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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天涼好個秋，秋高氣爽正是外出郊遊踏青的好時機，利用公餘閒暇

陪同家人親近大自然，呼吸清新的空氣、滌盡工作的疲累、鬆弛緊繃的心情，

充電後重新出發，再締績效巔峰；秋天也是屬於收成的季節，本期輪由水環水環水環水環

部部部部當值，感謝同仁熱烈回應賜稿，再次呈現五穀豐收倉廩滿盈的景象。惜受

篇幅所限，僅得按先來後到的順序刊載，其餘精采的大作只好留待下回再與

各位見面啦。 

  「先有破壞，才有建設」。過去錯誤的迷思，枉顧自然生態的保護，導

致今日飽嚐山河變色、大地反撲的惡果，在痛定之餘方才又開始思考要如何

與大自然共存、永續利用，『山區道路景觀與生態保護之地工技術』提出適

用於台灣山區道路規劃、設計與施工之地工技術，進行山區道路之邊坡穩定

處理及綠美化，創造多樣性之自然景觀與生態，以提升區域的自然環境品

質。在兼顧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基本概念下，景觀工程蔚為土地開發業務

項目中重要的一環，『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整體景觀設計構想』闡述

「中科」整體景觀工程的規劃理念與設計重點，期能達成生態、生活、生命

「三生網路」的規劃願景，使「中科」成為廿一世紀的科技領航園區。自

921 地震後，造成岩坡的不穩定或不連續面發達之岩體鬆動，隨後在颱風豪

雨的肆虐下，山區道路到處柔腸寸斷，公路主管單位在進行道路復建時，常

喜採隧道來迴避大型崩坍地或土石流區，『隧道洞口遇土石流危險坑溝之處

理對策』即當道路選線時隧道洞口如無法避開較小規模土石流危險坑溝時，

可從地質與水文的觀點來加以判釋，並配合土石流之定量分析來研擬因應之

對策。襯砌環片的鎖接到底是用弧形螺栓好呢？還是直線型螺栓好？實在難

以抉擇，還好有師父可以請教，翹首企盼了三個月的『潛盾隧道工法常見問

答集—3 隧道環片篇』將可解決您的迷惑，並告訴您如何採用 GASKET 止水

條來防止環片接縫處滲水等有關襯砌環片施工的絕竅。在土地開發計畫流程

中，用水計畫書送審為作業要徑之一，『淺談開發計畫用水計畫書』針對執

行用水計畫之法源依據、送審程序加以說明，並介紹用水計畫書之重要內

容、撰寫重點，及建議在過程中可能發生問題之處理方式，為一篇不可多得

實務性的工作心得結晶。為瞭解具長跨徑、重量輕、細長比大等特性的斜張

橋於通車後鋼構箱型梁、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塔、及斜張鋼纜等結構系統

在活載重施作下之受力行為，特進行『高屏溪斜張主橋現場載重試驗成果探

討』，重新檢核斜張主橋結構之分析與相關設計參數之可靠度，供日後設計

類似橋樑時參考。良好的成本管理決定了工程專案執行之績效，更與專案之

工期、品質和安全密切相關，『專案成本管理模式探討』從專案管理者的角

度切入，分析國內實務採行的成本管理模式，並據以發展出一套涵蓋工程全



生命週期的成本管理模式，可供日後同性質的工程專案進行成本管理時援

用。南部國際機場到底要不要興建，從規劃的觀點來看，國際機場建設從場

址篩選、空側規劃、陸側規劃、空域航管規劃，以迄於完成營運，其中包括

政策、技術、環境、財務、需求等構面，『國際機場與客貨運籌規劃之發展

趨勢』就機場本身的功能定位、新型飛機的研發、航空公司的發展、航空管

制系統的變革、客/貨運輸需求行為模式的變遷、資金的籌措等課題作一規

劃階段概括性之探討。為講求美觀及效能之提升，未來都市的各項傳輸系統

(如自來水、下水道、電力、電信、通訊等管線)將由「地下共同管溝」改為

斷面較大、埋設較深的「地下洞道」方式佈設，對電力電纜而言因其輸送電

流時伴有熱傳的問題，『地下高壓電纜洞道冷卻系統設計概論』乃為解決地

下電纜散熱的問題，評估各種冷卻系統，以期避免地下洞道因電纜溫度升高

而釀成災害。目前普遍使用的先進 IC 智慧卡人人稱便，但因路外停車收費

系統以採用磁卡為主，而路邊停車則以投幣式或 PDA 人工收費為主，兩者除

前端的支付工具不同外，後端的資料處理系統亦未經整合，因而造成營運單

位在維護管理上的困難，對停車者而言亦十分不便，『整合式先進 IC 智慧

卡停車收費系統』建議使用非接觸式智慧卡作為停車費之支付工具，說明了

整體系統架構及營運管理功能，並建議可行的推動方式，使用路人能夠享受

到單一票證、免攜現金、各地通用的服務。  

    『中華技術』堂堂進入第 60 期，期間由於本司前輩先進辛勤耕耘，技術 

專業水準普獲讀者之認同，並榮獲公共工程委員之認可，將『中華技術』列 

為適用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之「國內外專業期刊」。今後深盼在您的愛護 

與支持下，「中華技術」綻開更多的專業論述美麗花朵，吸引同好入內觀賞。

「灌溉園區」 comment@ceci.org.tw 依舊期盼您的鼓勵與指教，針對本期刊

載的文章、論點提出建議或回響。 

          

  

 



  淺談開發計畫用水計畫書之審查 

水環部

工程師
    曾寶山曾寶山曾寶山曾寶山 

科管局營建組

科        長
    黃俞昌黃俞昌黃俞昌黃俞昌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用水計畫書為開發計畫規劃過程要徑之一，本文前部將針對執行用水

計畫法源依據、送審程序加以說明，使規劃者判定應循何種方式進行用水

計畫書送審之參考；後部內容將介紹用水計畫書重要內容，包括計畫用水

量、節水計畫、水源供應計畫、乾旱缺水緊急應變計畫等，對前述計畫應

留意重點、撰寫方向、過程中可能發生之課題與建議處理方式，提出個人

淺見供各先進參考與指正。 

 

一一一一、、、、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供水及供電為任何開發計畫可行與否之基本要件，舉凡工業區、新市

鎮開發、特定區等區域型之開發行為皆然；台灣地區因水資源有限，各種

開發行為均難以擺脫用水問題，用水計畫書核定為計畫開發必先克服之要

徑。基於用水課題對計畫營運的重要性，除需對開發計畫施工或完成後可

能之需水量、供水來源、區內供水系統、區外輸水配合措施、節水回收計

畫等相關課題作妥善之規劃外，並需透過多次供水協議，於取得供水單位

核發之同意供水文件後，方能提送用水計畫予主管機關(水利署或各區水資

源局)辦理正式審查，本文將對執行用水計畫作業相關內容與可能遭遇之歷

程加以說明。 

 

二二二二、、、、用水計畫用水計畫用水計畫用水計畫書送審條件與流程書送審條件與流程書送審條件與流程書送審條件與流程 

1. 法源依據 

開發計畫需進行用水計畫書程序之規定主要係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準則」第十一條，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九點規定，要求核發用水、供水之同意文件。因此，欲達成開發計畫許可

目標，用水計畫書核可為必備之前提條件，故任何須經環評程序之計畫，

必先完成用水計畫審核程序。 

2. 用水計畫書送審流程 



水利署頒布之基地開發案「基地開發案用水計畫書審查流程圖」(圖

一)，其中協調供水單位取得該單位之同意文件(函)為必經之歷程，並將供

水單位同意文件附於用水計畫書內後方能送審。               

 



受理審查單位依開發計畫之需水規模而異，計畫需水量小於每日 3,000

立方公尺者，需送各區水資源局，原則以計畫區位對應至各區水資源局所

管轄範圍；倘計畫需水量大於每日 3,000 立方公尺者，則須送水利署審查查查查。 

 

三三三三、、、、用水計畫書規劃架構用水計畫書規劃架構用水計畫書規劃架構用水計畫書規劃架構 

依水利署頒布之用水計畫書作業審查要點，計畫書之內容架構應包

括： 

    基本資料與摘要內容 

    計畫概述 

    計畫用水量 

    節約用水計畫 

    水源供應計畫 

    供水計畫 

    乾旱缺水緊急應變計畫 

針對各前述架構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基本資料與摘要內容基本資料與摘要內容基本資料與摘要內容基本資料與摘要內容 

本項內容章需製作表 1 基本資料表及表 2 計畫摘要表。依經濟部「用

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基本資料表應分別製作開發單位及受委託

單位(顧問公司)兩式表格，計畫摘要表則於所有內容完成後再行填寫。 

((((二二二二))))計畫概述計畫概述計畫概述計畫概述 

需撰寫開發計畫目的、區位、開發內容、期程及相關配合措施，計畫

開發內容包括規劃原則、配置圖、引進人口、土地使用計畫、污染防治等。

如係工廠或工業區之開發計畫，應說明引進產業、引進方式、生產方式、

生產量等。 

對於前述內容應有相關規劃資料加以引用，建議應配合環境影響評估

說明書或細部實施計畫等文件內容，並依規劃內容之調整而隨時更新。 

 

 

 

 

 

 

 

 

 

 

 

 



表表表表 1  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表 

基本資料表 

計 畫 名 稱  

開 發 單 位  

負 責 人  

地 址  

計 畫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電 子 郵 件  

(開發單位基本資料) 

 

計 畫 名 稱  

受託辦理單位  

負 責 人  

地 址  

計 畫 承 辦 人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電 子 郵 件  

(受託辦理單位基本資料) 

 

 

 

 



表表表表 2  計畫摘要表計畫摘要表計畫摘要表計畫摘要表 

計畫摘要表 

1.開發計畫目的  

2.區位說明  

計 畫 概 述 

3.計畫內容  

1.平均日需水量  
計 畫 用 水 量 

2.最大日用水量  

年 年 年 …………… 最終  

計畫用水時程 

（ C M D ） 
     

鄰 近 水 源 
 

計 畫 水 源 
 

 

 

 

水 源 概 況 

 預 計 取 得 水 源 
 

 

供水設施說明 

 

 

 

 

節約用水措施 

 

 

 

缺水緊急應變

措 施 說 明 

 

蓄 水 池 

設 施 容 量 

 

 

 

 

備 註 

 

 

 

（另須補充說明之事項，請自行延伸本表格。） 

 

 

 

 

 



((((三三三三))))計畫用水量計畫用水量計畫用水量計畫用水量 

本項為計畫書重點章節，主要包括各項標的(工業、民生用水或其他，

如：公園綠地等公共設施)用水量推估說明、計畫用水量與用水時程。其中

單位用水量推估值引用之合理性常為用水審查委員關切或質疑的問題，故

於訂定單位推估值宜審慎，建議可尋求下列方式進行： 

1. 產業用水： 

�     尋求水利署承辦單位、自來水公司、工研院能資所或其他學術單

位協助提供最新用水統計資料。 

�     引用類似計畫用水案例及經驗。 

�     預定進駐單位或廠商用水需求推估資料。 

2. 常用之推估參數如下： 

�     生活用水：住宿人員平均日需水量推估每人每日 250 公升以下；

非住宿人員平均日需水量推估每人每日 30 公升以下。 

�    其它用水：包括相關產業區、倉儲運輸區、行政區、公共設施、

公園、廣場或綠地等用水需求，以平均日需水量每公頃 20 立方公尺估計。 

    ((((四四四四))))節約用水計畫節約用水計畫節約用水計畫節約用水計畫 

節水規劃雖非用水計畫關鍵內容，惟本項內容始終為水利署及環保署

等審查委員積極要求補強的項目，節水計畫需包括下列三項內容： 

1. 節水措施：考量計畫性質及規模，說明用水量回收、重複再使用方

式，如：廢水處理再利用、雨水貯留系統、中水道系統規劃或其他節約用

水措施。 

2. 用水平衡圖：一般開發案應包括生活用水、景觀用水及其它用水等

項目；工業類開發案則應包括冷卻用水、製程用水、生活用水及其它用水

等項目，其中應說明計畫製程用水回收率、全區（廠）用水回收率及全區

（廠）用水排放率，其中排放水之水質標準應符合放流水標準。 

3. 節約用水設施規劃：說明用水減量措施（如省水型製程或省水器材

等）、各項節約用水措施之配置或其他節水規劃。本項內容可併入節水措

施乙節說明。 

撰擬節水規劃作業時，建議留意下列三項重點： 

(1) 用水平衡圖 

用水平衡圖可謂節水計畫各項規劃最後之體現，各項回收用水措施經

合理推估量化回收水量，併同各項用途之需水量等數據反映於用水平衡圖

中，由於用水平衡圖為用水計畫相當重要的成果，故需水量推估表列之各

項水量均須與平衡圖內數據一致，規劃者須按質量平恆原則將補充取水

量、回收水量、排放水量及消耗水量植入於用水平衡圖內。用水平衡圖範

例參考如圖二(用水平衡圖參考範例一)、圖三(用水平衡圖參考範例二)。 

 

 



 



 
 

 

 

 

 



(2) 中水道回收用水 

廢水處理再利用與中水道系統規劃具關聯性，再利用水之來源為計畫

規設之污水處理廠經處理後之放流水，取回部份再利用(10~20%或按計畫需

要而訂)並導入中水道管路系統供應區內之次級用水，主要用於景觀、清洗

車道、廁所沖洗、消防用水，至於噴灌於公園綠地用途前因有污染土壤及

地下水等疑慮，導致諸多已設置完成中水道系統遭環保署取締處罰等情況

而窒礙難行。有鑑於此，環保署新近於 92 年 7 月 23 日修正發布土壤處理

標準，故放流水處理程度若符合前揭法規標準，澆灌用途可獲得解套並適

度利用。 

(3) 雨水貯留 

雨水貯留措施已被委員要求為節水之必要措施，主要為利用大型建物

屋頂、空地或滯洪池等處建置雨水截留、溢流、簡易過濾及貯水結構等設

施，將攔截所蓄留之雨水再利用於次級之用水標的，雨水貯留利用量相關

之推估經驗公式可參考工研院能資所相關之報告。 

((((五五五五))))水源供應計畫水源供應計畫水源供應計畫水源供應計畫 

水源計畫為用水計畫核可與否之關鍵，本項作業將涉及與供水單位(如

自來水公司、水利會）及水源開發單位(水利署)協調問題，且供水量之需

求愈大，協議成局過程也愈艱鉅，協商後所達成之共識與具體內容即可反

映於本節及供水計畫之內容。本項作業時間多投注於用水單位之溝通協調

上，但最主要的目的為取得供水單位之同意配合供水文件，以利後續用水

計畫送審程序。從事本項工作需先評估計畫特性與所需水質條件，選擇下

列方式辦理： 

1. 自來水公司系統 

依以往經驗，積極聯繫自來水公司同意供水為規劃水源供應計畫較佳

之策略，若僅為民生用水，基於民生用水優先供應的原則，除非計畫區位

遠離既有自來水系統，否則水公司配合供水應責無旁貸；就工業需求方面

之用水，依往例可能需請業主補助水公司區外配合埋管或其他供水設施費

用，然卻可免除自設淨水場、原水取得、移用農業用水及日後非開發單位

專業之供水處理等營運的問題。與自來水公司協商交涉流程如圖四： 

2. 水利會系統 

水利會系統所掌握之水資源，包括地面水及地下水之利用水量均超過

全國總量 5 成以上，為國內最大水權之擁有單位，水源計畫如無法利用既

有自來水系統，而需尋求水利會協助供水之情況，則應有心理準備需因應

下列工作及限制條件： 

�    水利會系統所能供應之水源僅為原水，需於基地內或適當地點興

設淨水場，將增加計畫開發成本。 

�    輸水設施多為明渠等灌溉圳路，需做年度歲修及作物各期灌溉，

屆時將有停水或供水不足等風險，故應有因應之配套措施。 



�   如需請水利會提供同意文件，需請業主與水利會簽訂移用農業用

水協議契約，並就原水移轉價格達成共識。 

�   須依「農業用水調度使用協調作業要點」辦理，說明協調經過及

結果，包括可能移用調配水量之時程、供水方法、費用補償與分擔及要求

事項等。 

�   開發單位通常並非供水營運管理之專業單位，將面臨原水處理、

抄表收費等營運問題。 

�   水利會水源系統將涉及自來水法及環保署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等

法規問題。 

3. 其他水源 

其他水源主要為地下水源（深井或地下水庫）、興建海水淡化廠或其

他增闢水源（包括河口堰、水庫、越域引水等）。 

�   地下水源：依台灣地層下陷及民情等形勢，即使計畫區位為非地

下水管制區，取用地下水源之方案將遭遇相當大之爭議或阻力。惟如計畫

區位內已既存地下水抽取設施，並經洽詢該水井水權擁有者、當地縣市政

府可接受移轉者，在不超過原水井核定水權取用量之前提下應為可行，較

適合於農業生技、遊憩景觀等開發計畫或規模較小、區位偏僻者。 

�   興建海水淡化廠：現階段由於海水淡化之單位出水成本偏高，倘

若計畫位址鄰近沿海地區，且水利署已於鄰近區域研擬興建海水淡化廠計

畫時，其可行性則較高。 

�   其他增闢水源：如計畫需往此方向考量，初期計畫選址過程即有

欠考量，原計畫內容應予重新檢討，目前尚未有計畫規模大至需增闢水源

之案例。  

 

 

 

圖四  用水協調交涉示意圖 

 

((((六六六六))))供水計畫供水計畫供水計畫供水計畫 



本節主要需撰寫計畫所規劃之供水系統配置，內容如下： 

�   區內配水池及加壓站：容量、位置、面積。 

�   區內輸配水管網配置示意圖(圖五)：管徑、配水池位置及配置方式。 

 

 
�   區外輸水方案配置：基地位置、區外預計供水系統、接水點及輸

水專管路線等。 



�   中水道系統配置示意圖：管徑、污水處理廠位置及配置方式。 

前述內容應留意以下兩項重點： 

(1) 配水池等貯水設施容量，雖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僅需最大日需

水量之 8~12 小時，惟近來水利署對各案之用水計畫已要求容量應超過 3 天

容量，主要為因應乾旱缺水時增加其緩衝時間；亦即如果某計畫平均日需

水量為每日 10,000 M
3
，基地配水池、高架水塔、廠商自行設置受水池總合

容量則須超過 30,000M
3
。 

(2) 區外輸水專管路線（圖六）及取水點位置（圖七）應明確，且須

與供水單位交換意見檢討可行後，將各方所接受之方案反映並納入報告內

容。 

((((七七七七))))乾旱缺乾旱缺乾旱缺乾旱缺水緊急應變計畫水緊急應變計畫水緊急應變計畫水緊急應變計畫 

有關枯旱期因應等相關措施，因近年常發生枯旱限水之情況已逐漸受

到重視，本節需考量重點如下： 

(1) 民生用水方面：為因應乾旱期之缺水，計畫區內所供應之民生用

水將採限量供水之措施，依經濟部 92 年 3 月 4 日訂定之「自來水停止及限

制供水執行要點」（表 3），為統一乾旱時期自來水事業跨供水區域供水，

執行停止及限制供水標準與措施共分四階段執行。 

(2) 工業用水方面：為因應乾旱期之缺水，除研擬上述限量供水之措

施外，應設置工業區水電管理委員會，建立缺水危機管理制度及緊急應變

事項，圖八為工業區水資源小組架構(範例供參)。 

(3) 緊急用水應變措施：請說明開發基地內總蓄水容量可因應終期用

水量之天數，原則上其設計容量應至少能滿足三天之用水，故於前述供水

計畫研擬時，即應將此點納入配水池容量之規劃。另須提報乾旱或缺水期

間所屬各組織人員之應辦事項或任務編組。 

 

 

 

 

 

 

 

 



 



 

表 3 自來水停止及限制供水執行要點-四階段停水及限制供水措施 

階段 限水措施 

第一階段 離峰時段降低管壓供水。 

第二階段 

1.停供次要民生用水包括噴水池、沖洗街道、水溝與大廈外牆、試

放消防栓、露天屋頂放流及其它不急需之用水。 

2 減供用水量每月超過一千度大用水戶之用水。 

第三階段 分區輪流或全區定時停水。 

第四階段 

依區內用水狀況定量定時供水，其優先順序如下： 

1.居民維生用水。 

2.醫療用水。 

3.國防事業用水。 

4.工商事業用水。 

5.其他用水。 



 

圖八  工業區水資源小組架構(參考案例) 

 
 

四四四四、、、、可能遭遇之問題與對策可能遭遇之問題與對策可能遭遇之問題與對策可能遭遇之問題與對策 

由於用水計畫對整體計畫開發之進度屬前置程序，易因用水計畫送審

受阻而延宕整體計畫工作之預計時程；以下針對常發生之問題與對策建議

如下： 

(1) 相關單位協調與溝通：勤於溝通、協調相關供水單位為用水計畫

順利推展的不二法門，協調單位與對應協調討論重點如下： 

�   自來水公司：與該單位共同研擬供水計畫、供水時程、供水來源、

區外輸水專管及接水點等課題，區內供水配置內容資訊則主動提供予自來

水公司相關人員瞭解。 

�    水利署：協調說服水利署認同計畫需水量、單位面積需水量推估

值、節水計畫。 

�    水利會：就枯旱時期應變措施，如自來水系統供應穩定度不足時，

與水利會洽詢原水來源、移用農業用水路線、原水調度方式及費用。 

�    業主或前置計畫規劃者：取得計畫概述、土地配置計畫、開發時

程引進產業及人口等前置章節資料，供水設施經費負擔取得業主可接受之

共識。 

(2) 環境影響評估意見回饋：無論於用水計畫作業過程，甚或完成水

利署審核定稿，均有可能因環評委員對用水問題再次提出質疑，以新竹科

學園區銅鑼基地為例，基地總需水量可自水利署定稿核定之 49,000CMD，

因環評委員意見而遽減至 24,000CMD 之水量；另亦可能對計畫水源提出質

疑，如雲林基地禁止自來水公司於基地內設置地下水抽水設施，影響用水

工業區同業公會 

(水電供應委員會) 
自來水公司 

管理單位 

水資源小組 

(召集人) 

各供水區 

(小組長) 

各供水區 

(小組長) 

各供水區 

(小組長) 

各供水區 

(小組長) 

各供水區 

(小組長) 

各廠商 各廠商 各廠商 各廠商 各廠商 



計畫整體之規劃內容或方向，故用水計畫除上述規劃要點須落實外，與環

評相關單位訊息方面之互動應特別留意與掌握。 

(3) 單位用水量推估：單位用水量所引用之數據，尤其針對於工業用

水的部分，審查委員動輒要求提具廠商製程機台用水資料加以佐證，惟工

業區型計畫多以經驗之單位面積用水量加以推估，往往超乎規劃者所及之

專業領域，故需進一步洽詢計畫進駐或該類型產業廠商相關用水資訊，資

訊取得常因涉及商業機密而困難重重，必要時須透過業主或事業相關管理

單位協助。 

(4) 回收節水問題：於考量節約用水等措施後，將可獲得計畫全區之

用水回收率，就水資源有效利用之角度，高回收率為環評及用水審查委員

所樂於預見，惟相對可能將使開發者或廠商投資成本大幅增加而影響產業

進駐意願，導致計畫可行性增添變數。因此，回收率多寡常將為開發單位(業

主)與審查委員攻防之焦點，由於顧問公司係受開發單位委託，故對回收再

利用設施相關細節及其經濟效能極限宜多著墨，以開發單位所能接受最大

回收用水程度，就再利用方式、處理技術及經濟性等細節說服審查委員。 

(5) 稽核實際用水量：計畫後續之推展可能因各種不確定性之因素，

未必符合規劃預期之需求。有鑒於此，水利署為能確實追蹤日後計畫實際

用水情況，將建立用水量稽核追蹤的機制，倘實際用水量與用水計畫書所

核定之水量差距過大，將要求開發單位重新檢討用水計畫。故用水計畫書

執行之生命週期，將可能自用水計畫核定時間點延長至計畫之營運期加以

驗證。針對此點，規劃者對此項工作應先有認知。 

 

五五五五、、、、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用水計畫書係開發計畫必經之程序，根據經濟部頒布之「用水計畫書

審查作業要點」(92 年 3 月)，對於用水計畫書送審所需進行之程序、報告

書內容及要求之規定更日趨嚴謹，其中應留意作業內容及處理原則已於本

文第三、四節介紹供參，謹以野人獻曝心情，期望對各先進日後面臨用水

計畫工作時，可提供微薄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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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洞口遇土石流危險坑溝之處理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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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台灣地區自從民國八十九年 921 大地震後，使原有潛在不穩定之岩坡

發生崩坍破壞，或不連續面發達之岩體更為鬆動，後又遭遇颱風豪雨之摧

殘，山區道路柔腸寸斷。公路單位針對道路復建工程，往往會採取隧道工

程替代原道路線形，以避開大型崩坍地或土石流區；然而在隧道的選線方

案上，隧道洞口有時難免還是會遭遇到較小規模之土石流危險坑溝。本文

嘗試以位於南投縣溪頭風景特定區二-1 號道路安定彎段之隧道工程為例，

探討隧道洞口遇土石流危險坑溝之處理對策。 

一一一一、、、、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南投縣溪頭風景特定區二-1 號道路安定彎路段，在民國八十九年 921

