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稿特稿特稿特稿   

  ●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行政法人化可行性探討  楊文科、賀力行 

 海外考察海外考察海外考察海外考察   

  ● 歐洲長隧道公路安全設施與災害防護參訪報告  陳進傳、蔡福順  

 工程實務工程實務工程實務工程實務   

  ● 南二高古坑林邊段交控系統工程實務簡介   黃郁文、劉邦俊 

  ● 無線電系統電波場強測試及轉播站位置選址規劃  林柏鋒 

  ● 訊號等化與延遲於同頻發射無線電系統之應用  陳雍宗、 林啟豊、陳達群 

  
● 國內首宗以民間參與方式辦理之污水下水道系統 

－高雄市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 BOT 案 
 彭振聲、魏家傑、梁書華 

  ● 洲美快速道路堤防段工程應用 EPS 輕質填土案例探討  何泰源、吳文隆、詹穎裕 

  ● 推動鋪面檢測車之影響與價值性探討  房性中 

  ● 公路工程標比分析之研究   林保宏、林清吉、林坤宏 

  ● 輕質混凝土應用於橋梁工程可行性評估   莊文宏、楊宏仁、張廷犖  

  
● 軟岩隧道施工變形控制方法之探討 -以臨時仰拱閉合控制

法為例 

 汪世輝、劉振維 

  ● 施工紀錄片攝製簡介  林景城 

  ● 基樁載重試驗實務  陳榮波 

  
● 潛盾隧道工法常見問答集 -8 地震、液化、斷層對隧道之

影響篇  
 陳福勝、李魁士、陳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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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行政法人制度之創設，是我國行政組織有史以來最大變革，行政院國科會及其所屬科學工業

園區，在組織改造與經濟部協商過程中，爭取將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行政法人化，俾能自訂所屬

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等相關規章，並透過內部、外部適當監督機制，績效

評鑑制度之建立及參採企業化經營理念以達專業化及提升經營績效之目的。由於科學工業園區之

設置有其特殊性，並以單一窗口服務廠商屬於高權行政機關，採取行政法人化，是否可以增強其

功能與效率，值得深入探討。  

新竹科學園區自 1980 年成立以來，今年已堂堂邁入第 25 個年頭，細數台灣高科技的產業發展

史，也都與竹科共生共榮，尤其是特有的群聚（ Cluster ）效應，更將我國科技產業推向世界舞

台，不僅創造多項世界第一的產品，科學園區更被譽為「台灣的矽谷」，也是許多國家爭相學習

的典範。回顧園區的歷史，竹科可謂從無到有，點矽成金，這要歸功當時政府高瞻遠矚擬訂正確

的政策，以設置「科學工業園區」來引進高科技工業及科技人才，將台灣由發展傳統勞力密集產

業，轉型為兼具腦力密集和生產密集的高科技產業。  



由於我國行政院正進行政府組織改造工程，肩負提升我國高科技產業的任務，是由行政院國科會

及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科管局）負責政策制定及執行開發經營管理業務，鑑於配合組

織再造而有將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機關朝向行政法人制度邁進之趨勢。查其目的就是以具有彈性

活力的組織與創新專業的人材，簡化流程與法規鬆綁來提昇政府效能，這種引進民間企業管理精

神，強化公部門運作彈性以全面提升國家競爭力，此亦是全球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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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文獻研究文獻研究文獻研究文獻研究     

本研究方法係就政府各機關、國立大學相關性質研究機構有關行政法人的法令規章，大眾傳播媒

體的報導及國內外學者相關研究報告予以逐一蒐集、比較分析、發掘問題，並應進一步找出對策。  

二二二二、、、、比較研究法比較研究法比較研究法比較研究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借由日本、德國、英國等國家實施行政法人的經驗，來提供國內行政法人法

制建置組織設計運作之參考。  

三三三三、、、、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法為了獲得豐富且詳細的資料、將訪問園區廠商專家學者及科管局主管同仁，俾得到較為

精準的答案。深度訪談是指由訪談者發展一個架構、稱之為「訪談綱要」（ Interviews Guide ）

用以指導訪談之進行。在此架構下、訪問者可以在訪談過程中自由規劃其問題，但在進行訪談時，

必須注意在處理訪談內容時，可能因語氣、聲調的問題、而在無意中曲解受訪者的原意。此外、

受訪者本身可能因為特殊價值觀，而使研究者在訪問過程中陷入其主觀偏見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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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我國推動行政法人經過我國推動行政法人經過我國推動行政法人經過我國推動行政法人經過 

 

一、 2002 年 9 月 30 日行政院組改會第六次協調會決議將行政院法規會擬具「行政法人基準

立法原則」修正為「行政法人建制原則」，行政院人事局研擬「行政法人人事配套措施原則性規

定」及「行政法人化之研析」。  

二、 2002 年 11 月 13 日行政院組改會第三次委員會議通過「行政法人建制原則」。  

三、 2002 年 12 月 11 日、 13 日、 17 日及 20 日行政院人事局召開四次專案會議，將法案

名稱由「行政法人基準法」草案，修正為「行政法人法」草案，並定位為基準法性質，即機關（構）

改制為行政法人時，仍應制訂個別組織法律或通用性法律設立之。  



四、 2003 年 1 月 17 日行政院組改會第九次協調會討論「行政法人法」草案時，將地方機關

準用本法之規定納入規範。  

五、 2003 年 1 月 29 日向考試院考試委員簡報各國推動公法人制度之實務經驗及人事局擬具

之「行政法人化」草案之建制構想、重點、研議過程及現職員工權益保障規定等所涉人事法制事

項。  

六、 2003 年 2 月 13 日行政院人事局舉辨「行政法人法」草案座談會，邀集 24 位專家、學

者與會。  

七、 2003 年 4 月 9 日行政院第 2833 次會議討論通過函請考試院同意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八、 2003 年 3 月 31 日立院審議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及同年 5 月 12 日審查中央政府

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時，部份立委表示，應俟行政法人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時再行併案審查。  

九、 2003 年 4 月 22 日行政、考試兩院會銜將行政法人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十、 2003 年 5 月 29 日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召開行政法人法制化公聽會，建議行政法人法草案

及個別組織法律應同時推動。  

十一、 2003 年 10 月 15 日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教育部所屬教育研究院，行政院文建會所

屬國家台灣文學館、行政院體委會所屬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等設置條例草案。  

十二、 2004 年 1 月 9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並於同年三月一日正

式掛牌運作，成為國內第一個改制成功之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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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係將國家特定行政任務，交由國家行政機關以外的獨立行政法人來執

行，賦予其一定的自主性，使其獲得一定程度的鬆綁，以達到提升行政效率之目的，在制度形成

前，雖注意到英國 agency （政署），但基於種種考量而設計之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又與 agency 

不同，其最大之差別在於英國 agency 並無賦與法人格，只在組織內改革，職員具有公務員身份，

同時 agency 化之對象不限於非權力行政，權力行政亦涵括在內，而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則與 

agency 不同，強調其相對的獨立性，且賦與法人格，乃從組織中獨立出來，因此刻意加上「獨

立」二字，因此理論上職員非具有公務員身份，但實際上則加入公務員型獨立行政法人，變成二

元體制包括公務員型與非公務員型其目的是安撫現役公務員之心理而妥協之現實考量，與理論有

出入，此外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化之對象業務則係僅限定於非權力行政，可知該制度亦有其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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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德國公法人制度德國公法人制度德國公法人制度德國公法人制度 

德國行政法上公法人制度起源甚早，十九世紀中葉公法人概念開始迅速擴充，其概念乃繼授民法

而來，首度使用係將國家解釋為公法人，並將公法社團，公法營造物及公法財團納入公法人的概

念中，傳統國家任務都是由國家設立政府機關執行，隨著歷史演進與社會的變遷，國家的任務亦

日趨複雜，現有政府機關組織已無法有效因應，部分國家機關組織不得不從科層體制中獨立或分

立出去透過間接行政方式，委託民間或公法人的行政組織，取代或協助政府完成行政業務。而其

中具體分權作法，即是在國家之外，另設與國家法人有別之另一擁有獨立人格之法人，並將部分

國家權限移轉給新設之法人，由其獨立自主地執行國家任務，德國之公法人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

因應而生之產物。  

德國公法人理論發展，最初係指「國家」（ state ）本身，亦即國家具有法人身分，其居於行政

主體的地位，透過所屬行政機關執行行政任務，一般稱為「直接的國家行政」；其後，受到時空

環境轉變的影響，逐漸在國家之外派生出獨立的行政主體，由立法機關直接以法律或授權創設具

有權利能力的公法人，並配以行政機關，使其肩負起協助政府執行公共任務之責，一般稱為「間

接的國家行政」。  

德國式機關分權化改革的理論源頭，其實是來自於德國「新治理模式」（ Das neue 

steuerungsmodell ）也可譯為「新調控模式」，而該新治理模式之理論基礎則為英美等國自 1980 年

以來所盛行的「新公共管理」。依「德國地方行政簡化共同研究協會」自 1993 年以來所提的主

張區分為兩個層次理念面與行動面，而理念面涉及整體公部們定位之改變，未來將由行政機關改

變而為企業型政府（ Von der Behoerde Zum Dienstleistungsunternehmen ），詳言之，德國地方政府

因財政困窘與統一後重建的經費負擔以及景氣蕭條等因素，難再回應來自周圍條件變遷的挑戰在

策略、管理、吸引力、正當性上均呈現下滑趨勢，而這一切主要係植基於已經過時的指導圖像

（ Leitbild ），新的圖像為「提供服務的企業」 (Dienstleistungsunternehmen) ，也可簡稱為「企

業型政府」，其特色為需求與顧客導向。至於行動面則為具體的作法或策略面，亦即為了轉換成

為企業型政府，必須有一定的行動，至少包括三個基本內容。 1. 建立一個類似企業的、分權的

領導與組織構造。 2. 經由產出面而為調控。 3. 經由競爭而激發地方政府的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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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英國政署制度英國政署制度英國政署制度英國政署制度 

英國政署制度（ Agency ）可歸納出以下特色：  

一、將各部會的功能區分為「決策」與「服務傳送」，每一個負責服務傳送的單位稱為「政署」

（ Agency ）（亦稱為執行機關）。  

二、賦予政署在預算、人事及其他管理實務方面有較大的自主權。  

三、政署的執行長以公開方式的公、私部門中選任之。  

四、要求執行長提出一份 3 至 5 年的經營計畫，同時每年必須提出年度業務計畫。  

五、政署每年與其所屬部會訂定一個為期 3 年的架構文件，詳述年度目標與執行時的彈性。  



六、給予執行長在人員進用與薪資（包括績效獎金）等方面相當大的權力。  

七、取消執行長的永業保障。要求執行長每三年提出續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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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行政法人化訪談結果之分析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行政法人化訪談結果之分析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行政法人化訪談結果之分析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行政法人化訪談結果之分析 

