或一定期間

之維修等併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由英文 Turn-key 可以瞭解是由一

個統包商負責工程之設計與施工，最後把鑰匙交給業主，由業主啟動

鑰匙，使得各種設施均能運轉為止。當然有時施工總承包商僅負責整

體之施工，最後由業主啟動鑰匙，在各項設施順利運轉，得以進駐使

用，亦可稱為狹義之 Turn-key。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四條中規定：「(1)機關基於效率及品質之

要求，得以統包辦理招標，其屬查核金額以上者，應報經上級機關核

准後辦理；(2)前項所稱統包，指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施工、

供應或安裝或一定期間之維修等併於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3)統包

實施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據前述法條於 88.4.26（八八）工程企字

第八八○五五○○號令發布「統包實施辦法」，並自 88.5.27 施行。而

統包之決標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二條第三款「最有利標」決標方式

最為適當。  

 

四四四四、、、、本案介紹及分析本案介紹及分析本案介紹及分析本案介紹及分析  

921 大地震後造成南投縣政府辦公大樓嚴重毀損，經行政院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指派技師鑑定屬危險建築物。縣政府於 88 年 11 月函報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補助，經該會指派技師到縣勘估，以做為核定

補助之參考。勘估後經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兩次邀集中央相關部會及受

災單位審核，認為有重建之需要，予以審議通過。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於 89 年元月 25 日核定補助 12 億 2,107 萬 2 千元(含警察局)。依

照當初核定，縣府重建經費為 8 億 5 千多萬元，扣除 PCM(委託工程專

業營建管理及監造)及工程管理費後，工程預算總價為 8 億 1,300 萬元。

由於縣政府專業人力有限，工程規模龐大且時效緊急，乃決定委託專

業工程顧問單位進行工程專業營建管理。透過該管理之機制，使縣政

府 21 世紀縣政大樓可擺脫以往設計、發包、監造的缺失，得到較短的

工期、較節省經費，以及較佳的工程品質。  

工程專業營建管理是協助擬訂統包招標文件，彙集縣府各單位之

空間及功能需求，擬定招標策略，協助招標、開標、專業諮詢及議約

等有關工程之專業管理，以使工程能在高品質控管下順利地施工。  

((((一一一一))))辦理範圍辦理範圍辦理範圍辦理範圍        

本案例名稱「南投縣政府縣政中心新建辦公大樓」，基地位置在

南投市 中興 路與三和一路所圍繞之街廓，用地面積約為 2.5 公頃。在

地震前，原辦公室為地下一層，地上四層之鋼筋混凝土造的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為 10,054 平方公尺。新縣政中心擬興建為地下二層，地

上八層之鋼筋混凝土造之建築，興建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48,972 平方公



尺。施工期限自民國 89 年 5 月 31 日起至民國 90 年 7 月 31 日止，共約

430 日曆天。  

((((二二二二))))本案之特色本案之特色本案之特色本案之特色        

為使工程能夠快速完工以服務南投縣之縣民，並使之成為觀光新

據點、南投新地標。本案開始之初，即依專案營建管理分析之採購策

略，對本案最佳之方式即為採用統包方式，以最有利標決標辦理採購。

此為國內自政府採購法實行後首創之案例。  

((((三三三三))))選聘專案管理廠商選聘專案管理廠商選聘專案管理廠商選聘專案管理廠商（ＰＣＭ）（ＰＣＭ）（ＰＣＭ）（ＰＣＭ）        

國內之公共工程除臺灣電力公司在辦理電力機組、環保署辦理焚

化爐工程採購時曾採用統包外，均無政府單位於採購時採此方式辦

理，本案之所以能突破，內在因素為決策者希望能於最短工期內、最

高之工程品質、最低之成本得到最多之內容，而這三項條件為從事營

建工程、管理人員最大之目標。綜觀政府採購法能達到要求的僅有以

統包方式辦理，使設計、施工能由一個聯合團隊取得，將工程期限減

至最短，且於設計時團隊內之廠商能於一開始便參與細部設計，以最

先進最高效率之工法、設備、設計理念取得評選人員之贊同，並進而

得到標案。而上述目標並非一個縣級工程單位的人員所能籌劃及辦

理，專案管理廠商（ＰＣＭ）的引進恰可解決此一問題。  

統包案的成功與否在於標案文件的規劃，對於規劃、設計、施工、

驗收、運轉時專業顧問的監控，所以專案營建管理廠商（ＰＣＭ）的

遴選至關重要。  

((((四四四四))))決定監造委託對象決定監造委託對象決定監造委託對象決定監造委託對象        

依照公共工程委員會 88 年 4 月 6 日（八八）工程企字第 8804603

號函，解釋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前項統包，指將工

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施工、供應、安裝或一定期間之維修等併於

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並未包括監造。統包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

「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其併於同一工程採購契約辦理招標之範圍含

細部設計及施工，並得包含基本設計、測試、訓練、一定期間之維修

或營運等事項。」亦未包含監造。故統包案之監造單位須由獨立另一

標的建築師辦理，為解決此一問題本案例將專業營建管理併入委託專

案管理服務中一起參與投標，一併解決監造及專業營建管理，惟實際

執行時於現場應成立二處獨立運作之工務所。  

((((五五五五))))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成立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其

中評選委員會除依規定成員專長及人數外，本案工作小組亦加入ＰＣ

Ｍ之專業團隊，因本案標的龐大且內容設備複雜，委員會於評選時在

短時間內恐難發生重大違反規範及功能需求之事宜，故將ＰＣＭ專業



工程師及技術人員加入工作小組，先作功能審視，即可避免重大錯誤，

又可提供評審委員另一種專業建議作為評選參考。  

((((六六六六))))需求調查作成招標需求文件需求調查作成招標需求文件需求調查作成招標需求文件需求調查作成招標需求文件        

招標需求文件除一般辦理工程採購必需檢附部份外，針對相異性

部份主要內容如下：  

（1）統包工程合約：統包案在國內並無可供參考之建築統包合約

（臺灣電力公司、環保署均為設備合約），但國外以世界規範組織之

合約內容最為完備，但內容過於冗長且部份內容與國內工程慣例並不

相符，為此，中華顧問工程司擔任本案ＰＣＭ，於短期間內集合相關

人員，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及加上對政府採購法之了解，加入業主相

關要求規定，撰寫完成國內第一個建築工程統包合約。內容包括統包

商內部之間的關係（本案採主標商及規定協力廠商資格方式辦理）、

統包商與ＰＣＭ、監造單位與業主之間權利義務、罰則、變更設計、

細部設計時程等。本案由競標廠商提出其基本設計案之設計計劃書與

提供優良產品之承諾，縣府以公開競標的方式評選廠商，再由得標廠

商據以執行。此外，其計價的方式以總價承攬為主，承商提供詳細價

目表，業主依此計價。  

（2）統包工程規範：統包案的執行方式，由 PCM 先提出一個基

本設計規範及施工技術規範（材料、設備、工法），供投標廠商作為

設計及施工之基本條件，廠商可依這個基本條件為基礎，提出對業主

更佳之方案。國內目前對工程規範之整理以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之整

編最為詳盡，而中華顧問正好參與該項工作，故建築工程規範在本案

中發揮了最高的效益。因為投標之統包商可免於在短期內提出如此龐

大之規範資料，只要於施工前提出比規範要求相同或較高之產品即

可，可見統包案之施工、材料、設備規範之重要性。本案例之統包工

程規範可分為基本設計規範和施工技術規範兩類，共有二大冊分 130

章 400 餘頁，涵蓋建築工程及設備內容十分完備。例如得標之統包商

為取得第一名之評選，以綠建築為訴求，在設計上增加輕鋼架鋼版屋

頂，在得標後廠商施作時，確因規範中對鋼版有塗裝厚度之規定，至

使其必須使用較佳之材料。由此可見規範的重要性，以本案公開上網

及施工過程並無因規格造成採購困難之情形，反而統包商因本基地地

下水位高、水壓力大，結構體施工必需有施工縫，為確保品質使用特

殊水膨脹性鋼版止水帶施作，成本較一般三球式 PVC 橡膠止水帶高。

因為統包採邊設計、邊施工方式辦理，只要功能及效益不低於原使用

規範標準之產品，經ＰＣＭ核可及業主核備即可，較傳統發包方式需

辦理變更設計，減化許多「工務行政」流程，可以加快工程施作進度。  



（3）設計需求：此部份為表達業主對建築設計之意象，為較抽象

之內容，但藉此可規範統包商於一定範圍內提出較能被業主及評審委

員接受之設計案，統包商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4）空間需求：空間需求為一量化之內容，也是本案例花費較多

人力的地方，PCM 訪談各局、科、室使用單位，需求空間彙總超出原

規劃面積很多，需調整工程規範材料、降低工程造價以增加空間量體，

其間 PCM 並自行完成數個規劃案以確定空間之可行性。  

((((七七七七))))召開評選委員會召開評選委員會召開評選委員會召開評選委員會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三條「本委員會應於招標前成

立，並於完成評選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  

((((八八八八))))上網公告上網公告上網公告上網公告        

依「招標期限標準」第二條規定，本案例屬巨額採購，公開上網

期限應為 28 日以上，統包案件因統包商需作主要設計及估價，並模擬

施工過程，建議視標案特性應酌予增加待標期限，以利統包商整合各

工程界面，作詳盡的評估，以臻完美，業主較能得利。  

((((九九九九))))解釋投標廠商疑義解釋投標廠商疑義解釋投標廠商疑義解釋投標廠商疑義        

本案因屬採購法實施後第一次辦理之建築工程統包案件，投標廠

商疑義頗多，故業主及ＰＣＭ需準備充份答覆廠商，並遵守政府採購

法對疑義答覆之期限及修正投標文件內容。  

((((十十十十))))開標開標開標開標        

本案開標以三段標的方式辦理，其辦理方式將如下敘述。  

1.1.1.1. 資格標  

本案例因屬鉅額採購，對主承包商及協力廠商依「投標廠商資格

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訂定資格限制，故採分段式開標，先審

查其資格，在分段開標中ＰＣＭ人員加入工作小組參與並協助辦理。  

2.規格標  

由資格審查合格廠商率統包團隊作簡報時間、簡報人數等，因本

案屬最有利標評選，故規格標審查重點在於選擇哪一統包團隊所提計

劃案對業主最為有利，初步除各領域審查委員就其專業提出疑問外，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八條成立之工作小組，規劃資格標

及規格標工作小組審查之時間，因時間較充裕，且工作小組（包含業

主及ＰＣＭ專業團隊）所擬具之意見彙總表具有各專業之工作項目，

可提供評審委員會提出，作為對統包團隊答詢評分之參考。如有設計

未盡完備部份，投標廠商可當場說明修正，並做成承諾，列入記錄，

決標後納入合約要求中。  

3. 3. 3. 3. 價格標（議約、議價）  

本案於開標前對「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十條之方式考量工程規

模性質擇一辦理，本案採最有利標，價格不納入評選，因評選過程時



統包商承諾部份及業主於審查會另行要求部份影響標價，對以上情形

確認後再辦理議價簽約程序，係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十九條辦

理。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廠商應符合的條件廠商應符合的條件廠商應符合的條件廠商應符合的條件        

本案例係屬巨額採購，對投標廠商可作部份限制，應依「投標廠

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辦理，不再探討。但相關協助或

共同投標廠商資格應符合共同投標辦法規定。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統包商之組成統包商之組成統包商之組成統包商之組成        

統包案的內容含括各種業別，以國內而言並無公司為統包案設置

常設之組織團隊參與統包工作，常因某一標案臨時組成之聯合團隊或

以主標商與協力廠商配合方式較多。國內近來因經濟不景氣民間工程

減少，政府為擴大內需推出 8100 方案，其內容多為重大交通建設工程

及其他公共工程，以策略聯盟方式組成投標團體應為日後之主流，建

築工程之設計施工統包商於各階段需結合不同廠商作評估。  

統包案最有利標決選除應有以上的效能外，營造商可以新的工法

及材料或廠商自有資源降低施工成本，日後的施工單位參與設計內

容，可避免因設計掛帥造成成本增加，且先行評估並提出細部設計資

料及估價使工程風險降低。  

一個統包標案的成立，廠商作先期評估是否參與投標，及初步估

算規劃。決定參與投標後，應審視投標文件，作規劃設計。投標前營

造廠商召集各類施工專業廠商，參與設計及估價事宜，配合標案設計

為協力或共同投標廠商。而統包案與競圖案不同，因競圖案可以設計

及空間材料的手法取得設計權，但往往未考量施工成本，造成決選圖

與成果不盡相同，將以上種種回饋到工程內容，使設計施工雙方雙贏。

統包案執行時，非僅一般工程之管理控制，還包含設計進度，各專業

項目之設計及施工管理、合約管理、成本控制等應配合專案工程管理

的導入，也就是營造商內部的ＰＣＭ。統包合約如加入一定時間之管

理維護，如停車管理、保全、電梯、出入門禁等，即需要管理及設備

維護廠商的加入，所以合約中規定維護時間的長短會影響到統包商選

擇設備材料的維護成本。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統包之招標評審標準統包之招標評審標準統包之招標評審標準統包之招標評審標準        

招標的評審標準依據「統包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應包括廠商

之技術能力、設計與計劃之完整性及可行性。此條文之規定係屬概括

性質之提示，在實際之操作各機關應依標案性質，經採購評審委員討

論通過制定各項評審標準，理論上是愈詳細愈好，但實際執行上有其

困難。  

一般而言統包內容大致為  

（1）工作範圍；  



（2）統包工作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  

（3）設計與施工、安裝、供應、測試、訓練、維修、營運等所應

遵循或符合之規定、設計準則及時程；  

（4）主要材料或設備之特殊範圍；  

（5）所提出之設計、圖說及主要工作項目之時程、數量、價格或

計畫內容等。依其項目訂定各項之評審標準，此評審標準俟公告後據

以辦理。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統包案例分析之比較統包案例分析之比較統包案例分析之比較統包案例分析之比較        

依據本案例領標廠商有 52 家，投標廠商 3 家。參與投標的三家廠

商所設計的建築面積與其設計理念都符合業主的需求，在公告預算八

億一千三百萬元的限制下，經共九位委員評分評比後，其投標狀況評

序結果為雙喜營造及沈祖海建築師統包團隊得標。  

本案以「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規定委託監

造。並以「機關辦理工程委託專案管理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規定

委託專業營建管理，其二者委託之廠商均為中華顧問工程司。以該公

司豐富的工程專業背景及充足的人力，正好彌補南投縣政府營建工程

人力之不足，並且以該公司長期從事營建工程之經驗及對政府採購法

之研究，草擬統包之契約、招標文件、評審標準、審查投標內容及設

計圖等，實對本案之進行有相當之助益。另外工程現場督導及工期之

掌握，工程之變更設計等亦充分的表現出 PCM 及監造之功能。  

本案例以統包辦理，因採用階段性重疊施工，依據承包商預估至

90 年 9 月底即可完工，以此估算發包設計、公告招標、施工工期，與

傳統發包施工進度比較，至少可節省十四個月，不僅符合業主的需求

且可節省許多管理費。  

本案以統包方式公開招標，並以最有利標方式評選，評選之方式

及過程公正、公平、公開，經議約結果統包廠商以每平方公尺約 16,000

元得標，其中包含建築結構工程主體、辦公室內部裝修設備、庭院景

觀等，確實以極低的價格來完成高品質的辦公大樓。其得標特色有：

該統包商之設計較其他廠商增加約 6,000 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造型具

地方風貌展現親民便民意象、人車動線較佳、設備較符合需求(如：電

梯數量最多)、融入南投社區文藝活動中心及中庭廣場空間、國際會議

廳…等。  

 

五五五五、、、、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統包案在國外佔公共工程之比率逐年增加，主要是國外統包實施

歷史較久，在規範、合約、爭議處理、廠商及民眾接受度…等較為完

備，國內因法源建立較慢，廠商尚無參與統包之經驗。藉由南投縣政



府新縣政中心統包案為例，因招標方式的不同促使產業結合，鼓勵廠

商對新的工法、材料、管理作另類嘗試，國內公共工程將更朝良性發

展。  

（1）PCM 廠商的導入是統包案成功的要素，但國內能提供如此多

類別專業及人力及之技術服務公司並不多。國內並無充足之案源提供

統包商長期組成之機會，臨時組成之團隊在短時間內所作之企劃案常

因經驗不足對廠商風險過大。因投標成本較高，營造廠較無投標經驗，

意願不足，對於未得標之廠商若能給予獎金，將可鼓勵優良廠商參與。  

（2）業主對統包案需求計畫書須充分的瞭解，避免對內容及工期

過高的要求造成投標廠商權益損失。尤以變更設計部份，因統包案係

設計及施工標，該設計方式考量施工因素在內，但業主若以一般競圖

案視之作大規模之變更，將造成工期、合約變動基準難以協議，所以

選定最有利統包案是非常重要之決定，一但決標不宜作大變動。  

（3）業主應辦理事項應明確，相關統包商契約範圍以外屬於業主

配合之事項，應配合工程進度確實依限完成。因統包案為邊設計邊施

工，業主（或其代表）的圖說查核許可時程將影響工程施工進度。統

包案只要符合功能要求，統包商可隨時因工地的變化修正工程內容，

技術上僅 PCM 審核通過，業主備查即可。選擇優良之 PCM 並將技術

部份充分授權，業主僅為功能性審查，將可使公共工程品質提昇，縮

減行政程序及變更作業時間。  

（4）執行營建管理(PCM)部份之立場，秉公執行合約之各項審查、

協調、溝通、下指令等，依合約採公平、公正、客觀原則，並力求維

護縣府權益及聲譽，督促統包商依合約進行各項計畫之執行。本案例

因採取統包之方式發包，並以 PCM 作營建管理，故在工程進行中，由

PCM 考量現況在實際需求之情況下，建議統包商採用替代工法，以提

高施工績效。例如：在細部設計進行中統包商採納 PCM 之建議，以新

材料自充填混凝土取代傳統之混凝土施工，雖然自充填混凝土比傳統

之混凝土價格高約 10-20%，但可節省搗築、粉光之費用，並可縮短施

工期限，頗符合本案業主之需求，且因使用較高強度之混凝土，使工

程品質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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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張鋼纜之風力效應研究  

屏東監造工程處 
工    程    師 蔡同宏蔡同宏蔡同宏蔡同宏 

高雄辦事處

經      理 莊輝雄莊輝雄莊輝雄莊輝雄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隨著大型斜張橋的逐步發展，斜張鋼纜的抗風穩定性問題已廣泛地引起設

計者探討，其中，尤以渦流顫動、尾流馳振及風雨振動因受鋼纜設計趨勢的影

響已成為研討的主要對象。然因鋼纜風力行為複雜，現階段數值分析方法仍無

法完整地提供鋼纜振動的行為模式，故如何利用經驗法則或試驗方法得知鋼纜

風力效應之相關訊息將是目前研究的重點。本文旨在歸納鋼纜抗風穩定性之判

讀經驗法則，並爰以國道三號高屏溪河川橋斜張主橋之相關研究為例進行說

明。  

 

一一一一、、、、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配合國內重大交通工程的陸續推展，橋梁設計概念已逐漸由傳統的短跨

徑、矮橋墩配置轉移至長跨徑、高橋墩的結構型式，其功能亦漸由單純地交通

需求提升為兼顧運輸及景觀等多元化服務。為滿足多元化的設計需求，橋型的

選擇必須具有創意，而斜張橋的配置則是所有橋梁型式中最具有變化空間的一

環，因其主要構件鋼纜系統及橋塔型式常可依設計者的理念進行調整，如已建

造完成之慈母橋、新東大橋及高屏溪斜張橋與正在建造中之貓羅溪斜張橋、集

鹿大橋及大直斜張橋等。  

基於斜張橋結構變異性大且特殊性高，造成其動力特性較複雜，且勁度相

對偏低，故而風力的影響常成為設計的決定因素。斜張橋風力行為可分為空氣

動力效應與空氣彈性現象兩部份，空氣彈性現象因受氣流界面互制行為的影

響，數值分析判讀不易，現階段較常以風洞試驗之試驗結果作為抗風穩定性之

判讀依據，惟鋼纜系統除外。鋼纜系統因受組成元件的影響，結構性質模擬不

易，尤其是關鍵參數阻尼值，因此設計階段風洞試驗甚少進行鋼纜抗風穩定性

的探討。  

鋼纜抗風穩定性的探討時機及方式與風力現象的行為模式息息相關，針對

現階段鋼纜之組成材料、斷面形狀及配置方式，一般較常被觀察到的現象有渦

流顫動(Vortex Shedding)、尾流馳振(Wake Galloping) 及風雨振動(Rain-Storm 

Induced Vibration)等空氣動力行為。由於上述風力行為相當複雜，若欲以數值分

析探討其行為模式幾乎是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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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研判時機較常設定於施工期間與

完工後。  

本文目的主要在於介紹鋼纜抗風穩定性判讀之經驗法則及相關試驗，並佐

以南二高燕巢九如段第 C381 標高屏溪河川橋斜張主橋相關研究成果，扼要闡

述斜張鋼纜之風力效應。  

 