大地震時中斷，迄至民國九十年五月打通坍落之巨石，續於同年七月下旬

桃芝颱風帶來豪雨，再度將本路段沖毀，路基流失。公路單位遂著手規劃

以隧道工程為主之復建工作，主隧道長約 620 公尺，北洞口假隧道長約 18

公尺，南洞口假隧道長約 5 公尺。在隧道的選線方案上，北洞口及南洞口

均遭遇到集水面積約 2~3 公頃之土石流危險坑溝，本文嘗試以地質及水文

觀點加以說明及判釋，並配合以土石流之定量分析，研擬相關處理對策。 

二二二二、、、、工程環境背景工程環境背景工程環境背景工程環境背景 

((((一一一一))))地形與地質地形與地質地形與地質地形與地質 

本案例在地形分區上屬於西部覆瓦狀斷層山塊區，山脊嶺線約呈東北

走向，地形高程約在 1700~1900 公尺之間。主要以堅硬的砂岩分佈為主，

抗風化能力較強，自然邊坡常以岩坡狀態出現，坡度頗陡，可達 60~70 度

或以上，部份區域甚至呈近乎 90 度之垂直陡坡。另常見東北向與北北西向

的山谷侵蝕溝，主要是沿著節理方向發育，偶亦可見有溪水滲流。 

區域地質上屬於西部麓山帶地質區，分佈地層為中新世的關刀山砂

岩，主要呈細至中粒，淡灰至青灰色，含泥質，但岩體強度頗為堅硬，抗

風化能力較強，多呈厚層塊狀，地層位態並不明顯。主要的地質構造為節

理發育，節理為岩石於脆性狀態(Brittle state)受應力作用所產生之裂面，大

多數節理呈閉合現象，局部含有砂泥之夾心，厚度在 1~5mm 不等，大多有

褐色的鐵染現象，局部目前仍有滲水現象，在邊坡上則可發現有開口狀況，

應是受解壓或先前之崩塌牽動影響造成。另緊鄰隧道北洞口之坑溝為明顯



的剪裂帶構造，其方向近乎與坑溝平行(詳照片 1)。因此，北洞口坑溝均為

破碎岩塊與風化岩屑堆積而成；隧道南洞口則呈較為寬廣之山溝，緊鄰洞

口地質研判主要為沖積扇堆積物所組成(詳照片 2)。 

((((二二二二))))水文水文水文水文 

本案例基地之雨量狀況，以最鄰近本工程基地之台大實驗林溪頭氣象

站的資料為代表，近十年來（1991~2000）之統計資料顯示，年平均雨量約

2213.5 公厘，每年受梅雨及颱風季節影響，降雨量集中於五月、六月、七

月及八月，月平均雨量均在 300 公厘以上，四個月之平均雨量總計佔全年

平均雨量約 65 %。根據台大實驗林溪頭氣象站降雨資料顯示，桃芝颱風期

間之最大時雨量達 107.4 公厘，而最大 24 小時累計雨量達 614.7 公厘。依

以往之研究顯示，一場暴雨累積雨量達 150 公厘以上時，即有發生土石流

之可能。因此，桃芝颱風所帶來之豪雨，為本區土石流或崩塌災害之誘因。 

三三三三、、、、土石流危險坑溝判釋土石流危險坑溝判釋土石流危險坑溝判釋土石流危險坑溝判釋 

((((一一一一))))地形及地質條件地形及地質條件地形及地質條件地形及地質條件 

由上述的地形地質資料顯示，隧道洞口位置均位於潛在地質危害區。

隧道北洞口的坑溝有向源侵蝕之現象，且受剪裂帶影響岩體頗為破碎，因

此洞口處所堆積的破碎岩塊亦相當厚，推測本處可能為潛在土石流的發生

段，雖目前未顯示有續發展的可能，惟考慮未來在大雨時可能造成堆積物

再次活動，故相關排水措施應審慎予以考量；隧道南洞口則為寬廣之堆積

物所組成，顯示本處地質係為長期或上游在發生大水時所沖積堆積而成，

因此研判本處為潛在土石流之流動至堆積段，故相關排水措施亦不能忽視。 

((((二二二二))))水文條件水文條件水文條件水文條件 

在一定的降雨特性及地質條件下，集水區的大小可代表逕流水量及崩

積物的多寡。形成土石流除了需要足夠大的地面坡度外，尚需要有豐富的

砂礫崩積物及足夠大的水量。因此坡度大於某一角度（如 15 度）以上之集

水面積大小，亦可當作土石流會發生與否的指標。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對土石流危險溪流之最新判定標

準：溪床坡度大於 15 度，其上游有效集水面積大於 3 公頃，山坡容易沖蝕、

崩坍，溪床容易堆積鬆散土石，則為具有發生土石流潛勢之溪流。 

本案例北洞口上游坑溝坡度大於 15 度，其有效集水面積約 2.86 公頃，

接近 3 公頃；南洞口側邊坑溝坡度大於 15 度者，其有效集水面積較小約 2

公頃。然考慮地質條件及為提高南、北洞口之安全性，擬以較小規模之土

石流危險坑溝看待，研擬相關處理對策。 

四四四四、、、、土石流坑溝治理措施研擬土石流坑溝治理措施研擬土石流坑溝治理措施研擬土石流坑溝治理措施研擬 

土石流溪流依照土石流形成、運動及堆積等特性，一般可分成發生

段、輸送段、淤積段及排導段等四個區段，如圖一所示。不同區段因水源、

土砂料源、流動、匯流、輸送及勢能等條件有所差異，使工程治理措施必



須按其屬性作適性之規劃。依據過去研究及經驗得知，土石流溪流的四種

區段可依其坡度和土砂供給型態進行規劃，並據以研擬治理工程對策，詳

如表 1 所示。 

本案例北洞口上邊坡非常陡峭，土石流坑溝坡度達到約 32 度，隸屬

於發生段，且緊鄰北洞口假隧道段上方。故本區段治理措施，擬採將假隧

道段上方以碴料分層回填夯實，且回填面維持在 15 度以上之斜度，頂部再

施作 RC 梯形明溝，藉以排導土石流從回填面上方安全通過，保護北洞口

假隧道段。另為防範萬一落石及較大之土石流粒徑通過，沖毀梯形明溝及

回填區，於回填面上游坑溝另加設有輪胎保護工（類似透過性壩作用），

藉以攔阻落石及土石流中較大粒徑。 

本案例南洞口側，土石流坑溝坡度約 14 度，小於發生段 15 度之臨界

坡度，隸屬於流動段。故本區段治理措施，擬配合現地較為寬廣的地形，

施作較大斷面之排水箱涵，讓土石流從路面下方之箱涵安全排導通過，避

免土石漫溢路面，回流堵塞至南洞口。 

五五五五、、、、水文水理分析水文水理分析水文水理分析水文水理分析 

((((一一一一))))清水流量清水流量清水流量清水流量 

1. 1. 1. 1. 洪峰流量洪峰流量洪峰流量洪峰流量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25 條，採用合理化公式估算。並依據水土

保持技術規範第 156 條規定，野溪治理採 50 年頻率降雨強度計算： 

ACIQ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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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P = 洪峰流量(cms )； 

C = 逕流係數 

It
50 

= 五十年頻率設計降雨強度(mm/hr) 

A = 集水區面積(ha)。 

2. 2. 2. 2. 設計降雨強度設計降雨強度設計降雨強度設計降雨強度 

降雨強度計算採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23 條規定，以無因次降雨強度

公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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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 為降雨強度(mm/hr.) 

P 為年平均降雨量(mm) 

t 為降雨延時(min.) 

3. 3. 3. 3. 逕流係數逕流係數逕流係數逕流係數 

參考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26 條，本工程逕流係數依地表覆蓋情形及

坡度採 0.8。 

4. 4. 4. 4. 集流時間集流時間集流時間集流時間 

指逕流自集水區最遠一點到達工程地點出水口所需時間，一般為流入

時間與流下時間之和。其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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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c  ：集流時間(小時)。 

t0  ：流入時間(雨水經地面由集水區邊界流至河道所需時間)(小時)。 

't ：流下時間(雨水流經河道由上游至下游所需時間)(小時)。 

L ：坡面長度(公里)。 

V ：漫地流流速(一般採用 0.3~0.6m/sec)。 

流下速度之估算，採用芮哈(Rziha)經驗公式估算： 

WLt /'= ，其中，W=72(H/L)
0.6 

式中 

t′：流下時間(小時)。 

W：流下速度(公里/小時)。 

H：溪流縱斷面高差(公里)。 

本案例北洞口及南洞口之坑溝，經分別以合理化公式演算其五十年頻

率清水洪峰流量，如表 2 所示，分別為 1.031CMS 及 0.813CMS。 



((((二二二二))))土石流定量分析土石流定量分析土石流定量分析土石流定量分析 

土石流定量分析項目是以硬體防治對策之相關參量為主，這包括曼寧

粗糙係數(n)、土石流泥砂體積濃度(CD)、土石流尖峰流量(QD)、土石流流深

(hd)、土石流流速(Ud)和土石流設計粒徑（DE）等各項參數，其計算公式及

原則分述如下，北洞口及南洞口之坑溝演算結果詳如表 3。 

1. 1. 1. 1. 曼寧粗糙係數曼寧粗糙係數曼寧粗糙係數曼寧粗糙係數（（（（nnnn）））） 

由於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尚未訂定出土石流曼寧粗糙係數之本土化公

式，故本規劃依據"土石流防治工法之研究評估"（水土保持局 90.7）。在

自然溪床上，土石流先端部 n =0.1，後續流 n=0.06，具襯砌三面流路工之河

道 n=0.03。 

2. 2. 2. 2. 土石流體積濃度土石流體積濃度土石流體積濃度土石流體積濃度（（（（ DC ））））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七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得知，土石流體積濃度

之估算以理論推估為主，流動中之土石流其濃度受溪流床坡影響甚大，一

般可以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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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σ= 土石密度（kg/m
3
） 

ρ= 水之密度（kg/m
3
） 

θ= 溪谷之坡度 

φ = 土石之內摩擦角。 

經上式計算獲得之土石流體積濃度，其合理值應介於 0.3~0.9C*之間

（C*＝溪床上土石流堆積物之體積濃度） 

3. 3. 3. 3. 土石流流量土石流流量土石流流量土石流流量（（（（ DQ ）））） 

由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七十三條第三款規定得知，土石流流量可由清

水流量（Qw）推求之，其關係可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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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4. 土石流流深土石流流深土石流流深土石流流深（（（（ dh
））））及流速及流速及流速及流速（（（（ dU

）））） 

假設溪流為近似矩形之寬廣斷面，則由連續性方程式得知，土石流流

量可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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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根據曼寧公式，上式可解得土石流流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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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得土石流之流速（ dU
）。惟獲得之土石流流深，尚應比較土石

流之設計粒徑（ ED ），並取 

較大值作為土石流流深。 

5. 5. 5. 5. 土石流設計粒徑土石流設計粒徑土石流設計粒徑土石流設計粒徑（（（（ ED ）））） 

土石流設計粒徑（ ED ）（design diameter）公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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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坑溝整治工程坑溝整治工程坑溝整治工程坑溝整治工程 

根據水文水理分析，及配合實地現場情況，擬定坑溝整治工程主要項

目，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北洞口坑溝北洞口坑溝北洞口坑溝北洞口坑溝（詳圖二） 

1. 碴料回填：北洞口上邊坡非常陡峭，土石流坑溝坡度達到約 32 度，

且緊鄰北洞口假隧道段上方。故整治工程擬將假隧道段上方以碴料分層回

填夯實，保護假隧道段避免遭落石或土石流沖擊破壞，回填覆蓋厚度距離

假隧道頂部外襯砌至少維持在 2 公尺以上，且回填面斜度維持在 15 度（土

石流發生臨界坡度）以上，以利土石流通過不堆積。 

2. RC 梯形明溝：回填面頂部施作 RC 梯形明溝，藉以排導土石流從回

填面上方安全通過。根據表 3.計算結果，土石流流量達 10.308CMS，在考

慮土石流流深、土石流設計粒徑及曼寧公式計算之設計水深後，梯形明溝

斷面採用底寬 4.0m~5.0m，側邊坡度 0.3，高度 1.5m。 

3. 輪胎保護工：為防範萬一落石及較大之土石流粒徑通過，沖毀梯形

明溝及回填區，於回填面上游坑溝另加設有輪胎保護工（類似透過性壩作

用），藉以攔阻落石及土石流中較大粒徑。輪胎保護工主要係以廢輪胎、

H 型鋼貫穿，再以砂礫及混凝土填充其中固定之方式組成。 

4. 地下盲溝：回填區為避免過多之地下水滲入，過大之水壓影響回填

區及假隧道段之長期穩定性，緊鄰坑溝側之回填區下方處，施作地下盲溝，

將入滲地下水導出洞口外之明溝排水系統。 

((((二二二二))))南洞口坑溝南洞口坑溝南洞口坑溝南洞口坑溝（詳圖三） 



1. 排水箱涵：南洞口側邊，土石流坑溝坡度約 14 度，小於發生段 15

度之臨界坡度，隸屬於流動段。故配合現地較為寬廣的地形，擬施作較大

斷面之排水箱涵，讓土石流從路面下方之箱涵安全排導通過，避免土石漫

溢路面，回流堵塞至南洞口。根據表 3.計算結果，土石流流量達 2.202CMS，

在考慮土石流流深、土石流設計粒徑及曼寧公式計算之設計水深後，排水

箱涵斷面擬採用寬 2.0m，高度 1.5m。 

2. 排水箱涵附屬設施：排水箱涵進水口設計成一較為寬廣之集水井，

兼具沉砂及護坡之功能；排水箱涵出水口則堆疊方籠，作為消能及保護下

邊坡之功能。 

七七七七、、、、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 土石流一般可分為發源區、流動區及堆積區三個區段的特徵，本案

例雖未顯現此完整之三個區段特徵，但相關的地質條件與環境因素，即可

能引發潛在的土石流地質災害。因此，在工程設計時，仍應以相關工程環

境條件加以考量，以期能確保用路人生命財產之安全。 

2. 土石流是急性災害，不論發生、流動或停積等不同階段對環境和保

全對象均具有一定之威脅性。本文引用之案例：北洞口位於發生段，南洞

口位於流動段，由於土石流兼具有直進性及強大之撞擊力，無論北洞口或

南洞口採用之處理對策，均以不與土石流正面攔阻衝突為原則，而以控制

坡度方式，排導土石流安全通過。所不同者為配合實地地形，北洞口排導

土石流從回填面上方之 RC 梯形明溝安全通過；南洞口為讓土石流從路面

下方之箱涵安全排導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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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高壓電纜洞道冷卻系統設計概論 

機械部 
工程師 孫禹銘孫禹銘孫禹銘孫禹銘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台灣地狹人稠，由於經濟起飛生活水準提高，未來都市計畫皆朝向功

能性、便利性及美觀做規劃。為統合現代都市的各項傳輸系統(如自來水、

排水、電力、電信、通訊…….等)方便管理，且避免各種管線於汰換更新，

或容量增加另需鋪設管路時破壞市容、影響交通，共同管溝的概念因而產

生。 

「地下共同管溝」揚棄以往埋設管線時所開挖的小管溝，代之以埋設

深度較深且具有大斷面的地下洞道，其斷面足以容納各類管線之鋪設，且

容許維護人員活動其中。因此，當工程人員需要增加鋪設管線時，便毋需

破壞既有道路。整體而言，其經濟效益及社會成本的節省大於初置成本。 

雖然從傳統管溝佈設方式轉換成地下洞道的佈設方式，對多數的管線

來說沒有什麼影響，然而對電力纜線而言卻有相當大的不同。因為電力纜

線於輸送電流時，一定伴有熱傳的問題，如此一來，纜線與土壤間為空氣

所隔，其熱傳形式由傳導變成對流，而對流的熱傳係數通常遠小於傳導係

數，因此若未能有效解決電力纜線的散熱問題，將導致地下電纜洞道溫度

升高(常高達 50、60℃)而造成災難。 

本文擷取日本於電纜地下化的設計經驗，配合台灣電力公司電纜地下

化工程的實務經驗，概略整理現階段有關地下高壓電纜洞道冷卻系統設計

資訊，提出供業界同仁參考，並希望能收拋磚引玉之效，引起業界對此一

問題的重視與興趣，進而提昇我國在這一方面的設計能力以及冷卻技術。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隨著都市的發展，由於人們對空間需求及市容景觀的考量，原本林立

的電線桿消失了，服務人們日常生活需要的高壓輸電纜線遂轉入地下化。

然而，系統的改變雖然帶給都市全新的風貌(天空不再縱橫交錯雜亂無

章)，但所付出的代價卻也不小(地下電纜鋪設成本約為高架電纜鋪設成本

的十倍)，且所衍生散熱的問題，一直是近來工程師們努力解決的目標。 

 

 



二二二二、、、、基本原理與規劃原則基本原理與規劃原則基本原理與規劃原則基本原理與規劃原則 

((((一一一一))))洞道散熱問題分析洞道散熱問題分析洞道散熱問題分析洞道散熱問題分析 

1. 1. 1. 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地下電纜洞道佈設冷卻系統之最主要目的，便是為了降低輸電纜線銅

心之溫度，以避免因為纜線散熱不良，銅心溫度升高而造成災難。 

以往傳統的纜線佈設分為室外高架電纜，或埋於地下之傳統管溝兩種

架設方式。在熱傳學的觀點，無論是上述第一或第二種佈纜方式，大氣及

大地，皆可以視為一個恆溫的熱窟。意即不論電纜散失多少熱量到熱窟中，

熱窟的溫度也不會有變化。因此，傳統的佈纜方式，並不需要考慮電纜冷

卻的問題。 

然而隨著時代進步，配合都市計畫，規劃較具規模的地下電纜洞道，

已是必然的趨勢，高壓電纜地下化之後，首要面對的便是纜線的冷卻問題

(送電效率)，及維修保養人員的安全問題(換氣)【2】。 

2. 2. 2. 2. 原理原理原理原理 

地下電纜洞道的散熱問題與前項所述兩種傳統佈纜方式最大的不

同，在於電纜周圍不再是恆溫的熱窟，且空氣本身不易導熱，隨著送電時

間越久，積熱越多，洞道溫度也跟著上升。 

因此，縱使我們感覺電纜周圍的空氣溫度仍在可容忍的範圍內，但是

銅心溫度此時已瀕臨極限值，一般工程設計上的應用，為將洞道溫度控制

在 37℃以下，其對應之銅心溫度為 90℃。 

3. 3. 3. 3. 洞道熱傳分析洞道熱傳分析洞道熱傳分析洞道熱傳分析 

高壓地下輸電洞道散熱是非常複雜的熱傳問題。通常在解熱傳的問題

時，首先必須列出熱傳方程式，然後設定邊界條件，再求解熱傳方程式。

熱傳方程式包含傳導、對流、纜線發散之熱源，以及冰水管線所組成熱傳

方程組(忽略輻射熱傳)。要解此熱傳方程組，一般需要依靠計算機的幫助。 

依據日本「電力電纜技術手冊」【3】，以台灣電力公司仙渡 345kV

地下電纜工程規劃設計【5】為例所列之熱傳方程式及等效電路圖，如下所

示： 



 

 

 

在列出熱傳方程式後，為了幫助對問題的了解，依據問題的特性，作

等效類比電路圖，如圖一所示。 

圖一中各項代號所代表的意義，如表 1 所示： 

包含熱通量、熱阻及溫度差，一般為了簡化問題，工程師在列出方程

式後會找出控制熱阻(以階次分析忽略低次方項目)並加以分析。洞道熱傳

問題的熱阻，包含絕緣材料的傳導熱阻、空氣對流熱阻、冷卻系統熱阻及



大地熱阻。一般良好的電絕緣體亦為良好的絕熱體，但為了安全的因素，

工程師並不會改變絕緣材料以符合熱傳的目的。 

電纜熱傳問題，一般係以電纜被覆材料的表面溫度為主要控制變因；

空氣的熱傳性質較為複雜，必須視流動情形而定(對流係數)，不僅是地下

電纜散熱問題的控制熱阻，也是影響電纜表面溫度最直接的因素。大地的

邊界條件，隨著地域及氣候有一定的設定。因此，冷卻系統的設計，便成

了解決地下電纜洞道散熱問題最主要的課題。 

((((二二二二))))規劃基本原則規劃基本原則規劃基本原則規劃基本原則 

共同管道系統附屬冷卻系統之設置，在於提高額定輸電容量，並提供

管道內之安全與方便管理所必要之設施。其規劃之基本原則如下【1】： 

1.有效去除發熱量，降低電纜溫度，提高輸電容量。 

2.系統最佳化設計，降低初置成本與操作成本。 

3.有效管理降低維護成本。 

4.考慮經濟性、耐久性、擴充性、可靠度等因素，及易於維護保養，

避免發生事故及公害。 

 

三三三三、、、、各類冷卻系統比較與冷卻機房細部配置各類冷卻系統比較與冷卻機房細部配置各類冷卻系統比較與冷卻機房細部配置各類冷卻系統比較與冷卻機房細部配置 

為增大地下送電線路的送電容量，由增大電纜線的尺寸開始，有各種

的對策，而強制冷卻技術也被開發用來作為增大容量的對策之一。強制冷

卻除要確保送電容量外，另要考量電纜線的種類及配置方式，進行有效率

且經濟的冷卻設計。 

((((一一一一))))地下電力洞道各類冷卻系統比較地下電力洞道各類冷卻系統比較地下電力洞道各類冷卻系統比較地下電力洞道各類冷卻系統比較 

電力電纜線的強制冷卻系統，用於洞道配置及管路配置，大體可分為

間接冷卻方式及直接冷卻方式。彙整如表 2【1】所示： 

風冷系統或水冷系統適用於洞道配置，風冷系統與其他系統相比，其

裝置簡單且易於保養，但因需吸取外氣故易受外氣溫度影響，冷卻效果在

夏季及冬季有明顯的差別。另從洞道內工作人員佈纜施工的作業性上來

看，洞道內的風速須受限制（一般為 2 m/s 以下），再加上廢氣排放溫升的

考量（一般為 5~8℃），以致冷卻區間無法加長。因此，多用於短距離的

洞道冷卻設計。 

長距離的冷卻則採用水冷系統，其冷卻方式有直接及間接兩種。如有

需針對特定的電纜線進行冷卻時，採用直接水冷方式較為有利；而降低洞

道內的溫度，則採用間接水冷方式較為有利。 

直接水冷因可直接冷卻電纜線，故冷卻效果高，但因水壓長時間作用

於電纜線上，所以對於電纜線包覆的耐水性及接續部的冷卻方法等，在設

計上必須特別注意。 

間接水冷因電纜線與冷水管間有空氣介入，冷卻效率較差，但因施工

及保養可與電纜線分開施作，因此可作為因應擴增容量計畫的冷卻系統工



程；另外，為防災緣故而在防災線槽內配置電纜線，在此情形下可利用線

槽的有效空間，在線槽內配置冷水管，讓水於線槽內循環帯走熱量，此亦

另一種方式之間接水冷設計。 

傳統管路配置，也有間接冷卻及直接冷卻兩種方式，間接水冷方式因

電纜線與冷水管間有土壤存在，因此冷卻效率較差，但具有可有效利用管

路剩餘空間的優點。 

各種冰水冷卻系統效能比較，如表 3【5】所示： 

((((二二二二))))冷水管間接冷卻系統與風冷系統之比較冷水管間接冷卻系統與風冷系統之比較冷水管間接冷卻系統與風冷系統之比較冷水管間接冷卻系統與風冷系統之比較 

洞道內的冷水管間接冷卻系統與風冷系統比較，前者可達較長的冷卻

區間。且冷水管間接冷卻系統可依不同線路結構(網狀線路結構或單一線路

結構)，冷卻全體洞道或進行特定洞道路線的冷卻，以提高冷卻效率是其特

徵。管理條件與風冷系統相同，決定了洞道內的作業溫度（一般為 37℃）

為設計準則後，以滿足此標準為目標進行設計。 

((((三三三三))))強制冷卻系統基本配置強制冷卻系統基本配置強制冷卻系統基本配置強制冷卻系統基本配置 

1. 1. 1. 1. 冷卻系統基本配置冷卻系統基本配置冷卻系統基本配置冷卻系統基本配置 

所謂洞道內水冷系統，是由冷凍機或冷卻水塔（統稱為冷水製造設

備），與冷水管、送水泵、蓄熱槽（統稱為水循環設備）組成。冷水製造

設備所製造的冷水經由洞道內冷水管的輸送，將電纜線發生的熱量去除。 

(1)冷水製造設備 

冷水製造設備，可分為僅有冷卻水塔的簡易冷卻方式，或與冷凍機併

用的正式冷卻方式。冷卻電纜線的冷水係由冷卻水塔或冷凍機製造，儲藏

於蓄熱槽。冷凍機依據洞道的空氣溫度及蓄熱槽的溫度，計算所需冷卻電

纜線路的熱量，並控制運轉之。 

(2)水循環設備 

冷水製造設備所製造並儲存於蓄熱槽的冷水，經由送水泵向冷水管送

水，以除去電纜線的發生熱。除去電纜線發生熱量後的溫水，經回水管路

回到蓄熱槽，再度由冷卻水塔或冷凍機變換成冷水。同時，送水泵以洞道

溫度不超過其設定溫度的方式進行控制運轉。 

2. 2. 2. 2. 間接水冷之適用例間接水冷之適用例間接水冷之適用例間接水冷之適用例((((日本日本日本日本))))【【【【1111】】】】 

以關西電力―南港火力線為例，線路區間長 3.4 km，為求送電容量由

183 MW 增大至 600 MW，使用較大容量 915 kw（260 USRt）的冷凍機。 

中部電力―梅森金山線的情況，送電容量分為 2 個，這顯示出當初的

規模只用冷卻水塔進行簡易冷卻即可，將來容量增加時可用冷凍機來冷卻。 



 

 



 五五五五、、、、設計理念設計理念設計理念設計理念 

由於地下電纜洞道逐年增加送電線路容量，及至終期時為確保在高負

載容量與較高週遭空氣溫度的考量下，必須以循環冷卻水來對洞道做強制

冷卻，再利用冷卻機房的主機帶走循環水中的熱量。 

冷卻系統的目的就是要保證下列需求： 

1. 接點的溫度必須低於設計值。 

2. 洞道內的溫度必須低於設計值。 

 