截至 93 年 12 月底，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高科技廠商有 384 家，從業人員達 11 萬 5 千 477 

人，廠商家數比前一年增 4 ﹪，員工增加 13 ﹪，而這些員工中博士 1 ﹪、碩士 11 ﹪、大學

生 24 ﹪、專科生 23 ﹪，高中畢業及以下 27 ﹪。每一位員工平均產值為 940 萬元。科學園

區整體績效非常良好，值此政府組織再造時，如何能維持現有科管局服務優勢以及科技組織體系

的變率，達到向上提升的效果，從訪談中可以歸納如下：  

一、為提高行政院之科技施政效能，應將科技政策之規劃與執行合而為一，科技經費之分配與應

用，以及科技研發等業務加以統整，全國科技之決策組織體系亦應配合調整。成立「科技部」或

「科技委員會」。  

二、科學工業園區在國科會主管及建立運作機制下，有傲人之成果及發展，績效是有目共睹並受

到肯定的，目前北、中、南三園區的年營業額近 1.35 兆，未來仍應由「科技部」或「科技委員

會」督導為宜。  

三、行政法人化可以說是政府組織改造及業務檢討的重要方向之ㄧ，科管局係高權行政之機關，

為維持單一窗口之優勢，如非屬公權利部份之業務可以委外化、民營化或行政法人化，如屬公權

力部分之業務，仍宜維持行政機關型態設立。  

四、科管局服務園區廠商之績效，甚受肯定，惟仍有許多待改進或增強服務項目，例如：交通問

題、子女教育、居住環境、環境保護、敦親睦鄰、溝通機制、管理費辦法不公平，霸佔土地作二

房東，以及員工心理輔導，未婚聯誼等均值得即刻檢討改進。  

五、科學工業園區未來新設園區時，受訪者提出對策均應由政府介入主導開發，主要原因是開發

費用驚人，民間投入開發回收成本不易，而且科學園區有其特性，對廠商投資設廠有租稅減免誘

因，同時單一窗口發揮行政效率，使廠商無後顧之憂。但受訪者也不諱言，開發新園區時必需拋

棄意識形態或政治力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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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     英國政署制度英國政署制度英國政署制度英國政署制度 

依行政院會通過「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大幅縮併現行 36 部會為 13 部、 4 委員會和 5 個獨

立機關，部所屬署、局之總數以 50 個為限，是以，未來各部所屬署、局之數目以 4 個為限，

方符法制。而科管局又將劃歸經貿部管轄，以經貿部初步規劃將整併調整為四個局，又現有所屬



局、處計有工業局等 13 個，未來部分機關或業務勢必將朝四化（去任務化、地方化、委外化及

行政法人化）方向規劃。而科管局行政法人化時之可行因應措施如下：  

一、維持單一窗口公權力之授權  

二、維持園區作業基金財務結構健全  

三、訂定完備之「科學園區行政法人設置條例」  

四、科學園區行政法人應隸屬於未來之「科技部」或「科技委員會」 

…………………………………………………………………………………………………………………………………………………………………………………………………………………………………………………………………………………………………………………………………………………………………………    

捌捌捌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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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我國政府組織改造工程，是順應世界潮流，符合社會發展需要而規劃出來的，因此未來

必須朝增強功能與效率的方向規劃，依照黃金比例原則才能展現協調性，確保效率與功能的提

升，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也必須如此，調整本身的體質，改善營運流程，提供廠商迅速、有效率

的服務。     

( 二 ) 依據科管局 2004 年 9 月之「九十三年度行政效能暨政風實況問卷調查」報告書所做施

政滿意度調查，園區廠商表示最滿意的業務單位前三名是投資（ 12.50 ﹪）工商登記（ 10.78 ﹪）

與勞資（ 9.48 ﹪），最不滿意的業務單位是建管（ 4.31 ﹪）消防（ 1.29 ﹪），最滿意與最不

滿意的業務預目，均屬科管局單一窗口服務事項，也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公權力行使，授權科管局

服務之業務，以科管局過去良好服務口碑及信譽而言，建管及消防安檢業務仍有改善之空間，同

時更是單一窗口服務公權力行使最有效的利器。  

( 三 ) 依據目前行政院組織改造對於新的科技組織設計的原則是在科技經費不變且成長的環境

下考量如下：  

1. 政策規劃一元化  

2. 執行分散化  

3. 規劃與執行獨立化  

4. 科技政策與國家發展政策整合化  

因此科技組織適合採用「委員會」，即政策規劃和政策執行分離的方式，而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管

理業務，攸關產業研發推動及技術移轉，未來將統整由產業專責機關—經濟貿易部掌理，俾統籌

產業園區政策制訂、協調、提高服務效能。惟考量園區設置之特殊性，其管理權責機關科管局隸

屬科技委員會下，更符合科技政策規劃與執行分離的原則，也更能提高強而有力服務效能。  

( 四 ) 從竹科、中科、南科及園區廠商，學者專家訪談中，可以得知行政法人化是政府組改造

及業務檢討的重要方向之一，科管局係高權行政之機關，為維持單一窗口之優勢，如非屬公權力



部份之業務可以委外化，民營化或行政法人化，如屬公權力部份之業務，仍宜維持行政機關型態

設立，至於未來新設園區時之對策，受訪者均認為應由政府介入主導開發，主要原因是開發成本

高，民間投入資金，回收成本不易，但受訪者也不諱言，開發新園區時必須拋棄意識形態或政治

力干預，以免造成園區土地乏人問津之窘境。  

( 五 ) 科管局是否朝行政法人機關規劃，必須考慮至少能維持園區現有優勢，甚或更提高之，

園區發展成功可歸因於它所具備的下列優勢：  

1. 科管局為政府機關之利基  

科管局及國科會組成完整的政府機關團隊，有利於推動各項建設並對區內產業提供直接且強

而高效率之服務，例如土地徵收、與中央及地方機關之協商、高度公權力之行使等。  

2. 統籌配地，只租不售土地  

由科管局統一徵收、規劃，並只租不售，可維持科管局對自己配地之掌控權，滿足入區廠商

之土地需求，再配合廠商退區之合理機制，使出入區順暢，有利於園區整體發展。  

(1) 穩定良好的供水、供電  

(2) 單一窗口服務機制  

(3) 科技人才培訓  

(4) 週邊學研機構之支援  

(5) 旗艦大廠吸附效應，吸引資金投入，培育衛星產業。  

(6) 產業群眾效應，塑造產業生態鍊，並建立週邊產業支援體系  

(7)e 化服務，提供廠商快速便捷的服務。  

(8) 駐區服務支援機制  

(9) 實驗中學解決高科技人才子女教育問題，吸引海外人才回國服務。  

(10) 健全的生活服務設施，吸引人才在園區服務。  

(11) 設置管理條例對於相關部會協商授權機制、投資、研發經費比例、園區新設或擴建土地

徵收、以及學校設立等均有規範，有利於業務推動。  

(12) 良好的形象與聲譽，對招商有加分作用。  

根據以上所述，凡是涉及公權力之「管理」業務，包括涉及公權力「執行」之業務，亦不宜由公

法人（行政法人）加以擔任，而仍宜由行政機關加以執行。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六條中所規範之「電信器材進、出口查驗及護照憑證之簽發事項」、「預防走私措施事項」、「勞

工行政、勞工安全衛生、公害防治及勞動檢查事項」「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理」等業務，係屬

具備強制性之公共任務者，無論係「政策制訂」或「業務執行」，似不宜由行政法人為之，而仍

宜以「國家機關」之組織型態為之。至於同條規定之部分業務無涉及強制性之公權力行使者，如

「產品市場調查事項」、「促進建教合作及技術訓練事項」等事項，則不妨由行政法人加以辦理。  



( 六 ) 我國行政法人法草案已於 2003 年 4 月 22 日由行政、考試兩院會銜函請立法院審議，

由於該法草案屬通則性立法，應儘速協商完成立法。同時更應參考國外行政法人實施之經驗及依

據國內實際業務需要，訂定出符合我國需求之制度。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依據「有效結合組織水平整合及垂直整合」及「機關之設立依職能類同業務均衡、權責分

明、管理經濟、規模適中之原則，設立或調整業務性質相同或相近者，事權集中後有利於整體

策略決策者，應劃由一機關掌理」之調整原則，建議我國主管科技業務之組織，鑑於台灣寶島

幅員不大，科技政策之規劃與執行應合而為一，才能展現強而有力之行政效率，故以成立科技

部為最適宜之組織，而科管局仍維持在其所轄下，更能展現科技產業政策之執行力。  

(二)科管局所掌理業務，?大部份均屬涉及公權力之「管理」或「執行」之業務，僅有少部分，

無涉及強制性之公權力行使者，例如「產品市場調查事項」「促進建教合作及技術訓練事項」

等業務，而依國內外實施行政法人經驗及從受訪者中得知，科管局係高公權行使機關為使單一

窗口發揮服務效率因此科管局不宜行政法人化，仍以維持行政機關型態設置為宜。  

(三)因我國到目前為止，僅有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之行政法人化完成立法，故為因應

未來科學工業園區組織改造之需求，應立即就園區相關業務、功能範圍、設置目的、組織營運、

監督機行使監督權限之政策，園區未來發展之方向及策略、政府組織再造政策等予以審慎考量

園區，究竟應不應該建立行政法人制度，以及應如何建立行政法人制度二問題之上。  

(四)惟為配合外界改造之期盼現階段國科會及科管局應有具體措施為：  

1.邀請行政院人事局，研考會等舉辦行政法人化座談會，並對園區同仁廣為宣導政府組織再造

之目的，以爭取支持。  

2.成立專案小組研究「科管局組織改造之方向」內容應包括：  

(A) 園區設置之政策目標與發展策略  

(B) 科管局之業務性質與法律關係  

(C) 科管局組織改造之方向與原則  

(D) 科管局改制為行政法人之可行因應措施  

   (a) 改制條件  

   (b) 組織架構  

   (c) 人事財務  

   (d) 監督機制  

   (e) 績效評鑑  

   (f) 行政救濟  

3.透過科學同業公會與竹科、中科、南科廠商座談，了解廠商服務需求與科管局改制為行政法人

後必可大幅提高行政效率之共識。  



成立「科學工業園區作業基金管理委員會」對三個園區之擴建案予以審慎評估其投資經濟效益，

同時又因該基金負債龐大，迄今（ 2005 年）為止負債額度為 520 億元預估 2010 年將達 1 千

億元，亟待政府國庫增資，以解燃眉之急，因此建議政府如同意將來改制為行政法人時，負債金

額應由政府吸收，以維持園區作業基金財務健全。 

…………………………………………………………………………………………………………………………………………………………………………………………………………………………………………………………………………………………………………………………………………………………………………    