二二二二、、、、鋼纜風力行為鋼纜風力行為鋼纜風力行為鋼纜風力行為        

近幾年來，為配合大型斜張橋的設計需求，鋼纜的配置、強度及防蝕措施

有了相當程度的變革，長鋼纜設計、雙重鋼纜配置及聚乙稀外套管的保護措施

已有逐漸增多的趨勢。根據已往鋼纜風力行為觀測記錄資料及後續相關研究報

告顯示，長鋼纜易受氣流影響而產生渦流顫動，且振動主要以高振態為主；雙

重鋼纜則可能發生尾流馳振之風力現象；高密度聚乙稀外套管易因雨水作用而

改變空氣動力斷面形狀，進而造成風雨不穩定振動。對於風馳現象（Galloping）

所造成的不穩定振動，受鋼纜斷面形狀的影響，相對應極限風速相當大，即發

生的可能性相當低。  

渦流顫動為鋼纜受到一交遞形成之渦流影響所形成之振動行為，其渦流來

自於流場受鋼纜阻撓之界面效應，當風速持續增加至某一範圍時，渦流會於鋼

纜後方周期性相互形成，並對鋼纜產生一周期性外力，進而引起鋼纜振動，如

圖一所示。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渦流顫動示意圖渦流顫動示意圖渦流顫動示意圖渦流顫動示意圖    

 

鋼纜因渦流顫動所產生之振幅均相當小，但若渦流產生頻率與鋼纜振態頻

率相近，鋼纜將因共振作用使振幅放大。渦流形成頻率  與風速Ｕ及鋼纜外

徑 D 可以 Strouhal Number 之關係式表示如下  



 

  

一般而言，在渦流顫動可能發生之雷諾數次臨界領域，鋼纜之 Strouhal 

Number 值約在 0.18 至 0.2 之間，將該值代入上式，即可計算發生渦流顫動之相

對應風速。  

風馳振動則來自於結構物橫風向振動速度與流場速度合成使得風攻角改

變，進而引起上昇力變化，此變化將影響結構物位移，並再度改變風攻角，如

此持續交互作用使得位移反應加劇。對於橫風向之風馳振動，其振動方向垂直

於流向，振動頻率較其渦流顫動頻率低，但其相對應臨界風速較渦流顫動高。  

風馳振動的發生與斷面形狀息息相關，一般而言，具有較大細長比之特殊

斷面易產生風馳振動。具有圓形斷面之鋼纜理論上不產生該項振動，但若強風

在鋼纜軸向有一分量，即風向與鋼纜並非垂直，則鋼纜亦可能產生風馳振動，

其原因在於強風方向之氣動力斷面已漸趨為橢圓形。  

尾流馳振為下風側鋼纜受上風側鋼纜後方流場尾流效應所造成之垂直向

風馳振動現象，如圖二所示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尾流馳振示意圖尾流馳振示意圖尾流馳振示意圖尾流馳振示意圖    

 

一般而言，若並列鋼纜的間距為其外徑的 2～6 倍時，且風向側角在 0
。
至

45
。
之間，則可能發生尾馳振動，其起振點約在無因次風速(U/fn×D , fn 為第 n

振態之振動頻率) 為 25 時，主要發生於第一振態，振幅一般約為鋼纜直徑的

兩倍。  

鋼纜風雨振動於 1984 年首次於日本 Meiko-Nishi 斜張橋被觀測到，其振動

現象可視為風馳振動的延伸，造成的主因原來自於鋼纜受雨水及氣流的共同作

用下，當鋼纜的上下兩側形成水路時，其空氣動力斷面形狀會因水路而改變，

進而引發不穩定振動，如圖三所示。除此之外，日本相關研究報告亦指出，風

雨振動也可能發生於無雨狀況，即當鋼纜與氣流成某一特定角度時，部份氣流

會沿鋼纜軸向流動，進而改變氣動斷面，理論上亦可能產生風雨振動，此一現

象已於風洞試驗中被證實。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風雨振動示意圖風雨振動示意圖風雨振動示意圖風雨振動示意圖    

 

鋼纜風雨振動行為根據日本文獻記錄較常發生於鋼纜傾斜角在 20
。
至 30

。

之間，且表面為光滑聚乙烯材質，引起振動之主要風速約在 6m/sec 至 18m/sec

之間，風向以沿著鋼纜傾斜方向並與鋼纜扇面呈 30
。
至 80

。
範圍內為主，且所

伴隨之雨勢並不大。風雨振動發生之鋼纜頻率常在 3Hz 以下，振幅最大可達鋼

纜直徑的 7 倍。因風雨振動容易受擾亂的影響，若橋址處紊流強度大於 15%時，

則可能不發生振動。相對地，對於大跨徑斜張橋建造於平坦且開闊區域，則須

特別注意鋼纜發生風雨振動行為之可能性。  

對於上述鋼纜風力效應的研判，P.A.Irwin 的研究報告
[5]
中曾針對風馳振動

與風雨振動兩種現象提出判讀建議值，判讀主要參考氣動力效應重要參數史庫

頓數(Scruton Number, Sc)，可表示如下  

 

其中，m 為單位長度質量，ζ 為阻尼比，ρ 為空氣密度，Ｄ為鋼纜直徑。

研究報告指出，當 Sc 大於 10 時，風雨振動發生機率即相當低
[3]
；另外，風馳

振動的相對應臨界風速可表示為 kfnD
 

，試驗數據推求 k 值為 35，PTI

（Post-Tensioning  Institute）則建議取 40。  

由於鋼纜氣動力現象與阻尼值息息相關，部分日本學者即以風洞試驗探討

阻尼值與不穩定振動之關係，或經現場強制振動求得抑制振動所需提高之阻尼

值。依據相關試驗之統計資料可推斷，當對數阻尼衰減值達 1%~1.5%左右時，

則渦流顫動可視為不發生；當對數阻尼衰減值大於 2%，則風雨振動發生之機

率即相當低；尾流馳振效應因受鋼纜間距的影響，制振所需之結構衰減仍不明

確，但若對數阻尼衰減值大於 5%時，則可抑制該振動的發生
[6]
。  



綜合上述判讀相關資料可知，斜張鋼纜風力行為主要受鋼纜頻率、阻尼值

及氣流界面行為等因素所影響，因此若預期或發現鋼纜產生不穩定振動，為提

高鋼纜抗風穩定性，其制振對策不外是提高鋼纜頻率與阻尼或改善氣流界面效

應。  

 

三三三三、、、、鋼纜制振對策鋼纜制振對策鋼纜制振對策鋼纜制振對策        

為提高鋼纜之抗風穩定性，一般所採用之制振措施可概分為空力對策及結

構對策兩類，前者機制在於改善氣流界面效應，後者則著重於提升鋼纜振動頻

率與阻尼值，其中又以提高阻尼值較為普遍。  

空力對策主要是藉由改變鋼纜表面形狀以防止風雨振動的發生，簡易方式

是在鋼纜表面適當間隔設置突出物，利用突出物阻礙鋼纜表面水路的形成，同

時擾亂鋼纜周邊的流場，對策重點主要是利用消除風雨振動發生的條件以謀求

鋼纜的穩定，詳圖四所示。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鋼纜表面修飾示意圖鋼纜表面修飾示意圖鋼纜表面修飾示意圖鋼纜表面修飾示意圖    

 

然而突出物的設置常會同時引起鋼纜拖曳力的增加，進而加大主梁及橋塔

的設計困難度，故對於鋼纜表面的修飾方式，一般均須針對橋梁特性進行個別

設計，並輔以風洞試驗作必要性驗證，例如日本東神戶大橋於鋼纜表面設置軸

向平行突出物，以抑制風雨不穩定振動現象的發生，而同樣為避免風雨振動的

發生，日本多多羅大橋之空力對策則於鋼纜表面設置不連續凹槽，兩者表面修

飾方式之差異原因即在於後者須特別考量鋼纜拖曳力增加對橋塔及主梁之影

響。一般而言，空力對策的優點在於不需後續維護措施，並且可避免制振措施

的設置影響橋梁整體景觀。唯空力對策常須於設計階段即進行規劃，並經由風

洞試驗驗證其效益及影響，除此之外，外套管須特別訂作。  

結構對策則以提升鋼纜頻率與阻尼值為目的，主要以鋼纜相互連接或設置

阻尼器等機制為主。鋼纜相互連接機制是利用不銹鋼線或間隔器將鋼纜彼此相

結合，藉由相互接合以期提高鋼纜阻尼及振動頻率，同時增加有效質量，見示

意圖五。然由於鋼纜相互連接會引起次跨度(Subspan)之較高振態振動，且對於

面外振動並無法控制，加上阻尼的增加效率相當難掌握，同時不銹鋼線對斜張



鋼纜系統外觀衝擊相當大，且後續維護工作執行並不容易，因此該項制振措施

已逐漸被取代。另一種結構對策一般係於鋼纜下方錨碇處附近設置阻尼器，然

為兼顧制振效果及景觀的衝擊，阻尼器的形式及設置的方式會因設計者之理念

不同而有所差異。概括而言，阻尼器型式可分為油壓阻尼器（詳圖六）、粘性

剪力型阻尼器（詳圖七）及高阻尼橡膠阻尼器等三種。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鋼纜連接示意圖鋼纜連接示意圖鋼纜連接示意圖鋼纜連接示意圖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    油壓阻尼器油壓阻尼器油壓阻尼器油壓阻尼器 

圖七粘性剪力型阻尼器圖七粘性剪力型阻尼器圖七粘性剪力型阻尼器圖七粘性剪力型阻尼器 



早期所採用之阻尼器型式以油壓阻尼器為主，使用者以歐美等國家較多，

唯此種歐美式阻尼器的安裝方式經常破壞斜張橋外觀，同時使用初期常因所需

之粘性衰減係數的設定極不明確，以至於造成阻尼器無法提供鋼纜所需之制振

效果。除此之外，油壓阻尼器只能提供單向制振效益，若要同時兼顧面外及面

內振動，則須設置兩個阻尼器，易造成安裝上之困擾。為改善上述缺點，若干

較新型阻尼器被研發，並且已有許多工程實績。其中，較普遍者為粘性剪力型

阻尼器，該阻尼器可同時因應內外兩向振動，且經由調整阻尼器內部粘性物質

量可準確獲得所需之粘性衰減係數。  

雖說鋼纜制振對策有許多方式，但由於造成鋼纜振動之風力現象特性並非

一致，故制振對策之適用性常須依鋼纜振動行為特徵而定。其中，粘性剪力型

阻尼器因適用性廣，又可同時兼顧內外兩向振動，並且構造簡單維護容易，加

以粘性衰減係數易於調整，因此已逐漸被廣泛使用。  

 

四四四四、、、、工程實例工程實例工程實例工程實例        

現以高屏溪河川橋之斜張主橋為例，說明斜張鋼纜抗風穩定性研究之規

劃、執行及結果。該斜張主橋全長 510 公尺，主跨 330 公尺為全銲接箱型鋼梁，

側跨 180 公尺為預力混凝土箱型梁，變斷面 A 型鋼筋混凝土橋塔高 183.5 公尺，

於橋塔兩側各配置 14 組鋼纜，鋼纜系統採單面混合扇形配置，兩端分別錨碇

於塔柱及箱型梁中央處，詳圖八。  

 

圖八圖八圖八圖八    斜張鋼纜配置斜張鋼纜配置斜張鋼纜配置斜張鋼纜配置    

 

斜張鋼纜系統配置除了主鋼纜由四根鋼纜組成外，其餘各組鋼纜均包含兩

根鋼纜，邊跨鋼纜中心距離由 140cm 漸減為 120cm，主跨側則由 90cm 漸增至

240cm，鋼纜長度由最內側約 80 公尺增加至最外側約 330 公尺，鋼纜外徑配合

鋼腱股數需求分成 280mm 及 225mm 兩種。單根鋼纜組成主要包含鋼絞線兩端



錨碇機制、外套管及內部灌漿材，錨碇機制為奧地利 VT 公司所製造之 HYDIN

型式錨碇裝置，外套管為光滑面高密度聚乙烯套管，內部灌漿材為法國 elf 所

生產之微晶蠟。  

 

規規規規        劃劃劃劃        

由於高屏溪斜張橋具有跨徑長、橋面寬及柔度高等特性，可預期整體結構

系統對風力相當敏感。為評估其抗風穩定性，橋梁於規劃及設計階段即進行一

系列模型風洞試驗，並確認橋梁結構主體具有高度之抗風穩定性。唯斜張鋼纜

系統因阻尼性質模擬不易，並未探討其本身之穩定性，僅考量鋼纜勁度及拖曳

力對橋梁系統的影響。  

鋼纜本身之抗風穩定性雖無法配合風洞試驗進行探討，但設計階段即曾依

鋼纜材質、配置及長度等影響因素進行風力行為評估，初步認為鋼纜有可能因

風力效應產生經常性振動。唯考量鋼纜風力現象較少屬於破壞性行為，主要仍

以造成鋼纜錨碇端之疲勞問題為主，故處理時機即擬訂於鋼纜架設後。除此之

外，考量鋼纜振動主要受阻尼影響，而阻尼理論值與鋼纜變形有關計算困難，

一般須經由實體振動才能求得較精確值。為避免鋼纜振動試驗於通車後進行時

易造成橋上行車不便，故規劃鋼纜氣動力行為於施工階段配合振動試驗及現場

觀察進行探討。  

為瞭解鋼纜受風力作用後之行為模式，鋼纜規劃於架設初期即配合安裝時

程進行觀測，並依研究需要進行微振測試。由於鋼纜安裝順序配合主梁吊裝時

程是由內而外，故觀測重點階段主要設定於鋼纜施工後期。除此之外，由於斜

張橋邊跨臨近丘陵地，而主跨橫跨寬闊河川流域，兩處地形條件差異甚大，預

期主跨側紊流強度相對較小，進而研判風力效應將較嚴重。綜合前述各項因

素，即設定觀測對象以主跨外側之數對鋼纜為主。  

 

觀觀觀觀        測測測測        

本橋於鋼纜架設初期歷經多次颱風，然由於鋼纜安裝長度較短，因此並未

觀察到任何顯著的振動行為。直到民國 88 年 6 月 6 日瑪姬颱風來襲時，考量

鋼纜配合主跨鋼梁吊裝已安裝至第 13 組，最外側鋼纜長度達 300 公尺，經研

判鋼纜極可能因強風產生振動行為。為蒐集鋼纜振動資料，藉以分析振動屬性

及研判抗風穩定性，即於橋面版上進行目視觀測作業，並記錄振幅及風速風向

等相關資料。  

依據風速計記錄資料顯示，陣風由清晨的 21m/sec，逐漸增加至 35m/sec，

再緩緩轉弱，其間雨勢非常小。鋼纜振幅資料來自於目視之預估值，當風速達

15~20m/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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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k to Peak Amplitude)約 15~20cm 之橢圓形振動；當到達最大風速 35 

m/sec 時，風向側角(Yaw Angle)約 30
。
，上風處鋼纜振幅約為 10 公分，下風處

鋼纜最大振幅則增為約 30cm。分析振動行為模式可知，上風處鋼纜振動來自



於渦流顫動，下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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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6 日颱風來襲時雨量相當小，故觀測數據無法提供鋼纜發生風雨

振動可能性之研判資料。然為期能蒐集到鋼纜風雨振動現象之觀測資料，爾

後，每當天候狀況顯示風速、風向及雨量已接近發生風雨振動之狀態時，即進

行目視觀測作業。其間，以 88 年 7 月 7 日之天候條件較有利於風雨振動現象

的發生，當天風速約在 10m/sec 至 20m/sec 之間，雨量適當。經過長時間的觀

察，全數鋼纜均無發生風雨振動之跡象。  

綜合施工期間所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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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動試驗振動試驗振動試驗振動試驗        

為確認經由鋼纜長期觀察資料所作之初步研判結果，鋼纜於斜張橋主結構

體完成後進行微振試驗。試驗係於鋼纜適當位置裝設一高靈敏度之速度計，詳

圖九，當鋼纜受自然力(如風力)的擾動而產生振動反應時，速度計將此振動資

料傳送到ＦＦＴ分析器，再經過快速傅立葉轉換(Fourier Transformation)解析

後，可將速度計所得之訊息轉換成鋼纜振動模態及相對應之頻率與阻尼比，並

可計算鋼纜史庫頓數 Sc，其相關資料詳圖十。  

 

圖九圖九圖九圖九    微振試驗配置微振試驗配置微振試驗配置微振試驗配置    

 



-0.3

-0.2
-0.1

0

0.1
0.2

0.3

速
度

振
幅

(
ki
ne

)

F101 F102 F103 F104 F105 F106 F107 F108 F109 F110 F111 B101

斜張鋼纜編號

 

0

1

2

3

4

史
庫

頓
數

F101 F102 F103 F104 F105 F106 F107 F108 F109 F110 F111 B101

斜張鋼纜編號

 

0

0.2
0.4
0.6
0.8

1

1.2
1.4
1.6

阻
尼

對
數

衰
減
值

(%
)

F101 F102 F103 F104 F105 F106 F107 F108 F109 F110 F111 B101

斜張鋼纜編號

 

圖十  微振法量測之鋼纜阻尼比與史庫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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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依據前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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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規劃進行強制振動以產生較合

理之振幅。  

一般而言，強制振動是利用加振機在鋼纜面內方向(即垂直方向)藉推壓方

式產生低振態之振動行為，當鋼纜到達穩定不變的振幅後，將加振機與鋼纜分

離，令鋼纜轉成自由衰減的狀態，見示意圖十一。然由於國內已往並未進行過

類似的試驗，經查詢亦沒有加振機可供租用，雖曾考量委託廠商製造，然其造

價可能高達數百萬元，非本計畫能力可及，故而重新考量鋼纜加振方式。  



加振機

角材

速度計

 

圖十一圖十一圖十一圖十一        加振機配置示意圖加振機配置示意圖加振機配置示意圖加振機配置示意圖    

 

為求得較合理之振幅值，以提供鋼纜抗風穩定性研判所需之阻尼值，但又

受限於研究經費不足，即研擬僅產生單一衝擊之簡易強制振動法。經由相當時

間研討及規劃，並參酌國外顧問的意見，最後，基於試驗可行性之考量，決定

利用大型吊車以繩索拖拉的方式提供鋼纜之初始變位值，詳圖十二，並利用角

材提供臨時支撐，再以卡車迅速將角材拖離，令鋼纜產生激振，並逐漸衰減至

停止。試驗主要以主跨外側鋼纜為對象，共七根鋼纜，每根鋼纜進行二次試驗，

其差異僅在於鋼纜初始變位值，規劃目的希望能經由試驗結果同時提供振幅與

阻尼間之關係訊息。  

 

圖十二圖十二圖十二圖十二        初始變位設定初始變位設定初始變位設定初始變位設定    



強制振動進行前，亦於鋼纜上裝設一高靈敏度之速度計，並於速度計下方

設置一環箍鋼製夾具將鋼纜束制，鋼製夾具下方則規劃有一 13×13×390cm 之硬

木支撐，支撐硬木下方則架設一組三角楔形鋼製支撐裝置以提供鋼纜初始變形

所需之反力。  

振動試驗進行時，先利用吊車將鋼纜上舉至規劃距離後，再將支撐硬木置

放於環箍鋼製夾具下方與三角楔形鋼製支撐反力裝置之間，隨後將吊車絞索放

鬆，此時鋼纜初始變形之力量轉移至支撐硬木。再利用 20 噸拖車將支撐硬木

拖離，詳圖十三，令鋼纜瞬間產生激振，並將預加之變位能轉化成振動型態之

動能反應，此時速度計將振動狀態傳送到ＦＦＴ分析器，經過快速傅立葉轉換

（Fourier Transformation）解析後，可將速度計所得之訊息轉換成鋼纜振動模態

及相對應之頻率與阻尼比。  

 

圖十三圖十三圖十三圖十三    設置臨時支撐設置臨時支撐設置臨時支撐設置臨時支撐    

圖十四共提供主跨最外側五根鋼纜之相關計算資料，資料顯示所有鋼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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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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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圖十四圖十四圖十四    鋼纜阻尼比與史庫頓數鋼纜阻尼比與史庫頓數鋼纜阻尼比與史庫頓數鋼纜阻尼比與史庫頓數    

研判及對策研判及對策研判及對策研判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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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確認鋼纜長期觀測結果，鋼纜於主結構體完成後進行強制振動，

並將所量測到之阻尼值配合經驗法則研判渦流顫動、尾流馳振及風雨振動發生

之可能性。由於阻尼量測值相當高，依經驗法則可推斷本橋鋼纜不至於產生不



穩定振動。綜合目視結果及試驗資料，應可確認本橋鋼纜系統自身具有高度抗

風性，並不需安裝制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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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為因應國內大型斜張橋設計的普遍化，一套完整且簡易實用的鋼纜抗風穩