六六六六、、、、最佳設計最佳設計最佳設計最佳設計 

為確保輸電設計容量，需要設置電纜強制冷卻系統，如何檢討及選用

強制冷卻系統的方式及型式是重要且不可忽視的，這也是本文的重要探討

課題所在。 

最佳冷卻系統之配置評估最佳冷卻系統之配置評估最佳冷卻系統之配置評估最佳冷卻系統之配置評估 

經由前述比較分析，最佳冷卻系統是洞道內冷水管間接冷卻系統。其

配置概念如圖二【3】所示： 

電纜洞道內強制冷卻系統直接影響電纜輸電能力，如何選用最適宜之

冷卻系統，需考慮有以下五要素： 

1. 需能確保系統之可靠度； 

2. 要考慮系統故障之備用性及設備保養方便性； 

3. 能減輕維修人員之工作負荷； 

4. 運轉操作費用要低； 

5. 系統需有擴充性且增設容易。 

一般而言，選用設備簡單的系統可使系統之可靠度提高，及減輕工作

人員之負荷。除 1、2 點外，其餘三要素亦需一併考量。綜合以上所述，洞

道內冷水管間接冷卻系統是目前最合乎需求的方式。 

 

七七七七、、、、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一般科學園區預定地內多規劃有高壓的輸電系統，從區外以潛盾的方

式引入區內之地下管道系統，無需大肆開挖既有道路，也不會造成交通阻

塞引起民怨；然而，區內佈纜路線縱橫交錯，且各路線所設計之洞道數多

不相同，其中包括三孔、兩孔及一孔三種不同形式之地下電纜共同管道，

也因此增加了地下高壓輸電系統設計的困難度。 

另外，由區內往區外延伸之洞道設計，又與區內之設計迥然不同。依

據基本原則及評估結果，採行冰水管間接冷卻系統，應為往後地下高壓電

纜洞道冷卻系統設計之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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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德國工業規範(DIN) 

18.   日本工業標準(JIS) 

19.   台北市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 

20.   National Plumbing Code(1997) 

21.   ASPE DATA Book(1980) 

22.   內政部頒布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法規(88 年 9 月)及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88 年 9 月)。 

23.   美國國家電氣規則(NEC) 

 



  山區道路景觀與生態保護之地工技術 
地工部 
組  長 何泰源何泰源何泰源何泰源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文提出適用於台灣山區道路規劃、設計與施工之實用性地工技術，

利用工程技術進行山區道路之邊坡穩定處理、綠美化，並創造多樣性之自

然景觀與生態，以提昇區域的自然環境品質。所運用的技術包括：減輕山

區道路興建對自然環境影響的工程技術(mitigation)、提昇自然環境品質的地

工技術(ecology up)，以期山區道路的與建可以兼顧景觀與生態，妥善維持

其原始性、生態性、人文性及特殊性。 

 

一一一一、、、、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台灣山區的自然景觀頗具特色，各地區的人文及生態均有其特質，尤

其政府最近正積極推動東部高速公路的興建，為維持當地自然環境、景觀

與生態，工程設計與施工需應用的工程技術之困難度更甚於國內其他各大

工程計畫，為環保、生態保育等社會人士注目之焦點。 

山區道路對自然環境的最大影響，在於道路設施的出現對動植物的直

接影響，其次為對大氣、水環境、土壤產生之變化，導致動植物無法繼續

生存或種類減少。此等影響可能隨時間增長而逐漸擴大至區域的整體生態

系，最後造成生態平衡的崩潰。山區道路的興建對動植物直接的影響如下： 

1. 1. 1. 1. 山區道路對植物直接的影響山區道路對植物直接的影響山區道路對植物直接的影響山區道路對植物直接的影響 

山區道路建設必須使用土地，除規劃路線的用地外，施工階段的施工

道路及施工場區均必須開挖整地，直接挖除生長於其上的植物。再者，廢

棄物的產生、特殊環境(照明、污染等)亦直接影響植物的生長。 

2. 2. 2. 2. 山區道路對動物直接的影響山區道路對動物直接的影響山區道路對動物直接的影響山區道路對動物直接的影響 

山區道路分隔動物的生活圈及行動圈，其結果可能導致動物無法自由

出入慣常覓食及繁殖的地點，致使動物必須移動到新的生息地維生，抑或

冒險嘗試穿越道路而行，可能導致動物死亡或車禍事故。 

基於上述影響，本文對於台灣山區道路自然環境保護之基本構想與對

策，係利用工程技術達成下列目標(詳表 1)： 

 

 

 



表表表表 1  1  1  1  山區道路對自然環境影響之緩和措施山區道路對自然環境影響之緩和措施山區道路對自然環境影響之緩和措施山區道路對自然環境影響之緩和措施    

基本方針 示意圖 說明 

迴避措施 

(Avoiding) 

 � 道路興建迴避自然環境

及動植物之生息地 

� 可考量由路線規劃及道

路結構型式加以迴避 

最小化措施 

(Minimizing) 

 

 

 

 

 

 

 

� 使道路興建對自然環境

之影響最小 

� 路線避開動植物生息及

生育之核心地域 

� 減少挖填土量 

均衡措施 

(Balancing) 

 � 道路興建對自然環境之

影響應均衡，而勿集中

同一地點 

� 採用橋梁或隧道，以兼

顧交通功能及動植物保

護 

復原及補償措

施 

(Restoration and 

Compensation) 

 � 因道路興建無法保存之

自然環境，利用工程技

術於完工後加以復原 

� 尋找其他適當地點復原

自然環境 

� 無法避免之影響，以其

他適當方式補償 

� 藉森林及水系之整備，

達成小生活圈 (Biotop)

的網路化，並創造多樣

化的優良生態環境 

 

 

(1)迴避措施：以迴避方式消除山區道路興建對自然環境及動植物生息

地之影響，如路線規劃、公路結構型式之考量。 

(2)最小化措施：儘量減少山區道路興建對自然環境之影響，如減少挖

填方、棄土處理、邊坡保護、動物遷移路徑之確保、景觀綠化及美化之相

關臨時性與永久性設施。 

(3)均衡措施：山區道路興建對自然環境之影響應力求均衡，必要時採

用橋梁或隧道形式，以兼顧交通功能及動植物保護。 



(4)復原及補償措施：因山區道路興建而無法保全之自然環境，應積極

地利用工程技術於工程完工後加以復原、或尋找其他適當地點復原，對無

法避免之影響則以其他適當方式補償，例如藉森林及水系之整備，創造多

樣化之優良生態環境。 

 

二二二二、、、、道路選線及規劃階段之注意事項道路選線及規劃階段之注意事項道路選線及規劃階段之注意事項道路選線及規劃階段之注意事項 

選線階段一般採用比例尺~1/10,000 的地形圖，規劃階段則採用比例尺

1/5,000~ 1/2,500 的地形圖進行線形及道路結構型式的檢討。選線階段應透

過文獻調查先行瞭解道路通過區域的自然環境特性，如保護區種類、稀有

動植物的生息地等，使路線儘可能迴避此區域。再進一步透過現地調查，

掌握區域的自然環境之細節，於路線規劃時積極考慮自然環境之維護，優

先採取迴避對策，不得已必須通過時，則進一步檢討線形及道路結構型式。

一般而言，本階段必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綜整已實施之各項調查、分析、

評估及環保對策等，並依據檢討結果提出建議事項。 

山區道路規劃對維護生態與景觀之基本考量在於：盡力減少施工挖填

土改變原地形及地物、確保道路結構物與周邊環境調和，具體做法如下： 

(1)改線(以保存古蹟、動植物生息地、迴避自然保護區)，如圖一(a)。 

(2)隧道化(以保存古蹟、動植物生息地、迴避自然保護區)，如圖一(b)。 

(3)橋梁化(減少施工對當地自然環境之改變量)，如圖一(c)。 

(4)車道配置：車道數愈多，所需路幅愈寬，則挖填土方量及削坡面積

愈大(詳圖二(a))。反之，如將上下行車道分離設置，則可有效減少一半以

上之挖方量。(詳圖二(b)及圖二(c))。亦有將上下行車道分別設置於山谷兩

側之例。 

(5)水文循環：由於分水嶺兩側分屬不同集水區，如將隧道內湧水排向

單側，可能影響另一側之水文收支平衡，因此，隧道縱斷線形之規劃上，

宜儘可能將最高點設置於分水嶺附近。(詳圖三)。 

 



 

 



 

 

 

三三三三、、、、道路設計及施工階段之注意事項道路設計及施工階段之注意事項道路設計及施工階段之注意事項道路設計及施工階段之注意事項 

設計階段採用比例尺 1/1,000~1/500 的地形圖，並實施各項設計與施工

所需的調查，以決定具體的道路結構型式。設計階段維護自然生態之具體

做法包括採用挖填土最少的的結構型式、確保動物移動路徑、防止動物侵

入道路之對策、檢討側溝型式、減少道路照明及車輛大燈之影響對策、代

替性之動植物生息地之整備、表土之復原、植栽、移植、綠美化等，並以

積極的手法將人工結構物融入自然環境。 

施工階段係依細設成果進行現場施工作業，應極力不破壞周邊的自然

環境，如減少噪音及振動、污水處理、土碴處理等，以及施工道路之復舊

及綠化等。施工階段維護自然環境的基本方針有二：一為施工對自然環境

之影響最小化；二為施工對自然環境之改變儘可能於完工後恢復。 

於山區道路設計與施工階段，依山區道路通過地區之特性，建議採取

表 2 所示做法。茲再具體說明如下： 

 

 

 

 

 

 

 

 



表表表表 2  山區道路設計與施工階段對山區道路設計與施工階段對山區道路設計與施工階段對山區道路設計與施工階段對生態與景觀之基本考量生態與景觀之基本考量生態與景觀之基本考量生態與景觀之基本考量 

對象區域 基本需求 道路主體工程之考量 衍生坡邊工程之考量 

自然保護區、

國家公園、風

景區等 

完工後之生態、

景觀與當地原有

自然環境同等 

� 與當地同等的植物群落之再生 

� 結構物主體採用當地材料(如石材) 

山區、原野等 完工後之生態、

景觀與當地自然

環境調和 

� 減少土方量 

� 減少削坡面積(主要對策

包括改線、中心線調整、

變更挖填土坡度、採隧道

或橋梁結構、及輕質材料

填土等) 

� 邊坡植生綠化 

� 施工道路之原形復舊 

� 採用與當地環境調和的植物群落 

� 採用可附加植生之結構物型式 

� 以植生遮蓋結構物 

� 結構物可融入當地景觀，或採用可襯托當

地景觀的形狀、材料及顏色 

都會區、聚落

等 

環境美化及景觀

創造 (修景與造

景) 

� 變更挖填土邊坡之坡度 

� 設置圓坡 

� 確保綠化植生空間 

� 引入具有美化作用的植物 

� 結構物採用具有穩定感及美感的形狀、材

料及顏色 

 

1. 1. 1. 1. 減少土方量及削坡面積減少土方量及削坡面積減少土方量及削坡面積減少土方量及削坡面積 

相較於一般自然穩定邊坡之改變量大(如圖四(a))，應儘量減少挖方對

自然環境之改變量，確實檢討邊坡穩定性，必要時採用擋土結構物，使挖、

填土之坡度可較標準坡度大(如圖四(b))、道路中心線朝谷側調整以減少挖

方，但填方部份可採輕質材料填土或地層加勁補強工法等新技術(如圖四

(c))。在坡度較陡之岩盤邊坡，道路中心線可朝谷側調整，再以棧橋或跨越

橋的方式通過，亦可有效減少挖填方量及削坡面積。(如圖五)。 

 

 



 

 

 

2. 2. 2. 2. 選擇適當的邊坡穩定工法選擇適當的邊坡穩定工法選擇適當的邊坡穩定工法選擇適當的邊坡穩定工法 

邊坡穩定工法有植生方法、(工程＋植生)方法及工程方法，工法示意

圖詳圖六所示。植生方法必須先獲得一穩定坡度，其坡度必須較緩，使修

坡範圍較大，常見的植生方法詳表 3 所示；反之，工程方法雖採用一些對

景觀與生態有負面影響的混凝土結構物，但可採用較陡的坡度，使修坡範

圍較小。 

 

 

 



表表表表 3  常見之植生工法與其適用性常見之植生工法與其適用性常見之植生工法與其適用性常見之植生工法與其適用性 

工法 種類 適用範圍 

播種 直播(含點播、條播、與

撒播) 

適用於自然崩塌地、黏質壤土及壤土等挖填方緩坡坡地。 

薄層噴植法 噴植厚度 0.1~3cm，適用於土壤硬度小於山中式硬度測值 25mm

之硬質坡面。 

中層噴植法 噴植於鋪設鐵絲網坡面，噴植厚度 3~6cm，適用於軟岩坡面。 

噴植 

厚層噴植法 噴植於鋪設鐵絲網坡面，噴植厚度 6cm以上，適用於硬岩坡面，

並併隨黏著劑使用。 

植生帶 植生帶(含纖維&稻草) 適用於地形坡度<45°、土壤硬度小於山中式硬度計測值 25mm之

一般土壤邊坡。 

土壤袋/包 植生土壤袋與土壤包 適用於框內植生、全面鋪植、擋土設施綠化與草溝排水等或於硬

質土穴植育苗用。 

草苗栽植(含開溝式與穴

植式) 

適用於中低海拔地區，邊坡基礎工程之裸露坡面，與新闢道路之

挖方坡面或畸零地坡面長度不超過 7m，且其坡度在 45˚以下之地

區。 

栽植 

容器育苗栽植(含塑膠

袋、青苗盤及穴植管) 

適用於土層淺薄，含礫石量多，沖蝕嚴重之坡地或棄土石地區及

植生不易成長且需補植之地區。 

鋪植 草皮鋪植 適用於坡地地形坡度在 45°以下之黏質壤土挖方坡面或須快速覆

蓋之填方坡面，以及草溝與路面植草區。 

打樁編柵  適用於坡度在 45°以下之一般挖填方坡面與崩積土或淺層崩塌坡

地。 

(摘自蔡光榮，地工技術第 73 期(P45~46)，88 年 6 月) 

 

3. 3. 3. 3. 不規則削坡不規則削坡不規則削坡不規則削坡 

在穩定的岩盤邊坡上削坡築路時，宜以不規則形狀削坡，留下部份硬

岩，在其上種植與當地植物群落接近之植物，則有利形成較接近當地自然

環境的邊坡景觀。(如圖七)。 

 

 



4. 4. 4. 4. 創造容易植生綠化之邊坡創造容易植生綠化之邊坡創造容易植生綠化之邊坡創造容易植生綠化之邊坡 

削坡之坡度、範圍等應考慮未來容易在其上植生綠化，有利於栽種設

計所選用的植栽種類，並依設計的配列  間距栽種。必要時應減緩坡度，

並留設緩衝帶及植栽空間。(詳圖八(a)、圖八(b)及圖八(c))。 

 

 

 

5. 5. 5. 5. 坡面修景與造景坡面修景與造景坡面修景與造景坡面修景與造景 

為了使山區道路結構物與周邊環境調和，有時必須引用人工化的修景

與造景技術，修景與造景的三大要素：形狀、材質與色彩，必須符合儘量

接近或融入周邊景觀之條件，如基於結構穩定上之需求而無法滿足此項條

件，應再以綠化植生等方式加以掩蔽。坡面修景與造景技術中與地工技術

有關的部份包括： 

(1)坡面形狀：坡面形狀應單純化，以利與周邊景觀調和，特別在挖方

邊坡之形狀應依地形修飾，亦即坡面與原地盤之接續應維持平順，以達修

景與造景三大要素之一的形狀調和。 

(2)坡度：一般依地質條件檢討，採用可維持邊坡穩定之最大坡度，宜

再斟酌採用景觀對策上適宜的坡度。在原地層坡度較緩時，修坡面坡度宜

緩，以緩和原地層與修坡面不連續線之突兀感；反之，原地層坡度較陡時，

則宜採用擋土結構物以減少削坡面積。 

(3)設置圓坡(rounding) ：為了減少原地層與修坡面不連續線之突兀

感，修坡面之兩側肩部可設置圓坡，此方法對於緩坡特別有效。 

6. 6. 6. 6. 山區道路結構物之設計山區道路結構物之設計山區道路結構物之設計山區道路結構物之設計 

(1)端部之連續性：確保結構物(含邊坡)與周邊地形之連續性。 

(2)以 Slit 製造陰影：賦予結構物輕快感之有效方法。 

(3)端部之圓滑感：藉結構物之圓滑特性，表現調和及趣味性。 



(4)去除不自然感：除儘量保持自然環境外，人工結構物如不能遮蔽處

理，則以積極手法融入當地景觀處理。 

(5)去除不穩定之形狀：上部結構予人強烈重量感時，則易有不穩定之

印象，應極力避免。 

(6)統一材質感：不同的工法完成之結構物，如形狀與材質各異，則易

予人繁雜之印象，故其結構型式與材質應統一、形狀應單純化。 

(7)控制表面之輝度：混凝土表面處理，以降低輝度。 

(8)採用天然材料：採用木材或當地天然石材等，較易與周邊自然景觀

調和。 

7. 7. 7. 7. 谷側擋土結構物型式之選擇谷側擋土結構物型式之選擇谷側擋土結構物型式之選擇谷側擋土結構物型式之選擇 

山區道路在谷側選用適當之擋土結構物，可有效減少挖填方量，從而

減少山區道路施工對自然環境的衝擊，谷側擋土結構物示意圖詳表 4 所示。 

 

表表表表 4  山區道路之谷側擋土結構物山區道路之谷側擋土結構物山區道路之谷側擋土結構物山區道路之谷側擋土結構物 

工法 工法示意圖 工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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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道路維護管理階段之注意事項道路維護管理階段之注意事項道路維護管理階段之注意事項道路維護管理階段之注意事項 

維護管理階段係在道路通車營運後為確保結構物之使用功能所實施

之檢查、維修及改善對策。本階段仍須考慮自然環境及生態系進行維護管

理，並調查及確認維護之效果及影響程度，有新的問題產生時，則檢討實

施新的對策，使山區道路與自然環境調和，並達永續的目標。 

 

五五五五、、、、道路通過坡地災害地區之注意事項道路通過坡地災害地區之注意事項道路通過坡地災害地區之注意事項道路通過坡地災害地區之注意事項 

台灣地區之山坡地因地質脆弱，存有許多坡地災害(含地層滑動、土石

流、山崩落石等)，對山區道路之穩定性影響極大，有時因山區道路興建而

破壞坡地之穩定性，引起坡地災害，對生態與景觀的衝擊頗大，必須詳予

考量因應如下： 

1. 1. 1. 1. 避開坡地災害地區之路線規劃避開坡地災害地區之路線規劃避開坡地災害地區之路線規劃避開坡地災害地區之路線規劃 

於選線及規劃階段即依據詳細之地質調查資料，掌握坡地災害地區的

特性、規模及範圍，並予以迴避。 

2. 2. 2. 2. 以隧道方式迴避以隧道方式迴避以隧道方式迴避以隧道方式迴避 

路線不得不通過坡地災害地區時，經常檢討採用隧道方式通過，以顧

安全並減少養護成本，但必須確實掌握地層滑動面之位置。如隧道通過滑

動面時，不僅隧道容易擠壓變形，且施工時易誘發地層滑動；如隧道在滑

動面下方時，宜保持 2 倍隧道直徑或 20m 以上之淨距，以排除隧道開挖之

地層擾動誘發地層滑動之疑慮。(詳圖九)。 

 

 

 

3. 3. 3. 3. 以橋梁方式迴避以橋梁方式迴避以橋梁方式迴避以橋梁方式迴避 

如路線通過規模較小的坡地災害地區，可以檢討採用橋梁方式通過，

但必須特別注意橋梁基礎的選址。(詳圖十) 

4. 4. 4. 4. 無可避免以路工方式通過地滑區時之因應對策無可避免以路工方式通過地滑區時之因應對策無可避免以路工方式通過地滑區時之因應對策無可避免以路工方式通過地滑區時之因應對策 



路線通過地滑區時，如削除坡趾或滑動土體上方加載，均會誘發地層

滑動，因此，如可利用路線調整方式，於坡趾以路堤壓重或於滑動土體上

方削除土重，則可有效減輕滑動力、增加抗滑力，有利維持邊坡之穩定。(詳

圖十一)。 

 

 

 

 

 



六六六六、、、、結結結結        語語語語 

本文對於台灣山區道路自然環境保護之基本構想與對策，係積極採用

生態工法(Ecological Working Method)之理念，遵循生態系統之完整性、尊重

自然環境之多樣性，透過優質及適量的工程設施輔助，確保生態永續發展。 

台灣地區之山坡地因地質脆弱，存有許多坡地災害(含地層滑動、土石

流、山崩落石等)，對山區道路之穩定性影響極大，有時因山區道路興建而

破壞坡地之穩定性，引起坡地災害，對自然生態與景觀的衝擊頗大，於工

程之規劃設計時必須詳予考量因應。 

道路通車營運階段仍需考慮自然環境及生態系進行維護管理，並調查

及確認維護之效果及影響程度，有新的問題產生時，則檢討實施新的對策，

各項工程措施均以動植物之生態棲地的復育與創造為準則，使山區道路與

自然環境調和，自然與人類共存共榮，並達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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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溪斜張主橋現場載重試驗成果探討 
屏東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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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載重試驗主要目的在於了解橋梁於試驗荷載下之實際服務性，藉

以判定安全承載能力及使用限制條件。另外，對於某些在學理上難以清楚

評估之結構行為，亦可透過結構模型試驗及現場載重試驗成果，印證其實

際動靜力行為特性。同時，現場載重試驗亦有助於檢核橋梁完竣後之施工

品質，並可發掘例行維護檢查作業中較難察覺之潛在弱面。本文旨在闡述

國道三號高屏溪斜張主橋現場載重試驗之作業規劃、內容及成果，並配合

相關理論分析模式探討斜張主橋之實際結構行為。現場載重試驗成果除可

重新檢核斜張主橋結構分析模式與相關設計參數之可靠度外，對於日後從

事類似橋梁設計人員，亦可提供其不同之思維。 

 

一一一一、、、、概概概概    述述述述 

基於考量工址地形及橋梁縱面特徵，並配合大跨徑橋梁跨越高屏溪主

河道之需求，國道三號高屏溪橋主橋採單塔非對稱斜張橋結構型式設計，

該橋主跨 330 公尺為全銲接鋼構箱型梁，西側臨山嶺處 180 公尺側跨為雙

箱室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兩側單面混合扇形斜張鋼纜系統則分別錨碇於塔

柱及箱型梁中央處；鋼筋混凝土橋塔高 183.5 公尺，採結構穩定性高之 A

型設計。 

由於斜張主橋具長跨徑、重量輕、細長比大等特性，結構系統柔軟度

高，且單面鋼纜之支撐設計亦使得該橋具有較柔軟之扭矩振態，故動力行

為之變異性亦相對較大。有鑑於此，為求瞭解並檢核工程完竣後，橋梁於

實際車行活載下，鋼構箱型梁、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塔以及斜張鋼纜等

結構系統之行為表現，特於斜張主橋監測研究計畫中規劃一現場載重試

驗，以為參考依據。本試驗主要由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方一匡教授、陳培

麟教授及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陳生金教授所組成之跨校研究單位與本

司二高屏東監造工程處共同負責籌畫執行。整體現場載重試驗內容主要包

括斜張主橋載重試驗規劃、結構行為理論分析及試驗成果探討等。 

 

二二二二、、、、現場載重試驗規劃現場載重試驗規劃現場載重試驗規劃現場載重試驗規劃 

((((一一一一))))試驗規劃試驗規劃試驗規劃試驗規劃 



斜張主橋現場載重試驗時程規劃係配合工程施工進度於橋梁主體結

構全數完竣後進行，相關試驗項目規劃詳表 1 所示。 

 

表 1 載重試驗時程規劃 

 

載重試驗時程規劃 

 試驗項目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斜張主橋撓曲試驗 ˇ   ˇ 

斜張主橋扭矩試驗 ˇ   ˇ 

主跨鋼構箱型梁撓曲試驗  ˇ  ˇ 

主跨鋼構箱型梁扭矩試驗  ˇ  ˇ 

側跨預力混凝土梁撓曲試驗 ˇ   ˇ 

靜 

態 

載 

重 

試 

驗 側跨預力混凝土梁扭矩試驗 ˇ   ˇ 

斜張主橋車行試驗   ˇ  

斜張主橋衝擊試驗    ˇ 

主跨鋼構箱型梁車行試驗  ˇ ˇ  

主跨鋼構箱型梁衝擊試驗   ˇ ˇ 

側跨預力混凝土梁車行試驗   ˇ  

動 

態 

載 

重 

試 

驗 側跨預力混凝土梁衝擊試驗    ˇ 

 

 