 



 
…………………………………………………………………………………………………………………………………………………………………………………………………………………………………………………………………………………………………………………………………………………………………………    

 

緣由緣由緣由緣由 

 

本次參訪係由國工局主辦，參加單位包括行政院、交通部、台北縣及宜蘭縣消防局、國道公路警

察局、衛生署醫事處及顧問公司等，參訪日期為 94 年 7 月 16 日至 94 年 7 月 20 日共計十五天，

本司負責各參訪單位行程安排及聯繫，其中包括參訪荷蘭、奧地利、瑞士、法國、義大利與法國

間之隧道以及法國里昂隧道研究中心(CETU)。本報告將行程中所蒐集到的技術資料及文件詳加

整理後摘要概述，包括隧道工程之安全設施及災害防護等，提供隧道、橋樑、交控及機電等工程

師參考。 

…………………………………………………………………………………………………………………………………………………………………………………………………………………………………………………………………………………………………………………………………………………………………………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國外長隧道公路的管理及災害防護，已累積多年經驗，可作為國內長隧道通車之借鏡。由國外長

隧道公路通車經驗可知，隧道內一旦發生災害，由於救災較為困難，如無事前妥善的規劃及管理，

災害的嚴重性往往就在短短的時間內轉變成重大災變，為未雨綢繆，國工局特邀請國內公路長隧

道管理與災害防護相關單位組團派員赴歐洲考察長隧道公路的管理機制及災害防護措施，以瞭解



其實際運作情形、汲取經驗，並作為國內訂定長隧道公路災害管理防護措施之參考。 

…………………………………………………………………………………………………………………………………………………………………………………………………………………………………………………………………………………………………………………………………………………………………………    

 

貳貳貳貳、、、、    參訪荷蘭相關隧道參訪荷蘭相關隧道參訪荷蘭相關隧道參訪荷蘭相關隧道(94.07.18)(94.07.18)(94.07.18)(94.07.18) 

 

參訪之隧道中，發現大部份的隧道入口及出口均保持約 40 公尺距離(照片 1~2)，其主要設計考量

為正常通風時，可避免一端出口的廢氣，進入另一端，緊急排煙時，亦可避免類似情況發生，以

確保人員安全逃生。 

 

…………………………………………………………………………………………………………………………………………………………………………………………………………………………………………………………………………………………………………………………………………………………………………    

 

參參參參、、、、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Plabutsch Plabutsch Plabutsch Plabutsch 隧道隧道隧道隧道(94.07.20)(94.07.20)(94.07.20)(94.07.20) 

Plabutsch 隧道為奧地利第二長之隧道(照片 3)，全長約 9.9 公里，二孔(2 車道/孔)隧道單向通車，

施工步驟採分期施工方式，1987-1990 年以單孔先行施工後供兩線對向通車，第二孔於 1999 年開

始施工，採原導坑擴挖隧道方式，目前均已完工通車營運中。 

一、 參訪經過：此行訪問 Plabutsch 公路隧道由該隧道行控中心主任工程師 Mr. Anton Walti 及 

GRAZ 技術大學教授 Dr. Peter Strum 簡報(照片 4)說明有關隧道通風、隧道安全設施及播放全尺

度排煙演練影片。隨後參觀行控中心內部設施 (照片 5)、隧道通風機房(照片 6)。 

 



 

 

二二二二、、、、    隧道設計隧道設計隧道設計隧道設計：：：：    

(一) 隧道資料 

本次參訪 Plabutsch 公路隧道所收集到之資料彙整如表 1~2。另外，圖 1 為隧道標準斷面圖。    

表 1 Plabutsch 隧道基本資料 表 2 Plabutsch 隧道機電安全設施 

交通量 
交通量 20,000 輛/天(重車

比例 25％) 

滅火器 每 200M 

隧道孔數 雙孔單向,每孔兩線 緊急求援電話 每 212M 

長度 

9,919 M(東向) 

10,085 M(西向) 

消防給水口 每 106M 

橫向斷面面積 95-115 m2 
CCTV 行車速度 80km/小

時 

通風管道 

進氣 11.4 m2 

排氣 11.4 m2 

  

  

  

  

  

  
  

隧道通風機 

20 部，每部通風機

容量

200cms×450Kw，風

機馬達耐溫等級

400℃/2 hour 



 

圖圖圖圖 1 Plabatsch1 Plabatsch1 Plabatsch1 Plabatsch 隧道標準斷面圖隧道標準斷面圖隧道標準斷面圖隧道標準斷面圖    

(二) 隧道通風 

隧道通風系統(圖 2)採全橫流式設計，區分 6 個通風區段、2 座隧道通風機房及 2 個通風豎井，正

常通風情況採天花頂部送風及排風方式操作。近因阿爾卑斯山脈接連發生數個隧道火災，隧道管

理階層已體認到隧道防災與排煙改善刻不容緩，除將緊急應變措施納入設計外，並研擬通風排煙

之大幅改善且實施全尺度排煙演習。 

通風排煙主要改善如下： 

 

1. 將橫流式之排氣管道系統排煙口由原第一期隧道 6m2 加大至 12m2，緊急排煙時，從所有排煙

口全開改為僅開啟火源附近之 1 個排煙口集中排煙。 

 

2. 將整座隧道由 5 個安全區段改為 6 個，洞口增設 Jet Fan 以配合排煙區劃、導引逃生及救援計

劃。 

…………………………………………………………………………………………………………………………………………………………………………………………………………………………………………………………………………………………………………………………………………………………………………    

 

肆肆肆肆、、、、瑞士瑞士瑞士瑞士 GotthardGotthardGotthardGotthard    隧道隧道隧道隧道(94.07.22)(94.07.22)(94.07.22)(94.07.22) 

Gotthard 隧道為目前世界第三長之公路隧道，為瑞士境內穿越阿爾卑斯山脈主要公路隧道之一，

長約 16.9 公里， 交通量自通車後逐年增加，目前每年約超過 680 萬輛，其中重車平均比例超過

20%，平常工作天重車比例更高達 20~40%之間，更提高意外事故發生風險，此隧道曾於 2001 年

10 月 24 日因貨車對撞失火，死亡人數 11 人。  

一、 參訪經過：此行訪問 Gotthard 公路隧道由總工程師 Mr. Walter Steiner 播放影片及簡報說明(照

片 7)該隧道改善、營運管理、隧道安全及車輛進入隧道之管制情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交通管



制方面，則由警察於行控中心採 24 小時監控隧道內有無超速情況(最高時速為 80km/h)，另於隧

道口採大車夾小車方式並保持車距約於 150~200m 之間，以確保行車安全。隨後參觀行控中心監

控設施(照片 8~9)、消防搶救車輛(照片 10)、橫坑避難空間以及安全隧道及隧道口等。 

 

二二二二、、、、    隧道設計隧道設計隧道設計隧道設計：：：：  

(一) 隧道資料: 

本次參訪 Gotthard 公路隧道所收集到之資料彙整如表 3~4。另外，由圖 3 可知南北側之隧道標準

斷面變化頗大，主要原因係考量技術面、經濟面及通風井配置位置。 

 

(二)、 隧道通風 

隧道通風方式採用全橫流式通風系統，正常通風情況採側邊底部送風而由固定於天花上方之排氣

口將廢氣排除(圖 4)。Gotthard 隧道於 2001 年發生火災後，排煙系統已由全區排煙改為集中排煙

方式，主要原因是考量火災發生時採全區排煙易導致濃煙擴散而影響逃生，若採火災附近集中排

煙，則有利濃煙直接排除而不致擴散，目前針對排煙口共設有 178 個，每隔 96m 設置一處，面

積約 12m2，當隧道火警時，則開啟離火源最近之三個排煙口予以集中排煙。全橫流式通風系統

雖然開挖面積較大，所需動力較大，工程費用較高，惟廢氣不易累積及排煙效果較佳，適合長隧

道設計採用。 



     

 

圖圖圖圖 3 Gotthard3 Gotthard3 Gotthard3 Gotthard 南側及北側隧道標準橫斷面圖南側及北側隧道標準橫斷面圖南側及北側隧道標準橫斷面圖南側及北側隧道標準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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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法國與意大利間法國與意大利間法國與意大利間法國與意大利間 Mont Blanc Mont Blanc Mont Blanc Mont Blanc 隧道隧道隧道隧道(94.07.25)(94.07.25)(94.07.25)(94.07.25) 

Mont Blanc 隧道位於法國與意大利間，全長約 11.6 公里，單孔兩線隧道雙向通車， 1952 年開始

建造並於 1965 年 7 月 19 日通車營運，為連繫法國與意大利經濟及貿易之主要隧道之一。Mont Blanc 

隧道曾於 1999 年 2 月 24 日因一輛運輸麵粉的卡車在隧道中著火，造成火災，導致三十九人死亡

的慘劇，隧道更因此封閉，在法義兩國經過三年的檢討、改善並提高隧道的安全性後，於 2001

年 12 月 22 日再度開放通車。 

一一一一、、、、    參訪經過參訪經過參訪經過參訪經過：：：：此行訪問 Mont Blanc 公路隧道由 Mr. David Giuriani 及 Mrs. Sophie Forcet 接待及

簡報說明(照片 11)，隨後參觀紅外線偵熱感應設備(照片 12)、隧道口(照片 13)以及消防搶救車輛(照

片 14) 等。 

 



 
 

二二二二、、、、    隧道設計隧道設計隧道設計隧道設計：：：：        

(一) 隧道資料 

本次參訪 Mont Blanc 公路隧道所收集到之資料彙整如表 5~6。另外，圖 5 為隧道標準斷面圖。 

表 5 Mont Blanc 隧道基本資料 表 6 Mont Blanc 隧道機電安全設施 

交通量 
20,000 輛/天(重車比例 20

％) 

緊急求援電話 每 100M 

隧道孔數 單孔雙向兩線 滅火器 每 100M 

長度 11,600 M 
CCTV 126 組，行車速度

50~70km/小時 

人行逃生避難橫

坑 

27 處，每 200 M 

(避難空間內有兩道防火

門阻隔) 

  

燈具 

  