定性研判模式是不可或缺的。本文即針對鋼纜風力行為的屬性進行一概括性說

明，並歸納專家學者建議之判讀公式，最後配合所規劃之強制振動試驗進行斜

張鋼纜抗風性研究。  

由於相關判讀數據所顯示之結果與長期觀測資料相當一致，除可確認高屏

溪斜張橋之鋼纜系統穩定性相當高外，為配合鋼纜抗風研究所引用之一套判讀

法則及試驗方法應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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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台灣之隧道工程始自劉銘傳開闢之獅球嶺隧道，目前隧道已完工總長度據統計

已逾 300 餘公里，部份隧道可能因建造年代久遠老舊，或因隧道遭受如地震或邊坡

滑動等外力作用，須考量予以維修補強或改建，而較為特殊為隧道因營運或使用階

段需求改變，例如對交通隧道而言其交通量增加或防災設施增加，或因隧道採取分

階段施工，第一施工階段之緊急逃生隧道於後續階段須擴大為主隧道斷面等，隧道

須予以擴建。倘該擴建隧道於施工期間仍需考量維持原有之營運需求，即對交通隧

道而言，仍維持車輛進出，則其設計及施工之考量將與一般隧道新建工程不同。此

外，如何考量利用既有隧道支撐及襯砌，減少對隧道開挖面之擾動，且達到節省初

期支撐之目的，亦為擴建隧道之設計及施工另一考量重點。  

本文將就蒐集國外及目前執行之擴建隧道案例，首先探討新建隧道工程與擴建

隧道設計及施工之差異，並以數值分析方法研究隧道擴挖對支撐襯砌之影響，進而

探討擴建隧道支撐設計及施工之考量重點，以期供未來工程界於類似案例參考。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般隧道工程界較著重於新建工程，但對於老舊隧道之維修或隧道因交通量需

求增加等等須予以擴挖之情況，其考量將與新建隧道不同。擴建隧道受限於擴挖斷

面空間有限，其隧道斷面配置及可使用施工機具之最小空間皆須予以考量，且如何

利用既有隧道襯砌，以減少隧道支撐及襯砌，為可考量之經濟層面。隧道擴挖期間，

如既有隧道淨空仍維持營運功能，則須考量敲除之襯砌、岩塊掉落對於人車之安全

影響，其施工計畫通常亦需考量儘量避免進行交通管制造成行車不便，開挖時亦須

考量儘量採用機械開挖，避免鑽炸產生之碴料噴彈、振動及噪音。  

為了提昇效率、縮短工期以及方便資金之籌措和運用，對於雙孔公路隧道可採

用分階段之施工方式，即第一階段先行施作單孔主隧道及其施工道路和橫坑等，並

依隧道安全防災考量，於主隧道外側設置緊急逃生隧道，完工後即開放單孔雙向雙

車道通車，第二階段則視交通量需求，新闢第二孔主隧道，一般之緊急逃生隧道配

置方案如表 1。如採用緊急逃生隧道(導坑)設置於第二孔主隧道內之情況(如表 1

之方案二)，則第二孔主隧道可由緊急逃生隧道予以擴挖。  

        



 



隧道之設計及施工，均有賴詳細之地質調查，惟如因隧道上方覆蓋層深度甚大

或如位於自然景觀保留區，無法藉由一般之鑽探及地球物理探測進行隧道位置詳細

地質調查，則可考量設置導坑。當導坑設置於主隧道內，且非採分階段施工方式時，

則導坑可設置於任一孔隧道內，並於爾後擴挖成主隧道。但若採分階段施工方式，

且導坑設置於第二孔隧道內時(導坑亦可做為緊急逃生隧道)， 施工時導坑仍與第

一孔隧道保持適當距離，第一孔隧道因依循探查導坑之進度及藉助導坑提供之地質

探查資料，主隧道施工安全性較高，則第二孔主隧道於第二階段施工時由導坑(緊

急逃生隧道)擴挖。  

本文首先將所蒐集之擴建隧道案例，就其設計施工考量予以檢討，以作為老舊

隧道擴建設計施工參考。該等老舊隧道經由初期檢查及檢測結果，研提可行之維修

方案，並依功能需求、施工性、工期、經費評估，考量隧道擴挖或隧道異狀補強，

最後採用隧道擴挖方案，目前已完成土建施工。  

 

二二二二、、、、國外擴建隧道案例國外擴建隧道案例國外擴建隧道案例國外擴建隧道案例        

(一一一一)日本市振隧道日本市振隧道日本市振隧道日本市振隧道－－－－緊急逃生隧道擴挖緊急逃生隧道擴挖緊急逃生隧道擴挖緊急逃生隧道擴挖[1]  
日本北陸新幹線的市振隧道，是一個將緊急逃生隧道擴挖成 2線主隧道的施工

實例，其緊急逃生隧道寬 4.7公尺，以 7座橫坑與使用中之主隧道互相銜接，與使

用中主隧道之中心間距為 30至 38公尺，擴挖時，為將緊急逃生隧道當作既有之底

導坑，以新奧工法採全斷面鑽炸法開挖。  

施工中，爆破對營運中隧道影響有振動和噪音兩方面，研究發現隨著爆破點的

距離、炸藥的種類、藥量、填塞狀況、孔位佈置，傳播路徑和地盤條件等，其振動

有不同的變化，在含水量多之地盤，地盤振動比一般地質情形要大。為了減少爆破

噪音對通車中隧道內人、車的影響，施工中將開挖面附近的緊急逃生隧道和橫坑設

置隔爆設施，並設置安全門以供緊急避難時使用，由該隧道施工之實績得知，緊急

逃生隧道的擴挖所需之炸藥量、鑽孔數均比新建隧道之數量要少，全斷面開挖施工

之循環時間也比正常隧道要短 10%至 17% (田銘瀨廣之等人，1998)。  

(二二二二)日本天王山隧道日本天王山隧道日本天王山隧道日本天王山隧道－－－－老舊隧道擴挖老舊隧道擴挖老舊隧道擴挖老舊隧道擴挖[2]  

日本名神高速公路的天王山隧道屬老舊隧道，由於地質條件不佳，造成斷面淨

空內縮，乃將既有隧道進行擴挖。該隧道當初係以矢板之傳統工法進行施工，襯砌

混凝土厚約 1.0至 1.2公尺(最大達 3公尺)。經檢討後，獲悉隧道擴挖時須考慮：  

1.既有襯砌混凝土敲除之施工機具。  

2.襯砌混凝土背後地盤鬆動程度及對策。  

3.黏土、砂層、斷層帶等地質弱帶之施工方法。  

4.隧道擴挖對周圍地盤之影響。  

由於襯砌混凝土太厚，一般掘削機無法施作，並考量相對於鑽炸工法之低噪

音、低振動工法，決定採用大型破碎機進行施工；襯砌背面之鬆動範圍，經由彈性

波調查後，發現東側約達 8公尺，西側為 4公尺，原來打算採用先撐鋼管進行預撐，



但預估採用之數量相當多，且頂拱之塌落仍無法避免。因此，改在開挖前先在頂拱

45o範圍內進行灌漿，改良其岩體強度及穩定性。因主要斷層帶於舊隧道施工時曾

經造成偏壓及地層滑動，故擴挖施工時先於具地層滑動潛能區間，由地表施作直徑

2公尺，長度 22至 33公尺的止滑樁。另外，在洞口附近覆蓋層小於 10公尺的區

段，則採用 AGF(長距離鋼管)工法進行施工。此工程復經由試驗後採用高強度噴凝

土，降低鋼支保尺寸和重量，增加支撐系統之剛性，以減少擴挖造成周圍岩盤鬆動 

(寺尾幸青等人，1997) 。  

(三三三三)日本大藏隧道擴建案例日本大藏隧道擴建案例日本大藏隧道擴建案例日本大藏隧道擴建案例[3]  

大藏隧道屬日本北九州國道高速 4號線，為因應交通量增加之需求，須將其中

長度 170公尺 2車道隧道段擴挖為 3車道隧道，考量施工中既有 2車道仍保持通車，

且僅能在晚間 10點至隔日凌晨 6點進行交通管制或停止通車，亦考量妥予利用既

有隧道襯砌，初擬 A、B、B-1、C、C-1、D 等 6個方案如表 2。依功能性、施工性、

經濟性、工期、經費等綜合評估結果，最後採用方案 B，其施工程序如圖一所示。

本案例之擴挖斷面除車道淨寬需求，考量擴挖使用一般或最小機具及其所佔空間，

並考量利用既有隧道襯砌之可行性，擬定一般施工機具可使用斷面及供小型機具之

最小斷面等二種。另為維持施工中行駛車輛安全，車道淨空線上設置ㄇ字型鋼製防

護鈑，以防敲除襯砌直接掉落，並可作為施工機具之工作平台 (村山隆之等人，

2000) 。  

 

 



 

 

 
(四四四四)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 Nazzano 隧道擴建案例隧道擴建案例隧道擴建案例隧道擴建案例[4]  

Nazzano隧道長 337公尺，此隧道由雙車道(隧道直徑 12.2公尺)擴挖成三車道

(隧道直徑 19.7公尺)，該隧道最大覆蓋為 45公尺，主要地質為砂質及沉泥質粘土，

擴挖期間為維持交通亦使用鋼鑊鈑，而擴挖機具則設置於半圓形之軌道台

(Semi-Circular rail mounted gantry)上，其主要施工步驟為 1.鏡面之地盤改良及開挖

面纖維噴凝土施作，其中纖維噴凝土於開挖前預先進行。2.隧道開挖，棄方由卡車

於鋼護鈑及開挖面間之空間載運。3.混凝土襯砌澆灌(須於距離鏡面小於 5公尺內

進行)。4.隧道仰拱施作。其施工斷面示意如圖二。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 NazzanoNazzanoNazzanoNazzano 隧隧隧隧道道道道擴建案擴建案擴建案擴建案例例例例    

 

三三三三、、、、老舊隧道維修評估及擴挖老舊隧道維修評估及擴挖老舊隧道維修評估及擴挖老舊隧道維修評估及擴挖  

本工程司承辦之老舊隧道維修補強案，其隧道約於 1970~1980年間以傳統工法

建造完成，為陽明大學與榮民總醫院間之連絡通路之一，屬老舊隧道，隧道標準斷

面及縱斷面如圖三及圖四。本隧道最大覆蓋層厚約為 28公尺，屬淺覆蓋，擴挖前

隧道開挖斷面為約 18平方公尺，隧道長度為約 83公尺，擴挖後隧道開挖斷面為約

54平方公尺，隧道長度為約 97.5公尺。沿線地層為白色粗粒至中粒砂岩，呈厚層

至塊狀，岩石單壓強度約為 125~300kg/cm2。隧道鄰近地層走向約為 N80ºE至

N74ºW，傾角向南呈 17º~24º；有

二組主要節理，第一組節理走向

N40ºW~N50ºW，向西呈 70º~75º

傾斜，節理間距約為 0.3~0.6公尺, 

延續約 6公尺；第二組節理之走

向為 N4ºW~N17ºW，傾向西呈

80º~85º，節理間距為 1.0~1.5公

尺，延續約 1.5公尺。隧道縱軸方

向約為 N68ºE，與地層走向約略

平行，與二組節理則以較大角度

相交，推測隧道擴挖時較可能產

生局部岩楔掉落。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擴建隧擴建隧擴建隧擴建隧道道道道標準斷標準斷標準斷標準斷面面面面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擴建隧道縱斷擴建隧道縱斷擴建隧道縱斷擴建隧道縱斷面面面面 

隧道襯砌材質老化或力學上之破壞等因素，導致襯砌產生龜裂變形等，

通稱為「隧道異狀」，隧道安全檢測工作類似於身體健康檢查，其目的主要

在於早期發覺異狀，或身體己感不適時進行檢查，並及早找出病因(調查)，以

利對症下藥(評估及維修)，使身體恢復健康；兩者間之關連性如圖五所示，現

場檢測調查、安全評估及修護補強之整體關係流程，則可詳圖六。  

針對老舊隧道之修復設計，須依安全檢測結果，基於最低功能以上之需求，予以

維修補強或全面更新，一般維修補強之費用及工期較全面更新為低，但仍須依情

況短期間進行，於結構物使用生命週期內之整體費用，仍可能較全面更新為高，

其理念示意如下圖七圖七圖七圖七    隧道維護補強及全面更新之功能隧道維護補強及全面更新之功能隧道維護補強及全面更新之功能隧道維護補強及全面更新之功能、、、、生命週期成本理生命週期成本理生命週期成本理生命週期成本理念念念念示意示意示意示意

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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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隧道安全檢測與人體健診之比隧道安全檢測與人體健診之比隧道安全檢測與人體健診之比隧道安全檢測與人體健診之比較較較較[5[5[5[5]]]]    

 

 

 



 

 

 

 

 

 

 

 

 

 

 

 

 

 

 

 

 

 

 

 

 

    

圖圖圖圖六六六六    隧道維護管理之流隧道維護管理之流隧道維護管理之流隧道維護管理之流程程程程示意示意示意示意圖圖圖圖    

 

 

基於上述理念，本計劃隧道於維修補強設計及施工前，先進行隧道檢測

調查工作，其調查目的大致如下：  

1.掌握隧道之現況，有效地進行日後維護管理工作。  

2.及早發現對隧道安全性及使用機能有不良影響之問題。  

3.獲得影響隧道安全原因及判斷依據。  

4.獲得是否需要進行改善措施規劃設計之判斷依據。  

5.獲得選擇改善措施方式及決定維修範圍及數量等所需之設計基本資料。  

6.修復效果(維修補強或全面更新)之評估。  

為瞭解本隧道既有襯砌現況，及襯砌背後是否有空洞存在及產生之鬆動岩

盤，進行之既有隧道檢測之調查項目及調查成果彙整如表 3所示。  

平時檢查 

安全檢測 

安全評估 

修補設計 

修復施工 

為早期發現隧道異狀所實施之日常檢查，常以目視進行，時輔

簡單儀器。可分為平時、定期及臨時檢查。 

針對隧道之缺陷或老化程度所實施之檢測，採目視及儀器進行

記錄、計測等調查。視檢查結果不定期實施，惟老舊隧道至少

每 1~5 年實施 1 次。 

依據調查結果進行隧道安全評估，判定應採取之處理措施，並

整理成決定維修及補強方式之基本資料。 

依據評估結果進行維修及補強設計，除決定施工法、擬定施工

計畫外，並製作規範及預算。 

依設計資料，進行隧道全體或部分區段之更新、維修、補強等

施工。 



表表表表 3 老舊隧道檢測調查項目及結果老舊隧道檢測調查項目及結果老舊隧道檢測調查項目及結果老舊隧道檢測調查項目及結果[5] 

調查項目 調查位置 調查結果 

全線襯砌表面調查 � 隧道全線 � 龜 裂 長 度 大 小 ( 最 長 為

20m)、寬度大小(0.2~2mm) 

� 混凝土劣化 

� 滲漏水 

� 骨材外露、襯砌剝落 

透地雷達探測 � 隧道頂拱與側壁 3~5 條測線 � 隧道襯砌厚度(15~25cm) 

� 隧道頂拱存有若干大小不一

之空洞(10~20cm) 

史密特錘測試 � 均勻分佈於頂拱與側壁之未

損壞、襯砌劣化區與龜裂範圍 

� 簡 易 檢 測 之 混 凝 土 強 度

(100~500kg/cm2)  

裂縫深度探測 � 選擇重點且裂縫具代表性之

處 

� 裂縫深度(部份已穿透) 

鋼筋腐蝕檢測 � 選擇重點 � 鋼筋有腐蝕現象 

鑽探工作 � 隧道頂拱及側壁各一處 � 頂拱為鬆弛地層 

� 混凝土鑽心之厚度不足 

� 混凝土鑽心之澆鑄品質不佳 

室內試驗 � 利用混凝土及岩石鑽心試體

進行室內試驗 

� 混凝土鑽心單壓強度為 142

及 152kg/cm2 

 
依初步檢查結果，本隧道有龜裂、滲漏等異狀，其持續發展程度不甚明顯，但

由檢測所得鋼筋有腐蝕現象，襯砌厚度亦不足，而頂拱上方鬆弛岩體之岩壓會傳遞

至襯砌結構。加以由檢測調查成果研判，隧道結構可能遭受偏壓，至於隧道兩側側

壁與起拱線之交接位置龜裂情形明顯，經以水泥砂漿修補後，修補位置亦陸續有龜

裂發生，加上混凝土襯砌材質劣化程度明顯，須考慮予以修復。  

本隧道修復目標基本上可就全面更新與局部補修兩方面進行檢討，全面更新之

方式可提高並增加隧道之使用年限，大幅降低營運風險、減少維護管理頻率，有

利於整體結構體強度之加強，但施工期之影響(時間較長)較修補方式為大。另局部

補修對增加隧道之耐久性助益不大，僅可考慮增加其短期之穩定性，對原先之安

全評估等級提升有限。  

為徹底解決本隧道結構劣化及破損之問題，增加其使用年限，確保營運可靠

度及減少維護頻率，本隧道之更新方案考量襯砌全面拆除新設(方案一)、既有斷面

加設新襯砌(方案二)及隧道異狀範圍維修補強(方案三)，就其斷面面積、工程費、

工期、施工風險性、作業環境及可用之生命週期等進行評估。隧道維修補強方案

綜合評估如表 4。  



表表表表 4  隧道維修補強方案綜合評估一覽表隧道維修補強方案綜合評估一覽表隧道維修補強方案綜合評估一覽表隧道維修補強方案綜合評估一覽表 

項目 
襯砌全面拆除新設 

(方案一) 

既有斷面新設新襯砌 

(方案二) 

隧道異狀範圍維修補強 

(方案三) 

斷面面積 斷面積擴大 斷面面積縮小 斷面面積不變 

工程費 ○ △ △ 

工期 × △ ○ 

施工風險性 × ○ △ 

作業環境 ( 難易

度、施工環境等) 

× ○ ○ 

可用之生命週期 ○ ○ × 

綜合評估 全面更新，隧道品

質與使用年限可大

幅提昇，唯因覆土

淺且為軟弱岩層，

既有襯砌拆除時之

施工安全與施工環

境 差 ，且 工 程 費

高、工期長 

全面更新，隧道品質

與使用年限可大幅提

昇，雖斷面面積較

小，但應仍可供交通

所需，不需大規模之

既有襯砌拆除，其施

工安全與施工環境較

佳 

就異狀範圍進行補強，

僅為一些之應急措施，

隧道品質與使用年限無

法大幅提昇，日後宜再

根據隧道之劣化程度進

行全面更新 

方案優劣 △ ○ × 

註：○佳  △可 ×劣 

 

 
其中方案三「異狀範圍維修補強」，因其工法及成效無法完全掌握，故並未

再予以考量，且方案一依擴挖為單向通車或雙向通車，乃再分為方案一甲及方案

一乙。  

(一一一一)方案一甲方案一甲方案一甲方案一甲  
為將現有隧道混凝土逐輪拆除，採破碎機擴挖成雙車道斷面，隨即裝設鋼支

保、施作噴凝土及安裝岩栓，接著再進行下一輪混凝土拆除，並重復前一輪之施

工作業，直至隧道全線均擴挖及支撐完成，然後設置防水層及澆置內襯混凝土，

俟全部土建工作完成後，再安裝照明及相關機電設施。  

(二二二二)方案一乙方案一乙方案一乙方案一乙  
為介於方案一和方案二之折衷方案，將現有隧道內襯砌混凝土逐輪拆除，然

後逐輪擴挖為單車道斷面，逐輪安裝鋼支保、噴凝土及岩栓等支撐，於全線擴挖

及支撐完成後再舖設防水層，最後澆置內襯砌混凝土。 

 

 



(三三三三)方案二方案二方案二方案二  
為在原隧道鋼筋混凝土內襯砌打設岩栓、隧道內襯砌外圍可能存在之空洞施

作固結灌漿、舖設防水層、澆築一層新襯砌混凝土。隧道內空寬度減少約 60公分，

高度減少 30公分。  

上述三方案之比較如表 5所示，綜合上述三方案之比較，方案二雖可達成所

需之安全要求，但更新後隧道斷面淨空縮小，僅可供小客車單向通行，消防車無

法進出，行車及救災難功能最受限制；方案一甲則更新為單孔雙車道斷面，除達

成安全要求外，可供大小客貨車雙向通行，行車功能最強；方案一乙則更新為單

孔單車道，可供大小客貨車單向通行，行車功能介於方案一甲、方案二之間。衡

酌上述三方案之交通功能與工程費之不同，以及該隧道為一區內專用道路，車流

量不大，且基於主辦機關經費有限，最後採用方案一乙做為定案方案，以滿足小

客車及消防車均能單向通行之需要。  

表表表表 5 隧道修復方案比較隧道修復方案比較隧道修復方案比較隧道修復方案比較 

 
方案一甲 

加大斷面(一) 

方案一乙 

加大斷面(二) 

方案二 

縮小斷面 

功能 ○ △ × 

斷面大小

(m2) 
○ △ × 

工程費用 × (最高) △ ○(最低) 

工期 ×(最長) △ ○(最短) 

營運管理 

○ 

 (雙向通車，大、小

型車輛均可通過。) 

△ 

(以紅綠燈進行單向通

行管制，大、小型車

輛均可通過。) 

× 

(以紅綠燈進行單向通

行管制，只容小型車

通過，消防車無法通

行。) 