現場載重試驗目的主要在於確立橋梁之服務性，而非探討橋梁極限承

載能力，故僅規劃非破壞性試驗，即以適當數量載重車模擬設計活載外力，

並配合已埋設之監測儀器進行資料收集。試驗項目主要分為靜態及動態兩

部分，試驗對象則以斜張主橋整體結構系統為主，惟考量上部結構材質之

差異性，故再細分主跨鋼構箱型梁及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兩大主題。此

外，考量主跨與側跨之構材性質差異甚大，載重試驗乃分別針對主跨鋼構

箱型梁及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進行靜態撓曲、扭矩試驗及動態車行、衝

擊試驗等，本文僅針對靜態載重試驗成果進行探討。 

((((二二二二))))試驗標的試驗標的試驗標的試驗標的 

1. 1. 1. 1. 主跨鋼構箱型梁主跨鋼構箱型梁主跨鋼構箱型梁主跨鋼構箱型梁 

鋼構箱型梁之載重試驗規劃係以測定箱型梁撓曲及扭矩變位為主，亦

即模擬載重車單向或雙向對稱佈設於車道時，車行載重對橋面造成之扭矩

或彎矩效應(詳圖一及圖二)，並於箱型梁左右兩側紐澤西橋護欄上規劃數

處位移監測點，配合主橋下方測站進行測定。 

2. 2. 2. 2. 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 

有關藉由載重試驗探討預力混凝土箱型梁之載重分佈情形方面，主要

是選取撓曲載重試驗項目進行輪重分佈研析，亦即模擬載重車雙向對稱佈



設於車道時，車行載重對橋面板造成之彎矩效應。換言之，即利用預埋應

變計量測載重車分別加載於主側跨車道時，對預力混凝土箱型梁頂板、腹

板、橫隔梁及底板所造成之應變。 

3. 3. 3. 3. 斜張鋼纜系統斜張鋼纜系統斜張鋼纜系統斜張鋼纜系統 

探討斜張鋼纜因活載改變造成索力變化時，主要是規劃數組靜態載重

試驗項目檢核鋼纜之應力行為。試驗進行時，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端係

選擇編號 B113、B111、B108、B107、B106、B103 及最接近 A1 橋台之 B101

鋼纜進行自然振動試驗；而主跨鋼構箱型梁方面，考量對稱配置及探討於

相同載重情形下，相對應鋼纜之索力變化關係，亦同時選擇編號 F113、

F111、F108、F107、F106、F103 及 F101 等鋼纜進行試驗。 

4. 4. 4. 4. 橋塔橋塔橋塔橋塔 

橋塔載重試驗規劃主要以測定橋塔變位及其相關控制點位之應力量

測為主，其變位測定包括三軸向位移及轉角變位兩項，此兩項量測資料亦

可互為校核。軸向位移係以設置於主橋邊坡上監測室之變位計進行塔頂及

橫梁處控制點位測定；轉角測定則採用安裝於橋塔內各控制升層斷面之傾

斜儀進行量測。另有關橋塔應力測定部分，主要是利用預埋於橋塔各控制

斷面升層內之鋼筋計、混凝土應變計進行綜合測定。 

 

 

圖一 載重車雙向對稱佈設於車道之撓曲載重型式示意圖 

 

 

圖二 載重車單向佈設於車道之扭矩載重型式示意圖 



((((三三三三))))載重分析及型式載重分析及型式載重分析及型式載重分析及型式 

由於斜張主橋跨徑相當大，因此所受之剪力及彎矩主要由車道載重

(Lane load)控制【1】。本橋結構系統係以 AASHTO HS20-44 標準載重車加

25%進行活載重設計，考量車道數、折減係數及衝擊係數等計算參數。 

另為模擬橋梁受設計活載重之真實狀況，並滿足動靜態載重試驗之需

求，同時考量外載重來源及調配之便捷性，本橋採用當地砂石車(設計總重

32.23 噸)進行加載，其標準軸重應力配置詳圖三所示【2】。 

 

 

圖三 加載砂石車之應力配置示意 

 

載重試驗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結構動靜力特性係數及推估全橋之服務

載重，其試驗外載重並不須以最大設計活載重為考量對象，可適度地折減，

唯須確認外載重足以引起可供判讀之量測值。有鑑於此，現場載重試驗係

以不同載重情況所形成之彎矩或扭矩效應來量測斜張主橋之應變與變位，

故規劃以 30 部砂石車供試驗加載之用。再者，靜態載重係規劃數部載重車

依各單項試驗目的分別佈設於單向或雙向車道定點位置，藉由觀測橋梁受

撓曲及扭矩之變形行為及受力狀況，進而評估全橋設計載重之可靠性及探

求結構靜力特性係數。載重車定點位置係於試驗前利用黃色警示帶標示於

中央橋護欄之金屬欄杆上，試驗進行時工作人員再將黃色警示帶分別拉至

南北兩側金屬欄杆之相對應點位，如此則可管控各車道之載重車均能整齊

對稱佈設於規劃位置【2】。 

((((四四四四))))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 

資料蒐集的對象包含監測計畫所規劃之全部預埋式監測儀器及配合

載重試驗特殊需求所配置之外加式量測儀器，預埋式監測儀器資料均由一

組工作人員配合儀器供應商收錄於監測室之中央集錄系統；外加式量測儀

器則依試驗項目需求進行規劃，約可概分成靜態資料收集及動態資料收集

兩部分。靜態資料收集之量測對象主要為箱型梁變位量，依據規劃分別於

主側跨箱梁兩側紐澤西橋護欄上各規劃五處位移監測點，並於橋梁下方配

置四組測站，測量人員按各項載重試驗項目之規劃，收集相關變形資料。 

動態資料主要為蒐集箱型梁加速度資料，外加式加速度計分別於主側

跨橋面上各安裝 5 組，資料收集站則設置於橋塔附近。除此之外，斜張鋼



纜振動資料收錄於中央分隔帶之臨時集錄系統，外加式鋼構箱型梁應變計

及鋼纜錨碇處應變計資料則收錄於箱型梁內部三組臨時資料收集器，其相

關配置詳圖四【2】。 

 

三三三三、、、、結構行為與分析模式結構行為與分析模式結構行為與分析模式結構行為與分析模式 

本橋斜張鋼纜系統係沿橋軸方向呈單一平面佈設之單索面型式，此配

置將不利於橋梁結構抵抗側向力對橋面板所造成之扭矩，故橋面板採中空

箱型梁斷面設計，用以增加橋面板之斷面抗扭性質。根據日本道路協會”

道路橋示方書”【3】之規定，單索面斜張橋箱型梁可視為由中央腹板、橫

隔梁與外側腹板所組成之格子梁模式；斜張鋼纜錨碇於中央腹板，橫隔梁

與外側腹板則以懸臂方式與中央腹板相連結。當外載重作用時，應力傳遞

至中央腹板、橫隔梁與外側腹板等處，此時作用於橫隔梁與外側腹板之荷

載亦經由橫隔板而傳遞至中央腹板處，最後再由斜張鋼纜系統傳至橋塔。 

本文目的主要藉由現場載重試驗計畫之執行，探討斜張主橋箱型梁與

斜張鋼纜系統相關結構設計分析模式與實際應力行為之差異比較，從而研

析橋梁之結構行為與服務性，茲現分就各結構系統概述如下： 

((((一一一一))))上部結構上部結構上部結構上部結構 

1. 1. 1. 1. 主跨鋼構箱型梁主跨鋼構箱型梁主跨鋼構箱型梁主跨鋼構箱型梁 

斜張橋主梁撓曲變位檢核為橋梁後續維護作業之重點工作，然目前相

關橋梁設計規範中，卻無明確訂定其容許撓曲變位之檢核準則。另言之，

在 AASHTO 橋梁設計規範中，撓曲變形檢核僅針對跨徑小於 150m 以下之

中長跨徑一般結構型式橋梁，並無論及斜張橋之撓曲變位檢核。本橋主跨

(採箱型梁結構型式配置，跨徑為 330 公尺)於設計車道載重下最大容許撓曲

變位約為 74cm(即設計容許撓曲變位與跨徑比約為 1/446)，遠較現行

AASHTO(1996 年版)橋梁設計規範中所訂之一般結構型式同跨徑長橋(因容

許撓曲變位與跨徑比為 1/800，故推得其最大跨徑約為 336 公尺)之最大限制

撓曲變位量 42cm 為大。另根據 Brockenbrough R. L.與 Merritt F. S 歸納相關

文獻資料之經驗值顯示，當斜張橋容許撓曲變位與跨徑比為 1/400~1/500

時，其設計最大容許撓曲變位量約在 83cm~66cm 間【4】，本橋主跨之最

大設計容許撓曲變位量則恰位於上述二容許撓曲變位範圍內。 

綜上所述，現場載重試驗特別規劃以 SAP 2000 分析軟體之三維有限元

素 Shell model 及二維有限元素 beam model 來探討當不同載重型式加載於主

橋時，主跨鋼構箱型梁之載重分佈及撓曲變化情形，並將試驗結果與理論

分析模式進行綜合比對，藉以檢核其應力承載特性。二維有限元素 beam 

model 係以線彈性剛架構件(linear elastic frame element) 模擬橋塔、斜張鋼纜

及 箱 型 梁 結 構 行 為 ； 橋 塔 及 箱 型 梁 採 全 斷 面 性 質 進 行 模 擬 (gross 

cross-sectional properties)，另橋塔邊界條件則假設固接於基礎上，且不考慮

承載土體與橋梁主體間之交互作用力。三維有限元素 Shell model 則以等效



斷面性質(equivalent section properties) 將箱型梁模擬成雙箱室殼元素；而橋

塔與斜張鋼纜系統之假設條件則與二維有限元素 beam model 完全一致，詳

圖五【4】。 

 

 

 

圖五 三維 Shell model 與二維 beam model 之模擬比較 

 

2. 2. 2. 2. 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 

當進行預力混凝土箱型梁載重分析時，根據 Hambly 與 Pennells 等人之

建議【5】，可將車行方向斷面視為內外腹板沿同一中性軸變形，並將整個

箱型梁分割成 I 型梁與 L 型梁進行彈性分析。箱型梁頂板與底板可分別視

為 I 型梁與 L 型梁之翼板，而橫斷面則將頂板與底板視為變形一致之 I 型

梁翼板，橫隔梁則為 I 型梁腹板；惟考量箱型梁亦受剪力作用而產生扭矩

變形(distortion)，因此整個斷面並非沿同一中性軸變形之彈性梁行為，導致

進行結構分析時所採用之斷面性質並非箱型梁之實際斷面性質。有鑑於

此，本文所介紹之載重分析係以剪力遲滯效應(shear lag effect)來探求箱型梁

之各分割斷面性質【6】。剪力遲滯效應係指一彈性梁之梁翼甚大時，梁翼

之正向應力分佈由梁腹往遠離梁腹端遞減，則離梁腹較遠之梁翼將無法提

供有效的應力抵抗梁所承受之彎矩。另言之，當梁腹受力時，梁翼與梁腹



間之剪力無法有效傳遞進入梁翼，致使梁翼產生扭矩變形(distortion)，而無

法維持彈性梁之受力後平面仍保持平面之變形理論【6】。 

另外，有關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結構分析模式模擬部分，主要是利用

LUSAS 三維有限元素分析軟體進行分析，探討當不同型式的車輛載重加載

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與鋼構箱型梁時，預力混凝土箱型梁之載重分佈情

形，最後再將試驗結果與相關結構分析模式進行綜合比較，用以檢核側跨

預力混凝土箱型梁之結構行為特性【7】。 

((((二二二二))))斜張鋼纜系統斜張鋼纜系統斜張鋼纜系統斜張鋼纜系統 

斜張鋼纜在長期預力、風力、地震力或車行活載作用下，將隨時間變

化產生應力鬆弛現象，造成斜張橋整體結構系統之應力重分配，影響橋梁

結構動靜力特性。斜張鋼纜受力情形或索力變化之檢核係採自然振動頻率

法（Ambient Vibration Test）進行量測，並於鋼構箱型梁節塊搬運期間確認

鋼纜有效長度及振動弦理論計算索力之適用性【8】，用以測定斜張鋼纜系

統之穩定性及服務性。 

經由本橋結構計算書上得知，當載重作用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與鋼構

箱型梁時，斜張主橋箱型梁之變形大致如圖六所示。 

換言之，當載重施加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端時，由於鋼纜傳遞梁上載

重導致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端的鋼纜索力增加，故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端鋼纜

索力之水平分力大於鋼構箱型梁端鋼纜索力之水平分力，橋塔變位即偏向

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端。此外，主橋箱型梁撓曲勁度亦會承受部分載重而

使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向下撓曲。同理，當載重作用於主跨鋼構箱型梁時，

亦可由主橋之相對變形而得到類似推論。另外，配合橋梁荷載後橋塔與箱

型梁之變形亦可得知鋼纜索力之增減情形。再者，橋塔變形亦將使預力混

凝土箱型梁端鋼纜索力減少，惟因箱型梁之撓曲又使得鋼纜索力增加，故

鋼纜索力之實際增減情形必須綜合測定橋塔與箱型梁之變位方能確定【8】。 

 

 

 

 

 

 

 

 

 

 

 

 

 



 

 

 

 

 

 

 

 

 

 

 

 

 

 

 

 

 

圖六  橋梁變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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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試驗成果與討論試驗成果與討論試驗成果與討論試驗成果與討論 

由於斜張鋼纜一端錨碇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及鋼構箱型梁上，鋼纜索

力將因載重車佈設位置之變異而產生不同之變化。再者，橋塔與箱型梁間

相對變位亦將對斜張鋼纜索力變化造成影響。惟考量鋼纜受力變形為幾何

非線形，故進行箱型梁結構模擬分析時，係將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及鋼構箱

型梁視為一連續梁，再針對某特定載重項目所造成之鋼纜索力變化量，作

為此連續梁所承受之外加載重，而鋼纜索力變化量則取自於自然振動法量

測所得之推算值【8】。換言之，現場載重試驗之鋼構箱型梁與預力混凝土

箱型梁結構行為分析可簡化為受鋼纜索力變化與載重車荷載下之連續梁，

而此連續梁在橋塔主側跨共構處為鉸接支承，A1 橋台為固接支承，而在

P2 橋墩處則為輥支承。 

((((一一一一))))上部結構上部結構上部結構上部結構 

1. 1. 1. 1. 主跨鋼構箱型梁主跨鋼構箱型梁主跨鋼構箱型梁主跨鋼構箱型梁 

(1)撓曲與扭矩行為探討 

載重試驗項目 LC1 為載重車雙向均佈於六車道之撓曲載重情形；LC2

則為單向(南下線)三車道停放相同載重車數目之扭矩載重型式，由圖七可

知在 LC2 載重情形下，主跨箱型梁最大撓曲變位約為 46.5cm；然與 LC2 相

同載重車數目之 LC1 載重試驗項目，其最大撓曲變位僅為 43cm，約佔 LC2

扭矩載重變位量之 92﹪，故推論單索面斜張橋在服務載重下，因扭矩效應

所造成主梁之撓曲變形較撓曲效應明顯【4】。 

 

 

圖七 載重試驗項目 LC1~ LC5 之箱型梁撓曲變形示意圖【4】 



(2)載重線性疊加效應探討 

為探討在橋梁同樣位置停放不同數目載重車時，箱型梁之撓曲變形是

否將具線性疊加效應時，特別規劃單向扭矩載重試驗項目 LC4 及 LC5。載

重試驗項目 LC5 為 LC4 在橋梁相同位置停放兩倍載重車數量之載重情形。

圖八為上述兩種載重型式之箱型梁撓曲變形比較，吾人發現當載重加倍

時，其所對應箱型梁之撓曲變形亦呈等倍增加。同時，若將載重試驗項目

LC4 之箱型梁撓曲變形二倍疊加後，亦可發現其撓曲變形趨勢與 LC5 載重

試驗項目所量測到之撓曲變形相當一致。 

 

 

圖八 載重試驗項目 LC4 及 LC5 之箱型梁撓曲變形比較【4】 

 

然考量荷載增加時，箱型梁之撓曲變形預測量並不能僅單純加總數個

獨立載重型式下所產生之撓曲變形量即可，其主要理由在於位移疊加法僅

適用於單位載重加載下，由影響線理論解得之變形量，故當為數較多之載

重車佈設於長跨徑車道，且由數根鋼纜分別承擔部份荷載情形下，位移疊

加法之適用性應詳加評估為宜。 

(3)結構分析模式模擬探討 

由圖九及圖十可知，當載重型式為單向扭矩試驗 (如 LC2 及 LC3) 時，

以 SAP 2000 三維有限元素 Shell model 預測箱型梁之撓曲變化趨勢與試驗

曲線相當吻合，亦即可有效預估箱型梁撓曲變化情形；然二維有限元素

beam model 卻無法準確反應橋梁之扭矩效應。 



 

圖九 載重試驗項目 LC2 試驗值與分析模式預測值之比較【4】 

 

 

 

圖十 載重試驗項目 LC3 試驗值與分析模式預測值之比較【4】 

 



此外，吾人亦發現兩種結構分析模式約有 15-20﹪之差異量。有鑑於

箱型梁扭矩效應為單索面斜張橋之設計考量重點，故建議從事此類橋梁結

構行為解析時，應以三維有限元素 Shell model 進行評估為宜。 

2. 2. 2. 2. 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側跨預力混凝土箱型梁 

(1)三維有限元素法(3-D FEM)分析值與箱型梁實際變位之比較 

圖十一及圖十二為載重車加載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時，實際量測箱型

梁撓曲變位與利用三維有限元素法(3-D FEM)分析所得預測值之比較，吾人

發現量測值與分析值之變化趨勢相當一致。另當載重車均佈作用於鋼構箱

型梁端時，由圖十二亦可發現量測值與分析值之變形趨勢均為主跨鋼構箱

型梁撓曲向下，側跨撓曲向上，故推論三維有限元素法分析模式能有效預

測斜張主橋於載重試驗模擬服務載重下之變位情形。 

 

 
圖十一 載重試驗項目 1-13 之箱型梁撓曲變位試驗值與分析值比較【7】 

 

 

圖十二 載重試驗項目 4-14 之箱型梁撓曲變位試驗值與分析值比較【7】 

 

 

(2)橋面板應變之剪力遲滯效應 

圖十三及圖十四為預力混凝土箱型梁頂、底板混凝土表面應變量測值

與三維有限元素法分析值之比較。由圖十三及圖十四可發現整體應變分佈

趨勢均是由腹板端逐漸往遠離腹板端遞減，此應變現象與 Timoshenko 及

Hambly【6、9】所描述之剪力遲滯效應相吻合。此外，實際量測所得之應

變資料亦與三維有限元素法分析曲線具有甚高之關聯性。 



 
圖十三 載重試驗項目 4-16 之箱型梁頂板應變量測值與分析值之比較【7】 

 

 

 

圖十四 載重試驗項目 4-16 之箱型梁底板應變量測值與分析值之比較【7】 

 

 

(3)內、外腹板載重分佈 

當載重車以集中載重方式加載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時，內外腹板所承

受的彎矩增量最大值位於加載之節塊斷面上，詳圖十五，此時內腹板彎矩

增量約佔總彎矩增量 40%，外腹板彎矩增量約佔總彎矩增量 30%。惟圖十

六亦顯示，當節塊斷面距載重加載點位越遠時，內腹板彎矩增量與總彎矩

增量比例則隨之降低，而外腹板彎矩增量與總彎矩增量比例卻隨之升高，

直至內腹板彎矩增量約佔總彎矩增量之 20%，外腹板彎矩增量約佔總彎矩

增量之 40%，此現象除與應變分佈趨勢改變，致使有效寬度改變有關外，

亦與內、外腹板之曲率有關【7】。 



另外，當載重車以均佈方式加載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時，其內、外腹

板之彎矩增量比例則趨於一致。 

 

圖十五 載重試驗項目 1-13 之內、外腹板彎矩增量趨勢圖【7】 

 

 

 

圖十六 載重試驗項目 4-10 之內、外腹板彎矩增量趨勢圖【7】 

 

 

(4)橫隔梁載重分佈 

當載重車採集中加載方式作用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時，受載重直接加

載之橫隔梁所承受之彎矩增量最大，約佔載重車對距內腹板 1.1m 處斷面所

造成的彎矩增量之 27%，而緊鄰的兩側橫隔梁在靠近預力混凝土箱型梁中



央之橫隔梁所承受之彎矩增量約為 24%，另一側橫隔梁所承受之彎矩增量

約為 20%，詳圖十七所示。再者，由圖十七亦可發現，各橫隔梁彎矩增量

分佈沿橋塔方向遞減，推論其可能原因為靠近橋塔端有鉸接支承束制內、

外腹板間之相對變位所致。另外，圖十八為載重項目 2-18 利用三維有限元

素分析法所得之總彎矩增量與利用二維有限元素法所得斷面總彎矩增量比

較圖，兩者間約有 5%差異量，研判可能原因為 Beam model 無法有效考慮

鋼纜索力增量之水平分力對車行方向斷面造成彎矩增量之差異所致【7】。 

 

 

圖十七 載重試驗項目 4-12 之橫隔梁彎矩增量趨勢【7】 

 

 

 

 
圖十八 載重試驗項目 2-18 之總彎矩增量比較【7】 

 

 



((((二二二二))))斜張鋼纜系統斜張鋼纜系統斜張鋼纜系統斜張鋼纜系統 

1. 1. 1. 1. 預力混凝土箱型梁預力混凝土箱型梁預力混凝土箱型梁預力混凝土箱型梁 

有關斜張鋼纜因加載型式不同造成索力變化情形之探討，主要是配合

靜載重試驗進行規劃。圖十九為靜載重試驗項目Ⅳ-9~Ⅳ-16 於預力混凝土

箱型梁及鋼構箱型梁五等分點處各停放 6 部載重車之試驗情形。圖二十為

上述載重條件下，14 根試驗鋼纜之索力改變情形示意圖【8】。 

當載重施加於 P1 橋塔、A1 橋台與 P2 橋墩位置時，載重即經由塔腳或

直接傳遞至基礎，鋼纜索力不變，故圖二十中所有鋼纜 A1、P1 及 P2 處之

索力改變值皆假設為零。由於圖二十是針對同一根鋼纜，將相同數目載重

車停放於橋梁不同位置造成鋼纜索力改變情形，因此可將其視為鋼纜索力

影響線（Influence Line），並從中得知鋼纜索力將隨載重車於箱型梁上配置

位置之不同產生變化。 

 

 

圖十九 靜載重試驗項目Ⅳ-9~Ⅳ-16 之載重車配置示意圖【8】 

 

 



 
 

由於 B101 鋼纜一端錨碇於 A1 橋台(無垂直變位)，另一端錨碇於橋塔

頂端，因此其索力改變量只單純受到橋塔變位影響。對 B101 鋼纜而言，當

施加載重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端時，橋塔偏向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端導致

B101 鋼纜索力減小；當載重放置於鋼構箱型梁端時，橋塔偏向鋼構箱型梁

端，導致 B101 鋼纜索力增加，而且橋塔變位愈大，B101 鋼纜索力改變量

亦愈大。由圖二十(a)可看出當施加載重於鋼構箱型梁距 A1 橋台約 440 公尺

處時，B101 鋼纜具有最大索力增加量，且其索力改變量全由橋塔變形控

制。同時，當施加載重於鋼構箱型梁距 A1 橋台 440 公尺處時，橋塔頂部具

最大之變位。 

B103 鋼纜索力影響線與 B101 鋼纜影響線有類似之趨勢，但索力增減

範圍卻較 B101 鋼纜為小，詳圖二十(b)。推就其可能原因為 B103 鋼纜索力

仍須考慮箱型梁變位之影響，但其效應相對小於橋塔變位所造成之影響，

故得知雖 B103 鋼纜索力影響線與 B101 鋼纜索力影響線之趨勢類似，然索

力增減範圍則較 B101 鋼纜為小。此外，當施加載重於距 A1 橋台 36 公尺

處時，預力混凝土箱型梁載重位置附近有較大撓度產生，距離載重位置較

近之 B103 鋼纜因為預力混凝土箱型梁之撓度導致鋼纜長度伸長(索力增

加)；惟當再考慮橋塔變位導致鋼纜縮短(索力減小)之影響時，其最後結果

為索力減小(與 B101 鋼纜相同)，但卻是 B101 與 B103 鋼纜索力影響線中差

異最大之點。 

圖二十(c)、(d)、(e)分別為 B106、B107 及 B108 鋼纜之索力影響線示意

圖，由於此三根鋼纜相鄰，且位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中段，故其索力影響

線發展趨勢相似。另外，無論施加載重於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或鋼構箱型梁



上，此三根鋼纜索力皆呈現增加趨勢。圖二十(f)、(g)為 B111 與 B113 鋼纜

之索力影響線示意圖，由於兩根鋼纜均接近 P1 橋塔，故其影響線發展趨勢

相當一致【8】。 

2. 2. 2. 2. 鋼構箱型梁鋼構箱型梁鋼構箱型梁鋼構箱型梁 

圖二十(h) ~ (n)為鋼構箱型梁端試驗鋼纜之索力影響線示意圖。圖二十

(h)為鋼構箱型梁端最外側試驗鋼纜 F101 之索力影響線，經由比較圖二十(h) 

~ (n)得知此鋼纜之索力影響線與鋼構箱型梁端其他試驗鋼纜影響線有較大

之差異，其主要原因在於此鋼纜不同於其他鋼纜，橋塔變位與主梁撓度皆

影響其鋼纜索力增減變化甚鉅，亦即如同 B101 與 B103 鋼纜主要受到橋塔

變位影響其索力增減。 

綜合比較鋼構箱型梁端鋼纜影響線時，吾人得知當施加載重於預力混

凝土箱型梁上任何位置時，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端鋼纜之索力皆有明顯增

加，詳圖二十(c) ~ (g)。惟由圖二十(h) ~ (m)得知，當施加載重於鋼構箱型

梁上時，載重附近的鋼纜會有較明顯之應力增加值，當載重遠離該鋼纜時，

該鋼纜索力會有明顯的減少，或增減情形不明顯；此種現象應是鋼構箱型

梁之柔度較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為大，局部效應較明顯之故【8】。此外，藉

由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端鋼纜影響線之結果亦可得知，B101 與 B103 鋼纜主

要由橋塔變位控制其索力增減，且鋼纜索力最大增加值係發生在施加載重

於鋼構箱型梁端之時。另外，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端除了 B101 與 B103 外，

其餘試驗鋼纜之索力最大增加值均發生在施加載重於靠近該等試驗鋼纜附

近。 

3. 3. 3. 3. 鋼纜索力改變量之試驗值與分析值比較鋼纜索力改變量之試驗值與分析值比較鋼纜索力改變量之試驗值與分析值比較鋼纜索力改變量之試驗值與分析值比較 

由於斜張主橋跨徑長，且主跨採鋼構箱型梁設計，使得其局部效更見

明顯。易言之，當橋梁受局部集中載重作用時，對於載重附近鋼纜索力之

增加量與撓度將比橋梁受均佈載重時為大。另外，鋼纜索力改變量試驗值

與分析值之比較方面，當載重試驗項目為 2-16、2-18、2-20，分析此類載重

情形之鋼纜索力增加量並與自然振動試驗得到資料進行綜合比對時，可得

知試驗值與分析值相當吻合，詳圖二十一。載重試驗項目 2-18 為停放 30

部載重車於鋼梁 G10 節塊之情形，相對於 2-16 之載重車均佈情況，此時鋼

梁產生明顯局部撓曲效應，且載重車停放於其上節塊附近之鋼纜索力增加

量亦大於 30 部載重車均佈於鋼梁時之值，此結果可由圖二十一鋼纜索力增

加量試驗值與分析值之比較得到驗證【8】。 

 