4640 具，每 5m 一具 

橫向斷面寬度 8.6 M 

  

  

  

  

  

  

行車間距 150M  

 



 
圖圖圖圖 5 Mont Blanc5 Mont Blanc5 Mont Blanc5 Mont Blanc 隧道標準斷面圖隧道標準斷面圖隧道標準斷面圖隧道標準斷面圖 

 

(二) 隧道通風 

隧道通風系統(圖 5.2)採用半橫流通風方式，比較特別的是通風系統分成兩半，一半屬法國側，

另一半屬義大利側，正常通風情況採底部送風而由固定於天花上方之排氣(煙)口將廢(煙)氣排

除，送風管道分成 4 個獨立管道，每個管道供應 75CMS 之風量，第 5 個管道原設計為排氣兼排

煙用，但由於新鮮空氣供應不足，故此管道亦可用來供應新鮮空氣。Mont Blanc 隧道於 1999 年

發生火災後，排煙系統亦已由全區排煙改為集中排煙方式，當隧道火警時，則開啟離火源最近之

五個排煙口予以集中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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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AAAA----40404040 公路之公路之公路之公路之 ChomiseChomiseChomiseChomise 隧道隧道隧道隧道(94.07.26)(94.07.26)(94.07.26)(94.07.26) 

 

Chomise 隧道位於法國境內 Geneve 至 Macon 之 A40 公路上，全長約 3.3 公里，二孔(2 車道/孔)

隧道單向通車，施工步驟採分期施工方式，建造期間為 1984 ~1994 年，目前均已通車營運中，本

隧道雖僅 3.3 公里長，然隧道安全設施設計及緊急應變計劃均與前述長隧道相同。 



一、 參訪經過：此行訪問 Chomise 公路隧道由總工程師 Mr. Philippe Sergent 接待說明該隧道情況，

並參觀 Chomise 公路隧道行控中心 (照片 15)、隧道通風機房(照片 16) 、隧道內部設施(照片 17)、

配電盤(照片 18)、等。另外，於隧道口附近之道路，係隨山勢地形而建，其橋樑結構及支撐設計，

主要考量景觀以及輕量化，可供本司橋梁設計參考(照片 19~22)。 

 

        

照片 15 行控中心內部設施 照片 16 隧道通風機房內之風機 

  

照片 17 Chomise 隧道內部設施 照片 18 供應隧道設備之配電盤 

  

照片 19 輕量化之曲線橋柱設計 照片 20 路面下之交叉支撐設計 



  

照片 21 由側邊觀看路橋情形 照片 22 隧道口外型設計 

 

二二二二、、、、    隧道設計隧道設計隧道設計隧道設計：：：：    

(一) 隧道資料 

本次參訪 Chomise 公路隧道所收集到之資料彙整如表 7~8。另外，圖 7 為隧道標準斷面圖。 

表 7 Chomise 隧道基本資料 表 8 Chomise 隧道機電安全設施 

交通量 
25,000 輛/天(重車比例 20

％) 

緊急求援電話 每 200M 

隧道孔數 雙孔單向,每孔兩線 滅火器 每 200M 

長度 3,300 M CCTV 16 組，每 200M 一組 

人行逃生橫坑 每 400 M 最高速限 110KM/h 

橫向斷面面積 95-105 m2 

  

  

  

  

  

  

    



 

圖圖圖圖 7 Chomise 7 Chomise 7 Chomise 7 Chomise 隧道標準斷面圖隧道標準斷面圖隧道標準斷面圖隧道標準斷面圖 

(二) 隧道通風 

隧道通風系統採半橫流式設計(圖 8)，2 座隧道通風機房分設於兩端隧道口附近，正常通風情況

採天花頂部送風配合自然或機械排風操作。緊急排煙時，煙控策略為火源附近上游端開啟 4 個排

煙口、下游端開啟 3 個排煙口，共開啟 7 個排煙口排煙。 

 
圖圖圖圖 8 Chomise8 Chomise8 Chomise8 Chomise 隧道通風系統隧道通風系統隧道通風系統隧道通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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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CETUCETUCETUCETU 隧道研究中心隧道研究中心隧道研究中心隧道研究中心(94.07.27)(94.07.27)(94.07.27)(94.07.27) 

CETU 隧道研究中心，位於法國第二大城市里昂，專責有關長隧道火災研究。此行至該中心訪問

(照片 23)由 Mr. Marc Tesson 簡報說明(照片 24)，簡報內容安排 15 分鐘介紹 CETU、20 分鐘說明緊

急應變計劃、60 分鐘說明長隧道安全設計觀念。本日參訪所得重點為緊急應變計劃組成，當緊

急情況有人員傷亡時，由行控中心操作人員迅速協調外單位(消防隊-交通警察-醫療單位)前往救



災，與目前即將實施於雪山隧道之緊急應變計劃構想相同，增添給本次前往參訪之救援單位更深

層共識。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23 23 23 23 本參訪團至本參訪團至本參訪團至本參訪團至 CETUCETUCETUCETU 隧道研究中心隧道研究中心隧道研究中心隧道研究中心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24 Mr.Water Steiner24 Mr.Water Steiner24 Mr.Water Steiner24 Mr.Water Steiner 簡報情形簡報情形簡報情形簡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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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        結語及對大司建言結語及對大司建言結語及對大司建言結語及對大司建言 

本次歐洲長隧道參訪團共參訪了 Plabutsch、Gotthard、Mont Blanc 與 Chomise 等長隧道，發現國內

長隧道工程規劃與安全設備設計水準並不亞於歐洲，反而是國內對於駕駛人行車安全教育與宣導

落實程度不夠，造成就算是擁有與世界水準不遑多讓的隧道設計與設備，交通肇事率仍高居不

下。其次便是國內長隧道管理及災害防護之經驗仍有不足，因此若能有效汲取歐洲長隧道之相關

經驗，對於國內長隧道安全維護將助益良多。以下提出數項見解供長隧道安全參考： 

一一一一、、、、    工程設施方面工程設施方面工程設施方面工程設施方面    

(一) 國內長隧道工程規劃與安全設備設計已具國際水準，然長隧道安全設備之設計，例如用於

偵測卡車有無過熱之紅外線偵熱感應設備、預防火災時隧道內結構體損壞之降溫用灑水或水霧系

統以及隧道內壁防火材料等是否設置，依據本次歐洲參訪之經驗似乎無裝置必要，惟考量國情之

不同，設置與否，則考驗工程師與業主之高度智慧。 

 

(二) 本次參訪特別注意到歐洲長隧道之通風設計幾乎均考量橫流方式，其優點為平常可維持隧

道內乾淨空氣，緊急時能順利由火源上方直接開啟附近排煙口集中排煙至外界，至於開啟排煙口

數目多寡，參訪之各隧道不盡相同，但一致的是皆採集中式排煙觀念，本司未來針對煙控系統之

排煙口開啟個數，將針對不同案例使用三維煙控軟體配合實際設計予以模擬分析，以決定最佳之

煙控策略。雖然橫流設計方式與縱流方式相較，起始造價以及運轉費用均高，但若基於考量緊急

排煙之維生安全，則建議未來長隧道通風應採用橫流方式。 

二二二二、、、、    營運管理方面營運管理方面營運管理方面營運管理方面    

(一) 落實行車安全教育與宣導工作 



為維護長隧道內行車安全，用路人之教育宣導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歐洲實際做法為將長隧道安全

教育置入駕照考取之宣導中，並於隧道通車前印製宣導手冊，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教導用路人正確

安全駕駛觀念，並宣導隧道逃生緊急應變措施及各項消防逃生設備使用方式。 

 

國內交通安全宣導作法為利用廣播、電視、電影、文宣品（摺頁）及網路等管道宣導，無論就宣

導方式、宣導密度、宣導經費均大幅優於歐洲，然而教育面似乎仍有推展空間。 

 

(二) 加強重車安全管理 

對於載運高危險物品或一般物品之重車於進入隧道前，應加以管理。載運高危險物品之重車，進

入隧道前，其前後可另以導護車保護，並保持 150~200M 車距，同時亦可考量暫時封閉隧道，禁

止它車進入，待該重車經隧道後，始恢復正常行車，或採禁入方式，以確保行車安全。 

另外，載運一般物品之重車於進入隧道前，以放行一部重車，其間夾幾部小型車，並於隧道內保

持 150~200M 之車距，以增進行車安全。 

 

(三) 完善之交控顯示與標示設施 

利用電子情報網絡系統，如以電子可變動看板、電子導航設備、電話手機傳訊、無線廣播、電腦

網路等方式，全面將道路壅塞狀況隨即讓用路人明瞭，導引民眾選擇適切行駛路線，另為使駕駛

人於隧道中保持一定車距，每隔 50~150M 間可用較明顯顏色的顯示燈予以區別，使駕駛人易於

維持及控制車距。    

三三三三、、、、    災害防護方面災害防護方面災害防護方面災害防護方面    

(一) 防災及救災體制之建立 

由於隧道為封閉空間，一旦發生事故，易引起嚴重傷亡，控制中心人員如何迅速對外連絡救援單

位，而救援單位能否及時救援，使傷害減至最低，端賴緊急應變程序及災害防護體制是否完整建

立。 

 

(二) 定期演練 

災害防護體制完整建立後，應每年定期舉行隧道安全演練，多一分用心，對用路人而言則多一份

保障，本次各接待單位簡報中，均強調定期演練的重要性，Mont Blanc 隧道一年演練 4 次，足見

其於火災後對隧道安全的重視程度，可提供未來長隧道演練參考。    

四四四四、、、、    對大司建言對大司建言對大司建言對大司建言：：：： 

本次有機會隨團出訪，見識歐洲長隧道有關工程設計、安全管理及防災、救災經驗深感榮幸，本

司於長隧道工程規劃設計方面雖已具國際水準，然技術領域日新月異，惟有不斷的吸取新知及經

驗，方能維持本司技術卓越信譽。經由本次參訪所得資料將整理歸檔，未來除供本司相關設計人

員參卓外，同時亦將應用於業務爭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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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為有效發揮高速公路整體路網快捷運輸功能，於道路興建時即同時配合考量規劃設計建立一套完

善之交通監視及控制系統，交控系統為一線上即時運作整合性作業系統，主要包括：資料蒐集、

資訊可變標誌顯示、交通管制、閉路電視、有線電話、無線電話、隧道廣播、傳輸、中央電腦、

圖誌顯示、電力等系統及纜線材料；除外尚包括土木管道、鋼結構、建築、改接與整合等工程。

本文謹將南二高古坑林邊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之規劃設計及施工監造工程實務作有系統簡明扼