 

四四四四、、、、隧道擴挖數值分析隧道擴挖數值分析隧道擴挖數值分析隧道擴挖數值分析  

為瞭解既有隧道予以擴挖與一般新建隧道間差異，依方案一乙之構想及其隧道

斷面，採用有限元素法進行分析，基於此分析主要在瞭解擴挖及新建之差異，其成

果並非運用於設計，故採用簡單模式，假設岩體為彈性材料，其彈性模數

E=5000kg/cm2，卜松比 υ=0.3，噴凝土襯砌 E=8000kg/cm2，混凝土襯砌

E=2.1×105kg/cm2，岩栓不考慮，隧道覆蓋採用 20公尺，並進行 3種情況分析：(一)

依初始應力、既有隧道開挖、既有隧道擴挖等三步驟分析；(二)初始應力及既有隧

道開挖同時作用、既有隧道擴挖等二步驟分析；(三)初始應力、新建隧道等二步驟

分析，其各分析例於最後隧道擴挖階段所得隧道面位移、襯砌彎矩及襯砌軸力如圖



八所示。由分析結果可知(如表 6)，例二(擴建隧道)之隧道位移、襯砌最大軸力較

例三(新建隧道)為小，但襯砌彎矩較例三為大，故隧道擴挖較新建隧道而言，其隧

道位移較小，以本分析例二及例三而言，其比例為 1.86倍，襯砌最大軸力相近，

但襯砌彎矩較大，以例二及例三而言，其比例為 1.9倍。  

 

分析例 

分析結

果 

分析例一 分析例二 分析例三 

隧道位

移 

   

襯砌彎

矩 

   

襯砌軸

力 

   

圖圖圖圖八八八八 隧道擴挖數值分析結隧道擴挖數值分析結隧道擴挖數值分析結隧道擴挖數值分析結果果果果 

 

表表表表 6 隧道擴挖階段分析結果隧道擴挖階段分析結果隧道擴挖階段分析結果隧道擴挖階段分析結果 

分析例 位移(cm) 襯砌最大軸力(kg) 
襯砌最大彎矩 

(kg . cm) 

例一：依初始應力、既有隧道開

挖、既有隧道擴挖等三步驟分析 
0.65 920 571.24 

例二：初始應力及既有隧道開挖

同時作用等二步驟分析 
0.36 1007 695.93 

例三：初始應力、新建隧道分析

等二步驟分析 
0.67 1047 365.91 



五五五五、、、、隧道設計施工特殊考量隧道設計施工特殊考量隧道設計施工特殊考量隧道設計施工特殊考量 

本隧道基於經費有限及環境等因素，其特殊考量如下：  

1.依鑽探岩心及室內試驗結果，岩石單壓強度約為 125~300kg/cm2，並考量鑽

炸法使用之炸藥申請時間較長，且其產生之振動及噪音可能影響學校及醫院，故採

用破碎機開挖(如照片一)。  

 

 
2.如一般隧道開挖採用之支撐，但參考義大利 ADECO-RS工法隧道開挖面前

方進行縱向支撐加勁，可控制其隧道變形及增加隧道穩定(如圖九)，本計畫隧道支

撐可因隧道縱向前方既有隧道襯砌作用(照片二)，其支撐勁度及數量可酌減調整。  

 

 



 

 

圖九圖九圖九圖九  ADECO-RS 工法之隧道開挖面前方控制變形及穩定理工法之隧道開挖面前方控制變形及穩定理工法之隧道開挖面前方控制變形及穩定理工法之隧道開挖面前方控制變形及穩定理念念念念[6] 

 



3.既有隧道擋土牆不敲除，作為施工及通車階段邊坡擋土牆，以節省邊坡保護

工費用如圖十所示，其隧道擋土牆施工如照片三及照片四。  

 

  

  

圖十圖十圖十圖十 既有隧道洞口既有隧道洞口既有隧道洞口既有隧道洞口擋擋擋擋土牆運土牆運土牆運土牆運用用用用 

 

照片三照片三照片三照片三 既有隧道洞口擋土牆及施工既有隧道洞口擋土牆及施工既有隧道洞口擋土牆及施工既有隧道洞口擋土牆及施工(一一一一) 



 

照片四照片四照片四照片四    既有隧道洞口擋土牆及施工既有隧道洞口擋土牆及施工既有隧道洞口擋土牆及施工既有隧道洞口擋土牆及施工(二二二二) 

 
4.基於經費有限，本隧道擴建施工期間禁止出入，車輛由替代路線通行，以節

省車行防護設施費用。  

5.防止老舊隧道頂拱既有空洞及額外載重，採用縱向先撐鋼管及灌漿。  

6.考量附近有醫院及學校，施工中進行噪音量測(如照片五)。 

 

  
7.採用照明系統點滅控制，依白天、晚上、深夜及非假日、假日等階段管制照

明系統，以節省電源及營運維護階段之費用。  

本擴挖隧道經由本工程司內及部門長官督導，與計畫主辦工程師、監工等之努

力，已於 91年 7月如期完工，並由業主邀請林副總經理東泰剪綵，其完工情況如

所附照片六及照片七。  



 

照片六照片六照片六照片六    陽明大學端隧道洞口陽明大學端隧道洞口陽明大學端隧道洞口陽明大學端隧道洞口(維修後維修後維修後維修後)    

 

 
 

照片七照片七照片七照片七    榮明總醫院端隧道洞口榮明總醫院端隧道洞口榮明總醫院端隧道洞口榮明總醫院端隧道洞口(維修後維修後維修後維修後) 

 

六六六六、、、、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擴挖隧道與一般新建隧道之考量差異，主要在於(1)妥予利用既有隧道襯砌、

(2)基於有限施工空間之施工機具，考量最佳擴挖斷面、(3)隧道施工中仍維持營運

時，考量用如鋼製防護鈑、(4)隧道擴挖之施工輪進時間較短、(5)擴挖時儘量採用

機械開挖，避免鑽炸產生噪音及振動對營運影響。  



2.老舊隧道之維修補強可先進行初期檢查及檢測，以瞭解隧道襯砌及背後空洞

情況，評估隧道予以擴挖或異狀範圍予以補強。一般隧道異狀補強方法雖然工期經

費相對較少，但可增加隧道之生命週期(life time)效果及時間仍待研究；隧道採擴挖

方式，襯砌予以重新設置，其隧道生命週期較確定。  

3.雙孔隧道如採分階段方式施工，且設置導坑(緊急逃生隧道)於未來第二孔隧

道位置，則第二階段施工時須予以擴挖，並考量導坑(緊急逃生隧道)擴挖對於營運

之第一孔隧道影響，而緊急逃生隧道擴挖期間之防災計畫亦須妥適予以考量。  

※※※※ 依本工程司承辦擴建隧道案例經驗--  

(1)既有隧道襯砌對於擴挖隧道有縱向先撐作用,一般隧道開挖之隧道面穩定問

題較小.  

(2)老舊隧道襯砌後面之鬆動區可採用先撐構件解決.  

(3)擴建隧道之支撐可考量既有隧道之洞口擋土牆及襯砌以節省經費.  

(4)隧道擴挖將影響原先隧道之營運功能,設計階段即須予以考量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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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路隧道安全與風險評估之探討  

機 械 部 
正工程師 邱豪磊邱豪磊邱豪磊邱豪磊 

中華大學管理學院

院            長 賀力行賀力行賀力行賀力行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近年來國際間公路隧道災變事故頻傳，各國致力研擬如何從其中獲取教

訓以防範於未然，紛紛提出改善策略來提升隧道安全技術，從歐聯各相關研

討會，如：ITC、TMI 及 BHRG(註)等會議之討論內容即可看出端睨及其發

展方向。目前國內既有公路隧道大都為三公里以下之較短隧道，面對未來國

道北宜公路雪山隧道、東部公路等長大隧道即將陸續興建完工，而相對應之

營運管理與防災體系卻付之闕如，實有必要加緊建立及整合。  

目前「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已推行兩年，然而大都著重在

自然災害防救之研究與論述，對於特殊場所如鐵、公路及捷運系統等山岳隧

道或地下結構物之相關研究甚少，有待專家學者進行探討評析，俾收集思廣

益之效。  

眾所週知，隧道愈長其安全等級愈高，其救援應變措施之能力相對地需

要加強。為舒解台灣地區人口壓力，連接東西向及東部廊道之公路隧道交通

建設將刻不容緩，當然亦潛藏著運輸風險與潛在隱憂，萬一發生重大火災或

爆炸災害時，其災害防救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SOP)之訂定、全國隧道救

援通報系統之建構、消、警支援執行災害防救應變之權責組織架構，及其動

員準備體系之可行性尚待確立；進而如何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加強隧道災

害救護技術員之資格審定、訓練、繼續教育，及提昇執行災害處理之救護設

施等都是刻不容緩之要務。因此，公路隧道安全與風險評估應用在工程設

計、建造及營運管理上的確十分重要，國外在有關隧道防災議題中可供學習

之風險辨識、風險分析及風險處理逐步推展之技術成效斐然，盼能藉此協助

決策者提昇決策品質、研訂本土化之隧道安全體制，以保障隧道之行車安全。  

對一個邁入已開發國家的我國而言，隧道重大災害將影響經濟策略的發

展，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害。因此，本文旨在探討以適當的風險評估方法

來提昇公路隧道安全管理的模式，使我國隧道建設與防災技術，得以躋身於

先進國家之林，並能化解對社會產生的衝擊、避免個人與社會成本的損失。  

 (註) ITC-International Technical Conference  

TMI-Tunnel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BHRG-BHR Group Limited)International Symposiumon Aerodynamic 

and Ventilation of Vehicle Tunnel  

 



一一一一、、、、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一一一一))))公路運輸公路運輸公路運輸公路運輸安全系統評估之建立安全系統評估之建立安全系統評估之建立安全系統評估之建立        

在隧道新建之規設階段即應針對安全管理計畫(SMP)與系統保證計畫

(SAP)之分析過程，研擬一套”運輸安全系統評估流程”，將其納入工程設

計中。對目前已通車之第二高速公路共約 30 公里長之隧道以及未來完工後

之北宜、蘇花、中橫及南橫等合計近 100 公里長之隧道，其中最長者為長約

12.5 公里之北宜雪山隧道，於通車後所要面臨的實際問題，為相關隧道安全

設施必須要能即刻配合運作，因此亟需龐大的養護人力與保全技術

(Maintenance and Integrity Technology)以為支應。然因政府預算及機關員額受

限於，必須導入民間經營模式以執行是作。惟以目前法令規章不夠完備，防

災救援體系、技術與組織尚未健全的情況下，如何能產生民間投資之誘因，

實有疑慮。  

因此，首先建議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之蒐集及專家之訪談，建立國內已

完工隧道之工程資料庫， 探討對個人或社會可能產生的風險因素與危險度

並予以量化，即以數據呈現用來推估造成事故之概率，與安全風險評定標準

作一比較。除可針對未來隧道之「興建計畫整體風險鑑識」擬定減輕對策外，

營運階段亦可供路、警、消等主管單位評估檢討以釐清責任。然而，該評析

結果將會過度保守，導致設計徒增工程費用。若以隧道通車的整體效益來分

析，因施工技術可能發生變異的機率及其變動對成本所可能造成之影響，有

可能導致工程完工後卻不能通車之虞；或在通車後發生災害時，責任鑑定難

度高且責任歸屬不易，以致延宕恢復通車時間，反而造成社會成本方面更大

的損失。  

再次，由事故原因來推定結果，以協助決策者或決策單位作減災、救災

最佳之決策判斷，以落實「隧道災害對策及基本防救法」之制定。建議參考

國內外各已完工通車之隧道資料，研析事故造成之原因、緊急應變措施與重

建計畫能力，並概分為若干等級，提出可能產生重大事故或災害確認表，以

供相關決策單位評析。建議之「隧道安全風險評估研究基本架構」詳如圖一

所示。  

在行政院第十五屆國際科技會議提出之研究中，相關公路方面僅有緊急

救援之標準作業程序(SOP)子題，若不能與隧道安全設施之設計理論、管理

方針等基本構成元素與操控技術整合，肯定在災害發生時將無法達到最佳之

維生系統。除此之外，作為上游管理人或營運期間負責人(CEO)如何提出「不

要讓風險變成危險」的應變決策和認知以減緩損失，乃為有識者所要嚴肅面

對的課題。  

 



 
 

((((二二二二))))火災災害分析火災災害分析火災災害分析火災災害分析        

火災在隧道內所生成的煙熱，以重型貨櫃卡車(HGV)計算約為 100MW，

其溫度高達 1300℃以上，此種高溫將使隧道結構崩塌、機電設備毀損，造成

用路人極為不便。故建議從事全尺度隧道危險事故演習，藉由統計分析方

法，提供規劃設計者於風險評估中研析其最低風險，或最高風險情況發生之

機率為何，此種研析結果在營運管理上之應用是十分重要的。  

 



((((三三三三))))隧道興建之隧道興建之隧道興建之隧道興建之決策分析決策分析決策分析決策分析        

有鑑於長大隧道為一複雜的大型營建工程，涵蓋數個不同專業領域，諸

如管理、財務、法律、商業及工程等。若以風險管理之每一階段來看，都充

滿了不確定性及風險，因此較一般專案計畫更需要風險管理。隧道風險計畫

經具體評估，各階段之策略如下，提供作為興建之決策參考：  

1.啟案階段  

找出風險評估在建造計畫籌措資金之基準點，譬如經過海港或河道時究

竟選擇橋樑或隧道？運輸因素與地質因素評價之先決條件？危險車輛允許

行駛隧道之可能性？火災規模應視風險安全系統與發生事件頻率(期望值)

之相關性。  

2.興建階段  

配合工程本身之設計、施工條件(工法、品質等) ，制訂一個可供建構

防災救援體系之「緊急應變程序」與「救援標準作業程序」，包括任務編組、

通報方式與交通管制等。  

3.營運階段  

對營運單位而言，必須儘速配合消、警單位建立救援組織，以免救災單

位指揮系統之權責與層級劃分不清時，將消耗更多的社會成本；而災後重建

工作將可能更為曠日耗時，且增加賠償爭議。此外，須充分瞭解營運風險上

下游全貌，洞燭先機防患未然。建構保險規劃的敏感度分析，以保障營運單

位自身與社會大眾整體之安全。  

 

((((四四四四))))隧道風險評估因素之探討隧道風險評估因素之探討隧道風險評估因素之探討隧道風險評估因素之探討        

國道新建工程局為集思廣益，於 86年 9月召開「公路隧道安全設施準

則研訂」研討會，邀集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會商討論。其目的在提高高速公

路隧道安全設施設計之原則與標準。該準則並非硬性規定，尚應考慮其適用

性，如交通、安全、經濟及環境因素。  

未來不論開發行為或興建各級公路隧道，在進行風險評估時，如其完工

運轉，因救援不易而導致重大傷亡，對用路人生命財產產生風險者，即須依

此標準進行評析。在評估的流程方面，係參考以特定專案計畫的風險評估為

基礎，依隧道諸元描述、統計模式、事故過程、計算損失結果、估計火災規

模、風險量化及不確定性分析等七個步驟，來進行隧道風險評估，建立隧道

風險評估之重要指標，茲概述如下：  

(1)在風險因子歸類部份，採用一般工程界熟悉的歸類方式，如推論統

計(Inferential statistics)中常使用卜松分配法(Poisson distribution)或蒙地卡羅法

(Monte-carlo methods)，使一般工程師易於了解。  

(2)藉由過去國內外隧道事故經驗，作為未來工程個案執行風險分析的基

礎參考。  



(3)風險辨識技術對於施工期冗長的隧道工程而言，有助於掌握各種不

確定因素，並透過整體風險評估架構，建立「實際執行」與「全險模式」的

概念。  

(4)建制事前之防災情報管理與事後勘災紀錄清冊，除在服務區設有供用

路人觀覽之小冊子，宣導應有的認知外，尚有提供隧道內部設施如何操作之

現場影片(音)資料，教導用路者如何使用、通報及避難。另可將工程檢測或

勘災之紀錄資料，提供各相關單位資訊網絡入口網站，作為後續保養維修的

重要參考。  

 

二二二二、、、、國內外文獻回顧國內外文獻回顧國內外文獻回顧國內外文獻回顧        

((((一一一一))))工程規劃設計相關條文工程規劃設計相關條文工程規劃設計相關條文工程規劃設計相關條文        

1.蒐集國內法規、標準及研究報告相關資料如下：  

- 中國國家標準(CNS)  

- 消防法規  

-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公路隧道消防法規制定草案  

- 環保署空氣品質標準  

- 公路隧道安全設施準則  

- 建築技術規則  

2.蒐集國外法規、標準及研討會相關資料如下：  

- PIARC世界道路協會  

- NFPA 美國國家防火協會  

- RWS 荷蘭公路隧道設施建議值  

- RABT 德國公路隧道設施及操作準則  

- MEPC日本道路公團  

- MTFVTP 美國 MEMORIAL 隧道排煙測試報告  

因各國國情不同，故在法規上應用之領域亦有所不同，即便條文周全亦

不宜完全照本宣科加以引用，提供國內工程界作為規劃設計與設施配置遵循

之用。目前我國隧道安全法規大致以原則性指導為主，對於防救、安全設施

專章或施行細則，應再將歷年來新發展之各項理念或技術，納入隧道消防法

規制定草案，編修標準作業程序(SOP)手冊與重新制定隧道安全等級，供各

級公路隧道參考使用。  

 

((((二二二二))))安全與風險的涵義安全與風險的涵義安全與風險的涵義安全與風險的涵義        

1.1.1.1. 安全  



安全(Safety)即是減低一種潛在危害(Hazard)的來源或一種可能造成隱患

(Accident Potential)損失的狀況。安全性(Safety Property)則是指系統的安全程

度，先有可靠性方有安全性。  

假設系統安全性為 S，危險性為 R，則  

S=1-R………………………………….. (2.1)  

由(2.1)式子中得知危險性(R)越大時，安全性(S)越低；反之亦然。雖然

可靠性藉系統防護周密可提昇安全性等級，但無必然之關係，只有在設定目

標時才有特定關係。例如，過去五年間每年汽車在某隧道發生事故為 10 件，

而今年訂定小於 10 件/年的目標值，應該是可以接受的程度。若這種可能性

超過了可接受的水準，即為不安全。  

2.2.2.2. 風險  

風險(Risk)之定義很多，簡單說就是危險(Danger)或事故(Accident)發生的

可能性，或是暴露於危險環境的機會。如果再清楚一點說明，以在某活動過

程中存有可能的危機，將導致成為不安全狀態所發生的有害後果機率。  

澳洲 AS4360 規範所稱：接受各種不同特定風險的可能性(後果)，即為

可接受風險(Risk Acceptance)。而後果(Consequence)是以定性或定量方式表示

某事件之嚴重性，它可能是損失、傷害、不利後果(也可能是實質獲得利益)。  

3.3.3.3. 機率  

機率(Probability)則為當計算一特定事件或結果之可能性，以特定事件和

可能發生事件之總合或結果的比率。在機率理論回顧中，機率是用以描述事

件發生之可能性，而試驗(experiment)則指的是觀察值，試驗可能之結果稱為

事件(event)，而事件之集合稱為樣本空間(sample space)。  

 

((((三三三三))))隧道火災相關文獻隧道火災相關文獻隧道火災相關文獻隧道火災相關文獻        

1.1.1.1. 近來各國隧道火災事件案例  

2.2.2.2. 隧道火災研究方法  

 (1) 世界道路協會(PIARC)研究方法  

火災與煙霧操控之主要目的如下：  

a. 儘可能依照逃生方向救難；  

b. 儘可能按救援操作程序執行；  

c.避開爆炸現場；  

d.對危及隧道結構、設施及周圍之建物等必須有所限制。  

本方法之通風設計係按熱釋放率（熱量以 MW 表示）來探討隧道車輛

所在位置發生火災典型之特徵問題，係自 1987年由荷蘭標準(RWS)之隧道

安全基本概念中所提出之火災強度有一致性。(詳表 1及圖二)  

 

 

 



表 1 各種車輛火災熱釋放率(HRR, Heat Release Rate)實驗值 

資料來源：“Fire and Smoke Control in Road Tunnels”, PIARC Committee on Road Tunnels (C5), 1999 

 

車輛種類車輛種類車輛種類車輛種類    

標準火載量標準火載量標準火載量標準火載量    

(MJ)(MJ)(MJ)(MJ)    

釋放率釋放率釋放率釋放率        

(MW)(MW)(MW)(MW)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汽車(Passenger car) 3 000 – 3 900 2.5-5 芬蘭火災測試 

巴士(Bus) 

貨車(Truck load) 

載重貨櫃(Heavy goods 

vehicle) 

41,000 

65,000 

88,000 

20 

20-30 

30 

歐聯 EUREKA 火災測試. 