 

 

 

 

 



 

 

 

 

 

 
圖二十一(a) 

 

 

 

 

 

 
圖二十一(b) 

 

 

 

 

 

 
圖二十一(c) 

 
圖二十一 不同載重型式之鋼纜索力改變量試驗值與分析值比較【8】 

 

 

五五五五、、、、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斜張主橋箱型梁垂直撓曲勁度對全橋如何傳遞垂直載重（靜載重與活

載重）至橋塔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可概分為以下三種情形【10】： 

1. 承受相鄰兩吊索間局部載重 

2. 支援鋼纜系統承受整體載重 

3. 均勻分佈集中載重 

上述作用又將依鋼纜系統配置之疏密性而決定，易言之，對疏索系統

而言，作用 1 之重要性較作用 2、3 為大，但如對本橋屬密索系統則反之。

有鑑於本橋鋼構箱型梁跨徑較預力混凝土箱型梁長，且主跨鋼纜間距亦較

側跨大；另就現場量測所得箱型梁撓度最大值可知鋼構箱型梁較預力混凝

土箱型梁大。綜合以上所述，吾人推論當箱型梁承受局部集中載重時，鋼

構箱型梁較不易於將集中載重均勻分配，即其局部效應較大，不易將集中

載重分配至鄰近其他鋼纜。 

 

 

 



另外，高屏溪斜張主橋透過現場載重試驗之執行，不但可檢核其實際

應力行為，亦可與相關分析模式相互佐證，確保橋梁結構設計之可靠度及

使用之安全性。同時，將試驗成果回饋原設計，亦有助於提升此類橋梁之

分析設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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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成本管理模式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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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良好的成本管理不僅能夠提昇工程專案執行的績效，更與專案工程的

工期、品質以及安全等執行結果的良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是以，工

程專案成本管理是專案管理的重點項目之ㄧ。本文係由專案管理者的角度

切入，針對專案成本管理模式作一了解，並對目前國內實務應用的成本管

理模式進行文獻蒐集，進一步分析其各自優缺點及適用範圍，據以整理出

一套符合目前國內情況，在工程全生命週期中的規劃與可行性階段、設計

階段、招標發包階段、施工階段及營運維護階段等五個階段的成本管理模

式，俾供國內同質性工程專案進行成本管理之參酌及依循。 

 

一一一一、、、、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工程專案成本管理是專案管理的重點項目，本文即以專案管理者的立

場進行探討，首先蒐集專案成本管理相關文獻資料，以了解國內專案成本

管理之運作模式。同時將搜集所得資料中的專案成本管理基本模式，彙整

得出目前國內常用的管理模式，並進一步分析其各自優缺點及適用範圍。

最後再依據前述分析所得模式的優缺點及適用性，研擬一套標準的專案成

本管理模式。 

 

二二二二、、、、    文獻的回顧文獻的回顧文獻的回顧文獻的回顧 

((((一一一一))))專案成本管理的意義專案成本管理的意義專案成本管理的意義專案成本管理的意義 

成本是整體工程總和結果之表現，成本控制則是欲使工程施工成功之

總和手段，具有極重要的機能【註 2】。 

成本管理的技術一般均使用預算控制的方式。舉凡材料、人工、設備

及勞務等，均一一設立預算，而成本預算的項目一般均參照契約內所列的

成本項目，與實際執行成本專案契約所列項目以玆配合，並與預算對照比

較；一旦發現成本超出預算，控制單位即迅速採取措施矯正偏差，務使成

本不再繼續超支。因此，良好的成本管理措施能在工程問題發生前或發生

時及時提出警告，並考核各分項作業執行的效果【註 1】。 



除以實際執行成本與預算成本進行比較外，成本管理尚可利用成本分

析的相關技術進行之，或是藉由不斷進行工作流程的改良，以做好最有效

的成本管理工作【註 3】。 

((((二二二二))))專案成本管理的原則專案成本管理的原則專案成本管理的原則專案成本管理的原則 

工程成本管理以不降低工程品質、使用性能、安全考慮及進度落後的

預定目標下，在預算的範圍內完成該項工程為基本原則。一般而言，成本

管理的基本原則可歸納如下【註 3】： 

1. 建立所有與專案工程成本有關的工作項目（控制估價）。 

2. 建立專案工程中已完成的工作項目（實際成本與執行數量）。 

3. 建立專案工程中尚待完成的工作項目（預測）。 

4. 建立預算執行的績效（分析與偏差）。 

5. 建立修正作業的計劃（矯正方法）。 

6. 建立有效修正作業行動（修正結果）。 

7. 建立更為適切的修正行動（追蹤）。 

((((三三三三))))專案成本管理的基本模式專案成本管理的基本模式專案成本管理的基本模式專案成本管理的基本模式【【【【註註註註 1111】】】】 

專案成本管理的基本模式如圖一所示，包括資源規劃、成本估算、成

本預算編列及成本管制等四大主要項目。所有專案成本管制模式均可以此

為基礎發展得出，以下針對模式中的各個項目詳細說明如下： 

 

資 源 規 劃
資 源 規 劃

成 本 估 算成 本 估 算

成 本 預 算 編 列
成 本 預 算 編 列

成 本 管 制成 本 管 制

 

                                                

        圖一 專案成本管理基本模式【註 1】 

 

 

1. 資源規劃：資源規劃包括決定何種實際資源（人員、設備、材料）

和執行專案各項作業所需使用資源之數量，同時必須相對的估算其成本。

資源規劃的執行流程如圖二所示。 

 

 



輸    入

1.分工結構圖
2.歷史資訊
3.範圍陳述
4.資源庫說明
5.組織政策

工具和技巧

1.專家判斷
2.替選方案確認

輸    出

1.資源要求

 

圖二 資源規劃執行流程圖【註 1】 

 

2. 成本估算：成本估算指對完成專案各項作業所需資源的成本概估其

近似值。當一個專案依合約執行時，注意應由價格去估算成本。成本估算

包含評估可能的數量結果－由執行組織提供產品或服務在內的成本是多

少。價格由市場決定－產品或服務由執行組織負擔多少，使得成本估算被

考慮的方法不只一種。此外，成本估算也包括確認和考量不同的成本替選。

成本估算的執行流程如圖三所示。 

 

輸    入

1.分工結構圖
2.資源要求
3.資源率
4.作業期間估算
5.歷史資訊
6.會計報表

工具和技巧

1.類比估算
2.參數模式
3.由下向上估算
4.電腦化工具

輸    出

1.成本估算
2.細部支援
3.成本管理計畫

 

圖三 成本估算執行流程圖【註 1】 

 

3. 成本預算編列：成本預算編列係將預估之總成本分配到專案各別的

工作項目上，其目的在於建立成本基準，以便於專案執行績效的量測。成

本預算編列的執行流程如圖四所示。 

 

輸    入

1.成本估算
2.分工結構圖
3.專案日程表

工具和技巧

1.成本估算的工
具和技巧

輸    出

1.成本基準

 

圖四 成本預算編列執行流程圖【【【【註註註註 1111】】】】 



4. 成本管制：成本管制是關於（1）影響因子對成本基準所產生的改

變，保證其改變是有利的；（2）決定成本基準的改變；（3）當它產生改

變時找出它真正的變因。成本管制包括找出正、負變異的原因，它必須完

全的整合其它管制過程。成本管制的執行流程如圖五所示。 

 

輸    入

1.成本基準
2.績效報告
3.改變要求
4.成本管理計畫

工具和技巧

1.成本改變管理系統
2.績效量測
3.額外計畫
4.電腦化工具

輸    出

1.成本估算校正
2.預算修改
3.矯正行動
4.完成估算
5.學習課程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成本管制執行流程圖成本管制執行流程圖成本管制執行流程圖成本管制執行流程圖【【【【註註註註 1111】】】】    

 

 

三三三三、、、、國內成本管理模式國內成本管理模式國內成本管理模式國內成本管理模式 

本文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了解目前國內常用的成本模式，其來源包

括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之「機關

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價辦法」及中華顧問工程司之專案管理之成本

管理模式，以下逐項說明其執行流程。 

(一)建築師公會全聯會成本管理模式 

對於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聯會之成本管理的作業流程彙整如圖六

所示。以下分別針對該模式之執行流程【註 4】進行討論及說明。 

1. 1. 1. 1. 先期作業階段先期作業階段先期作業階段先期作業階段 

(1)基本資料搜集：針對成本管理相關專案基本資料進行蒐集探討。 

(2)經費概算（含年度需求/經費來源）：初步預算金額的擬定，應包含

分年度經費的需求，以及經費來源取得方式之檢討。 

(3)計畫效益：檢討專案完成後之效益，包含實質的成本效益，以及無

形的（如降低社會成本、促進產業動能等）效益評估探討。 

(4)技術可行性：針對專案執行的技術可行性進行評估，其中應包含工

程技術，以及專案行政執行面的可行性評估。 

(5)財務方案：以所擬定的概算經費為基礎，配合現金流量等相關的財

務分析，提出不同的專案財務方案及評估報告，作為後續專案執行之成本

管理參考依據。 

 



收購土地及地上物補償

經費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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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建築師公會全聯會之專案成本管理模式【註 4】 

 

 

2. 2. 2. 2. 預算編列階段預算編列階段預算編列階段預算編列階段 

(1)歲入來源別預算表：編列特定期程（如每年、每季）之入賬預算表，

作為現金流量分析之參考依據。 

(2)歲出預算表：編列特定期程（如每年、每季）之出賬預算表，作為

現金流量分析之參考依據。 

(3)規劃/設計/監造成本：編列專案之規劃、設計以及監造成本預算。 

3. 3. 3. 3. 工程發包階段工程發包階段工程發包階段工程發包階段 



(1)收購土地及地上物補償：針對專案所需土地範圍，進行土地的收購

及地上物補償作業。 

(2)建造費用計算：審查設計單位編列之施工建造費用。 

4. 4. 4. 4. 監工制度監工制度監工制度監工制度 

執行工程施作階段之成本管控作業，一般配合進度控制之計畫評核術

（PERT），搭配列有成本的要徑法網狀圖執行成本之分析與控制。 

5. 5. 5. 5. 績效評估績效評估績效評估績效評估 

評估完工後之專案執行績效，評估之方法包括成果效率計算法、耗用

效率計算法，以及衡量因素，標準分析計算法等。 

((((二二二二))))國內法規相關成本管理模式國內法規相關成本管理模式國內法規相關成本管理模式國內法規相關成本管理模式 

依據「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價辦法」【註 5】第一章第四

條之一，彙整得出專案管理技術服務之成本管理流程如圖七所示。 

1. 1. 1. 1. 規劃與可行性評估之諮詢及審查階段規劃與可行性評估之諮詢及審查階段規劃與可行性評估之諮詢及審查階段規劃與可行性評估之諮詢及審查階段 

(1) 設計需求之評估建議：依據專案所欲達成之機能目標，進行專案

設計需求的評估及建議。需注意設計需求應配合專案相關之可行性報告、

環境影響說明書，以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等報告結果進行評估建議。同

時提出多項可能性方案進行評估建議作業，以提昇作業完整性。 

(2)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分析： 針對專案用地需求進行用地取得的確

認，進一步了解拆遷補償所需經費，擬定用地取得之工作流程以及時程計

畫，以配合專案時程，並作為預算經費編列、現金流量計畫等相關財務規

劃之參考。 

(3) 初步預算擬定：依據前述的設計需求，以及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

分析結果，進行初步預算金額的擬定。 

(4) 財務分析及財源取得方式建議：以所擬定的專案初步預算為基

礎，檢討業主單位財源取得方式，配合現金流量等相關的財務分析，針對

不同之專案財務方案，提供業主單位財務執行建議及相關評估報告。 

2. 2. 2. 2. 設計之諮詢及審查階段設計之諮詢及審查階段設計之諮詢及審查階段設計之諮詢及審查階段 

(1) 施工可行性之審查及建議：針對建築師或設計單位所提出的專案

施工作業流程提出審查及建議。 

(2) 材料、設備系統選擇：為達專案所欲達成之機能需求，針對建築

師或設計單位所提出的設計方案進行工程材料、設備系統的選擇及建議。 

(3) 建造與設備發包預算之編擬及審查：參考設計需求、施工可行性

及所建議之材料與設備系統，協助建築師或設計單位編擬及審查建造與設

備發包預算。 

(4) 發包策略及分標原則之研訂或建議：根據業主單位需求，擬定數

個發包策略及分標原則之方案，並提出適用性建議。 

(5) 服務廠商服務費計價作業審核：審核建築師或設計單位作業進

度，及審核廠商服務費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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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價辦法成本管理模式【註 5】 



3. 3. 3. 3. 招標發包之諮詢及審查階段招標發包之諮詢及審查階段招標發包之諮詢及審查階段招標發包之諮詢及審查階段 

(1) 招標文件之準備審查：招標作業相關文件之準備及審查，其中應

包含財務相關資格的審核項目。 

(2) 協助招標文件之審查及評比：投標文件之審查及評比，其中應包

含施工廠商財務相關資格的審核。 

(3) 協助辦理發包作業：協助辦理發包作業，應包含成本控制相關作

業。 

4. 4. 4. 4. 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階段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階段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階段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階段 

(1) 施工估驗計價之審查或覆核：施工廠商估驗計價之審核及覆核作

業。 

(2) 契約變更之處理及建議：確認契約變更之需求，研擬契約變更之

可行性方案，並提出比較和建議、執行契約變更作業等。 

(3) 契約爭議/索賠案件之評估與審查：針對專案施工期間之契約爭議

或索賠案件進行評估及審查，協助研擬並建議適切解決方案。 

(4) 竣工圖及結算資料之審查或覆核。 

(5) 其他與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有關之事項。 

((((三三三三))))中華顧問工程司成本管理模式中華顧問工程司成本管理模式中華顧問工程司成本管理模式中華顧問工程司成本管理模式 

參照中華顧問工程司之專案管理之服務計畫書【註 6】【註 7】，綜

合彙整出目前國內於實際執行專案管理時所採行的成本管理模式，流程如

圖八所示。 

1. 1. 1. 1. 規劃階段規劃階段規劃階段規劃階段 

(1) 拆遷補償分析建議：分析拆遷補償所需經費，擬定用地取得之工

作流程以及時程計畫，以配合專案時程，並作為預算經費編列、現金流量

計畫等相關財務規劃之參考。 

(2) 擬定整體初步預算：依據專案設計需求，以及拆遷補償分析結果

進行初步預算金額的擬定。 

2. 2. 2. 2. 設計階段設計階段設計階段設計階段 

(1) 價值工程分析：所謂價值工程可定義為「為了以最低之總成本，

確實達成必要機能起見，對構築物或服務的機能分析與改善投入之有組織

性、系統性的手段體系。」【註 2】而價值工程分析即是以價值工程的理

念進行規劃分析，期於專案執行時能夠以最低之總成本，獲致專案所需之

機能。 

(2) 審查材料單價：為達專案所欲達成之機能需求，針對建築師或設

計單位所提出的設計方案進行工程材料、設備系統的選擇及單價審查的工

作。此部份應配合參照專案所擬定之初步預算，以符合成本控制之目的。 

(3) 審查成本計畫書：審查設計單位提送之成本計畫書。計畫書內容

應包含現金流量之分析規劃、專案財務計畫等。成本計畫書應確實符合專

案設計成果，以反映專案執行階段之成本管理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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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中華顧問工程司成本管理模式【註 6】【註 7】 

 

 

 

 



3. 3. 3. 3. 招標階段招標階段招標階段招標階段 

(1) 擬定整體預算：協助審查設計單位提送之設計預算，包含設計數

量、單價，以及工料分析等。依據預算審查結果擬定發包底價。 

(2) 招標文件之準備審查：招標作業相關文件之準備及審查，其中應

包含財務相關資格的審核項目。 

(3) 投標廠商資格審查：投標文件之審查及評比，其中應包含施工廠

商財務相關資格的審核。 

(4) 協助完成訂約：協助辦理發包作業，應包含成本控制相關作業。 

4. 4. 4. 4.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1) 審查整合工程估價計算：施工廠商估驗計價之審核及覆核作業。 

(2) 審查整合變更設計：確認變更設計之需求，執行契約變更作業等。 

((((四四四四))))國內現行成本管理模式比較國內現行成本管理模式比較國內現行成本管理模式比較國內現行成本管理模式比較 

依據前述章節整理可得國內現行成本管理模式比較如表 1 所示。 

 

 

 

 

 

 

 

 

 

 

 

 

 

 

 

 

 

 

 

 

 

 

 

 

 



表 1  國內現行成本管理模式比較表 

成本控制模式成本控制模式成本控制模式成本控制模式    優優優優                點點點點    缺缺缺缺                                        點點點點                適適適適    用用用用    性性性性    

建 

築 

師 

公 

會 

全 

聯 

會 

1.簡明易懂，易參照執

行。 

2.重點為專案收支之控

制。 

3.著重計畫完成效益及

專案績效評估。 

1.未詳細說明服務項目之執行內容。 

2.所列之流程僅基本項目。 

3.管理之重點與屬性偏向業主單位。 

4.未提及發包作業之相關項目。 

5.未列出「監工制度」階段之執行項目。 

6.未包含專案之營運與維護階段之服務項目。 

1.適合擬定成本管

理綱要項目時參

考。 

2.適用於業主單位

之管理角色。 

機 

關 

委 

託 

技 

術 

服 

務 

廠 

商 

評 

選 

及 

計 

價 

辦 

法 

1.適合專案營建管理者

參考採行。 

2.具法源規範性。 

3.具統一性。 

4.簡明易懂，易參照執

行。 

5.方便作為訂定委託技

術服務合約之參考範

本。 

1.未詳細說明服務項目之執行內容。 

2.未清楚區分出成本管理相關項目。 

3.部分項目未述明與前置成本管制項目之關聯

性。 

4.模式執行之初應對相關資料進行蒐集探討。 

5.「招標發包之諮詢及審查」階段中未明定應

針對哪些廠商財務資格進行擬定及審核。 

6.未包含施工廠商合約訂定後之標價調整作

業。 

7.「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階段

未述明成本管理相關之服務項目。 

8.未提出完工後之專案績效評估服務。 

9.未包含專案之營運與維護階段之服務項目。 

1.適合擬定成本管

理綱要項目時參

考。 

2.適用於專案營建

管理者之管理角

色。 

3.可作為訂定委託

技術服務合約之

參考。 

 

中 

華 

顧 

問 

工 

程 

司 

1.適合專案營建管理者

參考採行。 

2.具通用性及實務性。 

3.簡明易懂，易參照執

行。 

4.推行價值工程分析，對

於專案成本管理具正面

之影響性。 

1.僅列出主要之成本管理項目。 

2.模式執行之初應對相關資料進行蒐集探討。 

3.招標階段中未明定應針對哪些廠商相關財務

資格進行擬定及審核。 

4.未列出設計廠商計價審查之作業項目。 

5.未包含施工廠商合約訂定後之標價調整作業。 

6.未列出爭議與索賠處理之相關作業項目。 

7.未列出成本控制相關之作業項目。 

8.未提出完工後之專案績效評估服務。 

1.實務執行時作為

基本參考之用。 

2.適用於專案營建

管理者之角色。 

 

 

 

 

 

 

 



四四四四、、、、專案成本管理標準模式之研擬專案成本管理標準模式之研擬專案成本管理標準模式之研擬專案成本管理標準模式之研擬 

依據前述所蒐集的國內各成本管理模式及比較其優缺點、適用性後，

進而研擬一套較為完整周詳的成本管理標準模式，供國內執行成本管理時

之參考依據。 

((((一一一一))))研擬成本管理標準模式目的研擬成本管理標準模式目的研擬成本管理標準模式目的研擬成本管理標準模式目的 

本文研擬成本管理標準模式的目的如下： 

1. 以專案管理者的角度，擬定一套適合於實務上執行之成本管理模

式。 

2. 模式流程之執行內容應涵蓋全生命週期之成本管理執行作業。 

3. 模式執行內容應以成本管理為主體。 

4. 模式應可廣泛適用於營建工程專案。 

((((二二二二))))成本管理標準模式介紹成本管理標準模式介紹成本管理標準模式介紹成本管理標準模式介紹 

本文所研擬的成本管理標準模式流程如圖九所示，以下分別針對該模

式之執行流程以及適用性進行討論及說明。 

1. 1. 1. 1. 規劃與可行性階段規劃與可行性階段規劃與可行性階段規劃與可行性階段 

(1) 蒐集彙整專案成本相關資訊：針對成本管理相關專案基本資料進

行蒐集探討。 

(2) 設計需求之評估建議：依據專案所欲達成之機能目標，進行專案

設計需求的評估及建議。需注意設計需求應配合專案相關之可行性報告、

環境影響說明書，以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等報告結果進行評估建議。同

時提具多項可能性方案進行評估建議作業，以提昇作業完整性。 

(3)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分析：針對專案用地需求，進行用地取得的

確認，進一步了解拆遷補償所需經費，擬定用地取得之工作流程，以及時

程計畫，以配合專案時程，並作為預算經費編列、現金流量計畫等相關財

務規劃之參考。 

(4) 初步預算擬定：依據前述的設計需求，以及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

分析結果，進行初步預算金額的擬定。進行預算擬定時應一併考慮先前所

述之專案財務執行相關資訊，確保專案實際執行的可行性。 

(5) 財務分析及財源取得方式建議：以前項擬定的專案初步預算為基

礎，檢討業主單位財源取得方式，配合現金流量等相關的財務分析，針對

不同之專案財務方案，提供業主單位財務執行建議及相關評估報告。 

(6) 施工可行性之審查及建議：針對建築師或設計單位所提出的專案

施工作業流程提出審查及建議。此部份應加以考慮施工方案是否造成專案

直接或間接的成本負擔，如是否易產生鄰房糾紛，專案工期或品質是否有

不易控制的可能性等。此外，施工可行性之審查及建議應配合先前規劃之

財務方案進行檢討，以確實配合業主資金規劃的收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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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專案成本管理標準模式(1/2) 

 



2. 2. 2. 2. 設計階段設計階段設計階段設計階段 

(1) 價值工程分析：於施工可行性審查完成後，針對已確認之施工方

案，以價值工程的理念進行規劃分析，期於專案執行時能夠以最低之總成

本，獲致專案所需之機能。 

(2) 現金流量分析：完成價值工程分析後，專案的成本收支計畫大致

底定。此時應針對未來專案實際執行期間的資金收支進行現金流量分析，

以作為成本控制之基本依據。 

(3) 替代方案研擬建議：透過價值工程分析，以及現金流量分析後，

可能產生數個可行的專案施工替代方案。此時應經審慎之評估及審查，並

提供適切的執行方案。對於未獲建議之方案仍應詳實記錄及評估，作為專

案實際執行時參考或應變之用。 

(4) 材料、設備系統選擇：依據前述專案設計的基本成果進行專案設

備、材料系統的選擇。應注意此部份的規劃應配合專案財務計畫執行，因

部分特殊材料或設備系統需經過一定時程方能到貨，因此，現金流量分析

應特別注意相關之問題。此外，材料或設備系統的替代方案亦應於此階段

進行規劃。 

(5) 資源估算：依據前述專案設計的基本成果，進行專案的人力資源、

材料資源，以及機具資源進行細部設計估算。此部份應搭配「材料、設備

系統選擇」項目同步進行，以確實反映設計成果。 

(6) 建造與設備發包預算之編擬及審查：參考前述專案設計的基本成

果，以及材料、設備系統選擇、資源估算結果，進行建造與設備發包預算

之編擬及審查作業。此部份之輸出結果應包含發包預算書以及相關之工料

分析結果，以作為往後專案預算控制之目標。 

(7) 發包策略及分標原則之研訂或建議：以專案設計成果（含設計圖、

規範文件等）以及財務計畫為基礎，考量包含執行可行性、現金流量分析

結果，研訂或建議專案發包策略及分標原則。 

(8) 服務廠商服務費計價作業審核：在執行專案設計階段的同時，審

核設計服務廠商的服務費計價作業。 

3. 3. 3. 3. 招標發包階段招標發包階段招標發包階段招標發包階段 

(1) 招標文件財務相關資格之擬定：依據前一階段所擬定的專案發包

策略及分標原則，擬定招標文件財務相關資格。一般分包之相關財務資格

應包含廠商之資本額、近年承攬工程數及營業額、各項財務證明文件，以

及各項工程保證等。由於此部份資格的擬定攸關專案執行期間風險管理成

效，間接影響到專案成本管理成果，因此，務必逐次覆核、檢討及修正，

降低專案分包之風險性。 

(2) 協助擬定工程底價：依據設計成果及發包預算，搭配考量當時環

境之經濟條件（如利率、付款條件等），協助業主單位擬定工程底價，以

作為發包之參考依據。 



(3) 協助招標文件財務相關資格之審查及評比：協助業主單位進行招

標文件中財務相關資格之審查及評比。此處審查及評比的項目為前述所擬

定關於施工廠商的各項資格。 

(4) 協助辦理發包作業：協助業主單位辦理發包作業。倘若專案屬重

大工程建設，施工廠商之財務狀況將嚴重影響專案執行時，可透過徵信或

以進一步審查相關財務資料方式，確認施工廠商的承攬資格。 

(5) 協助調整發包單價及工料分析：依據施工廠商得標金額，協助業

主單位調整發包單價或工料分析內容，使成為合約預算書，並作為往後專

案預算控制、施工廠商計價作業審核之基準。 

4. 4. 4. 4.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1) 施工估驗計價之審查或覆核：審查或覆核專案施工廠商提送之施