要整理敘述，期使工程專業技術人員對整體系統架構、功能有一完整性之概念，亦可提供後續類

似工程規劃設計、施工監造及系統維護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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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中山高速公路交通壅塞情況早已為用路人所期盼改善，為紓解日益嚴重之交通壅塞問題、改善現

有服務水準及促進經濟均衡發展，政府主管單位乃執行二高後續計畫古坑林邊段工程興建，以達

中長程運輸功能之提昇、分散中山高速公路南部路段幹線交通集中現象，縮短內陸與濱海地區之

運輸時間。  



高速公路除需提供快速運輸服務外，並須透過適當管制及控制設施的輔助，告知道路駕駛者路況

訊息及預警，以確保行車安全及維持高速公路順暢功能。因此需建立一套完善交通監視及控制系

統，交控系統為一線上即時運作整合性作業系統，除具備偵測道路交通變化情況，更能即時提供

用路人有關道路資訊，使用路人能預先做適當選擇，以避免車禍事件發生及壅塞路段擴大，且於

事故發生時，能加速事故現場處理減少傷亡與即時疏導交通，以維高速公路暢順，增進行車安全 

[1] 。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南二高古坑林邊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委託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

程司，自民國 80 年 4 月起辦理本系統工程規劃、設計工作。 88 年 5 月完成正式設計成果提

送，嗣於 88 年 8 月 10 日發包完成，由聯合光纖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得標，之後相繼成立施工

工務所、監造計畫，並由國工局第四區工程處及隸屬之交控工務所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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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工程範圍及內容特色工程範圍及內容特色工程範圍及內容特色工程範圍及內容特色 

一一一一、、、、    工程範圍工程範圍工程範圍工程範圍     

南二高古坑林邊段，北起古坑系統交流道 267K+955 ，南迄林邊末端 430K+231.4 及台南支線 

( 15 公里 ) 、高雄兩支線 ( 34 公里 ) ，全長約 211 公里 ，本工程涵蓋範圍如圖 1 所示。 

 

 
圖圖圖圖 1  1  1  1 南二高古坑林邊段交控系統工程範圍示意圖南二高古坑林邊段交控系統工程範圍示意圖南二高古坑林邊段交控系統工程範圍示意圖南二高古坑林邊段交控系統工程範圍示意圖 [1] [1] [1] [1] 

二二二二、、、、    工程內容工程內容工程內容工程內容     

工程內容主要包括：系統工程、土木管道工程、鋼結構工程及建築裝修工程等四部分，分述如后：  

( 一 ) 系統工程  



主要包括下列子系統：  

1. 資料收集系統 (Data Gathering System, DGS)  

(1) 交通資料收集子系統 (Traffic Data Gathering System, TDGS)  

(2) 空氣監測子系統 (Air Pollution Monitor System, APMS)  

(3) 設備監視子系統 (Equipment Supervisory System, ESS)  

2. 資訊可變標誌系統 (Changeable Message Sign System, CMSS)  

3. 交通管制系統 (Traffic Regulation System, TRS)  

4. 閉路電視系統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System, CCTVS)  

5. 有線電話系統 (Telephone System)  

(1) 緊急電話子系統 (Emergency Telephone System, ETS)  

(2) 專用電話子系統 (Exclusive Telephone System)  

6. 隧道廣播系統  

(1) 播放系統 (Public Radio Rebroadcast, PRR)  

(2) 播音系統 (Public Address, PA)  

7. 無線電話系統  

8. 傳輸系統  

(1) 幹線傳輸網路 (Backbone Transmission Network)  

(2) 區域傳輸網路 (Local Transmission Network)  

9. 中央電腦系統軟體 (Central Computer System Software Configuration Item)  

10. 中央電腦系統硬體 (Central Computer System Hardware Configuration Item)  

11. 圖誌顯示系統 (Graphic Display System)  

12. 電力系統 (Power System)  

13. 材料  

14. 改接與整合工程  

主要包括下列既設系統設備：  

(1) 設備監視工作站  

(2) 斜張橋監視工作站  



(3) 收費站、地磅站、隧道機電系統  

(4) 中寮隧道區交控設備  

15. 會議顯示系統及交控中心導覽系統  

16. 濃霧警示燈系統  

( 二 ) 土木管道工程  

土木管道工程主要包括配合交控設備所需佈接纜線設置之管道、人孔與手孔、及其設備基礎等。  

( 三 ) 鋼結構工程  

主要為地方道路新設資訊可變標誌安裝鋼結構，包含上部懸臂式鋼架結構及下部 RC 基礎結

構。另本工程高速公路主線所需之閉路電視、速限可變標誌及車道管制號誌等鋼結構則由路工標

施作。  

( 四 ) 建築裝修工程  

建築裝修工程包括有南區交控中心 4 樓控制室、電腦及中央控制機房、操作室、頂樓路況播音

室與 3 樓交控機房、一般資料處理室之裝修、空調、消防、電氣工程及設置工作桌椅以符合交

控系統運作需求，並於資料媒體儲存室設置資料儲櫃，及於中寮北口機房設置工作桌椅等。  

三三三三、、、、系統工程特色系統工程特色系統工程特色系統工程特色     

本系統工程特色如下：  

( 一 ) 本系統工程自規劃、設計、施工、監造、控制策略等均由國人自行建立，主要係依據當

時先進之科技技術及中山高基隆至楊梅段、汐止五股高架段與北二高等交控系統之執行缺失進行

改善設計，並參酌用路人、系統操作及維護人員之需求考量。  

( 二 ) 隨著科技不斷地發展，本工程經評估後採行最新交控策略，並考慮國內的適用性，引進

世界各國最新技術，諸如：大螢幕交通動態顯示、 LED 顯示式資訊可變標誌、網路通訊系統之

運用與連結等，對國內交控系統技術發展具有表徵提昇作用。  

…………………………………………………………………………………………………………………………………………………………………………………………………………………………………………………………………………………………………………………………………………………………………………    

 

參參參參、、、、     設計概要設計概要設計概要設計概要 

 

一一一一、、、、設計準則設計準則設計準則設計準則     

本工程設備設計、製造、安裝與測試，參照標準及法規如下：  

( 一 ) 系統工程設計準則  

    1. 中國國家標準 (CNS)  

    2. 交通部電信總局所訂之相關技術標準規範  



    3. 交通部「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交通工程手冊」、「台灣地區公路         

       容量手冊」及「公路路線設計規範」  

    4. 經濟部「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5. 行政院新聞局「廣播電視法」  

    6. 交通部「調頻廣播無線電台工程技術及設備標準規範」、「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工程技  

       術管理規則」 

     7. 內政部「建築技術規則」   

    8. 國際電報電話諮詢委員會 (CCITT) 頒行之通訊建議標準  

    9. 美國材料試驗協會 (ASTM) 標準  

    10. 日本工業規格 (JIS)  

    11. 美國電子工業協會 (EIA) 通訊器材標準  

    12. 北美電話及電報公司 (AT&T) 通訊器材標準  

    13 美國交通控制系統手冊、美國高速公路管理手冊及美國交通偵測器手冊  

    14. 美國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標準  

    15. 絕緣電纜工程學會 (ICEA) 標準  

    16. 美國保險業實驗所 (UL) 標準  

    17. 美國交通部高速公路 (DOT) 標準  

    18. 國際通訊協會 (ITU) 標準  

    19. 世界標準組織委員會 (ISO) 所頒行開放型通訊網路標準  

( 二 ) 土木管道工程設計準則  

1. 交通部電信總局土木管道工程設計規範 ( 最新修訂 )  

2. 交通部電信總局土木管道工程施工規範 ( 最新修訂 )  

3. 交通部電信總局土木管道工程檢驗規範 ( 最新修訂 )  

4. 交通部頒布之「公路橋樑設計規範」  

5. 內政部頒行之「建築技術規則」  

( 三 ) 鋼結構工程設計準則  

1. 交通部頒佈之「公路橋樑設計規範」  

2. 美國 AASHTO 之「公路標誌、照明及交通號誌支撐構造標準規範」 (1975 年版 )  

3.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施工標準規範  

4. 美國鋼構造學會 (AISC) 之「設計及施工規範」  

5. 內政部頒行之「建築技術規則」  

6. 美國焊接學會 (AWS) 之「構造焊接規範」  

7. 美國鋼筋混凝土設計規範  

8. 日本建築學會「鋼管構造設計施工指針」  

二二二二、、、、交控系統路側終端設備設置原則交控系統路側終端設備設置原則交控系統路側終端設備設置原則交控系統路側終端設備設置原則        



終端設備主要包括車輛偵測器、資訊可變標誌、資訊可變標誌及圖誌可變標誌、速限可變標誌、

閉路電視攝影機、車道管制號誌、天候偵測器、路邊緊急電話等，各終端設備設置原則如表 1 。  

表表表表 1  1  1  1 交交交交    控系統路側終端設備設置原則控系統路側終端設備設置原則控系統路側終端設備設置原則控系統路側終端設備設置原則 [1]  [1]  [1]  [1]     

設施名稱  一般路段  隧道路段  

資訊可變標誌  · 交流道出口鼻端上游 500 ～ 700 公尺  

平面道路與匝道交會口上游 200 公尺 ( 實

際位置得配合現場會勘決定 )  

休息站設戶外及室內型資訊可變標誌  

天候不良路段上游 500 ～ 700 公尺  

潛在危險路段上游 500 ～ 700 公尺  

收費站拓展路面起點上游 250-500 公尺  

· 隧道入口前 500 ～ 

700 公尺  

   

資訊可變標誌及

圖誌可變標誌  

· 系統交流道出口鼻端上游 700 ～ 800 公尺     

緊急電話  · 每 1000 公尺  

都會區高架橋且路肩小於 3 公尺每 500 公

尺  

· 隧道入口前及出口外 

30 ～ 50 公尺  

隧道內每 200 公尺  

車道管制號誌  無  · 隧道入口前設置 2 座 

第 1 座：設置於迴轉車

道上游  

第 2 座：位於第 1 座

上游 150 -250 公尺  

隧道內每 300 ～ 350 

公尺  

速限可變標誌  潛在危險路段每 700 ～ 1000 公尺  

天候不良路段每 700 ～ 1000 公尺  

· 隧道入口前設置 3 座 

第 1 座：與第 2 座 

LCS 共架  

第 2 座：位於第 1 座

上游 150 公尺  

第 3 座：與隧道入口前 

CMS 共架  

隧道內設置於兩車道管

制號誌間  

閉路電視攝影機  · 交流道  

· 潛在危險路段約每 2000 公尺  

· 隧道入口前 200 公尺

內  

 隧道內每 200 公尺隧  

道內第一支設於距入口 



· 天候偵測器附近  10 公尺  

車輛偵測器  · 一般路段於兩交流道間每 2 ～ 3 公里  

實施事故偵測路段每 700 ～ 800 公尺  

進口匝道離主線鼻端上游 90 ～ 100 公尺 

出口匝道離主線鼻端上游 90 ～ 100 公尺  

· 隧道入口前及出口外 

50 ～ 100 公尺  

隧道內每 300 ～ 350 

公尺  

天候偵測器  

( 含濃霧、風力及

雨量偵測器 )  