 

油罐車(Tanker carrying 

50m
3
 of gasoline) 

1,500,000 300 火災測試 



(2) 德國 RABT  

RABT 研究方法係以操控煙量為主。由於考量用路人在隧道火災發生後

之第一時間之安全起見，火災操控模式必須在起火後由火警偵測器自動感

測，即能掌握全段隧道之任何狀況，將事故區域停滯狀態之濃煙排除，其建

議有下列兩種可行的方式：  

a.集點式排煙口(POINT EXTRACTION)，此為目前公認最佳之排煙方

式，係在隧道頂設置天花，並開一全寬的排煙口，以動態開啟火災區域之排

煙口大量排除煙熱，人員則迎風向隧道兩端逃生。  

b.連續式排煙口，為在較在上述間距小的各個排煙口上設置，其排煙區

長度約 30m。  

(3)荷蘭 RWS  

RWS(Rijkswaterstaat)之內容在研討近代允許危險物品通行之隧道，於事

故發生後導致火災燃燒產生高溫與毒氣等種種問題。因隧道內火災與開放路

面之火災有所不同，其將產生較高之溫度及較大之火災強度，故隧道火災較

一般路面火災之氣體發散為慢。隧道發生火災之基本條件為「在隧道車輛堵

塞後用路人必須立刻逃生」。雖然近來所有較新穎的隧道皆提供逃生通路，

而一些老舊隧道並不適合增設逃生通路，就火災避難與救援概念而論，如決

定不再選擇使用逃生路徑，就必須有救援的替代方案。例如增設排煙管道或

縮短逃生橫坑距離等。  

(4)日本 MEPC  

在日本隧道設計準則之調查研究報告中敘述各種不同火災在控制煙霧

時對風量大小之估計十分不易。為在火災時維生系統能達到最佳效果，則在

通風操控上必須由下列兩個階段組成：  

a.煙之控制係以防止橫向紊流及限制縱向擴散方式，確保在避難初期便

於逃生；  

b.煙之控制主要能夠在逃生階段完成後仍能維持消防人員及救難設施

到達災區。  

依照日本之研究報告，通風設計理念要考慮一個獨立操控之緊急通風系

統，具備在正常模式中一旦遇到火災發生時能夠隨即切換至緊急模式的可靠

性(Reliability)。  

3.3.3.3. 隧道火災規模區分  

(1) 火災規模分類  

在隧道中人員處於充滿大量煙霧的環境下逃生，不管氣體溫度高低與

否，其逃生路徑皆應與行車方向相反，並且在能阻止下游煙霧迴流之狀況下

進行。一般來說增加氣流的臨界風速可降低溫度，在小型或中型規模火災其

通風量通常只需正常通風系統所供給的量即可；但在大型規模火災之通風量

則超過正常需求量甚多，須依據發生火災之類別作詳細之估算。  

 (2)臨界風速之應用  



比較二、(三)第 2 節所述各種不同研究方法，PIARC 建議隧道中防止

熱煙迴流(Back layer)的方法，即在隧道系統中發生火災時，所需通風設備容

量一般依火災規模的臨界速度 Vc(Critical velocity) 來決定。所謂臨界速度係

指火災發生時，由火源生成大量的煙熱，使空氣密度變小而造成空氣流動，

同時伴隨著大量濃煙，以某一速度擴散，該速度即為臨界速度。在此緊急狀

況下，為維持人員逃生路徑，透過隧道通風系統及風機之運轉操作，使隧道

中之風速大於臨界速度，才可壓制濃煙、防止逆流現象發生，以便於逃生。  

其相關計算如表 2所示。若用在 30MW(小型車火災)其氣流速度須在

2.2m/s以上；若在 100MW重型貨車(HGV)火災時則須在 3.2m/s以上；若在

300MW油罐車火災時則須在 4.6m/s以上。建議這些數據將使用在國內隧道

通風排煙系統設計基準上。  

表表表表 2 火災規模與臨界風速對照表火災規模與臨界風速對照表火災規模與臨界風速對照表火災規模與臨界風速對照表 

 
 
 
 
 
 
 
 
 
 
 
 
 
 
 
 

 

 

 

 

 

 

 

 

 

Tf=Q/(density)/Cp/A/Vc + Tamb.

Vc=Kg*K*[(g*H*Q)/(density)/Cp/A/Tf]^(1/3)

                 *****  K=0.61, air Cp =1005 J/kg/K *****

slope (%) 2.00 2.00 2.00 2.00

Kg 1.07 1.07 1.07 1.07

H 5.00 5.00 5.00 5.00

heat rate (MW) 30 50 100 300

cross area (m
2
) 60.00 60.00 60.00 60.00

air density (kg/m
3
) 1.15 1.15 1.15 1.15

Tamb (K) 306.0 306.0 306.0 306.0

Tf (K) 508.8 596.1 758.6 1247.4

Vc (m/s) 2.13 2.48 3.18 4.58

air flow (cms) 128 149 191 275

Froude number 4.32 3.89 2.90 1.76

註： 

       Vc  ： 臨界速度                       m/s 

           g   ： 重力加速度                     m/s 

           H   ： 隧道高度                       m 

           Q   ： 火災釋熱量                     W 

           G   ： 外界空氣密度                   kg/m
3
 

           Cp  ： 定壓空氣比熱                   J/kg.K 

           A   ： 隧道淨面積                     m
2
 

           Tf  ： 火場空氣溫度                   K 

           K   ： 0.61 (無因次係數）， Kg  ： 坡度係數 

           Tamb ： 外界空氣溫度                  K 

           AFR ： 臨界速度下隧道空氣流量         m/s
3 



((((四四四四) ) ) ) 隧道安全等級隧道安全等級隧道安全等級隧道安全等級        

隧道安全等級之選擇除使隧道內之人車能在安全、舒適之環境下通過，

並須降低隧道之建造與維護成本，通常需要考量下列八項因素：  

1.隧道災害危險度量化分析；  

2.建立防災體系之權責；  

3.對長大隧道內人因環境危機的認知；  

4.隧道出口廢氣對環境影響之防制對策；  

5.隧道防災設施之通盤檢討；  

6.逃生與救援路徑訓練計畫；  

7.正常通風與緊急排煙需求；  

8.隧道廢氣對人體長時間曝露之影響。  

行經隧道之風險同時包含一件以上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或頻率，雖然從各

國隧道事故統計資料來看，其可能性與隧道的長度或交通量的大小並無特定

的關係，但只要隧道內一旦發生事故，其災害對個人或社會所造成的影響甚

大。國內隧道安全設施之設置標準原則上參照 ”公路隧道消防法規制訂草

案”第九條之規定，依隧道等級設置適當的設施系統，如圖三所示。  

交通量(輛／日．單孔) 

        

        

        

        

        

        
        

 

資料來源：MEPC 日本道路公團 

圖圖圖圖三三三三 隧道安全等級隧道安全等級隧道安全等級隧道安全等級    
 

 

((((五五五五))))防救災體系防救災體系防救災體系防救災體系        

經政府大力提倡，由內政部研擬「天然災害防救方案」，對於地震、水

災的防救災措施、編組、演練、宣導及教育等，以及重大災害發生時醫療救

災體系，乃至食衣住行等各方面該如何因應等，均已具備可行之計畫與條件

40,000 

20,000 

14,220 

10,000 

4,000 

2,000 

1,000 

500 

 

    D  C     B    A     AA 

100  200  300  500   1,000      3,000  5,000  1,0000 

隧道的長度(m) 



以資防範。另因民國 83年 4月 26日中華航空公司於日本名古屋發生空難事

故，目睹日本有關單位明快適當地處置應變，高效率地執行，於該年 5月

12日「天然災害防救方案」第三次審查會議中，將「天然災害防救方案」

擴大修正為「災害防救方案」，並於民國 83年 8月頒佈，以作為國內發生

各種天然災害及人為災害時之防救規範。  

目前「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設置要

點」已報院核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定案後據以訂定之「災害防救方案」

於民國 89年 6月 3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7月 19日公布施行，

架構我國三層級之防災體系，用以規劃、督導行政院所屬機關各項災害預防

工作之執行。另於災害發生時，分別成立「災害應變中心」，結合各機關內

部之「緊急應變小組」，執行災害應變事宜。其任務分述如次：  

1. 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2. 核定災害防救之基本計畫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  

3.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4. 核定全國緊急災害之應變措施；  

5. 督導、考核中央及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三三三三、、、、研究方法與分析研究方法與分析研究方法與分析研究方法與分析        

((((一一一一))))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隧道風險是指在執行災害確認及評估時，由於不確定因素引起之災害，

如駕駛行為不當(超過 50%以上)、超速(約 15%)、路障影響(約 12%)及其他等，

均為影響隧道行車安全的主要原因，用路人亦因此遭受傷害或導致生命財產

的損失。為使危害程度降至最低，除靠主管機關或決策者的經驗與智慧判斷

外，藉由隧道事件統計資料及透過對風險的辨識，以客觀、適宜的分析方法，

評估事故的嚴重程度，納入數值計算模式後提出最佳方案，以降低各種風險

發生的機率。兹歸納下列三種可行方法：  

1. 問卷調查  

設計問卷調查表供相關業主、規劃設計單位及施工單位回覆，資料內容

必須滿足研究之問題導向（Problem Direction）的需要，並對於各項因素的負

荷量須特別注意，以免問卷者與答覆者在認知上產生差距。  

2. 專家系統  

採專家系統或另藉由營運或工務單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與各項問題

的回答情形作交叉分析，以瞭解不同特質、不同屬性的人，在顯示樣本與母

體間是否有明顯的差異。  

3. WEB 網路系統  



另可使用電子郵件問卷寄達的方式，再用電話確認回覆，接著採面訪或

電訪方式，必要時進行現地勘查，或將上述各種資料蒐集方法混合使用。此

方式較能掌握時間，可隨時交換意見並得以保存最新記錄。 

 
((((二二二二))))數學模式說明數學模式說明數學模式說明數學模式說明     

1.1.1.1. 建立風險評估之各種統計模式  

(1)卜松分配法(Poisson Distribution)  

此方法為決定危險品運輸而須穿越隧道時，在何種情況下可允許通過，

意即描述在不同長度之隧道，依據年交通量通過若干危險車輛時的一種機率

分配。Poisson Distribution已被廣泛使用於描述一段時間內發生事故之次

數，例如某一座隧道長約 730公尺，平均日交通量為 14,200veh/day，則  

P(K) = e-mk   (mk)K/K! ………………………………….(註)  

假設 K=1 時( probability factor)  

m＝平均每年每公里危險車輛發生事故次數 ＝(TM*TP*PA)/WT  

TM＝統計發生事故次數合計＝200  

TP＝ADT*(% of HGV)*(tons of veh)* (%tons of haz. Mat. of total 

veh)*(days of year) ＝14200*0.102*15*0.13*300＝0.85×10
6
 t.km/year  

PA＝統計肇事率＝0.5  

WT＝12×10
9
 t.km/year (每年每公里車輛載重)  

計算 m：  

m＝7×10
-3
 accidents haz. mat./km/year  

i.e. 1acc. haz. mat./km every 142 years  

(註)參考 PIARC XIX Committee on Road Tunnels ,analysis of the risk of 

hazardous material, 1991  
(2) 期望值  

期望值具有亂數之統計特性，而亂數是定義樣本空間之函數，其出現值

為隨機，但其出現分佈可能有規則。  

 

        
 
連續型機率分配(for continuou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離散型機率分配(for discret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3)信賴度（reliability）分析  



一個系統之信賴度可定義為系統阻抗(resistance, R)或者強度(strength)

大於其負荷（loading, L）之機率，而風險(risk)即強度小於負荷之機率，可

以下列式子分別表示：  

       信賴度 α = P（L ≤ R）  

風險度 α ’ = P（L > R）= 1- α  

  2.2.2.2. 風險基準採 F-N 曲線  

針對既有路段與新設隧道所影響之相關城鄉，於進行重大危害辨識前須

取得聚落人口分布資料與可能行經之路線，以建構重大危害後果分析數據，

藉以完成個人風險等位圖及社會風險曲線分析，其結果如表 3 及圖四所示。  

 

  表表表表 3  隧道主要事故風險頻率與死亡之關係隧道主要事故風險頻率與死亡之關係隧道主要事故風險頻率與死亡之關係隧道主要事故風險頻率與死亡之關係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 

F 

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N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F× N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等級等級等級等級 

碰撞 0.1 10-100 1-10 **** 

翻覆 0.1 1-10 0.1-1 ** 

火災 0.01 100-1000 1-10 ***** 

養護 100-1000 1 100-1000 *** 

資料來源：第三屆國際安全會議，英國 ITC 協會(Independent Technical Conference LTD) 1998 

 

圖圖圖圖四四四四  社會風險社會風險社會風險社會風險 F-N 標準曲線標準曲線標準曲線標準曲線 



由該圖並可說明，如果禁止油罐車通行隧道，反造成因通行其他替代路

段而有危害臨路房舍甚至傾倒爆炸之虞。此風險分析係依災情之物質物理、

化學特性及周邊環境特性、氣象資料、地形特點，透過實質影響範圍及擴散

(如空氣污染擴散)模式模擬所造成之火災爆炸或氣體擴散，與對於人命財產

所造成的影響。  

3.3.3.3. 失誤樹分析  

根據隧道災害等級分類提出危害因子風險衡量，採事件樹 (Event Tree) 

或失誤樹(Fault Tree)分析，詳圖五。建立該模式之目的係為提供隧道內安全

作業及避難、消警單位緊急應變措施之參考。  

 
 
 
 
 
 
 
 
 
 
 
 
 
 
 
 
 
 

 

    

4.4.4.4. 隧道危險物品運輸相關指標採卜松分配(Poisson’s law)模式。  

根據國外已完工隧道之工程資料庫，探討工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因

素，與量化數據(事故頻率)推估範例如下(詳表 4)：  

A 隧道參數   雙孔隧道，2 車道/孔，單向通車，隧道長度 1000 公尺。  

B 隧道安全檢測   人行橫坑、公共廣播、機械通風(縱流式)、消防管線、 

                              CO 偵測器、滅火器等安全設施  

C 平均行車速限   100km/hr (小型汽車)；80km/hr (HGV 大貨櫃車)。  

D 車輛密度    1,000,000輛/年(85% cars，14%trucks，1% buses) no traffic jams  

E 危險物品輸送   650,000 輛卡車載運可燃物品貨櫃  

圖五 車輛火災失誤樹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 示意圖 

車輛發生火災停在隧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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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4 4 4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國外隧道資料探討工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因素國外隧道資料探討工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因素國外隧道資料探討工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因素國外隧道資料探討工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因素，，，，與事故頻率推估值與事故頻率推估值與事故頻率推估值與事故頻率推估值    

 
 
 
 
 
 
 
 
 

 

    ((((三三三三))))研究肇因對象研究肇因對象研究肇因對象研究肇因對象        

參考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相關統計資料，高速公路事故死亡率若能降

低，分析其原因在於落實防制大型車輛肇事的策略奏效；但對於侵犯性駕駛

及八大重點違規取締，如：超載、超速、酒醉駕車、不依規定車道行駛、任

意變換車道、裝載不穩妥、未保持行車安全間距、行駛路肩等違規行為仍應

列為主要肇因對象及查察重點。除此之外，就肇事事故高峰時間再進一步分

析，「深夜到清晨六時」是事故發生最頻繁時段。  

上述資料皆以為開放路段為主，今後台灣公路隧道路段將陸續完工通

車，尤其行經長隧道之環境條件更加嚴苛，必須借重國外經驗以啟發新的防

災觀念，將其納入本土化相關研究。  

一般而言隧道事故及肇事因素可分述如下：  

(1)人的因素，如：駕駛習慣、駕駛人的抉擇能力、駕駛人之期望、抉擇

與反應所需之時間。  

(2)交通因素，如：設計容量與交通量、車輛的大小與操作特性、進入

隧道口之行徑(分出、併入與交織等) 、行車速率、肇事記錄。  

(3)隧道內部之實質因素，如：隧道連接橋樑、路堤之限制、道路縱坡度、

視距、迴轉角度、可能衝突的區域範圍、變換車道、交控設施、通風、照明、

隧道安全設施、隧道橫斷面設計與路面種類。  

(4)經濟因素，如：成本 (含維護成本、使用者成本及社會成本) 及效益、

對鄰接地區商業或居住環境可能產生的的影響、能源之消耗。  

(5)景觀因素，如：洞口造型、綠帶植栽、道路燈具型式、‧迴車道與隧

道機房座落位置。  

(6)環境因素，如：濃霧、雨季、強風、廢氣污染。  

 

 

 

1.5*10-7/veh-km 1*10-7/veh-km 2*10-7/veh-km 意外 

1.5*10-6/veh-km 1*10-6/veh-km 2*10-6/veh-km 損壞 

7.5*10-6/veh-km 6.7*10-6/veh-k4*10-6/veh-km 故障 

下坡路段 水平路段 上坡路段 隧道事故頻率 



((((四四四四))))隧道風險等級隧道風險等級隧道風險等級隧道風險等級        

近年來歐洲隧道事故頻傳，如 1999 年法義邊境長約 11.6 公里的

白朗峰(Mont Blanc)隧道，及 2001 年長約 16.9 公里之瑞士阿爾卑斯山

聖格達(Saint-Gothard)隧道兩，者均屬長大隧道。其共同點為單孔雙

向車行隧道，由於發生火災時之隧道安全設施操控時機及排煙方式

不妥而造成極大的災害。不僅用路人的生命財產受到重大的損失，

隧道交通和內外環境也受到極大的衝擊，因此衍生了各種有關隧道

安全之課題，包括大量的避難及救援設施所產生災後應變之處理。

當災害發生初期藉由偵測、滅火行動及避難行動等被動式(Passive)的

防火設備尚可發揮作用，雖然消防與工務單位緊急調度救援車輛、

設施供隧道救災使用，但基於整體防災體系考量，直到隧道安全設

施達一定數量後才逐漸邁向「普及化」的範疇。  

因此，長大隧道在其建造成本與危險性均顯著增加的情況下，如何藉由

適當的管理來改善隧道安全、營造用路人舒適的行車環境，與儘速建立隧道

火災預防及救災之全盤對策，顯然將成為我國未來規劃設計新建與營運長大

隧道不可忽視的重要指南。  

為呈現未來隧道新建工程之建造安全等級，以及營運管理之確效，進而

提高計畫風險預警功能，也是急待研究之另一方向課題，倘若進一步採用量

化方式，除可供在事故發生前以降低風險事故發生之或然率外，並藉以凸顯

事故發生後權責歸屬之確定性。然而由於我國過去缺乏本土統計資料，因此

必須重新建檔，或參酌歐洲、日本等地行車事故的資料作為風險評估基準。  

以下提出隧道設計之風險等級相關事故彙整表，如表 5 所示。  

((((五五五五))))安全設施管理評估研析安全設施管理評估研析安全設施管理評估研析安全設施管理評估研析        

公路隧道安全設施涵蓋通風、消防、照明、火警、電力、機電監控、交

通監控、交通標誌等，其設置方式除應依相關交通安全法規外，則視隧道位

置、型式、長度、交通量、內空斷面等需求而設置。我國目前雖有「隧道安

全設施準則研究」、「隧道消防法規制訂之研究(草案)」文獻。惟其內容似

僅供一般已完工之短隧道使用，尚無法適用於較長(5 公里以上)隧道。國際

現行公路隧道安全設施以交通量及長度擬訂隧道安全等級為主要設備配置

之考量依據。以下綜合各國隧道緊急安全逃生設施做一簡介，詳如表 6 以供

參考。  

 
 
 
 
 
 
 
 



 
表 5  基本隧道設計之風險等級 

*極低風險    **低風險    ***平均風險    ****高風險    *****極高風險 

 

資料來源：Menso Molag,Cees M A Jansen(1998)”Risk analysis to optimize safety 
during basic tunnel design”TNO Environmental Sciences, The Netherlands 

註：TD(Tunnel Data) 

 

 

 

 

 

 

 

 

 

 

 

主要意外事件 

完成下列基本條件後之風險 

2 個單孔單向隧道 

含逃生橫坑 

單孔雙向隧道 

含直立逃生豎井 

單孔雙向隧道 

含隔開之逃生通道 

碰撞(Collision) *** **** **** 

TD-C001 道路監視系統 

TD-C002 交控中心通訊系統 

TD-C003 隧道中無速限 

TD-C004 未經許可進入之限制 

TD-C005 緊急勤務 

 

 

** 

 

 

*** 

 

 

*** 

TD-C005 車輛停滯檢知與自動控制 * ** ** 

翻覆(Turn over) ** ** ** 

TD-T001 翻覆防制 - - - 

TD-T002 設施標準 

TD-T003 速限 

TD-T004 未經許可進入之限制 

TD-T005 道路監視系統 

TD-T006 緊急勤務 

 

 

* 

 

 

* 

 

 

* 

火災(Fire) **** ***** **** 

TD-F001 可選擇之排煙 ** *** ** 

TD-F001 難燃材料 

TD-F002 監視 

TD-F003 防預性維修 

TD-F004 隧道內滅火器 

TD-F005 緊急車停滯於隧道中 

TD-F006 隧道通風系統 

TD-F007 安全避難 

TD-F008 逃生路照明 

TD-F009 逃生路徑 

 

 

 

 

 

 

*** 

 

 

 

 