工估驗計價報告書，提供業主適切的專案計價付款建議。需注意審核時宜

配合專案進度、財務計畫、現金流量預測一併考量，避免進度落後、成本

超支，或年度預算不足之情形。 

(2) 契約變更之處理及建議：當專案有契約變更處理之需求時，針對

契約變更內容（含可行性評估、替代方案研擬）進行審核及建議，並配合

執行契約變更相關作業。契約變更時宜注意各項資源的市場單價變動情

形，並配合參照財務計畫及現金流量預測，以符合專案各階段財務規劃情

形。 

(3) 監造估驗計價之審查或覆核：審查或覆核建築師或監造單位提送

之監造估驗計價報告書，提供業主適切的專案計價付款建議。需注意審核

時，宜將現金流量預測一併考量，避免年度預算不足之情形。 

(4) 編列分期預算：依據施工合約、監造合約等發包預算金額逐期（每

月、每季、每年）編列專案分期預算，以作為專案支出的控制準則。分期

預算編列期間愈短，審視及控制效果愈佳，但相對耗費的資源亦相對較多，

宜視專案需求程度編擬。 

(5) 人力、材料數量審核管控：配合專案估驗計價審核之結果，以及

專案工程日報表，以專案執行預算為基準，進行人力、材料數量的審核管

控。此一管控手段可提供管理者專案成本及進度管理狀況的基本訊息，提

升管理實效。 

(6) 預算支出控制：配合專案估驗計價審核之結果，以及現金流量分

析手法，進行專案預算支出的控制。此外，透過執行成本/進度整合控制系

統，可清楚了解專案在進度及成本管理方面之成效，並以之作為後續專案

管理執行修正的參考依據。 

5. 5. 5. 5. 營運維護階段營運維護階段營運維護階段營運維護階段 

(1) 結算資料之審查或覆核：協助業主審查或覆核如竣工圖、驗收報

告等相關專案結算資料。 



(2) 專案管理績效評估：專案結算後，應配合參照專案財務計畫，同

時進行專案完工之效益評估，完成報告後提交業主單位，作為往後類似專

案的回饋資訊。 

(3) 履約管理成本管理相關事項：針對施工廠商於完工後之履約管理

相關作業，如核退尾款作業、核退保證金作業等，應協助業主配合執行。 

(4) 協助擬定營運維護管理計畫：協助業主單位擬定營運維護管理計

畫。此部份包含協助審核營運階段財務執行計畫等成本相關計畫書。 

 

五五五五、、、、結結結結    語語語語 

本文彙整（建立）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發布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價辦法」及中華顧問工程

司等國內現有專案成本管理之機構之專案管理成本管理運作模式，如圖

六、圖七及圖八所示；並整理其適用性及優缺點分析比較，如表 1 所示。

並依據相關專案成本文獻資料及國內現有機構之專案成本管理模式，建立

專案成本管理標準模式，如圖九所示。 

本文係以專業營建管理者的角度切入探討，建議未來研究可考慮以專

案當中不同的管理者角色，如業主單位、建築師或監造單位、施工廠商等

角度進行討論，以增加研究之廣泛性。並建議後續研究針對本文成本管理

手法，相對應所產生的成本績效影響進行評估分析，以了解本文成果對於

專案成本績效是否具有提昇之實效。 

六六六六、、、、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註 1)William R. Duncan, A Guide To The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1996。 

(註 2)林耀煌，「營建工程施工規劃與管理控制」，長松出版社，民國九十

一年。 

(註 3)李得璋，「專案工程控制」，專案工程控制上課講義，民國八十五年。 

(註 4)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工程進度品質與成本之控制」，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五月。 

(註 5)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價辦法」，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九十一年五月。 

(註 6)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舘新建工程委

託專案管理服務建議書」，八十八年六月。 

(註 7)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新竹體育館新建工程委託辦理工程專案

管理技術服務建議書」，九十二年五月。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整體景觀 

設計構想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土地開發涵蓋之工程範疇極廣，景觀工程為土地開發業務項目重要一

環，本文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簡稱為『中科』或『台中基

地』）為例，介紹整體景觀工程的規劃理念及本案之設計重點。 

    

一一一一、、、、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台中基地位於台中縣大雅鄉暨台中市西屯區縣市交界處附近

（詳圖一），西側為大肚山，基地範圍約為台中都會公園以東，縣

125 道路以西，南至台中榮總醫院宿舍北側之國安國小，北距清泉崗

機場約 2 公里，基地總面積約 332.5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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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區之土地使用配置包括廠房用地（146.09 公頃）、住宅用地

（2.60 公頃）、管理中心與公共及服務設施用地（111.88 公頃）及保

育用地（72.00 公頃），預計引進 39,300 個就業員工。園區於整體景

觀上應呈現出生態化、人性化、科技化之意象，配合土地使用分區，

全區分為航太科技、服務（動力核心）、光電及生物科技等四區（詳

圖二）。配合先期進駐廠商用地需求、水電供應及公共設施建設時

程等因素，分期分區進行開發(詳圖三)。 

 

 

 



 

 

二二二二、、、、規劃理念規劃理念規劃理念規劃理念 

台中基地位於台中大肚山東側山麓地區，地形由西向東以緩坡

下降，地形變化單一，景觀主體為廣大面之荒廢地、農作區、溝渠、

小型聚落及工業廠房區等。周邊地區中，基地西側台中都會區公園

自然度較高，其他地區則以中、低都市化之聚落及田野景觀為主。

聚落或小型廠房景觀則多分布於省道、縣道沿線，基地南側之西屯

路沿線發展程度最高，有不少大型集合住宅分布。基地內之土地利

用以台糖公司休耕之蔗田為主，其中並有私有農田、灌溉溝渠、雜

林、草生地、聚落或獨立建物零星分布其間，景觀單調。 

大肚山原本是一個乾枯及多礫石的區域，隨著中部科學園區的

進駐，將帶來不一樣的風貌，而我們希望中科有別於其它科學園區，

它是一個能代表台灣中部地區自然及人文風貌的園區，也希望它成

為自然的『東方瑞士』及科技的『東方瑞士』。 

本園區整體規劃願景以朝向『三生網路』來規劃，其發展目標

如下： 

�  生態：以生態綠網、生態工法、水資源循環再利用、綠建築

等做法，來塑造園區生態景觀。 

�  生活：以可容納活動舉辦、人文環境塑造、休閒遊憩功能，

來塑造生活機能景觀。 



�  生命：透過生物多樣性、動植物生態園區、環境監控指標植

物建立，來塑造具生命力景觀。 

 

三三三三、、、、景觀工程規劃構想景觀工程規劃構想景觀工程規劃構想景觀工程規劃構想 

((((一一一一))))基地景觀結合區域生態之整體塑造基地景觀結合區域生態之整體塑造基地景觀結合區域生態之整體塑造基地景觀結合區域生態之整體塑造 

1. 延續既有區域景觀型態，連貫基地周界隔離綠帶、公園綠地

與滯洪池貫連起來，使基地未來能與區域之景觀意象、生態紋理相

結合，形成產業與生態並重之新型科園。 

2. 園區內公共設施儘量使用自然或類自然材料，以強化其自然

特質，並融入休憩賞遊之活動特性。 

3. 基地內現存有價值、具意義之植栽，如非必要將儘量予以原

地保留或移植。 

4. 針對基地南側特有之坡地地形，將以低密度之山林廠區景觀

手法處理，並於基地高點之綠地上建立一地標式之觀景場所，以呼

應地勢。 

5. 基地內及東南界外分別有祠堂及寶塔，需分別考量保留及借

景融合之景觀手法設計。 

6. 利用土丘及階層性密植手法，一方面遮蔽鄰近基地之墳墓等

不良景觀；另方面軟化基地內之人造景觀，並可作為區域內既有生

物之棲所。 

((((二二二二))))塑造生態景觀之藍圖塑造生態景觀之藍圖塑造生態景觀之藍圖塑造生態景觀之藍圖 

1. 融合自然地貌的景觀規劃 

(1)尊重地貌特色與地景資源之生態園區 

原地貌視野向東可眺望台中市區，向西仰看大肚山景。基地第

二期開發區地勢居全區高點，故於南側綠地可俯瞰全基地景觀。將

輔以基地週界之林區景觀、溝渠景觀、村落景觀等景觀借景處理，

以充分展現本基地之生態與地貌特色。 

(2)避免突兀之過度設計 

本基地西鄰台中都會自然公園，整體地形地貌因坡度、溝渠及

農場景觀，頗具自然景觀特色及價值。本計畫開發將與原有地貌結

合，配合留設廣場、道路景觀、交通節點、地標及附屬設施，均應

針對空間性質與地貌特色從事景觀及造型設計。 

(3)融入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工法 

全基地之土方應以區內平衡為目標。建築基礎開挖之土方可於

各基地法定空地、主軸園道建築退縮帶及需營造地貌變化之綠地填

方，以形成自然之土丘造景及蜿蜒之登高步道，塑造有趣之地景與

視覺變化。滯洪池與公園綠地植栽等，採用生態工法及生物多樣性



之設計原則，選擇原生且多種類之植栽設計，師法自然以建立其自

有之生態圈與動植物食物鏈。 

2. 睦鄰與地域文化融合 

基地東側及北側聯外道路側現有聚落數處，西側山頂為大肚

山、台中都會公園。整體景觀規劃上以考量融入地域文化、尊重在

地環境為前題。 

(1)鄰近村落之基地範圍界線仍以原地貌保留之小土圳、雜木林

帶、矮石墻、小橋作為入口意象及隔離綠帶之主要景觀元素，以低

調、協調之處理手法作為界面上設計，避免以突兀之高科技金屬地

標破壞村落協調感。都市設計準則針對入口區之建築量體施以高度

限制及退縮規定，不致造成鄰近村落之壓迫感。 

(2)基地外緣鄰接聚落處之開放空間均考量回饋鄰里共用為原

則。如公 3 用地以保留原有野溪、塑造溪畔露天廣場、提供活動場

所作為設計構想。 

(3)滯 1 用地雖與污水處理廠為鄰，但於周遭規劃有環保科技展

示館、污水處理解說景觀台，供鄉民共同瞭解現代環保科技參與環

保處理監督，生態滯洪池及環保廣場，可供鄉民休憩活動使用。 

(4)基地東側入口北側之公 7 用地，規劃為運動遊憩公園，有體

健場所與兒童遊戲場所，可供園區員工與村落鄉民在此運動交誼，

並設有活動公告專區，提供園區文教活動資訊及里民參與機會。入

口另側之滯 2 景觀滯洪池提供池畔步道活動棧台與觀池亭等休憩設

施，俾使此區成為園區與鄰里共享之休憩場所，以提昇園區與地方

之文化融合與交流。 

(5)基地西側為大肚山頂之台中都會公園，現為台中居民假日活

動之重要據點，本基地第二期開發區用地與該區接攘。景觀規劃上

藉由綠 9、10 及滯 4 用地可與園區中心作完整之串連與溝通，園區員

工可取道綠 9、10 山坡上之圳谷登山步道登高健行，接往台中都會公

園踏青。都會公園賞遊之民眾亦可藉由該步道進入園區，並於彎路

側之制高點森林瞭望台鳥瞰科園全區，藉由展望台上之透視圖版說

明，視察並認識園區之廠商分區及生產產品，使一般民眾藉由接觸、

休憩活動中更加瞭解園區文化與內容。 

3. 考量人性尺度的園區空間－－以「人」為主角 

(1)創造各具特色、供人遊憩之據點場所 

基地內之滯洪池、公園、保留綠地、區內步道系統、景觀陸橋、

管理中心、建築退縮帶、水塔等綠地設施空間，需就各場所特色妥

善規設適宜活動之空間及景觀，使人們於園區內步行活動可隨處停

留，感受吸引人之視野特色及休憩空間。 

(2)提供人性尺度的都市量體與街具設施 



依據都市設計準則之管制，控制鄰近主軸帶之建築退縮空間、

牆面線指定、建築量體安排、開放空間留設規定等，輔以蜿蜒之綠

帶步道、土丘及喬、灌木配置塑造性尺度之景觀空間，以豐富且增

進人們園區徒步活動之可能。 

4. 公共藝術規劃構想 

園區之公共藝術須從公共空間之細部設計時即予植入，舉凡跨

越橋、水塔、入口景觀、土丘均可結合藝術團隊進行，以整體開發

之角度切入發揮，並考量視覺與空間之整體感，減少日後採購方式

而造成與環境不協調之困擾發生。 

作品內容以關懷台中地區自然生態環境、科學發展與生活融入

及地域社會文化為主。可以序列方式表達，不限媒體材料，可為平

面或立面型式，如地坪、牆面、照明、影像或街俱。設計地點為民

眾可及或可目視之公共空間，並可以公開票選方式取得作品。 

((((三三三三))))各分區意象塑造各分區意象塑造各分區意象塑造各分區意象塑造 

本園區於整體景觀上應呈現生態化、人性化、科技化之意象，

基地各期各區將依產業分布、土地使用規劃及現況地景，塑造成航

太科技區、動力核心區、光電重鎮與田園區、生物科技園與山林生

態村等不同主題區，全區景觀設計構想詳圖四，全區鳥瞰如圖五。 

 

 



1. 北區（航太科技區，規劃構想詳圖六） 

本區為基地北側之主要入口，日後以引進航太科技廠商為主。

入口處採土丘、石景等排列，以塑造星體紋路之視覺景觀效果，藉

以隱喻於太空觀察及星球表面之意涵。街道家具亦採弧形流線設

計，以契合地景並傳達流體力學意境。 

 

 
 

2. 中區（動力核心區，規劃構想詳圖七） 

本區為全基地之主要節點與景觀重心，亦為園區管理中心之所

在。利用緩坡及環形人行橋圍塑本區地標，以強化主要節點意象、

便利活動機能串連，成為名符其實之園區都心。管理中心前側基地

退縮交角處，將留設供園區辦活動之扇形廣場以集散人潮。西區停

車場則以弧形步行動線穿越管理中心而接聯公園，並於公園內規設

運動設施，而成為全基地最熱鬧之動態活動重心。 

3. 南區（光電重鎮與田園區，規劃構想詳圖八） 

本區招商建議以光電科技廠商為主。北端 60M 與 40M 綠軸節點

為整體景觀之塑造軸心，開放空間地坪、植栽綠帶、滯洪池配置與

步道設計由中心點圓盤放射狀展開，猶如霍華德之田園都市理論，

亦象徵晶圓式之景觀規劃。街道家具及地景設計均採較幾何之圓弧

形設計，輔以適當之金屬街具設計，以傳達光電科技意涵。 



 
 

 

 
 



4.西區（生物科技園與山林生態村，規劃構想詳圖九） 

該期土地位於基地南端之坡面，平均坡度約達 7％，地形上向東

可俯瞰園區全貌，向西與台中都會公園接攘。未來將引入生物科技

廠商，並以坡地低密度建廠開發，塑造山林廠區景觀。 

 

 
 

 

四四四四、、、、景觀綠地系統規劃構想景觀綠地系統規劃構想景觀綠地系統規劃構想景觀綠地系統規劃構想 

本園區之開放空間系統可分為供公眾使用之公共開放空間與廠

房自用開放空間兩類，而公共開放空間依使用層級可再分為主要與

次要兩種，包括可供舉辦全區性活動及供全體員工利用之「全區廣

場」與「全區公園」、在園區配置上形塑主軸帶狀開放空間的「園

區主軸綠帶」、包圍園區以形成園區內外緩衝隔離之「緩衝綠地」、

散佈園區各處創造豐富開放空間特色之「小型公園」、「景觀綠渠」

與「滯洪景觀池」，以及各建築基地配合留設之帶狀綠地與廣場等，

參見圖十與圖十一。 

 

 

 

 

 



 
 

 



五五五五、、、、細部規劃設計構想細部規劃設計構想細部規劃設計構想細部規劃設計構想－－－－－－－－以滯洪池為例以滯洪池為例以滯洪池為例以滯洪池為例 

為永續經營當地水土資源，園區開發將配合基地景觀及生態特

性設置排水及水土保持設施，以保護當地水土資源不致流失，並培

育與當地生態相容之自然資源，其規劃原則如下： 

�    順應基地自然特性，維持既有排水分區，規劃設計排水系統。 

�    多功能滯洪池設計，使其兼具防洪、生態保育及休憩功能。 

�   就地取材設置滯洪池：由於園區附近屬紅土表層及礫石地

質，為發揮滯洪池之調節洪峰功能，並創造池岸生態景觀，將利用

當地天然材質做為滯洪池舖設材料，詳如圖十二。 

 

 
 

�   本基地部分土地屬山坡地，配合土地使用需進行坡地開挖整

地，因此，需於整地邊坡坡趾設置截流溝，以防止坡腳沖刷；全區

週界並配合綠地系統設置邊界截流溝，以避免基地開發阻礙區外排

水系統。 

�   除於坡面設平台溝、陡槽溝等坡面排水設施外，並將全面噴

植草種，以作為坡面保護及景觀綠化。 

�   基地範圍內於整地及開挖完成後，須整地面即進行噴植草

種，道路兩側及中央分隔島、公園及邊界綠地則配合開發進度種植

灌喬木。 



台中基地共規劃四處滯洪沉砂池，為緩和大範圍土地開發所造

成之影響，減少表面逕流過大、水土流失對下游設施造成之衝擊。

因此，在景觀上須先考量機能性所造成的影響，分析如下： 

1. 滯洪池、沉砂池平時為「無水」或「淺水」景觀 

因滯洪池、沉砂池為容納大雨時所產生地表逕流的緩衝空間，

平時幾為無水狀況，在大雨來臨時才有足夠空間容納水量。因此，

在滯洪池的設計上應以「無水」或「淺水」景觀為主。 

2. 工作空間轉化塑造地景景觀 

滯洪池、沉砂池為園區大量水流集中處，當泥土淤積而影響瞬

間蓄水量時則需進行淤泥清除工作。因此，在滯洪池及沉砂池規劃

設計時需有工作道產生，並將工作道設計作多功能使用（如散步道、

地景圖案景觀……等），將可增加滯洪池及沉砂池景觀。 

3. 多功能使用需與生態景觀結合 

台灣地狹人稠，為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多功能使用為土地規劃

的目標之ㄧ；多功能使用的首要考量是安全，生態工法就是環境安

全度高的設計。在滯洪池的設計上，如要人親近使用，應採用緩坡

處理，不可使用垂直的開挖方式，以避免瞬間進水時，水量突升所

造成的危險。 

4. 雨季時安全性及管制措施 

滯洪池平時為無水狀態，但在雨季時即成為一個大水池，為維

護安全，滯洪池應以緩坡為主，避免水深突然變深造成危險。此外，

應設立安全管制點，以解說滯洪池安全管制內容及使用說明，避免

危險產生。 

有關台中基地滯洪池的規劃構想如下： 

    ((((一一一一))))規劃設計理念規劃設計理念規劃設計理念規劃設計理念－－『－－『－－『－－『三生網路三生網路三生網路三生網路』』』』發展構想發展構想發展構想發展構想（（（（詳詳詳詳圖十三）））） 

各個滯洪池均以生態為主軸，發展其他的附屬項目及各滯洪池

景觀定位。 



 

 

((((二二二二))))分區構想分區構想分區構想分區構想 

1.1.1.1.北區北區北區北區（（（（滯洪池一滯洪池一滯洪池一滯洪池一）））） 

(1)主題：解說親水園 

(2)發展構想：以『解說親水園』為主軸，規劃水生植物園、污

水處理解說、中部科學園區解說、地方文化解說、動植物解說、親

水設施、學習園區等。 

(3)景觀構想圖：（詳圖十四） 

2.2.2.2.南區南區南區南區（（（（滯洪池二滯洪池二滯洪池二滯洪池二）））） 

(1)主題：生活遊憩園 

(2)發展構想：以『生活遊憩園』為主軸，規劃為甘藷地瓜園、

鄉土植物園、休閒綠地廣場、水生生態園、大肚山夜景廣場、體能

活動場、自導式步道等。 

(3)景觀構想圖：（詳圖十五） 

3.3.3.3.南區南區南區南區（（（（滯洪池三滯洪池三滯洪池三滯洪池三）））） 

(1)主題：綠色生態園 

(2)發展構想：以『綠色生態園』為主軸，規劃綠色廣場、林蔭

步道、大草原廣場、水生池、端點廣場等。 

(3)景觀構想圖：（詳圖十六）  



 
 

 



 
4.4.4.4.西區西區西區西區（（（（滯洪池四滯洪池四滯洪池四滯洪池四）））） 

(1)主題：入口生態園 

(2)發展構想：以『入口生態園』為主軸，規劃入口生態池、入

口廣場、綠蔭活動場、生態步道、夜空廣場、大度山人文廣場等。 

(3)景觀構想圖：（詳圖十七） 

 



六六六六、、、、植栽規劃設計構想植栽規劃設計構想植栽規劃設計構想植栽規劃設計構想 

為塑造本園區為生態化與人性化之工作環境，應充分運用植栽

之選種與配置方式來界定景觀分區特色、強化開放空間親切感、創

造舒適且豐富之人行與車行視覺體驗，有關本園區植栽規劃設計構

想，詳圖十八。 

 

 
 

 

本園區將針對基地環境特色及客觀條件，以科學化方式選取適

合的植栽種類，評選的因素包括：生態、機能、人文因子、景觀效

果及維護管理等因素，並選用台灣本地原生土樹種為綠化優選樹

種，以符合當地自然生態、減少維護管理成本，同時營造場所意象。

此外，配合園區內各分區之主題，選定主題樹種，以創造場所識別

系統，詳圖十九。 



 
 

有關園區植栽種類概分如下： 

((((一一一一))))水生植水生植水生植水生植物物物物 

本園區規劃之滯洪池共有四處，滯洪池區域內皆有水生植物

區，主要乃科學園區需要大量用水而產生大量的污水，如直接處理

排放將肇致水資源的浪費，如能加以利用，流至水生植物池內，成

為水生植物池的水源來源，將可達到園區『生態』平衡的目標。其

次，污水處理後，如再經水生植物的第二度處理，將可使園區內排

放水質達到更高標準。 

((((二二二二))))原生植物原生植物原生植物原生植物 

大度山原屬土地貧脊區域，如種植園藝家庭種或外來種植物，

將使植物生長狀況不良。因此，為使植物的景觀達到最佳效果，故

選擇台灣原生樹種，較容易適應大度山的地理景觀。 

((((三三三三))))鄉土植物鄉土植物鄉土植物鄉土植物 

大度山上農產種植以番藷（地瓜）、甘蔗、花生為主，主要也

是因為水源及土壤之故。因此，在園區內植栽計畫使用台灣的鄉土

植物，一方面可以讓植栽生長狀況佳；二方面可以強調大度山地區

的農業人文特色，塑造大度山『生活』文化的願景。 

((((四四四四))))景觀植物景觀植物景觀植物景觀植物 

本園區為高科技園區，引進產業為航太科技、光電及生物科技

等產業，為配合高科技的建築，將有部份需要使用優型景觀植物。



因此，可配合各分區周圍建築特色配置優型的景觀植栽。同時，主

要道路的槽化島以四季草花來配置，增添園區的生動力。 

((((五五五五))))生態環境指標植物生態環境指標植物生態環境指標植物生態環境指標植物 

一般民眾對於工業區總有一種高度污染的感覺，為降低此一不

良印象，可考量種植指標植物，利用指標植物的狀況，來瞭解目前

環境的變化（如二氧化硫增加時，櫸木將會枯萎等）。可以讓園區

有一指標植物，同時可以因為污染的控制，讓在此生長的植物，生

生不息，達到『生命』力的願景目標。 

 

七七七七、、、、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文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為例，以三生網路作為規劃

構想之基礎，並兼顧維護管理最經濟之觀點，期將園區整體資源作

最有效利用，使中部科學園區成為二十一世紀科技領航園區。以下

簡述本研究所得之結論： 

1. 景觀工程應配合土地使用計畫，擬定以界定、組織空間、遮

蔽不當景觀、創造景觀美質、改善物理環境（阻隔噪音、調節溫度、

減少炫光、改變風向及速度）、淨化空氣、涵養水源等為景觀及綠

化之方針。 

2. 依照區域計畫法之規定，非都市土地之開發應對於國土利用

係屬適當而合理，且不違反政府之土地利用及環境保護計畫，並須

對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規劃。政府爰訂定相關法

令規章，規範土地開發應備之要件，景觀工程須符合有關法令之規

定。 

3. 台中基地之土地利用規劃前提，係以遵從自然的固有價值和

自然程序，亦即配合土地的適宜性進行土地配置。是以，景觀工程

應遵循生態保育原則進行設計，例如：廣場、人行道及自行車道之

舖面，選擇透水性材質，以增加土壤的水源涵養功能。 

4. 景觀綠化工程有其地域性，應先考量當地氣候環境、土壤性

質、人文特性等因素，強調地方特色，不僅彰顯區域自明性，且較

符合使用者之需求。 

5. 為求園區永續發展，各項公共設施營運管理工作至為重要，

以景觀綠化工程為例，選用樹形整齊、生長速度較慢之樹種，利用

地被植物代替植草，選用安全耐髒之街道家具、結構物等，皆能簡

化維護管理工作，較符合經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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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華顧問工程司，92 年 6 月。 

(2)景觀：文化，生態與感知，俞孔堅，87 年 5 月。 

 



國際機場與客貨運籌規劃之發展趨勢 

運輸土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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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部 
經   理 管長青管長青管長青管長青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現代化的國際機場是政府推動全球運籌發展計畫，因應全球化產業供