· 路段長度為 2 公里以下時，偵測器設置於中

間位置。  

路段長度為 2 ～ 5 公里時，偵測器設於兩

端。 (1/4 及 3/4)  

路段長度為 5 公里以上時，偵測器設於兩端

及中間位置。 (1/6 及 3/6 及 5/6)  

   

路況查詢電腦  · 服務區休息大廳內     

橋樑沉陷偵測器  · 由路工提供相關資料研判     

坍方偵測器  · 由路工提供相關資料研判     

    

三三三三、、、、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本交控系統架構主要由終端設備、通訊傳輸系統及中心設備系統等三大單元整合而成，摘述如下：     

 ( 一 ) 終端設備  

1. 車輛偵測器 (Vehicle Detector, VD)：可蒐集週期性組態及事件偵測組態、現點速率調查組態與

觸動組態等資料，如圖 2 。  

2. 濃霧偵測器 (Visibility Indicator, VI) 、雨量偵測器 (Rain Detector, RD) 如圖 3 、及風力偵測器 

(Anemometer, AM) ：設置於天候不良路段蒐集各種天候資料。  

3. 坍方偵測器 (Land Slider, LS ): 設置於特定邊坡，並將所偵測地滑位移資料經傳輸系統送回多

功能控制電腦加以處理、分析及預警。  

4. 空氣監測站 (Air Pollution Monitor Station, APMS) ：連續監測高速公路營運對附近空氣品質所

造成影響，由設備監視工作站加以處理及分析後即時回報中央電腦系統。  

5. 緊急電話 (ET) ：提供用路人在發生交通事故或其它緊急狀況下，能與控制中心直接聯繫，達

到通報訊息目的，如圖 4 。  

6. 閉路電視攝影機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amera) ：用以監視交通狀況，確認交通事故的發

生，評估應變措施，俾利隨時將最新的交通資訊傳達給用路人，如圖 5 。  

7. 資訊可變標誌 (Changeable Message Sign, CMS) ：控制中心可藉此資訊的顯示來傳達交通訊

息，主要提供駕駛人員路況訊息及政令宣導等重要資訊，如圖 6 。  



8. 圖誌可變標誌 (Changeable Graphics Sign, CGS) ：配合五

分鐘路段壅塞程度顯示區段之壅塞程度予用路人，以供轉

向參考。  

9. 車道管制號誌 (Lane Control Signal, LCS) ：設置於隧道

入口前及隧道內，用以指示隧道內某些車道通行、調撥、

警示或封閉，以利事故處理及限制隧道內之車流量，如圖 

7 。  

10. 速限可變標誌 (Changeable SpeedLimit Sign, CSLS) ：配

合特定路段壅塞程度及事件資料等資訊，限制該路段的最

高行車速率，如圖 8 。  

11. 霧 ( 風或雨 ) 慢行警示標誌 (Fog Sign, FG) ：設置於

多霧 ( 風或雨 ) 路段，於道路發生濃霧 ( 強風或豪雨 ) 

時提醒用路人小心慢行。  

12. 隧道區廣播設備：供隧道內用路人，平時能自車上收音

機收聽預設之 FM 電台 (93.1MHz 、 104.9MHz 交通專業

電台 ) 廣播節目及插播路況報導。在緊急狀況時，可在車

內收音機收聽報導外，亦可經由隧道內播音號角喇叭引導

作緊急處理或逃生。  

13. 無線電話：提供高公局養護及高速公路警察局公務連絡

通訊之用。  

( 二 ) 通訊傳輸系統  

傳輸系統提供各路邊終端設備、機房與機房及控制中心間

之通訊傳輸，亦提供控制中心與控制中心、控制中心與其

它警勤單位、收費地磅及隧道機電系統間的通訊傳輸，本

系統提供下列不同型態的傳輸：  

1. 交通及控制的數據資料 (Data) 傳輸包括：車輛、雨量、

風力、濃霧偵測器、資訊可變標誌、圖誌可變標誌、車道管制號誌、速限可變標誌、霧（風或雨）

慢行警示標誌等。  

2. 語音 (Voice) 的傳輸，包括：路邊緊急電話、隧道區廣播及站區專用電話。  

3. 影像 (Video) 的傳輸，主要為閉路電視。  



通訊傳輸的主要媒介為傳輸光纜及機房與控制中心之傳輸

設備，採用 ADM 多工機幹線傳輸網路，亦提供交控終端

設備之區域傳輸網路等。  

( 三 ) 中央電腦設備  

控制中心設備包括主電腦（ Host Computer, HC ）、多功能

控制電腦（ Multi Function Control Computer, MFCC ）、全整

合式監控工作站（ Full Intergrated Work Station, FIWS ）、維

護工作站（ Maintenance Workstation, MWS ）、線上交通資

訊伺服器 (TISV) 、網路印表機 (Printer Server, PRSV ）、

系統數位時鐘 (Digital Clock, DCLK) 、可程式系統警報器 

(SALM) 、區域網路監控工作站 (Local Area Network Monitor 

Workstation, LMWS) 、通訊集訊器 (Data Gathering Processor, 

DGP) 、多重網路橋接路由器 (Multi Network Bridge 

Router,MNBR) 、區域網路交換器 (LSW) 、集線器 

(HUB) 、終端伺服器 (TSV) 、全球資訊網伺服器 

(WWWSV) 、電腦語音 / 傳真伺服器 (VOISV) 、收費地磅

通訊控制器 (TWCC) 及設備監視工作站 (SVWS) 等。  

交通控制系統整體架構，如圖 9 所示。  

    

四四四四、、、、系統功能系統功能系統功能系統功能        

本交通控制系統工程由 16 個子系統整合而成，功能繁多，依重要性歸納彙整主要功能如下：     

 ( 一 ) 操作處理並儲存各偵測器所蒐集交通資料，並顯示在工作站彩色螢幕與大銀幕上，如圖 

10 所示。  

( 二 ) 自動偵測中央電腦通訊設備及終端設備之運

作狀況，發生故障時，立即通報控制中心及維修單位。  

( 三 ) 經由事件自動偵測軟體系統，對交通資料加以

分析、研判後，警示給操作人員交通事件發生的地點

與時間。  

( 四 ) 執行交通控制策略。  

( 五 ) 提供交通路況給用路人。  

( 六 ) 自動記錄交控中心重要事件內容。 

 

 

 



 
 

圖圖圖圖 9  9  9  9 交控系統架構示意圖交控系統架構示意圖交控系統架構示意圖交控系統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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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施工監造施工監造施工監造施工監造 

本工程依工程契約規定，分三期工程施作，自第一期工程開工至第三期工程竣工歷時 5 年餘，

全程施工監造作業除依據相關合約規範及國工局標準作業程序辦理外 [2] ，謹將特殊或突發困

難狀況協調解決經過及施工交通維持心得彙整如下：  

一、本工程所需管道大部分由路工標施作完成，惟部分設備所需管道偶有遺落未施作，經與路工

標會勘協調明確訂定後，由路工標將管道施作至人、手孔、拉線箱。  

二、位於高雄縣鳳仁路往楠梓方向之資訊可變標誌架基礎，經現場開挖後發現，基礎正下方有中

國石油管群，致無法以基樁方式施作，經現場會勘協調後報請辦理變更設計採無基樁型式基礎施

作。  

三、資訊可變標誌終端控制器安裝方式，由於鋼構型式繁多，鋼構上資訊可變標誌終端控制器安

裝預留孔尺寸不一及未預留螺栓孔位，造成後續施工困擾，經協調後，將資訊可變標誌終端控制

器安裝於金屬擴張網上，原預留孔則以金屬擴張網覆蓋，以防止人員掉落。  

四、服務區室內資訊可變標誌終端控制器，未明確標示安裝位置，若依既設出線孔處就近安裝，

設備安裝後影響辦公人員動線及減少可使用空間，致使用單位提出檢討，經相關單位現場會勘

後，以辦理變更設計方式選擇較適當地方遷移。  



五、部分台電電源供應點 (PD) ，於台電公司外管線施作時，因路權問題導致無法施作，後經台

電公司重新辦理會勘，調整 PD 點位置並辦理變更設計。  

六、 CCTV CODEC 無法與 ADM 多工機介接，經查係 CCTV CODEC 輸出非標準之 STM-1 介

面，經另購轉換器後，得以解決。  

七、 承包商對中央電腦 CORBA 架構軟體認知及投入人力不足，為影響本工程進度落後主要原

因。  

八、本工程須於通車路段範圍施作之項目，主要有路側設備、鋼結構吊裝及車輛偵測器環路線圈

切割等，施工時危險性極高，為避免因施工影響高速公路之服務品質，申請許可之施工時段皆為

非週六假日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且施工時不能全部封閉主線車道，交通維持措施須採半

島型佈置，尤以新通車路段車輛雖少，但車行速度飛快，現場施工危險性更高。另於單線匝道環

路線圈切割施工時，需封閉匝道，必須於三日前，在平面地方道路及上游交流道豎立標示牌通知

用路人應變。本工程在良好有序之交通維持及承商積極努力與公警局等單位協助配合下，通車路

段施工皆能順利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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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工程歷經規劃、設計及施工監造各階段，謹將結論與建議事項彙整如下，期供相關工程人員後

續規劃設計之參考。  

一、發包方式宜以最有利標評選。  

二、提早辦理地方道路施工申請與協調。  

三、系統開始建置時即應請接管單位人員共同參與。  

四、業主及監造應積極辦理施工介面之協調。  

五、檢驗測試項目與作業，應明確合理化。  

六、承商應加強系統工程專案管理與培養系統整合人員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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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無線電系統為高速公路交通控制系統子系統之一，採用 UHF 超高頻頻段，主要功能為提供高公

局公工務維護及高速公路警察局勤務無線語音通訊使用。由於無線電系統波受地形環境限制相當

大，為求系統符合實際環境條件，本文將介紹無線電系統電波場強測試方式，選定轉播站位置及

天線鐵塔高度，以確保系統建置成功，亦可提供性質相似之無電系統規劃、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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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交通控制系統建設之主要目的在於交通監測、事件管理及交通資訊提供，以提升交通運輸效能，