 

 

**** 

 

 

 

 

 

 

*** 

維 修 作 業 (Maintenance)  *** **** **** 

TD-M001 無車輛在維修中 

TD-M002 安全管理系統 

TD-M003 監視 

* 

* 

** 

* 

** 

*** 

* 

** 

*** 



 

表 6 隧道緊急安全逃生設施一覽表 

設施分類\隧道安全等級 AA A B C D 備註 

1.人行橫坑 ○ ○ ○ ○  

2.緊急停車彎 ○ ○ ○   

3.逃生通道 ○ ○ ○ ○  

4.緊急人行步道 ○ ○ ○ ○ ○ 

5.緊急電話 ○ ○ ○ ○ ○ 

6.擴音器 ○ ○ ○ ○  

7.閉路電視系統 ○ ○ ○ ○  

8.無線電廣播 ○ ○ ○   

9.按鈕式通報設備 ○ ○ ○ ○ ○ 

10.滅火器 ○ ○ ○ ○ ○ 

11.消防系統 ○ ○ ○ ○ ○ 

12.指引標示板 ○ ○ ○ ○  

13.出口標示燈 ○ ○ ○   

14.方向指示燈 ○ ○ ○ ○  

15.通風設備 ○ ○ ○   

16.排煙風機 ○ ○ ○ ○  

 

註:適用之隧道長度如下 

AA:10,000公尺以上 

A:3,000~10,000公尺 

B:1,000~3,000公尺 

C:500~1,000公尺 

D：500公尺以下 

 

 

 

 

 

 

 

 



四四四四、、、、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近年來由於隧道工程規模日漸龐大，且每一專案計畫都將在獨特的交

通、經濟、環境、建設與安全條件下，由交通主管機關、規劃設計單位、承

包商共同努力達成。對此動態且複雜的專案本質而言，大型營建工程每一階

段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及風險，因此較諸一般專案更需要風險管理。  

然而若以隧道通車後的整體效益來分析，倘若發生工程完工後卻不能通

車，或營運期間因事故賠償而延宕開放等，反而造成社會成本的浪費。  

針對本文於"公路隧道安全與風險探討"，其目的在提供各級公路隧道安

全建設原則與運轉使用之建制，並為隧道安全系統的設計者、管理者及救援

者提供基本的訊息和考量。  

為此，建議擬訂一套屬於公路隧道保全維護管理業務制式規範與合約，

由公告招標、技術提案建議書至執行合約整個流程均有清晰之規定；此外亦

須注意日常操作維修策略，以確保公路隧道得以維持正常運作，其中最有效

之方法即為確實地實施日常定期檢查，能夠事前確實掌握各種狀況而避免災

害發生，方為最佳對策。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平時多演練標準作業程序俾使災害程度降至最低。  

2. 由交通部編製"公路養護計畫手冊"以供各界廣泛應用，並作為隧道安

全設施管理與定期維護之準則。  

3. 蒐集國外隧道災害應變及救援計畫以供參考。  

4. 落實「隧道災害對策及基本防救法」之制定。  

5. 今後繼續研究探討的方向，可考慮萬一在隧道發生火災時，除主動

式安全(Active Safety)措施之考量外，尚須包含被動式安全(Passive Safety) 措

施之應用，期使防火系統之綜效性(Validate Key)產生具體之成效。  

6. 隧道內所有機電系統主要之控制迴路，須在隧道內人員逃生階段完

成後仍能維持較佳之維生系統，使得後續之消防人員及救難設施易達災區而

控制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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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學習型組織形成之相關因素研究  

--以工程顧問業為例  
交通大學經管所  

副    教    授  
 蔡維奇蔡維奇蔡維奇蔡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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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ge(1990)出版「第五項修練」一書以來，學習型組織的概念風起雲湧，

深獲學術界與實務界的重視，並視它為企業競爭優勢的泉源。許多學者研究五

項修練的概念內涵、組織學習的方法，以及學習型組織的特性等。然而，究竟

有那些因素對形成學習型組織具有助益，有關該課題之文獻資料則較為不足。  

文獻資料顯示個人的認知與行動是無法分割的，但少有實證研究顯示，個

人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是否影響團體思維，並進而影響學習型組織的形

成。文獻資料均支持較有效能的領導人，傾向於高工作效能或高團體維繫的領

導行為，但少有實證研究證實較有效能的領導人是否會使該單位形成學習型組

織。知識型的服務工作依據服務流程的分開或集中，以及依賴他人程度的高或

低，有不同的工作類型，但少有實證研究討探工作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

度間之關係。因此，本研究提出相關的研究假設，進行探討。  

本研究針對工程顧問業 26 家公司，90 個單位，員工人數 3413 人進行問卷

調查(有效問卷 1599 份)。經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相關係數分析以及階層式迴

歸分析所做的研究結果顯示，單位成員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系統思考概念)的認

知程度、具有工作效能領導行為的單位主管，以及具有團體維繫領導行為的單

位主管等三項因素，與該單位符合學習型組織特性的程度之間具有正相關。本

研究結果能為企業在辦理員工教育訓練、遴選單位主管，以及導入學習型組織

等方面提供正面思考方向，做為具體實施之參考。  

關鍵詞：學習型組織、系統思考、領導、工作類型  

 

一一一一、、、、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工程顧問業屬傳統的服務業，其產業特色為：(1)係以人力資源為本的服務

業，員工薪資佔成本 80%以上；(2)產品具有多樣性，包括陸海空及地下公共工

程的規劃、設計、監造等；(3)員工多屬高科技應用的知識型工作者。在政府財

政拮据、公共工程投資不足、工程顧問公司 3000 餘家良莠不齊，市場供過於



求，處於競爭激烈的產業環境中。企業所關注的課題即提昇競爭優勢，以期永

續經營、長期發展及提高獲利能力。Senge（1990）在「第五項修練」一書中

說明：最成功的企業將會是學習型組織。Swieringa（1992）指出，學習型組織

不只會讓企業變得有競爭力，也能夠持續其競爭力。Watkins（1993）認為，學

習型組織的學習結果將引起員工知識、信念與行為的改變，強化組織成長與創

新能力。Kovach（1997）說明，學習型組織能夠創造價值及獲得競爭優勢。因

此，學習型組織的概念與重要性業已深獲學術界與實務界的重視，並視它為企

業競爭優勢的來源。惟學習型組織似是一種理想的組織型態，許多公司在摸索

中競相效尤，實際成效如何則不得而知。因此，宜深入探討學習型組織形成之

原因，提供業界人士導入與實施學習型組織之參考。  

明確而言，本研究擬探討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單位主管領導類

型及單位工作類型三變項對企業（部門）形成學習型組織是否有影響？  

 

二二二二、、、、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學習型組織學習型組織學習型組織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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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者

研究均主張，學習型組織會促使組織績效增加，幫助企業成功。  

Marguardt（1996）提出系統性學習型組織模型（the systems-linked organization 

model），將學習型組織的一些重要構面以及特性歸納為五個緊密相關的子系

統，分別是學習、組織、人員、知識及技術。學習子系統是學習型組織的核心

系統，學習的氣候發生在個人、團隊及組織層次，且滲入其他四個子系統中。

換言之，其他四個子系統的配合能夠強化學習的品質與效用，它們是建立、維

持及延續學習與生產力所不可或缺的條件。當任何一個子系統無法運作或功能

不彰，都會導致其他子系統功能的折減。五個子系統互有重疊，且相互支援，

如圖一所示。  

諸多學者對學習型組織特性的說明具有多元性視界，本研究將 12 位學者

對學習型組織特性的描述分類歸納為十七項特性，試以統計表的方式（表 1）

來粹取眾多學者見解的最大公約數，以期瞭解學習型組織的主要特性。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系統性學習型組織模型圖系統性學習型組織模型圖系統性學習型組織模型圖系統性學習型組織模型圖 

資料來源：Marguardt(1996), Building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A Systems Approach 

to Quantum Improvement and Global Success, New York: McGraw-Hill. 

 

 

表表表表 1  1  1  1  學習型組織特性統學習型組織特性統學習型組織特性統學習型組織特性統計表計表計表計表    

學習型組織特性 

1991 P
edler 

1992 M
ills 

1993 G
albraith 

1993 W
atkins 

1993 G
arvin 

1993 Tobbin 

1994 C
alvert 

1994 M
eyer  

1994 R
oberts 

1995 Luthans 

1996 G
ephart 

1997 K
ovach 

特性

計數

N 

1.鼓勵持續學習 �  � � � � �   � �  8 

2.延伸學習文化 �  �  � � �    �  6 

3.發展人力資源 �            1 

4.持續組織變革 � � �          3 

5.創新分享知識  � � � � � � � �  � � 10 

6.內部回饋機制  �  �         2 

7.整合溝通團隊   � �     �    3 

8.追求績效表現   �     �     2 

9.明確目標願景   �   �   �    3 

10.鼓勵彈性實驗    � �  �  � � �  6 

11.授權賦能決策    �         1 

12.提昇員工價值    �  �  � �  � � 6 

13.關鍵系統思考     �    � � �  4 

14.參與式領導        �     1 

15.強調客戶導向        �     1 

16.容許質疑批判         �    1 

17.彼此尊重信任         �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學  習 

組  織 人  員 

知  識 技  術 



本研究由表 1中選取特性計數（N）大於四次者（四位以上學者之共識）,

即視為學習型組織的主要特性。該六項特性與 Gephart 等學者，於 1996 年所主

張的學習型組織應具有的特性項目相符合。說明如下：(1)鼓勵持續學習：鼓勵

員工相互分享學習，應用在工作上，並創造知識。(2)延伸學習文化：學習係公

司與主管之方針，受到獎勵、晉昇及支持。並將學習文化延伸至客戶、供應商

及組織之重要利害關係者。(3)創新分享知識：發展系統以鼓勵創造、獲得，並

分享知識。(4)鼓勵彈性試驗：員工無慮承擔風險，能勇於創新、探究新構想、

嘗試新流程、開發新產品與服務。(5)提昇員工價值：系統與環境關注於確保每

位員工的發展與福祉，並了解員工貢獻。(6)關鍵系統思考：鼓勵員工創新思考，

看清回饋環路及其關係，並驗證假設。  

 

((((二二二二))))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與學習型組織的形成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與學習型組織的形成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與學習型組織的形成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與學習型組織的形成        

Schermerhorn(1996)說明認知過程影響眾多組織行為的反應，Schermerhorn

將這些反應歸納為思考及行為。依據認知過程，組織成員對特定概念，即學習

型組織五項修練的認知，經過選擇、組織、解釋、擷取資訊後，將影響個人的

思考與行為。其所反應之系統思考、學習文化、分享知識等，將有利於該單位

形成學習型組織。  

Senge（1990）提出學習型組織的核心修練，即系統思考、自我超越、改

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及團隊學習。員工對五項修練的認知是跨越組織學

習智障的良方，茲將其內涵摘要說明如下：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即思

考、形容及了解行為系統之間相互關係的方式。這項修練能幫助員工看清如何

才能更有效的改變系統，以及如何與自然及經濟世界中更大的流程相調和

（Senge,1994）。簡言之，即認清整體變化型態，掌握變化、開創新局。Senge

（1990）說明，系統就是個人所感覺到的整體。系統思考修練的精義在於觀察

環狀因果的互動關係，而不是單向式的因果關係；觀察一連串的變化過程，而

非片段的個別事件。系統思考能夠培養個人具有見樹又見林的能力。  

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即學習如何擴展個人的能力，創造出自己想

要的結果，並且塑造出一種組織環境，鼓勵所有的成員自我發展，實現自己選

擇的目標和願景（Senge，1994）。簡言之，即一群終身學習者組成企業的學

習、成長，並實現願望。組織推動自我超越的修練，意味公司提供員工自尊與

自我實現的工作環境。員工認清願景與現況間的差距所形成的創造性張力，自

我超越的精義便是學習如何在生命中產生和延續創造性張力，創造性張力即努

力將願景實現的力量（Senge，1990）。自我超越能夠實現心靈深處的熱望。  

改善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即持續不斷的釐清、反省以及改

進個人內在的世界圖象，並且檢視內在圖象如何影響自己的行動及決策

（Senge,1994）。簡言之，即有效表達自己想法、開放心靈、容納不同意見。

Senge（1990）說明，雖然人們的行為未必總是與他們所擁護的理論（他們所

說的）一致，但他們的行為必定與其所使用的理論（他們的心智模式）一致。



日常生活中短暫的心智模式變化日積月累後，會逐漸影響長期根深柢固的信

念。改善心智模式著重在以開放的方式，體認自己認知方面的缺失，有助於改

變心中的既有認知，幫助個人用新眼睛看世界。  

建立共同願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即針對員工想創造的未來，協助員

工找出達成目標的原則和實踐方法，發展出共同願景，並且激起大家對共同願

景的承諾和奉獻精神（Senge,1994）。簡言之，即追求更高目標、凝聚團隊、

培養主動真誠的投入。Senge（1994）指出，追尋願景（vision）是組織想要創

造的未來圖象，企業的目的（purpose）或使命（mission）代表了組織存在的理

由，核心價值觀（value）是組織行為準則。組織鼓勵成員發展個人願景，並匯

聚成為共同願景，培養成員對團隊的長期承諾，為組織打造生命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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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換言之，即深度匯談，

想法交流，創造集體智慧與能力。Senge（1990）說明，在團隊學習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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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習

型的團隊善於交互運用深度匯談與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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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社會學習理論，組織成員中少數可信賴、具學識者的行為可影響他

人，帶動組織成員的仿效，進而改變個人與組織行為（Bandura, 1986）。因此，

若組織中多數成員對上述之五項修練有更多的瞭解，在與其他人互動中，將逐

漸改變多數人的態度、信念及行為，應有助於該單位形成學習型組織。  

Griego（2000）在「學習型組織預測因素」的研究中，以教育訓練為自變

數，以 Marguart（1996）提出的系統性學習型組織模型（圖一）為依變數進行

探討，結果發現教育訓練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之間具有正向與顯著的關

係。因此，針對組織成員辦理五項修練的教育訓練，以增加成員對五項修練的

認知與行為改變，再借助社會學習理論，帶動組織成員的仿效學習，應有助於

該單位形成學習型組織。  

 

((((三三三三))))領導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的形成領導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的形成領導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的形成領導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的形成        

羅虞村（1999）歸納領導者行為可分成「系統導向」及「人員導向」兩個

類型。一名領導者的行為，可以認定為較具有系統導向之色彩，抑或較傾向於

人員導向層面，或者採平衡型式（兼具或兩層面均低）。  

席酉民（1998）說明群體具有兩種基本功能，P 職能表示領導者為完成群

體目標所做的努力（Performance），主要是工作效率、計畫能力等。M 職能表

示領導者維持（Maintenance）、強化群體運行的功能。日本學者 Jyuji Misumi

（三隅二不二）將領導分成四種型態，即 P 型（目標達成型）、M 型（團體維

繫型）、PM 型（兩者兼備型）、pm 型（兩者兼弱型）。在日本進行大量的市

場調查，結果發現 PM 型領導人的組織其生產量最高，對公司與工會的信賴度



也最高。P 型、M 型居於中位；pm 型領導人的組織其產量與對組織的信賴度

最低。  

依據 Ohio 州立大學研究結果，具有高體制(initiating structure)與高體恤

(consideration)的領導者，員工的績效與滿足度較高（Robbins,1994）。此外，高

體制要與高體恤領導行為配合在一起，才能保證得到良好的領導績效（林振

村，1992）。依據 Michigan 大學研究結果，團體維繫導向的領導者與較高的群

體生產力，及較高的工作滿意度有關（Robbins, 1994）。因此，較有效能的領

導者傾向於與部屬建立支援性之關係，採團體方式作決定，並設定較高的績效

標準（羅虞村，1999）。  

兩所大學的研究結果顯示，具備高工作效能（Performance）或高團體維繫

（Maintenance）的領導人，該單位有較佳的組織績效。依據管理格局理論（Blake 

& Mouton, 1978），兼顧關心生產與關心員工的領導人（9，9 型）乃屬「參與

式」團隊領導方式，既可以達成組織目標，也可維持高昂士氣，在任何組織中

均可能產生最佳的效果。  

由於領導者是學習型組織模型（圖一）中屬於人員子系統的重要構面，主

管領導行為之良窳，將透過人員子系統而影響學習型組織之建立，此係指正式

職位行使權力之管理者。工程顧問業員工屬知識型工作者，依賴創意與智慧，

自主性高，需要參與式領導，以建立支援性的和諧關係。工作則依賴跨專業的

團隊合作來達成任務，員工互動關係密切，需要高體制領導方式，以建立體制

並達成績效。因此，本研究認為，高績效的組織領導人，較能鼓勵創造、獲得、

並分享學習經驗與知識，幫助人員發展潛能，應較有利於建立學習型組織。 

  

((((四四四四))))工作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的形成工作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的形成工作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的形成工作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的形成        

對於服務業的種類，依據 Davis（1999）的研究，可依據下列兩個分類予

以區分：(1)服務工作是標準服務或知識服務；(2)服務的流程是分開或是整合。

根據這兩個基礎，服務業可以分成四種類型，如表 2 所示。  

 

表表表表 2  2  2  2  服務業工作類型表服務業工作類型表服務業工作類型表服務業工作類型表    

服務業類型 標準服務工作 知識服務工作 

分開服務流程 服務商場(service stores) 

航空公司、銀行、旅館、保險業 

複合服務組織(service complexes) 

顧問公司、醫院、投資銀行 

整合服務流程 服務工廠(service factories) 

速食餐廳、租車、洗車、瓦斯業 
服務工作坊(service shops) 

家電修理、美髮、診所、律師業 
資料來源：Davis (1999) , “Different Service Firms, Different Core Competencies”, 

Business Horizons, 42, 23-33. 
 

 



Donoghue, Harris, & Weitzman（1999）等人，提出一套知識管理架構，可從

兩個角度來評估員工從事的工作：第一個角度是依賴性，也就是個人與組織需

與他人或其他單位互相合作及互動的程度；第二個角度是工作的複雜性，也就

是員工需要運用其判斷力的程度，及需要對多元化資訊作詮釋的程度。依據這

兩個角度，可將核心流程的各項工作區分為四種「工作模式」，如表 3 所示。  

    

表表表表 3  3  3  3  工作模式與特性表工作模式與特性表工作模式與特性表工作模式與特性表    

工作模式與特性 例行工作(複雜性低) 對工作詮釋與判斷(複雜性高) 

合作工作群體 

(依賴程度高) 

整合工作模式整合工作模式整合工作模式整合工作模式    

�有系統的、高重複性工作 

�高度依賴一定流程、方法與標準 

�依賴跨功能界限的嚴格規定 

�外包採購、顧客服務、供應管理 

合作工作模式合作工作模式合作工作模式合作工作模式    

�即興之作的工作 

�高度依賴跨多功能的專業知識 

�經常使用流動性的彈性工作團隊 

�工程設計、產品開發、研究發展 

個人工作者 

(依賴程度低) 

交易工作模式交易工作模式交易工作模式交易工作模式    

�例行性工作 

�高度依賴既定規則、步驟與訓練 

�依賴低判斷力工作者或自動化 

�製造裝配、零售作業、電子行銷 

專家工作模式專家工作模式專家工作模式專家工作模式    

�以判斷為主的工作 

�高度依賴個人的專長和經驗 

�依賴低之明星員工 

�廣告行銷、生產管理、財務管理 

資料來源：李田樹譯（民 88）「創造價值的知識管理策略」，EMBA 月刊（157），90-101。 

 

工程顧問業的工作類型可概分為內業規劃設計與外業施工監督兩類，均屬

知識服務工作。外業施工監督係專案計畫運作，專人合署辦公，服務流程較為

集中，屬於服務工作坊性質。內業規劃設計以專業部門運作，跨功能團隊合作，

完成任務，係分開服務流程、整合完成，屬於複合服務組織。外業工作特性以

個人之詮釋與判斷為主，高度依靠個人的專長和經驗，依賴他人程度較低，屬

專家工作模式。內業工作特性以創造與整合為主，高度依靠跨功能的專業知識

與彈性的團隊合作，依賴他人程度較高，屬合作工作模式。在產出成果方面，

外業工作內容是監督營建廠商按圖施工，協助他人完成施工成果。內業工作內

容是激發團隊智慧與創意，幫助自己創造規劃設計圖說。在業務競爭方面，內

業規劃設計必須公開競標，取得服務機會；外業施工監督則多附屬於規劃設計

合約之中。  

由是觀之，內業規劃設計工作之結構化程度較低，工作複雜度、團隊協調

度及業務競爭性均較高，需要團體智慧與創意，才能幫助團隊創新產出成果。

此外，員工對於訓練與學習具有較大的需求及機會，因此內業工作類型之單

位，應較具有知識分享、應用、創新、整合的工作環境與業務壓力，故較有利

於建立學習型組織。  

 



三三三三、、、、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上述文獻探討顯示：組織成員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主管領導類型及

部門工作類型，會影響該單位符合學習型組織特性的程度。因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架構如圖二。  

 

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 

 

       1.系統思考 

       2.自我超越 

       3.改善心智模式  

  