應與物流需求的關鍵性基礎建設。國際機場建設從場址篩選、空側規劃、

陸側規劃、空域航管規劃，以迄於完成營運，其中包括政策、技術、環境、

財務、需求等構面，必須考量到機場本身的功能定位、新型飛機的研發、

航空公司的發展、航空管制系統的變革、客/貨運輸需求行為模式的變遷、

資金的籌措等課題，本文謹就上述課題之發展趨勢，在規劃方向作概括性

的探討，旨在拋磚引玉，誘發出更具創建的觀點與建議。 

 

一一一一、、、、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過去數十年來，隨著全球經濟活動的熱絡，以及航空工業的發展，空

運成長快速。依據空中巴士公司的預測，21 世紀的前 20 年，航空客運延

人公里（Revenue Passenger-Kilometers, RPKs）平均年成長率 4.7%，2020 年

之總 RPKs 將會是現在的 2.5 倍；航空貨物延噸公里（Freight Tonne-Kilometers, 

FTKs）平均年成長率 5.5%，總 FTKs 將會是現在的 3 倍 [1]。機場的經營者

雖然處於航空運輸需求成長的世紀，但也面對服務區域重疊競爭、顧客行

為模式改變及商業化等課題。 

服務區域重疊涉及機場定位，也牽涉到吸引顧客之競爭性課題。顧客

行為模式改變包括航空公司之整合與聯營、新大型客/貨機之研發、航空管

制的變革、客/貨運輸需求的改變等。商業化除迎合旅遊與貨物運輸需求的

改變之外，還包括「機場私有化、財源自籌及商場化」。 

 

二二二二、、、、機場定位機場定位機場定位機場定位 

迄 1999 年止，美國機場總數 18,344 座，接受聯邦航空署（FAA）資金

補助之國家計畫型機場（The National Plan of Integrated Airport System, 

NPIAS）有 3,344 座，其中主要機場（定期班機提供商用服務，登機旅客量

大於 10,000 人次/年）有 402 座，2000 年則增加為 419 座。在 419 座主要機

場中，大型軸心機場（Large Hub）31 座，中型軸心機場（Medium Hub）35

座，小型軸心機場（Small Hub）71 座，非軸心機場 282 座。其分類方式



係以登機人數佔全國總登機量決定之，1%以上為大型軸心機場，0.25~1%

為中型軸心機場，0.05~0.25%為小型軸心機場，小於 0.05%但大於 10,000 人

次/年登機量者為非軸心機場。以 2000 年之登機人數（約 75,000 萬人次）

統計，登機量 750 萬人次以上者均屬大型軸心機場，約 66%的登機量集

中在 31 座大型軸心機場，中型軸心機場則有 18%之佔有率。並非所有大

型軸心機場均為國際機場，很多非軸心機場也屬國際機場 [2, 3]。 

目前國內使用中之民航機場計有 17 座，國際機場 2 座，國內機場 15

座。如以美國 2000 年登機人數所對應之分類標準，對照到台灣地區，則

中正機場屬於大型軸心機場，台北松山機場及高雄國際機場屬於中型軸心

機場，小型軸心機場則包括花蓮、台東、馬公、台中、台南及金門六座，

其他非軸心主要機場包括嘉義、蘭嶼、綠島、屏東、馬祖及七美六座。過

去 20 年來航空運量隨者國民生產毛額（GDP）之高低而起伏(詳圖一)，2001

年台灣 GDP 為美國之 2.73%，總航空客運量為美國之 3.07%；以主要機場

相比較，台灣為美國之 3.58%。搭機人數及主要機場數量略高於 GDP 之比

值。 

 

 

 

 

 

 

 

 

 

 

 

圖一 

 

就機場本身而言，軸心型空運中心追求的是運量、歲入與利潤的成

長；就國家/區域經濟發展而言，軸心型空運中心的成形，可以帶動航空運

輸相關產業的發展，創造商業與工作機會，改善公共投資的回收，以及稅

收的增加，美國前數名大型軸心機場每一旅次對地區經濟活動的衝擊介於

250~1000 美元之間，其有形無形之效益相當龐大。達成空運中心的第一要

務是在運量穩定成長及市場佔有率的維持中，提升成長率及佔有率，而維

持、促進運量成長及佔有率的決定因素包括地理區位優勢、市場與交通量

結構、服務區域範圍、航空物流業的投入（Home-Base 的建構），以及機

場設施容量、服務水準與收費標準等。機場經營者必須找出運輸需求之起



迄點、旅客及貨物之組成結構、潛在顧客的需求與期望，同時還要能開拓

新的市場、擴展及延伸航線與航點。 

為了達到吸引顧客之目的，國際機場的規劃必須朝向軸心機場發展，

也就是政府推行有年之空運中心。唯有空運中心的發展，才能形成密佈全

球的服務網路，才能便利客/貨運輸，也才能提供低廉、高品質的服務。 

目前我國民航政策以推動中正機場為主之空運中心計畫，在其四周規

劃航空城、強化快遞貨物專區、改善機場聯外交通，高雄小港機場及計畫

中之中部國際機場則均屬區域型國際機場。機場定位清楚可以避免服務區

域重疊之競爭，然而從大區域的觀點，台灣要發展營運中心，除了其他配

套措施之外，基礎建設必須隨時保持寬裕的容量與具競爭性的設施標準。

否則，台灣雖然具有地理區位及光電、資訊產業發展之優勢，將因鄰近區

域新機場之發展，逐漸喪失成為亞太地區空運中心的契機。 

一座新的國際機場從規劃到使用約期 10 年，中正機場如不能解決擴

充用地取得之障礙，容量將受到限制，亟需及早籌劃紓解中正機場飽和壓

力之新國際機場的落腳場址。 

 

三三三三、、、、機場場址與可及性機場場址與可及性機場場址與可及性機場場址與可及性 

機場因航機起降噪音對人類生活起居產生衝擊、四周禁限建限制了都

市的發展、居住人口密集區地價高昂、土地取得困難等因素，晚近機場選

址趨勢已盡量遠離市中心，近幾年完成之機場如日本關西、韓國仁川、香

港赤鱲角、馬來西亞吉隆坡等國際機場均選擇在遠離城市之海上、離島或

偏遠地區。 

過去機場選址大多以不超過市中心 30 公里為範圍（例外如東京 Narita

國際機場距市中心 60km），1990 年 FAA 統計 NPIAS 之主要及商業服務機

場，在其 20 哩之方圓內，可服務之居民約為 70%，地面旅行時間在 45 分

鐘以內。近年來則擴大範圍朝向 60 公里以內發展，如關西機場距離大阪市

中心 35 公里，仁川機場距離漢城市中心 52 公里，吉隆坡機場距吉隆坡市

中心 50 公里。都市向外擴充發展結果，未來可能向 60 公里外或海上覓址。

雙條以上平行的長跑道，24 小時無間斷的營運，充分的擴充空間，是國際

機場選址的趨勢。 

場址距離都心越遠，可及性越差，但並不保證距離近可及性就一定

佳，尖峰時段擁擠的地面交通將大大增加旅行時間。為了讓 70%旅客能在

45 分鐘之旅行時間內到達機場，除了便捷的高/快速公路的網路系統之外，

不受交通尖峰影響之軌道運輸及快鐵成為未來機場必備的聯外運輸設施。 

 

 

 



四四四四、、、、新型飛機研發新型飛機研發新型飛機研發新型飛機研發 

自從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腳踏車修理工人萊特兄弟於 1903 年 10 月 17 日

首度以自製動力螺旋槳機離地飛行 120 英尺之後，飛機從競賽飛行、敵情

偵察、戰鬥、轟炸，到今天蓬勃之民航運輸發展，其歷程恰屆一百年(詳圖

二)。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美、德、日為掌握制空權，各式精良之戰鬥

機、轟炸機陸續發展，戰爭末期噴射引擎戰鬥機問世。1952 年英國首度製

造出第一架噴射客機，1958 年噴射螺旋槳飛機正式服務，美國第一架商用

噴射客機 B 707 也加入營運。此後，噴射引擎逐漸取代了活塞式引擎，航

空科技在這一百年中突飛猛進 [4, 5]。 

 

 

 

 

 

 

 

 

 

 

 

圖二 

 

1990 年前後，航空客貨運量成長快速，對於大型飛機之發展也樂觀預

期，那時後，800~1000 座位數飛機被大膽預測將於數年後問世。在空中巴

士公司聲明產製 A 3××之時，波音公司也聲明研發 B 747-400×；空中巴士公

司的發展策略是長程、班次少、極高容量，波音公司的發展策略是長程、

班次密集、高容量。數年前，波音公司已放棄 B 747-400×之研發，而空中

巴士公司則持續進行。 

A 380 客機酬載座位數 555 個，最大酬載重量 84 公噸，最大起飛重量

560 公噸；貨機最大酬載重量 150 公噸，最大起飛重量 590 公噸(詳圖三)。

相較於波音公司獨領風騷三十年之 B 747 客機多了約 40%之座位數與重

量，貨機之最大酬載重量則多出近 25%，但最大起飛重量卻多出近 50%。

波音公司停止研發 B 747-400×之後，最近提出雙引擎 7E7 之發展計畫，預

計 2008 年可以開始商業飛行 [6]，但其重點在突破目前航空市場之蕭條，

而對飛機之外觀、內裝、性能之改善，並無更大型飛機之發展計畫。 

 



圖三 

 

從空中巴士、波音公司之預測及研發計畫，在可預見的未來（2020 年

以前），將不會有大於 A 380 之機型問世。目前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之機場規劃設計規範均將最大飛機翼展訂為 80

公尺 [7, 8]。飛機大小及性能影響機場空側場站設施幾何配置甚巨，80 公

尺寬之翼展已迫使不少既有國際機場必須改善地面活動區之幾何尺寸；此

外，航機座位數與起飛重量的增加也影響登機門空橋及候機空間的規劃，

以及地面活動區道面強度的提升需求，改善行動對於機場營運與起降安全

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為迎接 A 380 之到來，中正機場必須進行跑道、滑

行道道肩的拓寬，道面結構強度的改善，部份勤務道路的遷移，以及停機

坪/登機門的加寬與擴大。 

在跑道長度方面，一般而言，機型越大所需跑道長度也越長，但並非

絕對，飛機的構造型式及其裝配引擎效率是決定跑道長度的重要因素(詳圖

四)。 

 

圖四 

 



五五五五、、、、航空公司之整合與聯營航空公司之整合與聯營航空公司之整合與聯營航空公司之整合與聯營 

航空公司面臨市場競爭、飛機維修能量/技術、場站規模、機隊組合與

規模，以及離到時間帶分配等之限制，使得航空網路無法遍佈全球，為了

降低營運成本、提升飛航安全及滿足顧客需求，彼此之間採行班號共用、

聯合維修與訓練、人力相互支援，以及機隊相互彈性調度等手段進行策略

聯盟。此外，為了取得航網及擴展公司規模，也採行購併動作。這樣的整

合與聯營模式逐漸在空運市場中成形，並朝向全球化發展。此一趨勢有利

資源整合與有效利用，而整合與聯營後的航空公司將在航站區獲得專用營

運區塊，要求不同的服務與感觀特質，機場經營者面對這種趨勢，將產生

設施分配及水準提升的壓力，但也有機場營運效率及容量提升的好處。 

目前中正機場在這一方面應對尚稱良好，在客運方面，華航、長榮與

其聯營航空公司分別使用一、二期航站區；在貨運方面也各自獨立擁有航

空貨物集散站之經營權。然而受限於貨運區可用空間，卻無法提供環球快

遞業巨擘 UPS、FedEx、DHL 等之獨立營運空間，對航空貨運中心的形成影

響深遠。 

整合與聯營之航空公司要求專用客/貨營運區域，以塑造企業服務特質

及營運便利，將是未來持續之發展趨勢。 

 

六六六六、、、、航空管制系統的變革航空管制系統的變革航空管制系統的變革航空管制系統的變革 

航空運輸的成長使得空域交通越來越繁忙，除了航機大型化的趨勢可

以減輕空中交通擁塞的壓力之外，儀降及航空管制系統現代化的研發，將

可提升空域及機場的使用效率與容量。 

在導引飛機進場方面，發展使用數十年之精確儀器降落系統（ILS），

可以達到能見度為零（CAT III）之最高儀降標準，已廣為國際機場所使用，

但其訊號易受干擾，場面需求條件嚴苛。另一精確儀器降落系統為微波降

落系統（MLS），它對設置場地之限制較小，但因昂貴的機載裝備，讓大

家心存觀望。在美國，MLS 目前係供做 ILS 之輔助系統，而其國際機場之

ILS 將至少使用到 2010 年 [9]。 

精確儀器降落系統的明日之星是全球定位系統（GPS），可以提供飛

行中航空器高度精確的位置、速度訊息，為四維度飛航輔助設施，它採用

全球通用之座標系統（WGS-84），且無使用數量的限制與天候的影響。為

了國防需要，發展經營 GPS 的美國國防部，將 GPS 訊號加以處理，使分成

標準定位服務系統（SPS）及精確定位服務系統（PPS）兩類，目前美國國

防部僅釋出 SPS，其水平位置之精確度在 100 公尺以內有 95%的機率，300

公尺以內則有 99.99%的機率；PPS 僅供聯邦政府、聯軍及可以滿足美國特

殊要求之民航業者使用。為了改善 GPS 的定位精確度，FAA 已發展出廣域

增益系統（Wide Area Augmentation System, WAAS），可使 GPS 達到 I 類精



確進場的標準；同時也正在發展地區性增益系統（Local Area Augmentation 

System, LAAS），可使精確進場提升到 II 及 III 類之標準[9]。(詳圖五) 

 

 

 

 

 

 

 

圖五 

 

此外，FAA 正積極研發自由飛行（Free Flight）之空域系統現代化，展

開五個構面的改善研究，包括空域狀況資訊即時化（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 CDM）、進場最佳排序（passive Final Approach Spacing Tool, pFAST）、

地面活動指引（Surface Movement Advisor, SMA）、集中式飛行管理（Traffic 

Management Advisor-Single Center, TMA-SC）、使用者請求評估工具（User 

Request Evaluation Tool, URET） [10]。 

CDM 提供航空公司作業中心與 FAA 間即時獲得空域狀況資訊（天候、

裝備可用性及延滯），使空域管理效率化。pFAST 依據使用者嗜好及系統

限制，提供管制員飛機排序及跑道指定，以達到跑道使用最大化。SMA 提

供航空公司飛機到場資訊，以利登機門及地面支援裝備之安排。TMA-SC

提供空中航路管制員及交通管理專家發展到場排序規劃的可能性。URET

是航路空域衝突之探勘工具，可使管制員能夠獲知使用者之請求是否會造

成空中飛機與飛機間的衝突。 

以 GPS 為基礎之 WAAS 與 LAAS 的出現可能取代 ILS、MLS，也可能

使得目前航路用導航/監視設備如特高頻多向導航台（VOR）、歸航台

（Nondirectional Radio Beacon, NDB）、太康台（TACAN）、特高頻多向導

航太康台（VORTAC）、測距儀（DME）及雷達等定位/監控裝備失去用武

之地。自由飛行的研發，可以提升飛行安全及機場作業效率與容量。此外，

FAA 持續進行航空運輸監督、環球航空資訊網路、飛航安全評估/管理、資

訊系統保護、空域與空中交通管理系統等之研發，同時進行航路及標準終

端自動化汰舊更新，未來機場助導航設施及空域航管的規劃，將面臨新一

代電子科技發展的衝擊。 

 

 

 



七七七七、、、、旅客運輸需求的改變旅客運輸需求的改變旅客運輸需求的改變旅客運輸需求的改變 

Skytrax 2003 年全球傑出機場問卷調查結果，前五名排名依序為香港、

新加坡、杜拜、雪梨、哥本哈根。問卷調查項目包括標誌的使用、出/入境

及轉機的可及性、旅客設施的舒適程度、消費商務及休憩設施服務的滿意

程度、保安檢查與效率等，從上述問卷調查內涵可以誘導出國際機場旅客

服務需求之發展趨勢。 

早期，飛機場一詞意味的是一片廣大的草原或平坦堅實地面，國民政

府對日抗戰期間，為了提供美國援華空軍機隊之進駐，以及多變的移駐需

求，一個機場只需要一至二個月即可完成。為了便於維護與管理，以及舒

適與安全性的考量，平整之鋪面開始使用。噴射引擎問世之後，由於其對

鬆散物資之吸力會造成引擎之損傷，水泥及瀝青混凝土鋪面成為飛行安全

不可或缺的基本設施。 

漸漸地，機場從提供玩家競賽飛行到今日之航空運輸中心，中間經過

了實用、安全、快速之基本需求，再提升到對顧客身體與感觀舒適之營造，

進入到顧客價值最大化所創造出來之新商業型態。唯有滿足顧客價值的最

大化才能獲得機場營利的最大化，未來機場的發展仍將是以顧客為導向的

發展趨勢。 

顧客價值最大化的新商業型態是安全與快速的需求，是消費、購物與

休憩的期望。 

1. 1. 1. 1.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機場以考量空側跑道、滑行道及停機坪之運作安全為主要，講求的是

跑道長度、安全地帶、無障礙空間、航管/助航的信賴程度，以及安全的管

制。過去數十年雖也有恐怖份子的劫機行為，但不若 911 事件的衝擊那麼

大。因此，未來除了航機起降及地面活動地區的安全考量之外，防止恐怖

份子劫機事件的發生，已成為各機場安檢的要務。安檢的寬鬆程度將直接

影響到等候時間的延滯。FAA 在其 2002 年的策略規劃中，投入 48,000 人力，

專注在保護環境與國家安全中如何改善空域飛行安全、保安與效率 [11]。 

2. 2. 2. 2. 快速快速快速快速 

時間即金錢，在 e 化的世紀，一切講求速度。機場內部客/貨流程的再

造，聯外交通的軌道化與快捷化，以及滿足環球奔波的商務需求等均屬機

場規劃要素。機場附設會議中心與商品展示中心，將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尤其是結合自由貿易區之後，需求更形殷切。 

3. 3. 3. 3. 消費消費消費消費、、、、購物與休憩購物與休憩購物與休憩購物與休憩 

候機空檔的旅客行為是餐飲、購物與休憩，很多大型軸心機場（Hub），

特許行業的營收佔有機場營收的大部份。購物中心、美食區將是滿足顧客

需求，增加機場營利的主要方式之一。 

 

 



八八八八、、、、航空貨物運輸需求的改變航空貨物運輸需求的改變航空貨物運輸需求的改變航空貨物運輸需求的改變 

早期的航空運輸以郵件為主，美國於 1918 年 5 月 15 日建立紐約至華

盛頓特區之定期航空郵件航線，1919 年德國定期載客運輸民航飛機開始營

運，聯繫各國主要都市航線紛紛開啟。我國亦於 1919 年 11 月成立「航空

事務處」，處理航空郵件運輸之監督管理，1920 年 8 月成立中國航空公司，

開始國內各主要城市間客運班機飛行服務，1949 年政府遷台，在台北松山

軍用機場成立國際機場，經營台北－香港及台北－台南航線，開航初期每

日往返一班次 [5]。 

雖然民航空運以郵件開始，客運航線開啟之後，郵/貨成為客機附掛

物，直到近四分之一世紀，全貨機業務才開始蓬勃發展，結合陸空服務的

物流快遞服務業逐漸成長茁壯，UPS、FedEx、DHL 等物流快遞業發展快速，

促使客機掛貨的比例降低。此外，全球性恐怖活動陰影籠罩，基於安全，

已有客貨分離之議，囿於運輸成本及點、線、面的考量，客貨分離尚難成

為航空物流的事實，但是全球貿易的成長，許多產業及時運輸（Just-In-Time）

的需求，將大大增加航空物流業的商機。 

全球化趨勢不因恐怖事件、戰爭、SARS 而停頓，全球經濟相互依賴

日增，UPS 總裁說「Nothing will stop world trade, so it’s time to synchronize.」。

國際機場之規劃者必須在以人為本的規劃理念之外，思考面對全球化的物

流需求。 

 

九九九九、、、、商業化商業化商業化商業化 

站在營利的角度，機場的經營管理者已經從基本交通運輸提供者的角

色逐漸兼具購物中心經營者的角色，航站大廈將須準備更多出租空間提供

商業化的服務。但也有負面的觀點，認為商場化的結果將產生無可避免的

喧譁與混亂，也認為旅客何必在旅途中購物來增加攜帶的累贅。因此，航

站大廈的規劃必須具有調整的彈性，以應付未來多變的需求。 

機場私有化、財源自籌源自歐洲，英國 BAA（British Airports Authority）

成立於 1965 年，目前經營國內 7 個機場，在境外也擁有 10 個機場之經營

契約或股份，以及美國兩個機場的零售業經營契約。BAA 成立的著眼點是

機場必須要有更多經營彈性，以創造更多利潤。近年來，美國也逐漸朝向

財源自籌方面邁進。國內則因民航作業基金收入的年變動率逐漸縮小，支

出在金額上已逐漸逼近收入，無力支付龐大之新機場建設經費。基於政府

財務、營運績效，以及提供民間投資管道、促進經濟活動熱絡，未來機場

將趨向私有化發展(詳圖六)。 

 

 

 



 

 

 

 

 

 

 

 

 

圖六 

 

十十十十、、、、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機場興建完成營運之後，隨著交通量的成長，擴充需求與日俱增，卻

往往受限於營運的維持、用地的取得與環境的因素，無法進行巨幅的更新

與擴充。規劃之初，宜將目光放遠，預留足夠的擴建空間，以適應未來機

型的發展與顧客的需求。 

過去，機場容量的定義是起降架次、客/貨運量；今後，財務可行、環

境許可將成為另類機場容量。選址之時，宜朝向遠離都心之偏僻處或海上

尋覓，以提供 24 小時之作業環境。同時擴充國際機場的服務範圍，建構快

速的聯外交通網絡。 

機場建設是傳統與高科技產業的結合，規劃之時，作業系統、安全監

控系統、導引系統、航空管制系統等宜配合時代的脈動，以提升營運效率、

確保飛航安全。 

造型新穎、設備齊全、標示清晰、消費便利、價格合宜、寬敞舒適、

作業有效率的機場航站是傑出機場的指標，也是機場經營/規劃者努力的方

向。 

航空貨運量成長高於客運的趨勢是國際機場必須面對的課題，以人為

本的規劃理念之外，還須思考面對全球化的物流需求。 

機場私有化是全球趨勢，宜訂定更具誘因的遊戲規則，導入民間資

金，以利紓解政府財政壓力，改善機場營運管理績效，以及活絡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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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先進 IC 智慧卡停車收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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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經理 劉佳任劉佳任劉佳任劉佳任 

電 機 部 
專案工程師 許仲仁許仲仁許仲仁許仲仁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使用非接觸式智慧卡作為支付工具之路外及路邊停車場收費整合系

統，可使停車者方便地使用同一張卡片，於路外或路邊停車時進行付費。

所有路外停車場之交易資料可即時傳送至帳務處理中心進行清分統計，經

營管理單位可僅使用一套系統同時管理路外及路邊停車場，以節省人力及

建置管理成本。 

 

一一一一、、、、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目前之停車收費系統可分為路外及路邊二大類，路外停車收費系統係

以磁卡系統為主，而路邊停車收費系統則以投幣式停車錶或 PDA 人工收費

為主。二系統之前端支付工具不同，且後端之資料處理系統亦未整合，對

營運主管單位而言，需同時維護二套完全不同且未整合之系統實是十分不

便，而且對停車者更是相當不便。 

使用非接觸式智慧卡作為支付工具，則可整合路外及路邊停車場之收

費系統，停車者可方便地使用同一張卡片於路外或路邊停車時進行付費。

路外停車收費系統可與既有之磁卡收費系統進行介面整合，且原有功能可

繼續維持運行而不受影響。路邊停車場需增設或換裝為非接觸式智慧卡電

子停車錶，以接受非接觸式智慧卡之付費。二系統共用一後端資料處理系

統，所有交易資料可即時或定時傳送至資料庫伺服器儲存，營運人員可依

需要進行帳務清分、資料統計、卡片管理等各項工作。 

本文將說明整體系統架構及營運管理功能，同時舉出此整合系統之優

點及績效，再考量實際推動之各種方式。以今日最先進之非接觸式智慧卡

為基礎技術之先進整合式停車收費管理系統必定是未來停車收費系統之主

流。 

 

二二二二、、、、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整體系統架構如圖一所示，以下就路外停車場、路邊停車場及帳務處

理中心之各項硬體設備加以說明。 



 

 

 

 

 

圖一 先進智慧卡整合停車收費系統架構圖 

 

 

((((一一一一))))路外停車場路外停車場路外停車場路外停車場 

路外停車場收費系統由出、入口門柵控制器、出、入口智慧卡驗票機、

場站資料處理電腦、智慧卡處理電腦、智慧卡讀卡機、印表機及自動加值

機所構成。 

1. 1. 1. 1. 出出出出、、、、入口門柵控制器入口門柵控制器入口門柵控制器入口門柵控制器 

資料庫伺服器 

資料統計電腦 
智慧卡處理 

電腦 

印表機 
發卡機 

乙太網路 
帳務處理中心 

入口門柵控制器 出口門柵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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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驗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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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外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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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停車資料 

處理電腦 

RS232 

印表機 

數據專線 

數據專線/撥接線路 



與出、入口智慧卡驗票機以無電壓接點介接，接受驗票機之指令以開

啟或關閉門柵。 

2. 2. 2. 2. 出出出出、、、、入口驗票機入口驗票機入口驗票機入口驗票機 

以非接觸方式依費率表對智慧卡進行扣款，扣款成功後下指令予門柵

控制器開啟門柵。交易資料可透過乙太網路或 RS422 介面傳送回場站資料

處理電腦，同時費率及其他參數可由場站資料處理電腦下傳至驗票機。本

司自行生產之悠遊卡驗票機如圖二所示。 

 

 
 