配合交控系統運作及維護需求，需建置一套無線電系統，供高公局工務維護及高速公路警察局勤

務無線語音通訊使用。由於無線電系統電波受地形環境限制相當大，為求系統符合實際環境條

件，系統規劃必須先進行電波場強測試。 

無線電波場強測試首先依一般地型條件及通訊機房位置初步決定預定轉播站位置，再利用預定轉

播站位置裝設測試設備進行高速公路沿線之 UHF 頻率電波場強實地測試，並從各項測試結果研



判並選擇最佳 UHF 轉播站地點、隧道區及通訊盲區因應方案之建議，以確保高速公路 UHF 無線

電接收通訊品質。 

本文將先簡介場強測試作業方法，再針對測試及評估作業說明開放路段、隧道區及站台位址評估

選用模式等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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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場強測試作業場強測試作業場強測試作業場強測試作業 

一一一一、、、、前置作業前置作業前置作業前置作業    

(一)站台選取作 

於執行無線電波測試前，先根據高速公路預定路段圖之相關路線地形及預定轉

播站設址位置、標高及方位等資料進行分析，並先期於紙上作業後，評估轉播

站及 UHF 中繼器設置之適當位置，以提昇電波涵蓋不良地區之通訊效果。  

(二)測試設備 

為使測試順利進行，測試開始前應備妥設備，電波場強測試設備，如表 1。 

表表表表 1 1 1 1 電波場強測設備試一覽表電波場強測設備試一覽表電波場強測設備試一覽表電波場強測設備試一覽表    

項次  名稱  數量  項次  名稱  數量  

1.  UHF 發射機  

(25W 功率可

調 )  

1+1  

( 備援 )  

8.  UHF 車上接收天線組  1  

2.  發射測試天線組 1  9.  FM 收音機  1  

3.  發射機用同軸線 20 公尺  10.  頻譜分析儀或場強測試儀  2  

4.  接地線  1  11.  電池充電器  1  

5.  支撐桿及腳架  1  12.  GPS 定位器  1  

6.  駐波比及輸出功

率表  

1  13.  1 ： 50000 地圖  1  

7.  發電機或電池組 1  14.  手機  3  

 進行道路實測前，須選擇在適當的地點(空曠、短距離，兩個制高點)架設發射站台，發射站台以

UHF 頻率及功率(25W)發射機配合天線與饋線做為訊號發射來源，以進行相關設備之校正作業，

發射站台設備配置，如圖 1。  

 



 
圖圖圖圖 1 1 1 1 發射站台設備配置圖發射站台設備配置圖發射站台設備配置圖發射站台設備配置圖 

二二二二、、、、UHFUHFUHFUHF 頻段測試項目及方法頻段測試項目及方法頻段測試項目及方法頻段測試項目及方法    

(一)發射站台位置測試 

1.電波場強測試  

在選定之發射站台位置，架設 10M 以上臨時天線(天線中心點至支撐架底部之高

度)，利用頻譜分析儀或場強測試儀測試並記錄在 450 至 495MHZ 頻段之干擾電

波強度，發射站台現場架設圖，如圖 2。 

 

除利用臨時天線外應儘量利用鄰近建築物屋頂設置發射天線，以期天線中心點

至地面之高度接近 15~20 公尺以上之需求，提高測試準確性。發射站台利用既

有建築現場架設圖，如圖 3。  

  

2.環境干擾調查  

本項測試作業主要目的是偵測在轉播站附近是否存在同頻段之干擾源，進一步

分析適用之頻率，及為防制干擾因素方案分析參考。 



(二)接收站台位置測試 

1.電波場強測試  

為使接收端之測試有效率及提高測試取樣頻率，可採用高取樣率場強測試儀安

裝於車輛上，接收設備配置圖及現場架設圖，如圖 4 及圖 5。 

 

開始測試作業以手機向發射站台位置之測試人員通話，要求發射無線電波，接

收站台以頻譜分析儀或場強測試儀測量接收端之電波場強，保持接收天線 2.5M

高度，以每二分之一波長為基本移動距離，在預定道路方向選取 10 個點進行測

試，總和各點再取平均值，並計算標準差，以判定地形相對於接收點之變化對

接收到的訊號品質是否產生影響。然後接收站台以移動半波長測試一點，10 波

長可取 20 點，以測試在接收點之訊號強度，分析計算路徑損失，判別該地區受

地形影響造成之電波損失程度及通訊盲區，俾供預估電波涵蓋範圍。測試結果

記錄於無線電波測試紀錄表，如表 2。 

 

 
                  圖圖圖圖 4 4 4 4 接收測試設備配置圖接收測試設備配置圖接收測試設備配置圖接收測試設備配置圖((((一一一一)))) 

2.中繼器位置評估 

依據上述測試資料，研判受測地點之電場強度、載波干擾

比(C/I)，於電波未涵蓋之盲區，評估設路邊中繼器之適當位置。 

 

 

 

 

 

 

 

    

圖圖圖圖 5 5 5 5 接收測試現場設備架設圖接收測試現場設備架設圖接收測試現場設備架設圖接收測試現場設備架設圖

((((二二二二))))    



表表表表 2222 無線電場強測試紀錄表無線電場強測試紀錄表無線電場強測試紀錄表無線電場強測試紀錄表    

  

  

 

基地台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座標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標高 : _______________m  

發射機 :____________________ 輸出功率 : __________W. 測試頻率 : 

___________MHz  

發射天線 : _________________ 增益 :_______________ dBi  

天線高度 : ______________ m 傳輸線 :______________ dB 衰減  

接收位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測點座標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測點座標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標高 :______________m  

測試接收儀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測試接收天線 : _____________________增益 : ___________________dBi  

接收天線高度 
電場強度 

(dBuV/m) 

信號強度  

(dBm)  

干擾強度 

(dBm)  
C/I (dB)  

標準差 

(dB)  

            

取樣點 0 1 2 3 4 5 6 7 8 9 

訊號強度                     

取樣點  -1 -2 -3 -4 -5 -6 -7 -8 -9 -10 

訊號強度                     

 

 

測試日期 : / / 

天 氣 :      

溫 度( ℃):      

相對濕度(% )      

    



 

參參參參、、、、     測試結果及評估測試結果及評估測試結果及評估測試結果及評估 

 

一一一一、、、、系統通訊品質要求系統通訊品質要求系統通訊品質要求系統通訊品質要求 

(一)臨界場強標準 

UHF 接收的靈敏度為 0.5 μV (在 20dB Quieting 時)或 0.35 μV(在 12dB SINAD 

時)，另為達到良好通訊品質，無線電收發訊號雜音比至少應為 20dB 以上，則

接收訊號強度為 0.5μV，約-113dBm，電波涵蓋率至少達 95%。[1] 

(二)通話品質標準 

無線電系統通訊需求之規劃以車上台通訊為主，手機則以戶外可與轉播站通訊

為目標，車內手機因車體遮蔽損失約 10~15dB 以上，不予考慮。若有車內手機

通訊特殊需求，則須於車輛內加裝訊號放大器以改善收訊品質。 

二二二二、、、、電場模擬方法電場模擬方法電場模擬方法電場模擬方法    

(一)Hata 傳播模式 

Hata 傳播模式係依據被廣泛應用的奧村、秦 Okumura 模式修正而來，是目前應

用普遍之預估模式，一般可應用於 1Km 以上各種不同環境之無線電電波傳送損

失之推估與模擬，其誤差在 12~15dB 以內應可接受，其公式如下[2]：  

 

頻率 f(MHz) =462Mhz 

發射天線高度 ht(m) =M(發射站台高度) 

接收天線高度 hr(m) =M(接收站台高度) 

距離 d(km) = 

傳播損失 Lp = 69.55+26.16log10f-13.82log10ht-a(hr)+(44.9-6.55log10ht) log10d 

大都市補正：a(hr) =3.2*((log10 11.75*hr)2)-4.97  

(300Mhz≧f≧1500Mhz) 

a(hr) =8.29*((log10 1.54*hr)2)-1.1 (150Mhz ≦f≦300Mhz) 

市街地補正：a(hr) = (1.1*log10f-0.7)*hr-(1.56*log10f-0.8) 

郊外地補正 Lp = Lp = {市街地}-2{log10 (f/28)}2-5.4 

開放地補正 Lp = {市街地}-4.78{log10f}}2 +18.33log10f-40.98 

Egli 氏傳播損失 Lp =20log10((ht*hr)/(d*1000)2) +20log10(40/f) 

(二)模擬模式參數 

利用 Hata 電波傳播模式模擬各站台實測值， 於一般開放路段，選擇每公里計算

一次電場強度， 與實際測量值比對， 以分析其電波傳播狀況，模擬誤差值在 

15dB 以內屬合理範圍。於隧道區， 計算由發射站台至最近隧道口之電場強度， 

以作為系統設計時之參考。小區域空間則以 Bullinton 公式 L(dB) = 87 log 20 



D(Km)計算轉播站電波，依據建置之 HATA 電波傳播損失模擬方程式及現場測試

之數據繪製涵蓋範圍之模擬圖，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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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隧道區電波涵蓋對策隧道區電波涵蓋對策隧道區電波涵蓋對策隧道區電波涵蓋對策 

除上述開放路段利用電波測試進行轉播站位置及中繼站選定評估外，隧道內可容納轉播站設備機

房空間有限，須考量不同於開放空間之設計方式。隧道內無線電系統設計，訊號必須利用設置於

隧道口轉播站透過光纜、射頻光通訊設備、無線電中繼器及漏波電纜傳送隧道內，以達到 95%

電波涵蓋率。依漏波電纜特性，距離 6 公尺時， 7/8”漏波電纜 450Mhz 之 Coupling Loss 約為 75dB， 

每 100 公尺之衰減約為 3.2dB，使用增益 40dB~50dB 之中繼器，輸入功率(Down Link)等於 36dBm(1 

Carrier) 或 20dBm(4 Carrier)以此為設計，採用 T 型架構於隧道中央將訊號向隧道口傳播。計算隧

道區漏波電纜中繼器置手機順向路徑(Down Link)LCX 傳送損失計算表，如表 3。由表 3 可計算漏

電電纜末端最小值及漏波電纜單向可傳送距離。 

漏波電波末端最小值=(接收訊號要求)+(系統餘裕值)+(手機身體阻隔損失)+(手機天線損失)+(漏波

電纜偶合損失) =-9.5dBm + 5dB + 10dB+3dB+75dB=-2Bm  

 