主管領導類型 

1.工作效能 

2.團體維繫 

部門單位 

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 

 

 

 

單位工作類型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研究架構圖研究架構圖研究架構圖研究架構圖    

 

((((二二二二))))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依據問卷預試之回饋意見，問卷題目若過於繁多，會顯著降低受測人員之

填寫意願。因此，本研究針對學習型組織五項修練中選擇三項偏向個人層次的

修練，即系統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三項（捨去團隊學習、建立共同

願景兩項團體修練），設定為員工的認知因素，連同領導類型及工作類型等自

變數，以探討這些因素是否有助於學習型組織的形成。研究假設如下：  

1.假設一：單位成員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程度，與該單位符合學習型

組織特性的程度之間，具有正相關。  

2.假設二：具有工作效能領導行為的單位主管，與該單位符合學習型組織

特性的程度之間，具有正相關。  

3.假設三：具有團體維繫領導行為的單位主管，與該單位符合學習型組織

特性的程度之間，具有正相關。  

4.假設四：單位工作類型（內業規劃設計或外業施工監督），與該單位符

合學習型組織特性的程度之間，具有正相關。意即，內業規劃設計單位符合學

習型組織特性的程度，比外業施工監造單位符合學習型組織特性的程度為高。  

 

 



((((三三三三))))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工程顧問業之公司或部門為研究對象，針對工程顧問業 26 家

公司，90 個單位，員工人數 3413 人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問卷 1599 份，有效回

收率 47%。其中，以部門為單位參與調查的中大型公司有 9 家，計 73 個部門，

以公司為單位參與調查的中小企業有 17 家，詳表 4 所示。單位之工作屬性中，

規劃設計類 63 單位（包括捷運、港灣、結構、環工、地工、機電等部門）、

資訊研發部門 4 單位、業務管理部門 7 單位，屬內業的有 74 個單位，屬外業

監工試驗的有 16 個單位。本研究選取工程顧問業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其產業

特色係以人力資源為本的服務業，員工多屬高科技應用的知識型工作者。員工

對於訓練與學習具有較大的需求與機會，對工作詮釋與運用判斷的程度較高，

屬知識加值的產業，應有利於驗證學習型組織特性之符合程度。  

 

表表表表 4  4  4  4  研究對象單位資料表研究對象單位資料表研究對象單位資料表研究對象單位資料表    

工程顧問業 單位數 發放問卷 有效問卷 有效回收率 

中大型公司 9家 73 2867 1287 45% 
中小企業 17家 17 546 312 57% 

合    計 90 3413 1599 47% 

 

((((四四四四))))研究程序研究程序研究程序研究程序        

本研究有關調查問卷的進行程序，說明如下：  

1.經關係人交付調查問卷予公司負責人（董事長、總經理），探詢其接受

問卷、參與調查的可能性。請其指定連絡人，俾便後續之接洽。  

2.面訪公司聯絡人，以口頭及書面方式說明調查背景、研究目的、研究層

次（部門或公司）及預期成果，並探詢其開放參與調查的單位數與員工數。  

3.交付備妥之調查問卷份數，請聯絡人轉發給各單位（部門或公司）主管

以外的所有員工填寫，並請其在回收問卷上惠予註明單位名稱，並取得該公司

的簡介一份，俾利了解公司的組織型態及工作屬性。  

4.不定期以電子郵件或電話接洽聯絡人，探詢是否有需要補充說明之處。

並於回收問卷時，請教釋疑有關單位名稱、單位人數、工作屬性等問題。 

  

((((五五五五))))研究變數與測量工具研究變數與測量工具研究變數與測量工具研究變數與測量工具        

本研究之測量工具係參考現有文獻資料，儘量採用已編製成的工具量表，

以期累積研究成果。倘有不足，則輔以自行設計編製，以為補充。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式評量尺度，分成五個選項，分別給予 1、2、3、4、5 分。問卷分

為四個部分，即(1)學習型組織的修練量表、(2)領導類型量表、(3)工作類型填

選及(4)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量表。問卷最後並附加員工個人基本資料題目，

俾利瞭解樣本特性。  



1.1.1.1.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量表  

此量表係測量員工個人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程度，量表題目主要參考

Senge（1990）概念，由本研究針對系統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等三

項屬於個人層次的修練，共設計 30 道題目，每項修練各 10 題。因素分析的結

果萃取到三個因素，因素一與個人能觀察一連串的變化過程，而非片段的個別

事件有關，命名為系統思考修練；因素二與員工能開放心靈，容納不同意見有

關，命名為改善心智模式修練；因素三與消除本位主義有關，命名團隊精神修

練。本研究屬組織層次之探討，係以部門或公司為分析單位。因此，計算每項

修練的方式，乃是將該單位每一位填寫問卷員工，於該項修練量表各道題目之

得分個別加總後，再分別計算平均得分，以得出該單位在該項修練的認知程

度。得分愈高，表示該單位在該項修練上的認知程度愈高，三項修練量表例題

如表 5 所示。其中，自我超越因素之題目設計可能未盡理想，經因素分析後，

其題目已併入其他的因素中。  

表表表表5  5  5  5  學習型組織修練量表例題學習型組織修練量表例題學習型組織修練量表例題學習型組織修練量表例題    

因素 例      題 

面對困難，我會思考自己能夠做什麼，以改善問題 

為解決現在工作上的問題，我會注意避免造成未來困難 

我能夠從討論中發現新看法，而調整原有的主張 

我會為了職涯長期發展而放棄短期的利益 

為解決自己工作上的問題，我會注意避免造成同事困擾 

系統思考 

我會為了團隊的目的而放棄自己的利益 

我工作上的不順利，有一部份是自己造成的 

我的行為所依據的推理，通常是未經檢視的假設或驗證 

我從觀察具體事項中所做的結論，仍會產生失誤 

改善心智

模式 

我內心不會說出來的話，仍會影響我的行為 

我認為每一個人各盡本份，可以確保團隊運作成功 團隊 

精神 我認為每一個部門各司其職，可以確保組織運作成功 

 

2.2.2.2.領導類型量表  

本量表係測量企業主管的領導行為，量表題目參考林鎂茹（民 88）的問

卷，依工作效能、團體維繫等兩個構面，編製 20 道題目，每個構面 10 題。因

素分析結果萃取到二項因素，因素一與主管重視組織達成目標，完成任務的做

事行為有關，命名為工作效能；因素二與主管關心員工滿足需求，建立關係的

做人行為有關，命名為團體維繫。計算主管某項領導行為的方式，乃是將該單

位每一位填寫問卷員工在該項領導構面量表之得分個別加總後，再計算平均得



分，以得出該單位主管在該項構面上的表現程度。每個主管有兩個分數，分別

代表其注重工作效能及團體維繫的程度。領導類型量表例題如表 6 所示。  

3.3.3.3.單位工作類型  

表表表表6  6  6  6  主管領導類型量表例題主管領導類型量表例題主管領導類型量表例題主管領導類型量表例題    

因素 例  題 

我的部門主管要求員工務必完成任務 

我的部門主管要求員工維持一定的績效水準 

我的部門主管在工作上能迅速做決策 

我的部門主管會對工作中常發生的問題做深入探討 

我的部門主管能隨機應變地處理工作中的問題 

工
作
效
能 

在 發生 ，我的部門主管能 處理 

我的部門主管 的工作  

我的部門主管會 員工的 處  

我的部門主管能 ， 團體成員 的  

我的部門主管能 對 員工 

我的部門主管重 員工的 發  

團
體
維
繫 

我的部門主管 體 ， 員工 成 單位中的一員 

 

以一 題 問員工所 部門 工作 。 發

管理 ， 工作 工 ， 工作。  

4.4.4.4. 型 度量表  

量表 量部門 在 型 上的 程度。 探討，

型 分別 持 分

員工 及 個構面 Gephart，1996 。量表題

O’Brien 1994 Marguardt 1996 88 的問

成， 42 題 ，每個構面 7 題。因素分 出一項因素，

其 因， 能 所 的 個構面 有重 ，

，如 一 型 型所示， 因素 型 度。

型 度的 ， 該單位每一位 問 員工在

型 度量表 得分個別 ， 得分，以得出該單位在

型 上的 程度。得分 ，表示該單位的 體表現 有

型 ， 型 度量表例題如表 7 所示。  

 

 

 

 



表表表表7  7  7  7  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量表例題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量表例題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量表例題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量表例題    

因素 例  題 

本部門員工和部門主管溝通順暢 

本部門視員工訓練、學習為工作的一部分 

本部門主管了解本部門員工的貢獻 

本部門主管願意承擔因創新所帶來的風險 

本部門重視提昇員工的知識與技術能力 

本部門員工在嘗試風險時，會受到鼓勵 

本部門會將長期目標及方針，融入日常的計畫與工作中 

本部門會指派人員整理結案計畫檢討，並向同事簡報 

本部門大部份主管會扮演教練、教師的角色以幫助員工 

本部門的政策重視長期的發展，優先於短期的獲利 

本部門主管會主動將新知識、技術傳遞給員工 

學習型組織

特性符合度 

本部門會指派受訓人員，將學習心得向其他同事簡報 

 

((((六六六六))))統統統統計分析方法計分析方法計分析方法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問卷由多向度組成，為檢驗在同一向度下的題目是否具有內部一致

性，因此就各向度做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以了解問卷品質。此外，

以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為依變項，部門之平均年齡、年資及人數為控制變

項，系統思考、改善心智模式、團隊精神修練、領導-工作效能、領導-團體維

繫及工作屬性為自變項，進行階層式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以了

解各自變項對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是否有顯著的影響。  

 

四四四四、、、、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一一一一))))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        

問卷量表所有題目經因素分析後，選取因素負荷量大於 0.3 的題目。隨後

進行信度分析，得知自變項與依變項之 Cronbach’s Alpha 均大於 0.7，顯示信

度達一定水準，詳表 8。  

((((二二二二))))相關分析相關分析相關分析相關分析        

從表 9 研究變數之相關矩陣中可以得知，(1)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與系統

思考修練、工作效能及團體維繫有正相關性存在，r 分別為.34、.74、.81，p 值

均小於.01；惟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與工作屬性之間則呈現負相關性（r= 

-.21，p＜.05），表示內業單位比外業單位符合學習型組織特性的程度為低；(2)

該單位員工平均年資與系統思考修練呈正相關（r=.22，p＜.05），表示個人年



資愈長時，對系統思考修練的認知程度愈高，即愈能觀察出因果的互動關

係；(3)工作效能與團體維繫呈正相關（r＝.77，p＜.01），表示當主管的領

導愈注重工作效能（任務導向）時，其注重團隊維繫的傾向亦愈高。  

 

表表表表 8  8  8  8  研究變數信度資料表研究變數信度資料表研究變數信度資料表研究變數信度資料表    

變數名稱 萃取因素 問卷題數 因素負荷量 信度 α值 

員工對學習型組織

修練的認知 

1. 系統思考 

2. 改善心智模式 

3. 團隊精神 

16題 

7題 

2題 

0.30~0.71 

0.37~0.70 

0.72~0.78 

0.83 

0.73 

0.75 

主管領導類型 
1. 工作效能 

2. 團體維繫 

6題 

11題 

0.48~0.68 

0.50~0.89 

0.86 

0.96 

學習型組織的特性 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 41題 0.36~0.75 0.96 

    

表表表表9  9  9  9  研究變數之相關矩陣研究變數之相關矩陣研究變數之相關矩陣研究變數之相關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0 

1.部門人數 --          

2.平均年資 .16 --         

3.平均年齡 .17 .25* --        

4.系統思考修練 -.04 .22* .10 .83       

5.心智模式修練 -.13 -.19 -.09 -.08 .73      

6.團隊精神修練 .03 -.03 -.13 -.32**  .02 .75     

7.領導 -工作效 -.24* .05 .04 .22* -.03 -.04 .86    

8.領導 -團體維 -.25* .02 .14 .23* .15 -.13 .77**  .96   

9.工作屬性 -.20 .03 .01 .09 .05 .05 -.08 -.16 --  

10.學習型組織

特性符合度 
-.12 .08 .14 .34**  .01 -.09 .74**  .81**  -.21* .96 

註：對角線係數為 Cronbach’s α 值   *p＜.05，**p＜.01 

    

    ((((三三三三))))迴歸分析迴歸分析迴歸分析迴歸分析----假設驗證假設驗證假設驗證假設驗證        

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驗證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程度（系統思考

修練、改善心智模式修練、團隊精神修練）、主管領導行為（工作效能、團體

維繫）以及工作屬性（內業、外業）對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之影響，結果見

表 10 迴歸分析表。步驟一先將三個控制變項列入進行迴歸分析，結果發現此

三個變數僅能解釋學習型組織特性 4.5%的變異量（p>.05）。  



第二個步驟將系統思考修練、改善心智模式修練、團隊精神修練、工作效

能、團體維繫以及工作屬性加入，進行迴歸分析，解釋變異增加至 72%，增加

量為 68%，達.01 的顯著水準，顯示這些預測變數可以為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

度提供額外的解釋能力。 

 

表表表表10  10  10  10  迴歸分析表迴歸分析表迴歸分析表迴歸分析表    

 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 

 b s.e. R2 �R2 

步驟一      

1.部門人數  .04 .04 .04  

2.平均年資  -.01 .10   

3.平均年齡  .02 .21   

步驟二      

4.系統思考修練  1.11* .45 .72**  .68**  

5.改善心智模式修練  -.58 .68   

6.團隊精神修練  1.03 1.27   

7.領導-工作效能  2.27**  .84   

8.領導-團體維繫  1.80**  .32   

9.工作屬性  -3.09 1.94   

註：表中係數為第二條迴歸方程式（包括控制變數及自變數）的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p<.05  **p<.01。 

 
根據表 10 得知：  

1.系統思考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為正相關（b=1.11，p<.05），即員工

對系統思考修練的認知程度愈高時，公司愈具有學習型組織的特性，但心智模

式及團隊精神修練的認知程度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並無相關，因此，假設

一僅獲得部分支持。  

2.工作效能導向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為正相關（b=2.27，p<.01），即主

管領導愈注重工作效能時，公司愈具有學習型組織特性，因此，假設二獲得支持。  

3.團體維繫導向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為正相關（b=1.80，p<.01），即主

管領導愈注重團體維繫時，公司愈具有學習型組織特性，因此，假設三獲得支持。  

4.工作屬性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並無相關（b=-3.09，p>.05），即不論

工作屬性為內業或外業，在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上並無差異，因此假設四未

獲支持。本項迴歸分析與表 9 相關分析的結果並不一致，其原因乃兩項分析所

代表的意義並不相同。相關分析僅表示兩者間之關係性，不考慮其他變項之影

響；迴歸分析是控制其他變項在不變的情況下，所顯示兩者間之關係，應較具

有解釋能力。  



五五五五、、、、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發現：當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中的系統思考之認知程度愈高時，

該單位愈具有學習型組織的特性。此外，當主管領導行為愈傾向工作效能導

向，或團體維繫導向時，該單位愈具有學習型組織的特性。說明如下：  

1.1.1.1.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之關係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之關係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之關係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之關係        

本研究發現，當員工對系統思考修練的認知程度愈高時，則公司愈具有學

習型組織的特性。然而，改善心智模式修練和團隊精神修練兩項與學習型組織

特性符合度之間，則未具顯著相關性。推測其可能的原因為：(1) 改善心智模

式的變化要日積月累後，才會逐漸影響長期根深柢固的信念（Senge，1994）。

即改善心智模式的認知學習，可能無法立即影響其外在行為，而需等到一段時

日後才會顯現出來；(2)人們擁護的理論（所說的）與人們使用的理論（所做的）

兩者之間存有差距，若擁護的理論非屬願景，則它與現在行為間之差距即無法

導致行為的改變（Senge，1990）；(3)團隊精神量表之題目設計為反向題，隱

藏了消除本位主義，主動熱心協助他人完成工作之背後題意，受測人員未必都

能解讀。  

系統思考是學習型組織五項修練概念中的基石，它能強化每一項修練，顯

示融合整體能得到大於各部份加總的效力（Senge，1990）。本研究以實證方

式說明，組織成員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系統思考）的認知程度，會改變個人的

思考與行為，並帶動組織成員的學習與仿效，進而改變團體的思維與組織的行

為，使企業組織更能形成學習型組織。  

2.2.2.2.單位主管領導行為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的關係單位主管領導行為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的關係單位主管領導行為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的關係單位主管領導行為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的關係        

依據 Ohio 州立大學的研究結果，高體制要與體恤配合在一起，才能保證

得到良好的領導績效。而 Michigan 大學的研究結果顯示，較有效能的領導者

傾向於與部屬建立支援性之關係，並設定較高的實際表現標準。Robbins（1994）

主張，團體維繫導向的領導者與較高的群體生產力，及較高的工作滿意度有

關。依據管理格局理論，兼顧關心生產與關心員工的領導人，較能達成組織目

標與績效。文獻資料均支持較有效能的領導人，傾向於高工作效能或高團體維

繫的領導行為，但少有實證研究證實，較有效能的領導人，是否能影響員工行

為，提昇該單位符合學習型組織特性的程度。  

研究結果發現：當單位主管表現出工作效能的領導行為程度愈高時，該單

位的團體表現符合學習型組織特性的程度也愈高。當單位主管表現出團體維繫

的領導行為程度愈高時，該單位的團體表現符合學習型組織特性的程度也愈

高。整合本研究與過去文獻資料可得知，高工作效能或高團體維繫領導行為的

主管，其帶領之單位不但具有較佳的組織績效，亦較能適應環境變遷，有利於

建立學習型組織。  

本研究之領導類型選擇傳統的領導理論，未採用近代學者主張之魅力型領

導、轉換型領導，乃因工程顧問業係屬傳統的服務業，雖已注入扁平式組織之



觀念，惟基本上仍維持功能性、專業性及金字塔的組織結構。此外，本研究對

象為工程顧問業之部門主管或中小企業之領導人，屬專業生產之中階主管，因

此，傳統的領導理論應仍適用於工程顧問業的中階主管之中。  

3.3.3.3.單位工作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之關係單位工作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之關係單位工作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之關係單位工作類型與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之關係        

工程顧問業屬知識服務工作，依據服務流程的分開或集中，以及依賴他人

程度的高或低，有不同的工作類型。但少有實證研究，探討工作類型與學習型

組織特性符合度間之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內業規劃設計或外業施工監督的工作類型，與學習型組織

特性符合度之間未具有顯著相關性。推測其可能的原因為：有些單位的業務兼

具有內業與外業工作小組，造成單位工作屬性歸類上的困難，同時降低了工作

類型的特性表現。  

 

((((二二二二))))管理上的涵義管理上的涵義管理上的涵義管理上的涵義        

茲將本研究所得的結果，在管理上所代表的涵義，說明如下：  

1.系統思考能力與員工教育訓練：系統思考的法則，在於巨觀系統，看清

單元與互動，將造成問題的外部原因納入系統的內部原因來處理。員工自我提

昇系統思考的修練，能夠培養自己具有見樹又見林的能力。因此，管理者應對

組織成員辦理五項修練的教育訓練工作，增加員工對五項修練，特別是系統思

考修練的認知，以期提昇該單位形成學習型組織的程度，增強組織競爭力。  

2.遴選知識型工作之單位主管：企業負責人在公司內部遴選單位主管時，

可參考領導行為量表，交由員工無記名填寫，作為遴選主管之參考。知識型工

作者之自主性高，需要參與式領導，以建立支援性的和諧關係（團體維繫式領

導）。工作則依賴跨專業的團隊合作來達成任務，員工互動關係密切，需要建

立體制並達成工作效能（工作效能式領導）。因此，知識型工作的企業負責人，

宜遴選兼具工作效能與團體維繫的領導者擔任主管，如此對該單位建立學習型

組織較有幫助。此外，亦宜對主管候選人與現任主管辦理「領導行為與管理技

能」的教育訓練工作，增強候選人的優質領導能力，以建立學習型組織。  

 

((((三三三三))))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限制為非隨機樣本，部份公司基於資訊保密或管理困擾的考

量，而辭謝參與調查。因此，本研究所取得的樣本，可能無法代表工程顧問業

的一般特性。意即研究對象係針對工程顧問業少數較大規模公司中的部份單位

與中小企業之成員為對象，因此所得到的結論不一定能做為一般性的準則。  

其次，研究架構中之自變數（員工對學習型組織修練的認知）與依變數（單

位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之間，可能具有互為因果的關係。由於本研究係同

時間收集自變數與依變數，因此較難明確釐清其間之因果關係。建議於後續研

究中，採用縱貫研究方法，以解決因果推論之課題。  



此外，本研究部份問卷題目係測量組織與主管之行為表現，較為敏感，加

上問卷可能經公司（或部門）主管回收，對於員工填答可能會造成偏誤。後續

研究可考量修正問卷回收方式（如直接郵寄至研究者處），以期消除填答者之

疑慮，並維持資料之真實性。  

 

((((四四四四))))研究貢獻研究貢獻研究貢獻研究貢獻        

微觀而言，本研究受到若干研究限制影響，研究之過程與結果均未臻理

想，是屬遺憾。惟以巨觀而論，本研究成果仍有可供參考之處，試擬如下：  

本研究釐訂了學習型組織修練量表雛型，係量測員工個人的認知，研究結

果顯示其有適用性。業界對成員辦理五項修練之教育訓練時，本量表可供做為

增修的基礎與衡量訓練成果的參考。  

其次，本研究編修學習型組織特性符合度量表，係測量組織的行為表現，

研究結果顯示其有適用性。因此，業界對所屬單位辦理考評時，本量表可供做

為增修的基礎與衡量是否具學習型組織特性的參考。  

最後，本研究以實證方式，發現系統思考、工作效能、團體維繫等三項因

素，對形成學習型組織具有助益，可供管理者實施學習型組織之參考。  

 

((((五五五五))))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        

研究過程中陸續產生許多心得與課題，現提供後續研究參考：  

第一，本研究問卷量表中的第一部份為學習型組織的修練，由本研究發展

設計。因問卷題數限制，僅萃取三項因素，未能涵蓋五項修練的全部內涵。後

續研究可參考本項量表，發展五項因素（系統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

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的量表。  

第二，本研究對象係針對工程顧問業少數較大規模公司（9 家）的部份單

位（73 個部門）與中小企業（17 家公司）之成員為對象，後續研究可考量應

用於其他產業（包括服務業、製造業、高科技產業、傳統產業），以期驗證本

研究結果的類推性。  

第三，後續研究可增加其他有預測能力的相關因素，包括：教育訓練、薪

酬制度、績效評估、激勵措施、環境條件、設備投資、知識管理、資訊分享機

制等，以更瞭解如何建立學習型組織。  

 

((((六六六六))))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研究發現組織成員對學習型組織修練中系統思考的認知程度，有助於該

單位形成學習型組織，驗證了個人的認知與行動是不可分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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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結果顯示，具備工作效能導向或團體維繫導向領導行為的主

管，對該單位形成學習型組織均有幫助。倘能兼備兩項因素，對該單位形成學

習型組織更有助益。  



藉由本研究結果，期能為企業在辦理員工教育訓練、遴選單位主管以及導

入學習型組織等方面，提供正面思考方向，做為具體實施之參考，以強化體質、

提昇企業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林鎂茹（民 88）「台灣企業主管領導行為評量之研究」，長榮管理學院經營管 

理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2) 李田樹譯（民 88）「創造價值的知識管理策略」，EMBA 月刊（157），90-101。  

(3) 席酉民等著（民 89）領導的科學與藝術，台北：華泰。  

(4) 羅虞村著（民 88）領導理論研究，台北：文景。  

(5) Garvin, D.A.(1993), “Building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1,  78-91.  