3. 3. 3. 3. 場站資料處理電腦場站資料處理電腦場站資料處理電腦場站資料處理電腦 

儲存交易資料並上傳至帳務處理中心。所有營運參數可由帳務處理中

心經由數據專線下傳至場站資料處理電腦，再下傳至驗票機。同時可監控

所有場站內之驗票機狀態，及產生所有營運報表由印表機印出。 

4. 4. 4. 4. 智慧卡處理電腦智慧卡處理電腦智慧卡處理電腦智慧卡處理電腦 

透過智慧卡讀卡機可進行卡片故障排除、月票販售、卡片加值及代理

驗票機等工作。 

5. 5. 5. 5. 自動加值機自動加值機自動加值機自動加值機 

停車者可持卡自行於此機器進行卡片加值。所有加值資料透過數據專

線傳送回帳務處理中心。 

((((二二二二))))路邊停車場路邊停車場路邊停車場路邊停車場 

路邊停車場收費系統由電子式智慧卡停車錶、路邊停車資料處理電腦

及個人數位助理(PDA)所構成。 

1. 1. 1. 1. 電子式智慧卡停車錶電子式智慧卡停車錶電子式智慧卡停車錶電子式智慧卡停車錶 

以非接觸方式依費率表對智慧卡進行扣款，扣款成功後便依購買時間

開始計時。交易資料可透過 PDA 以紅外線或藍芽加以接收，費率參數亦可

由 PDA 下載至停車錶。停車錶外觀如圖三所示。 



 
 

2. 2. 2. 2. 路邊停車資料處理電腦路邊停車資料處理電腦路邊停車資料處理電腦路邊停車資料處理電腦 

將 PDA 與路邊停車資料處理電腦連接下載資料，儲存交易資料並經由

數據專線或撥接線路上傳至帳務處理中心。所有營運參數可由帳務處理中

心下傳至路邊停車資料處理電腦，再下傳至 PDA。同時可產生所有營運報

表由印表機印出。 

((((三三三三))))帳務處理中心帳務處理中心帳務處理中心帳務處理中心 

帳務處理中心由資料庫處理伺服器、資料統計電腦、智慧卡處理電

腦、發卡機及印表機所構成。 

1. 1. 1. 1. 資料庫處理伺服器資料庫處理伺服器資料庫處理伺服器資料庫處理伺服器 

資料庫可儲存智慧卡及路外停車場、路邊停車格之停車交易資料，以

提供各項資料統計、清分拆帳及產生報表之用。 

2. 2. 2. 2. 資料統計電腦資料統計電腦資料統計電腦資料統計電腦 

使用資料統計客戶端(Client)程式介面，對資料庫進行資料存取，以產

生各項統計報表，及將各項帳務資料顯示於螢幕上。 

3. 3. 3. 3. 智慧卡處理電腦智慧卡處理電腦智慧卡處理電腦智慧卡處理電腦 

提供卡片庫存管理、發卡作業、補換卡作業、黑名單作業等之使用者

操作介面，使用者可進行查詢、修改、新增及列印報表等作業。 

 

三三三三、、、、營運管理營運管理營運管理營運管理 

先進智慧卡整合停車收費系統之營運管理將遠比傳統之停車收費系

統單純且節省人力，故只要掌握以下各項作業之處理流程並確實執行，便

可正確及有效地經營所有停車收費業務。營運管理帳務中心軟體之功能操

作畫面見圖四。 



 

圖四 帳務中心軟體操作畫面 

 

((((一一一一))))智慧卡管理智慧卡管理智慧卡管理智慧卡管理 

非接觸式智慧卡為整體停車收費系統之整合媒介，欲使系統營運成

功，首先需仰賴高發卡率及使用率，同時穩定及有效率之系統運作亦是系

統成功之基礎。除了在所有路外停車場販售卡片外，應同時於超商、加油

站或銀行發售停車卡，以方便停車者購買。 

由帳務中心之發卡機製作可供銷售之新卡，出庫運送至銷售點。同

時，若有問題卡於各場站無法處理時，亦須將該卡片送回帳務中心處理，

退卡及換卡應將卡片送回帳務中心入庫或報銷。帳務中心可隨時掌握流通

於市場上之卡片數量，同時可依各銷售點之新卡庫存量自動計算出補卡運

送排程，及是否需要再向廠商購買新卡之建議。 

卡片之黑名單管理亦十分重要，已註銷、使用記錄異常或遺失之卡片

需列入黑名單。黑名單之產生可由驗票機或電子式智慧卡停車錶產生後上

傳至帳務中心存入資料庫，或直接由帳務中心輸入。整合後之黑名單將下

載至驗票機、智慧卡處理電腦或電子式智慧卡停車錶，當發現黑名單卡片

時可將該卡加以鎖卡後使之無法使用或沒收。 

((((二二二二))))交易資料處理交易資料處理交易資料處理交易資料處理 

智慧卡驗票機及電子式智慧卡停車錶可至少儲存 7 日至 1 個月之交易

資料，場站資料處理電腦及路邊停車資料處理電腦具有簡易資料庫，可儲

存大量之交易資料(依硬碟之容量而定)。若驗票機與場站資料處理電腦斷



線時，交易資料將不會遺失；當通訊恢復時所，有交易資料將會重新傳送。

電子式智慧卡停車錶則須由 PDA 定時下載其交易資料，此資料收集工作不

可延誤，否則可能遺失部分交易資料。 

於場站資料處理電腦及路邊停車資料處理電腦可進行交易資料查

詢、參數管理、報表列印、資料上傳及設備監控等工作，而智慧卡處理電

腦則可進行退售卡作業、定期票作業、人工加值作業、特殊車輛作業、駐

夜車作業、報表列印、代理驗票機、智慧卡分析與更正，及系統設定等各

項作業。 

((((三三三三))))安全機制安全機制安全機制安全機制 

安全機制是系統安全運作及保護資料，免於被竄改，或設備被複製之

靈魂中樞。基本上，智慧卡本身之安全機制便已相當完備，再加上所有電

子式智慧卡停車錶、驗票機、讀卡機之基碼(Key)驗證，可保證卡片之安全，

此安全等級已遠超過既有之磁卡系統。基碼管理系統(Key Management 

System)可有效管理整體系統之基碼產生、分送、更換及危機處理。 

安全存取模組(Security Access Module)配置於電子式智慧卡停車錶、驗

票機及讀卡機，對交易資料進行加解密(Encryption ,Decryption)，以達到完全

保護資料安全之目標 

((((四四四四))))帳務處理帳務處理帳務處理帳務處理 

每日帳務中心可清算出當日之售卡及加值收入與交易金額，同時可計

算出各路外停車場及各路邊停車格之營收明細。若需將營收金額轉帳至不

同單位，則可依各單位之營運範圍進行營收統計，每日將營收金額自動轉

入該單位帳戶。 

因售卡及加值收入可提前存於銀行孳息，當停車者進行付費時方才提

供服務及進行轉帳，故對系統營運單位而言無疑是一良好之帳務處理系統。 

 

四四四四、、、、系統績效及推動方式系統績效及推動方式系統績效及推動方式系統績效及推動方式 

推行先進整合式智慧卡停車收費系統，將可收到一卡通用及降低營運

成本之成效，同時推動方式可依主管單位之需求而有不同之選擇。 

((((一一一一))))一卡通用一卡通用一卡通用一卡通用 

對於必須經常使用路邊或路外停車場之停車者，若需使用不同之收費

系統，將造成相當大之不便，若能整合區域內相同性質之停車收費系統，

使用先進整合式智慧卡停車收費系統共同使用一卡，即可避免此不便性。

更進一步整合區域內，甚至全國運輸產業使用相同之整合式智慧卡票證系

統，以建立通用的「交通卡」，即所謂的「一卡通」。 

((((二二二二))))降低營運成本降低營運成本降低營運成本降低營運成本 

推行先進整合式智慧卡停車系統，除可提供停車者之方便性外，更可

節省管理單位之收費人力，且能因收費機制之自動化，大幅減低吃票的可

能性，因而降低其營運成本。 



((((三三三三))))推動方式推動方式推動方式推動方式 

若主管單位建置經費預算許可時，可以招標方式進行系統建置並自行

經營管理。若是建置 經費預算不許可時， 可以 BOT 或公、民合營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方式進行。若以 BOT 方式進行建置，則權力金及

營運年限之計算將是另一課題。若以公、民合營方式進行建置，則可參考

台北悠遊卡之營運模式加以調整。由於推動方式可有不同之選擇，最佳方

式應取決地方特性及經營理念。 

 

五五五五、、、、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電子自動票證系統是世界各國智慧型運輸系統中被列為最優先發展

項目之一，而整合式智慧卡更被視為其中最具發展潛力的技術。透過先進

整合式智慧卡停車收費系統之操作簡單、刷卡迅速、易於攜帶以及方便加

值轉帳的優點，可以使各地區之汽車駕駛於停車時享受迅速、單一票證、

免攜現金的便利性，吸引更多的駕駛人與停車場業者加入使用整合式智慧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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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盾隧道工法常見問答集-3 隧道環片篇 
  

  

3.13.13.13.1 針對隧道環片螺栓孔加設凹凸片之看法為何針對隧道環片螺栓孔加設凹凸片之看法為何針對隧道環片螺栓孔加設凹凸片之看法為何針對隧道環片螺栓孔加設凹凸片之看法為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參見參見參見參見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1111、、、、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2222)))) 

�    凹凸片曾有凹陷破壞之案例，但正常情況下，其施工較為方便。

整體而言有助於施工。 

 

 

 

 

 

 

 

 

 

 

 

照片 1  螺栓孔套管、凹凸片 

 

 

 

 

 

 

 

 

 

 

 

照片 2  支撐襯墊、凹凸片與止水條 

 

3.23.23.23.2 增厚環片上之止水條增厚環片上之止水條增厚環片上之止水條增厚環片上之止水條，，，，是否對防水效果有助益是否對防水效果有助益是否對防水效果有助益是否對防水效果有助益？？？？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參見參見參見參見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3333、、、、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4444))))    

地 工 部 
專案經理 

李魁士李魁士李魁士李魁士 
地工部 
工程師 

曾逸舟曾逸舟曾逸舟曾逸舟 
地工部 
經  理 

陳福勝陳福勝陳福勝陳福勝 



 

 

 

 

 

 

 

 

 

 

照片 3  環片儲存、支撐襯墊與止水條 

 

 

 

 

 

 

 

 

 

 

 

照片 4  安裝支承襯墊 

 

�   防水效果取決於施工時環片與環片間是否接觸良好，薄薄即可。 

�  目前常見環片止水條之施工方式有兩種，針對其技術背景與設計之

主要考量說明如下： 

�   第一種方式係採兩條凸出凹槽之水膨脹型高分子橡膠止水條 

(HYDROSWELLING POLYMER RUBBER)，利用環片組立時，橡膠式止水條

互相擠壓產生壓應力以承受工址之水壓力止水。 

�   日本廠商多採用此種方式，日本水膨脹橡膠研究會已發展出相關之

設計、試驗、施工等之考量檢討手冊。 

�   第二種方式係採橡膠內有空洞可受擠壓之 GASKET 止水條型式。 

�   歐美廠商較習慣採用此等方式施作，GASKET 止水條供應商亦有其

根據需抵擋不同之水壓，而發展出不同形狀與尺寸之止水條設計、試驗、

施工等之考量檢討手冊。 



1. 在歐洲，GASKET 止水條常被使用於漏水防止對策上，在日本也有

一部分的鐵路隧道採用 GASKET 止水條作為漏水防止用，台北捷運亦有採

行之施工案例(參見圖一)。  

 

 

 

 

 

 

 

 

 

 

 

 

 

圖一  台北捷運 GASKET 止水條竣工例 

 

2. 依 GASKET 止水條之彈性反應力，亦有只考慮作用於接觸面壓力之

止水效果之案例。  

3. 而於採用材質方面，GASKET 止水條有長期使用之實績，且於應力

緩和及其長期耐久上亦有不錯之評價。  

4. GASKET 止水條在形狀構造及接合處成帶狀，故於環片上之施工組

合容易，且施工精度亦高。  

5. 不過，與日本經常採用之水膨脹性膜材相較，GASKET 止水條則有

厚度較厚、環片組立施工性較差、接觸面壓力易導致銜接部有所損傷等問

題。故近年來在設計此類止水條時，亦有將上述問題之因應對策導入，除

改善其斷面形狀外，並於止水條內部之孔內作預設接面壓力控制。 

6. 關於歐洲使用 GASKET 止水條，多為隧道工程設計時採用，而非廣

泛地使用在各類工程上。且歐洲在採用 GASKET 止水條時，有下列數點之

工程設計考量： 

�  於必要之接面壓力上，在設計上須考慮其錯開量及間隙量。 

�  作用於規定水壓以上之設計，其安全率未考慮。 

�  於作業手施工或使用千斤頂等機具施力時，應避免施力不當而造成

GASKET 止水條產生反作用力、或環片接頭部之混凝土受損等情事。 

�  關於長期應力之緩和或於使用期間所發生之永久變形量等亦需納

入考量。 



3.33.33.33.3 潛盾隧道環片採潛盾隧道環片採潛盾隧道環片採潛盾隧道環片採 25cm25cm25cm25cm 或或或或 30cm30cm30cm30cm，，，，何者為佳何者為佳何者為佳何者為佳？？？？30cm30cm30cm30cm 襯砌其勁度較襯砌其勁度較襯砌其勁度較襯砌其勁度較

大大大大，，，，是否可減少受未來鄰是否可減少受未來鄰是否可減少受未來鄰是否可減少受未來鄰 

            房改建開挖之影響房改建開挖之影響房改建開挖之影響房改建開挖之影響？？？？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襯砌結構分析設計上需考慮土壓力、水壓力、施工中之推力與偏心

等情況，如分析計算認為 25cm 之環片襯砌可以，則屬可行。 

�  日本目前亦以 25cm 之環片襯砌為主流。 

�   30 cm 襯砌其勁度較大，其變位會較小。如日本以前常採中子型之

襯砌執行，但因開挖面積大，施工亦較困難且成本高，而逐漸改為平板型

襯砌。 

�  針對未來鄰房改建開挖之影響，可在隧道分析過程中將側壓移除或

減少之方式來考量分析，如計算之配筋而致 25cm 之環片襯砌為不可行時，

則改用 30cm 襯砌或採用其他地盤改良之方式處理之。 

 

3.43.43.43.4 對於每一環片只設一個灌漿孔兼具環片架設組立使用或設置兩個對於每一環片只設一個灌漿孔兼具環片架設組立使用或設置兩個對於每一環片只設一個灌漿孔兼具環片架設組立使用或設置兩個對於每一環片只設一個灌漿孔兼具環片架設組立使用或設置兩個

灌漿孔之見解為何灌漿孔之見解為何灌漿孔之見解為何灌漿孔之見解為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在環片脫離潛盾機盾殼後，因為環片自重之關係會產生下沉而先

填滿下部之盾尾縫隙，因此背填灌漿材也較難灌注至隧道下方。 

�   現場進行背填灌漿施工多僅於左、右兩側方向灌漿，最後再於頂部

灌漿，每一環片只設一個灌漿孔應足夠。 

�  台北捷運早期亦有諸多僅採在中間設置一個灌漿孔案例。 

�   如擬進行隧道內之灌漿時，才需增設灌漿孔。 

 

3.53.53.53.5 一般環片寬度多採一般環片寬度多採一般環片寬度多採一般環片寬度多採 1~1.2M1~1.2M1~1.2M1~1.2M，，，，隧道急轉彎所使用之異型環片寬度應隧道急轉彎所使用之異型環片寬度應隧道急轉彎所使用之異型環片寬度應隧道急轉彎所使用之異型環片寬度應

如何考量如何考量如何考量如何考量？？？？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一般係由設計者依據轉彎半徑 R、異型量Δ、長度與潛盾機機尾組

裝環片之剩餘空間等自行決定之。 

3.63.63.63.6 襯砌環片之鎖接襯砌環片之鎖接襯砌環片之鎖接襯砌環片之鎖接，，，，有以弧形螺栓有以弧形螺栓有以弧形螺栓有以弧形螺栓，，，，亦有以直線形螺栓亦有以直線形螺栓亦有以直線形螺栓亦有以直線形螺栓，，，，何者較佳何者較佳何者較佳何者較佳？？？？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 ( (參見參見參見參見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5555、、、、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6666、、、、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7777、、、、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8888) ) ) )  

�   與直線形螺栓之結合方式相較，弧形螺栓之施工性較差，且襯砌環

片之變形量較大(判斷何者較佳，在不同立場有不同之看法，業主既要便宜

又要安全，承包商則只求安全)。 

�   平板型襯砌配合弧型螺栓之結合方式比中子型襯砌配合直螺栓之

結合方式單價便宜，但變形量大。故由接合處之漏水量較大，包含防水費

用等隧道中長期之維護費用一併考慮之下，並不見得一定經濟。(以業主的



立場而言，以較少之工程費用施工日後再付出較高之維護費，或以較高之

工程費換取日後維護費用之低減，乃在於業主政策性之考量)。 

�   採用何者較佳，純綷是設計理念的問題，應是中子型襯砌配合直線

型螺栓之結合方式較佳。(地下鐵道通常不做二次襯砌，而影響潛盾隧道壽

命最大之因素為漏水問題，襯砌之變形量愈大，漏水問題愈嚴重，故有採

用變形量較小之隧道襯砌之必要)。 

�   十年前日本潛盾隧道之施作主流為中子型襯砌配合直線型螺栓之

結合方式。而近年來，因初期成本之經濟考量，日本現在潛盾隧道之施作

主流亦已改為平板型襯砌。 

� 直螺栓與弧型螺栓之比較，詳如表表表表 1111。 

 

 
�  日本以往採用直螺栓之原因及近年來之變化趨勢： 

�  潛盾隧道工法發展初期，施工品質存有相當多問題，其中尤以背填

灌漿不確實之情形最多，常造成環片承受偏壓而變形。由於早期無其他解

決對策，只有提高環片接合部位之勁度(剛性)，以因應此等施工問題。 

�  由於潛盾施工技術不斷發展，尤以泥土壓式、泥水式等開挖面密閉

式潛盾工法，以及 2 液型可塑性背填材料之發展，加以同時背填灌漿系統

之研發成功，以前常見的施工問題已迎刃而解。目前，於潛盾機尾組立之

環片在脫殼之同時即施以背填灌漿，使環片承受之地盤載重均勻且穩定，

因此，隧道環片之變形量小，在接合部位發生之斷面力亦小。 

�   基於上述理由，環片接合部位之經濟化設計在設計及施工上均為可

行，日本最近亦基於經濟上之原因(各業主希望降低工程預算)，環片之接

合螺栓積極地朝經濟化設計之趨勢發展。 

�  日本正積極發展 ECL(Extruded Concrete Lining)工法，此工法以無筋

混凝土(添加纖維)代替環片，由於隧道周邊之載重可達均勻加載之情形，



襯砌斷面內僅承受壓縮應力。由此可證，只要施行適切的施工管理，可不

需採用高強度的接合螺栓，且環片的配筋量亦可大幅減少。 

 

 

 

 

 

 

 

 

 

 

 

照片 5  特殊環片螺栓接頭 

 

 

 

 

 

 

 

 

 

 

  照片 6  直螺栓箱與灌漿孔五金配件 

 

 

 

 

 

 

 

 

 

 

 

照片 7  弧型螺栓 

 



 

 

 

 

 

 

 

 

 

 

 

照片 8  直螺栓 

 

3.73.73.73.7 環片間之支承墊片環片間之支承墊片環片間之支承墊片環片間之支承墊片(Packing) (Packing) (Packing) (Packing) 是否須設置與其厚度之評估考量為何是否須設置與其厚度之評估考量為何是否須設置與其厚度之評估考量為何是否須設置與其厚度之評估考量為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參見參見參見參見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2222、、、、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3333、、、、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4444)))) 

�    至目前為止，台灣之環片間設計多設置支承墊片，以均勻地傳遞

環片間之受力。一般而言，歐美廠商亦習慣採取此等方式施作，但在日本

則無此項設置。純就設計之結構力學而言，並無一定須設置或有最小厚度

之要求。 

�   如環片間設置支承墊片，則未來環片安裝時相鄰環片之兩止水條之

間距將加大，兩止水條之有效接觸壓縮量將減少，在環片止水性檢核評估

設計時須特別加以考量。 

�  如無支承墊片之設置，則環片製作之精度要求應較高，以減少環片

組裝時可能產生之龜裂問題，而此則涉及環片生產製造與現場安裝之技藝

水準。台灣環片精度要求與日本之精度要求標準之比較有待確認。 

�    台灣目前之環片鋼模與環片製造技術在國際上已具相當水準，亦

有專業人員受邀至國外指導生產；另現今仍有相關廠商持續將環片鋼模或

環片(未設置支承墊片)銷往日本施築執行不錯之紀錄，對於這些已有執行

經驗者要配合不設置支承墊片生產達相當精度之環片應無問題。 

�   環片生產品質之不良率高低與環片製造廠之經驗與技術有很大的

關係。由於市場供需機制，在 2000 年左右時，台灣之環片製造廠僅剩包括：

永明、興世亞、亞利及榮工等 4 家廠商繼續維持運作之情形，因各家之經

驗、技術與特性不同，其環片之品質水準亦不盡相同。另因應最近台北捷

運與高雄捷運大量環片需求而有諸多水泥製品廠設置生產環片，這些新環

片製造廠因無紀錄可尋，其可能之製造水準亦難以評估。因此，對於是否

可取消環片間支承墊片之課題，現階段初步認為暫不適宜，至少不是全面

性皆屬可行。 



�   針對環片間之支承墊片厚度採 2mm 以及其材質之相關要求，研判

應該是過去累積之經驗，如擬採取 1mm 或 1.5mm 厚，理論上亦應屬可行，

惟是否材質較軟或較薄之產品在施工現場反而需要較高之施工技藝水準

(時間、成本)，則尚需做進一步研判。 

 

3.83.83.83.8 潛盾隧道在急曲線段施工容易造成環片產生段差潛盾隧道在急曲線段施工容易造成環片產生段差潛盾隧道在急曲線段施工容易造成環片產生段差潛盾隧道在急曲線段施工容易造成環片產生段差，，，，宜如何改善宜如何改善宜如何改善宜如何改善？？？？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平板型環片採弧形螺栓施工是容易產生變形問題。 

�   增加螺栓數量或鎖緊螺栓恐亦無法解決問題，且可能造成其他問

題，這是環片設計之問題。 

�   當然採中子型環片在此方面之問題會較小，但環片厚度及整體成本

會增加。 

 

3.93.93.93.9 如仍採平板型環片採弧形螺栓進行設計如仍採平板型環片採弧形螺栓進行設計如仍採平板型環片採弧形螺栓進行設計如仍採平板型環片採弧形螺栓進行設計，，，，在急曲線路段有無改善在急曲線路段有無改善在急曲線路段有無改善在急曲線路段有無改善

之措施之措施之措施之措施？？？？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於螺栓孔加上 1mm 之套銷之策略是聰明之做法，參見圖二。 

 

 
 

3.103.103.103.10 在設計時在設計時在設計時在設計時，，，，由於無法知悉螺栓連接之合理接合性由於無法知悉螺栓連接之合理接合性由於無法知悉螺栓連接之合理接合性由於無法知悉螺栓連接之合理接合性，，，，因此在設計因此在設計因此在設計因此在設計

上及施工規範並無法去規定螺栓鎖緊之扭力上及施工規範並無法去規定螺栓鎖緊之扭力上及施工規範並無法去規定螺栓鎖緊之扭力上及施工規範並無法去規定螺栓鎖緊之扭力，，，，在日本是如何辦理在日本是如何辦理在日本是如何辦理在日本是如何辦理

呢呢呢呢？？？？台北捷運環片亦進行環片成品之試驗台北捷運環片亦進行環片成品之試驗台北捷運環片亦進行環片成品之試驗台北捷運環片亦進行環片成品之試驗，，，，但其測試值卻僅是當做但其測試值卻僅是當做但其測試值卻僅是當做但其測試值卻僅是當做

設計者與施工者之參考設計者與施工者之參考設計者與施工者之參考設計者與施工者之參考，，，，難以據以研判環片品質良宥難以據以研判環片品質良宥難以據以研判環片品質良宥難以據以研判環片品質良宥，，，，是否可利用是否可利用是否可利用是否可利用

環片之接合測試資料獲得合理連接性環片之接合測試資料獲得合理連接性環片之接合測試資料獲得合理連接性環片之接合測試資料獲得合理連接性？？？？翻閱日本之相關資料翻閱日本之相關資料翻閱日本之相關資料翻閱日本之相關資料，，，，似乎似乎似乎似乎

只有下水道訂定環片之測試標準只有下水道訂定環片之測試標準只有下水道訂定環片之測試標準只有下水道訂定環片之測試標準，，，，其如何訂定測試標準其如何訂定測試標準其如何訂定測試標準其如何訂定測試標準？？？？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無人可知悉螺栓連接之合理接合性，是由施工累積下來之經驗。 

�   日本早期亦無相關標準，下水道是約在 40 年前，利用各工程執行

時，分配各主要施工廠商各自負責製造各種尺寸之環片並進行測試，由各

種試驗值歸納出各測試標準值(當初亦花費許多成本與時間)，惟其僅適用

於該指定型式之環片。台北捷運使用之螺栓接合數量與型式均與其不同，

並無法直接參考之。 

�   採較多組之直螺栓連接將致使成本提高，除螺栓箱之材料需求費用

高外，主要是螺栓數量增加將影響施工速率極鉅，因而費用將較平板型環

片配弧形螺栓之配置高。 

�   平板型環片配弧形螺栓是日本鐵路隧道單位所發明，因此也一直被

其採用。 

�  各種環片系統各有其優點與問題處，因此各種環片皆屬可行。 

 

3.113.113.113.11 如業主無環片標準圖時如業主無環片標準圖時如業主無環片標準圖時如業主無環片標準圖時，，，，建議採用何種環片設計較佳建議採用何種環片設計較佳建議採用何種環片設計較佳建議採用何種環片設計較佳？？？？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建議採用下水道之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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