(6) Gephart, M.A., Marsick, V.T., Van Buren , M.E. , and Spiro, M.S. (1996), 

“Learning   Organizations Come Aliv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50, 34-45.  

(7) Griego O.V., Geroy G.D., and Wright P.C. (2000), “Predictors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s: A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7 (1), 5-12.  

(8) Marguardt, M.J. (1996), Building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A Systems Approach 

To Quantum Improvement And Global Success. New York : McGraw-Hill.  

(9) O’Brien, M.J.(1994), Learning Organization Practices Profile, San Diego , CA : 

Pfeiffer & Company  

(10) Robbins, S.P. (1994), Management, N.J.: Prentice-Hall.  

(11)Schermerhorn, J.R. Huint, J.G. and Osborn, R.N. (1996),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NewYork : Jonh Wiley & Son.  

(12)Senge, P.M. (1990), The Fifth Discipline-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New York : Doubleday.  

(13)Senge, P.M., Kleiner, A., Roberts, C., Ross, R.B. Smith, B.J. (1994), The Fifth 

Discipline  Fieldbook-Strategies and Tools for Building A Learning Organzation , 

New York : Doubleday.  

 



淺談營造風險與風險管理  
材料試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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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有風險。  

不同的行業，不同的人、事、物，隨時隨地均潛藏著或大或小的風險與危

機，惟對於「風險」一詞之涵義，卻常因引用者立場之不同，致其解釋或看法

經常南轅北轍，莫衷一是。  

有鑑於本省重大工程災變頻傳 , 益發凸顯加強營造風險認知和落實風險

管理政策(制度)對土木工程之重要性；因此，筆者擬針對營造風險與風險管理

等兩方面之主題，作深入淺出的探討及提出些許建言，期冀喚起各階層土木從

業人員對風險問題之注意與重視，以使工程災害發生之機率能降低至最小可容

忍的程度，並將“零災害”列為最終努力之目標。順祈各界專家、學者惠賜卓

見、雙向溝通，俾利筆者回饋、成長。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有關「風險」這個名詞 ，若純以土木工程結構物作為標的物而言，站在

業主、工程師、承包商及保險業者各家立場，基於其本身利益和角度之不同，

對於風險的解釋與權責問題，必然見解互異、甚或時有爭端亦在所難免；惟其

可以肯定者，若將營造風險之由來及類型予以確認，並行諸合約規定，以供訂

約兩造遵行，輔以各單位嚴格執行風險管理政策，落實細節作業程序，則許多

的工程災變勢必可以消弭於無形，有志之士應具上述共識。  

本文擬針對土木業界，將營造風險及風險管理等議題作全面性的介紹與說

明，若能增進共識、減輕工程災害於萬分之一，亦甚幸。  

 

二二二二、、、、營造風險與風險管理之定義營造風險與風險管理之定義營造風險與風險管理之定義營造風險與風險管理之定義  

((((一一一一))))營造風險之定義營造風險之定義營造風險之定義營造風險之定義        

「營造風險」係指無法預估之因素、錯誤的判斷或預測，為降低成本、追

趕工期、冒然採用新工法等等措施，所可能導致工程施工時遭遇災害並造成生

命、財產之損失的危險機率。較具規模之承包商體系應具備此項風險評估之專

業人員，俾利適時提出警訊。  



((((二二二二))))風險管理之定義風險管理之定義風險管理之定義風險管理之定義        

所謂管理，係指處理、管制或控制某件事物或人員的方法及作為。故「風

險管理」就是針對可能發生災害的人、事、物預先加以處理、管制或控制，以

達防患於未然之目的。  

由於甲、乙及丙方三方所面對之問題的層次不同，故其風險管理的策略及

重點亦有所出入，不可“以一概全”。  

 

三三三三、、、、營造風險之類型營造風險之類型營造風險之類型營造風險之類型  

現代的土木工程營造規模較諸昔日龐大複雜得多，施工項目亦有朝向科技

化、機械化之趨勢，故今日營造風險所必須注意的事項(內容)值得從業人員多

花些心思去研究、訂定。本文為加強讀者對營造風險的認知，茲將其基本類型

列述如下：  

((((一一一一))))意料中之風險意料中之風險意料中之風險意料中之風險        

所謂意料中之風險，係指可預測的、可能性極高的風險，而且都是可以列

為保險項目的人、事或物；通常營造單位可經由分析、統計及經驗等法則而求

出其可能發生之機率，並可以向保險公司投保，以減少其財務上之損失。  

至於其考慮項目，一般而言，較重要的有下列各項：  

1. 從業人員傷亡；  

2. 施工機具損毁；  

3. 施工中之工程結構體受損；  

4. 施工所造成之污染；  

5. 施工所造成鄰近建物或設施之損毁；  

((((二二二二))))政策性之風險政策性之風險政策性之風險政策性之風險        

所謂政策性之風險，是指工程專業判斷上所含的風險；亦即工程師及業主

針對既有之調查資料，在主觀的判斷與認知下，事先假設採用新工法所可能產

生之風險。由於在本質上是無法預知的，並帶有投機性的冒險，因此，不論是

否經過風險程度分析，對工程實體、人員生命及資金等項目均具相當的危險

性。故一般均必須投保營造業綜合保險，由保險公司擔待風險，而保險公司則

可經由再保或轉投保而達到分攤風險之目的。  

((((三三三三))))除外風險除外風險除外風險除外風險        

所謂除外風險，為承包商不需負責，保險公司亦不作理賠之危險事故，其

項目茲列述如下：  

1. 人員受細菌感染之傳染病；  

2. 人員之故意行為；  

3. 人員之犯罪行為；  

4. 人員因心神喪失所致之事故；  



5. 人員因麻醉、酗酒所致之事故；  

6. 人員流產或分娩；  

7. 戰爭、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  

8. 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傷、輻射或污染；  

9. 純因工程師設計錯誤所引致之事故；  

10.未經驗收而被業主佔用或使用所致之事故；  

11.因天然力量所引致之事故，雖經承包商盡力預防仍不能避免者，如颱風、

暴雨、地震等；  

12.超音速航空器所引起壓力波或音爆之事故。  

 

四四四四、、、、營造風險之由來營造風險之由來營造風險之由來營造風險之由來  

((((一一一一))))施工人員的意外傷亡施工人員的意外傷亡施工人員的意外傷亡施工人員的意外傷亡        

任何監督嚴謹、管理得當的工程，也只能善盡其責地將施工人員的意外傷

亡事件降至最低的程度，亦即此項風險乃為意料中很難百分之百杜絶者，即使

有萬分之一，甚至更低的風險機率，仍為營造風險所應特別關注的項目，畢竟

人命關天、馬虎不得。  

((((二二二二))))採用新工法及新型的施工機具採用新工法及新型的施工機具採用新工法及新型的施工機具採用新工法及新型的施工機具        

重大工程若採用新工法及新型的施工機具，對產、官、學各界均有莫大的

助益。但是，相對地缺乏經驗、風險較高，為其應該加強的重點，並思及防範

因應之道，以避免承包商損失不貲或相關業主有浪費公帑之嫌。  

((((三三三三))))承包商毁約承包商毁約承包商毁約承包商毁約        

「承包商毀約」乃為業主重大風險之一。  

時值不景氣階段，承包商或因破產、倒閉，甚至惡性之經濟犯罪(捲款潛

逃)，導致其所承攬之工程無法順利如期完成，而問題叢生，身為業主者尤為

頭痛。  

據聞國內某大型公司，雖能標得國家多項總經費合計高達新台幣百億元以

上的工程案，但由於下游廠商或專業承包商在短短兩、三年內均全部與該公司

解除合約或毁約，致令公司營運及調度發生嚴重問題而不得善了。由此可見，

承包商毁約確為業主嚴重的風險之一，不論善意或惡意者均然。  

((((四四四四))))通貨膨脹等不利因素通貨膨脹等不利因素通貨膨脹等不利因素通貨膨脹等不利因素        

因通貨膨脹、能源危機或其他不可預期的非經濟性因素(例如：政治干

擾)，將可能造成物價和工資大幅上漲，此種風險係業主與承包商在預期範圍

內無法評估者居多。以往此類風險，業主經常要求承包商獨自承擔、吸收，但

目前工程規模越來越龐大、繁雜，工期常常兩、三年甚至更久；相對地，承受

此項風險的機率亦愈高。故筆者認為較可行的方法，應由業主與承包商共同協



商負擔的界限或比例，而美國經常採用其上漲的部份由承包商負擔 20%，業主

負擔 80% ，此一模式也有參考價值。  

((((五五五五))))無法預期之因素而延長工期無法預期之因素而延長工期無法預期之因素而延長工期無法預期之因素而延長工期        

某些工程位址常有不可預期的天然災害，如颱風、地震、水災、火災等，

以致工程受損而不得不延長工期。  

此種意外事件所造成的問題，確非業主或承包商在能力上所能控制的，雖

然工程主體可因災害受損獲得保險公司合理的賠償(如果一切投保手續、文件

完備者)，但因而延長工期所增加之管理費等相關開支則應由業主與承包商兩

造各自負擔較為公平、合理，或經協議后依約行事亦可。  

((((六六六六))))估價不確實或惡性搶標估價不確實或惡性搶標估價不確實或惡性搶標估價不確實或惡性搶標        

針對估價不確實或惡性搶標的問題目前各方見解不一，難有定論。雖然大

多數咸認經濟不景氣、積極參與競標並壓低投標底價係為求得永續經營，及

人、機、料之正常運轉。但筆者以為估價不確實也罷、惡性搶標也罷，上述兩

項行止都忽略了一項重大原則：這種作法勢必危及工程品質與安全，甚至可能

嚴重擾亂市場，造成業界之間的惡性競爭，而終至「兩敗俱傷」。  

因此，不論業主、設計單位或承包商，三者都必須對工程造價作正確的估

計，任何一方估價落差過大，都會對工程產生主、客觀之風險。有些案例 , 尚

未完成開標手續 ,各方人馬即對薄公堂、懸而未決，實非國家之福，亦為庶民

百姓所不願見到的結果。故本項營造風險之影響層面非同小可，萬萬馬虎不得。  

((((七七七七))))施工人員的工作效率施工人員的工作效率施工人員的工作效率施工人員的工作效率        

施工人員工作效率及能力的高低係屬於承包商必須承擔的風險。尤其在趕

工階段，若人員配合度欠佳、工作效率低落，則大有延長工期與給付逾時罰款

之壓力。因此，承包商理應作好管理、規劃及調度等工作，並提振工作士氣，

俾以順利完工、降低本項之風險。  

((((八八八八))))工程監督不週工程監督不週工程監督不週工程監督不週        

若工程監督的工作有所缺失，不論監督工程師代表業主或承包商，均會導

致工程品質降低、進度落後、追加預算或生命財產之損失。故各單位在選派監

督人員時，應注重其經驗、操守及具備責任感者，以減免施工時之風險。  

((((九九九九))))處理危機事件的能力處理危機事件的能力處理危機事件的能力處理危機事件的能力        

有些人的做事能力極強，但是缺乏應付緊急、危機事件的果斷力或判斷

力，有時也會為工程帶來風險。尤有甚者，在發生問題或災難之前，已經發現

明顯徴候尚不予以解決的，亦大有人在，這種推、拖、拉的心態，更是糟糕，

令人不解。有這種管理階層的公司或相關單位，想不出事也難呀！  

((((十十十十))))未確實依既定程序施工未確實依既定程序施工未確實依既定程序施工未確實依既定程序施工        

有些承包商為圖便利、快速及省錢，往往在進行開挖工程時，未確實做好

排水、擋土支撐或連續壁等配合措施前，即逕行開挖施工，經常造成路面沈陷、

鄰房歪斜、倒塌之災害，並危及工程本體與施工人員之安全。這種省小錢卻可

能要花大錢的事，在台灣地區仍然層出不窮，令人愕然、也很無奈。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地質鉆探調查的誤差地質鉆探調查的誤差地質鉆探調查的誤差地質鉆探調查的誤差        

現場地質鉆探調查的誤差，在工程實務上很難絕對避免，亦即完全依照建

築技術規則之規定進行鉆探調查作業，等到實際施工時，地質上的變化程度有

時會超過工程師所能預估的極限值，若安全係數法則或可靠度分析尚不足以涵

蓋之，則可能產生工程風險。  

為降低此項風險，除設計單位必須確實評估、分析之外，在施工階段之承

包商更應逐一記錄每日之施工情形，遇有問題立即呈報，共謀解決之道方為上

策。  

 

五五五五、、、、風險管理之目的風險管理之目的風險管理之目的風險管理之目的  

風險管理的目的在於盡可能減免災害或危難之發生，亦即化大風險為小風

險，消弭小風險於無形。但已知或無法避免之風險，亦應透過風險管理之程序

向保險公司辦妥投保手續，以利作為日後理賠憑辦之依據，而達到保障人員安

全及避免財產鉅額損失之最終目標。  

少數小型公司的主管人員未具風險管理之理念或喜歡拖拖拉拉、延時投保

作業，經常造成發生災害後無法挽救的慘重後果，足供業界警愓之。  

 

六六六六、、、、風險管理之範疇及政策之釐訂風險管理之範疇及政策之釐訂風險管理之範疇及政策之釐訂風險管理之範疇及政策之釐訂  

((((一一一一))))風險管理之範疇風險管理之範疇風險管理之範疇風險管理之範疇        

少數從業人員(尤其是管理階層者)認為工程已投保營造綜合保險，即任何

損失均可由保險公司理賠，其實這是非常錯誤的想法。須知保險公司的理賠，

僅可彌補財務上的有形損失，其他如：延長工期、打擊士氣、降低工作效率、

損害公司信譽及造成員工心理恐慌等無形的傷害，恐非金錢所能挽救。因此，

風險管理的良善與否十分重要不容置疑，至於其範疇應包括下列各項：  

1.風險標的物的認知及假定；  

2.風險程度的分析、測定與評估；  

3.風險項目的控制和減免；  

4.風險的轉移及方式；  

5.風險的教育及加強(尤其是新進人員)。  

((((二二二二))))風險管理政策之釐訂風險管理政策之釐訂風險管理政策之釐訂風險管理政策之釐訂        

1.1.1.1.職責  

依據有關法令及合約議定內容之規定，各訂約之雙方均應在合約有效期限

內負起應盡之職責，善盡風險管理該做之事務。  

2.2.2.2.權限  



各相關單位之編制雖有不同，但針對同一工程或合約應指定各級主管應負

之權限及任事範圍，以利合約雙方在發生事故或疑難雜症時，能立即了解狀況

並緊急協調、解決之。若承辦人或主管權限過小、乃至更迭過於頻繁則難竟全

功。  

3333....態度  

各單位之主其事者，對風險管理的態度，應積極、主動、冷靜、客觀，並

按情、理、法辦理份內事務，加強彼此之間的協調合作關係，以達減免風險之

最終目的。  

4.4.4.4.責任  

人人在責任範圍內勇於負責，自可減免風險於無形，以求人、事、物之平

安、順利。  

 

七七七七、、、、減除風險之辦法減除風險之辦法減除風險之辦法減除風險之辦法  

欲避免或降低營造風險之發生機率，除了建立從業人員正確觀念、加強風

險管理策略之外，針對營造風險項目訂定逐一檢測、管制的辦法及方案應為最

正本清源、最基層也最重要的防範手段。為使各相關單位及人員對風險之種類

(已如前述)、責任分擔及本身立場能有清晰之了解，現茲綜合列述如下：  

((((一一一一))))施工人員的意外傷亡施工人員的意外傷亡施工人員的意外傷亡施工人員的意外傷亡        

1.1.1.1.承擔者：承包商。  

2.2.2.2.減除風險之辦法：  

(1)加強安全措施；  

(2)加強人員安全教育；  

(3)規劃災害預防之設施及安全守則；  

(4)人員互助小組之編列及訓練。  

((((二二二二))))採用新工法及新型的施工機具採用新工法及新型的施工機具採用新工法及新型的施工機具採用新工法及新型的施工機具        

1.1.1.1.承擔者：承包商；  

2.2.2.2.減除風險之辦法：  

(1)注意施工安全；  

(2)聘請專家指導及訓練；  

(3)選用負責任及技術純熟之施工人員；  

(4)在能力範圍內進行試驗、試作等前置作業；  

(5)加強監督及品質控制之工作；  

(6)遇問題立即反應、研究解決方案，並注意異常現象以利

及早謀求對策。  

((((三三三三))))承包商毀約承包商毀約承包商毀約承包商毀約        

1.1.1.1.承擔者：業主。  



2.2.2.2.減除風險之辦法：  

(1)對參與投標廠商之資格從嚴審查；  

(2)加強舖保或銀行保證之認證工作；  

(3)成立工程審核及管理追踪小組。  

(4)加強技術層面的考核、監督及管理；  

(5)將「毁約賠償條款」明確列於合約中，若有抵押不動產或動

產，其價值應與工程款項相當或具一定之比例，不可差距懸

殊、徒生弊端。  

((((四四四四))))通貨膨脹等不利因素通貨膨脹等不利因素通貨膨脹等不利因素通貨膨脹等不利因素        

1.承擔者：由業主及承包商共同協商后議定分攤之比例；  

2.減除風險之辦法：  

(1)增列合理的工程預備費用(事前議訂優於事後協調)；  

(2)確實進行訪價作業；  

(3)憑藉經驗預估合理的通貨膨脹空間以為因應。  

((((五五五五))))無法預期之因素而延長工期無法預期之因素而延長工期無法預期之因素而延長工期無法預期之因素而延長工期        

1.1.1.1.承擔者：業主及承包商。  

2.2.2.2.減除風險之辦法：  

(1)增列工程預備費用；  

(2)開工前即辦妥各項保險事宜；  

(3)在能力範圍內儘量做好防範措施；  

(4)教育施工人員緊急應變常識以降低災害損失。  

((((六六六六))))估價不確實或惡性搶標估價不確實或惡性搶標估價不確實或惡性搶標估價不確實或惡性搶標        

1.1.1.1.承擔者：業主及承包商。  

2.2.2.2.減除風險之辦法：  

(1)業主：  

1 合理評估工程造價；  

2 增列工程預備費；  

3 嚴格審查投標廠商之資格及相關業績；  

4 研訂合理的競標程序及規則；  

5 不因關說而有損正當之行事準則。  

(2)承包商：  

1 合理估計投標工程的項目及各項單價；  

2列述(說明)風險、技術及假設工程所可能開銷之項目及費用(有

時業主不會詳細列出)；  

3 確實評估本身之業績及實力，不可心存僥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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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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