漏波電纜單向可傳送距離=(分路器輸出漏波電纜末端最小值)漏波電纜傳輸損失 

=(15dBm-(-2dBm))/(3.2dB/100M)=530M  

由上述計算可推估一組射頻光通訊設備及無線電中繼器銜接漏波電纜，約可涵蓋 1000M 公尺隧

道區域，若尚須補強隧道洞口開放區域，則可將射頻光通訊設備及無線電中繼器設置於洞口機

房，惟隧道內漏波電纜若超過 500M 則可再串接一個無線電中繼器放大，隧道區電波涵蓋架構圖，

如圖 6。 

 



表表表表 3 3 3 3 中繼器至手機順向路徑中繼器至手機順向路徑中繼器至手機順向路徑中繼器至手機順向路徑(Down Link)LCX(Down Link)LCX(Down Link)LCX(Down Link)LCX 電波傳送損失計算表電波傳送損失計算表電波傳送損失計算表電波傳送損失計算表    

項次  項目  數值  

1.  放大器輸出  20dBm  

2.  跳線損失  1.5dB  

3.  1 對 2 向分配器損失  3.5dB  

4.  分路器輸出  15dBm  

5.  漏波電纜傳輸損失  3.2dB/100M  

6.  漏波電纜偶合損失 (6M)  75dB  

7.  手機天線損失  3dB  

8.  手機身體阻隔損失 ( 腰帶 )  10dB  

9.  系統餘裕值  5dB  

10.  接收訊號要求  － 95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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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轉播站位置研選轉播站位置研選轉播站位置研選轉播站位置研選 

 

轉播站位置研選須配合交控系統之交控機房設置規劃，交控機房設置位置及空間需求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機房設置位置機房設置位置機房設置位置機房設置位置    



(一)交控機房 

高速公路為一線形結構，配合交通控制系統之傳輸系統建構，必須沿線配置交

控機房。考量交控機房可收容之交控路側終端設施容量、纜線配分及傳輸架構，

交控機房設置間距約 25-30 公里。交控機房之設置位置應考量用地取得、交通便

利等因素，故機房宜設置於服務區、工務段或交流道旁等地區為宜。  

(二)轉播站機房 

依據電波場強測試結果設置轉播站機房，轉播站機房儘量與交控機房同一位

置，無線電波涵蓋不足區域則另行增設轉播站機房。  

(三)隧道內輔助機房 

由於隧道內交控設施佈設密度高並分別收容於隧道內輔助機房及隧道口機房，

傳輸系統利用隧道內輔助機房與隧道口交控機房形成隧道幹線傳輸網路層，依

據此原則隧道口設置一處交控機房，隧道可形成單獨之隧道環狀網路。考量隧

道長度、斷面及地質等因素，隧道內輔助機房位置，原則儘量配合隧道標設計

位置，隧道內輔助機房間距約 1.4 公里。  

二二二二、、、、空間需求空間需求空間需求空間需求    

交控機房規劃時應包含交控設備室、發電機及配電室、電池室、UPS 及充電機室、民

間通訊業者設備室，交控設備室應考量下列各設備所需空間。     

(一)交控機房 

交控設備、無線電設備及民間行動通訊業者通訊設備。隧道口交控機房另需考

量消防無線電設備及隧道廣播設備所需空間。 

(二)無線電機房 

無線電設備及民間行動通訊業者通訊設備。 

(三)隧道內輔助機房 

無線電設備、消防無線電設備、隧道廣播設備及民間行動通訊業者通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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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        結語與建議結語與建議結語與建議結語與建議 

本文介紹無線電系統電波涵蓋對策除應用於 UHF 無線電系統外，亦可應用於隧道路段 VHF 特高

頻消防無線電系統及 FM 廣播系統規劃設計參考，以確保隧道內通訊服務品質。 

本文亦對閉路段之無線電系統電波場強測試及轉播站位置選址規劃做一簡述，依以往工程經驗，

僅將結論與建議事項彙整如下： 



一、電波場強測試前必須準備路工路形資料，研判預定轉播站位置。並安排路線行程，以利無線

電場強測試順利進行。 

 

二、電波場強測試設備精確度，將影響測試結果，測試前應將測試設備送經 ISO 認證檢驗機構校

正。 

 

三、進行電波場強測試時，相鄰發射站台應同時發射電波，以利接收測試設備沿發射站台路線進

行測試，並記錄兩發射站站台訊號強度，以判定通訊盲區區域。 

 

四、場強測試完成應研判測試結果後，必要時進行場強補測或複測，以確保取得路段範圍連續性

之電波場強收訊數據。 

 

五、為校對場強測試結果之準確度，可取得路工地形資料及建立相關資料，輸入電腦場強模擬及

軟體，繪製電波場強涵蓋圖，以確定轉播站位置、天線鐵塔型式及高度。 

 

六、依電波強測結果選定之轉播站位置，必須配合路工及機電標協調整合，以確定轉播站最佳位

置及空間配置，並採用適當之鐵塔型式及高度，以降低轉播站週圍環境景觀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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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同頻發射共波式無線電話系統 (Conventional Simulcast Radio System) 簡單地說，就是在一廣大區

域內，由許多轉播站（ Radio Base Station ），同時發射同一載波訊號（ Simultaneously Broadcasting, 

Simulcast ），藉以達到此區域通訊之目地。系統中之「 等化與控制單元 (Equalization and Processing 

Unit) 」及「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 (Equalization and Delay Control Unit) 」是作為 系統內各無線電

轉播站與中控中心間，各訊號傳輸設備所輸出之載波訊號同步化（ Synchronization ）之工具，

期使各轉播站所傳送之載波訊號的頻率（ Frequency ）、相位（ Phase ）及振幅（ Amplitude ）

一致，彼此間不會相互干擾，導致訊號失真，致使系統之車裝式 / 手提式無線電話機（ Mobile 

Radio Unit/ Portable Radio Unit ）無法接受正確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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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同頻發射共波式無線電話系統主要應用於警察、消防隊、救護車、機場服務人員、交通事業從業

人員 … 等專業團體，供指揮調度及相互協調之無線通訊工具。以國道高速公路局中區交通控制

系統工程所建置之無線電話系統，即是依據此系統之特性，提供相關交通事業從業人員在無線通

訊方面的需求而建置。本文將依據此案例，說明「等化與控制單元」及「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

於同頻發射共波式無線電話系統中之運作方式及相關功能。  

 

本文第二章將先簡述「同頻發射共波式無線電話系統」之原理，並說明「 等 化與控制單元」及

「 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之功能 。第三章將以國道高速公路局中區交通控制系統工程無線電話

系統之案例說明所使用「等化與控制控制單元」、「 等化與延遲單元」 之架構及其運作方式。

第四章將概述 載波訊號等化與延遲數學 運算模式 。第五章則針對載波訊號延遲時間與傳輸路

由之關係作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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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同頻發射共波式無線電話系統同頻發射共波式無線電話系統同頻發射共波式無線電話系統同頻發射共波式無線電話系統 

同頻發射共波式無線電話系統簡單地說，就是在一廣大區域內，由許多轉播站同時發射同一載波

訊號（ Simultaneously Broadcasting, Simulcast ），藉以達到此區域通訊之目地。當此區域內之鄰

近轉播站，同時傳送同一載波訊號時，在此區域內之載波訊號涵蓋重疊區（ Overlap Reagion ）

內，如圖 1 。使用者之車裝式 / 手提式無線電話機（ Mobile /Portable Radio Unit ）將接收到多

個不同轉播站所傳送之同一載波訊號，如果這些載波訊號之頻率、相位及振幅不同，彼此間將相

互干擾，產生訊號失真，導致話機無法接受正確之訊息。  

為確保使用者獲取正確訊號，系統須確保各轉播站之發射機，所輸出之載波訊號頻率、相位與振

幅一致。當各轉播站發射載波訊號頻率、振幅及相位一致時，各載波訊號間之同頻干擾

（ Co-Channel Interference ）現象，將降到最低之程度，並達到系統通訊品質改善之目地。 

 

 

 



為達到上述目的，可於系統內加裝「等化與控制單元」及「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來達成，其系

統架構如圖 2 。 中心派遣端須裝置 等化與控制單元 ；另於各轉播站裝置等 化與延遲控制單

元，中心端 利用 比較選擇控制電路，選擇一最佳 載波訊號，再回傳至各轉播站。此時 各 轉

播站之 等化與延遲單元依中心所提供之標準訊號，以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控制計算延遲時間，

使各轉播站之載波訊號有一致之特性，達成 相鄰近之轉播站其載波訊號涵蓋重疊區內，接收到

同一精準之載波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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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等化與控制單元等化與控制單元等化與控制單元等化與控制單元」」」」及及及及「「「「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    之運作方式說明之運作方式說明之運作方式說明之運作方式說明 

以國道中區交控系統建置之同頻發射共波式無線電話系統為例，係採用 DAMOZAL Technologies 

INC 所提供之「等化與控制單元」及「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其相關架構、運作方式 及功能 ，

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    、、、、    中心端之中心端之中心端之中心端之    等化與控制單元等化與控制單元等化與控制單元等化與控制單元        

等化與控制單元 ( 製造商編號 SC-350 ，如圖 3) 由〝 類比 / 數位轉換器（ A/D Convert ）、

主時序處理單元（ Master Time Processing Unit ）及數位等化處理單元（ Digital Equalizer Unit ） 〞

等單元所組成。  

 

當類比 / 數位轉換器接收派遣台或交換機之語音訊號後，即將此 類比語音 信號轉換成 96K 

PCM 數位 載波訊號（ 96K PCM 訊號： 8K 取樣 , 12 Bit A/D 轉換 ），並傳送至 主時序處理

單元，此時主時序處理單元將 PTT （ Push to Talk ）及時序同步訊號（ Sync Clock ）加入此 PCM 



數位 載波訊號 中，並將此訊號（ 128K PCM 訊號）輸出至數位等化處理單元；數位等化處理

單元即將此數位 載波訊號特性予以一致化，並將此訊號傳輸至各轉播站。  

另當中心接收各轉播站 所傳送之同一載波之數位 訊號時，即將此載波訊號傳送至 比較選擇單

元，此時比較選擇單元將 會選擇一最佳訊號，並傳送此訊號至 數位等化處理單元，同時加入主

時序處理單元所傳送之 PTT （ Push to Talk ）及時序同步訊號（ Sync Clock ），並將 此 數位 

載波信號轉換成 128K PCM 數位 載波訊號後，回傳至派遣台及各轉播站。 

 

二二二二、、、、轉播站轉播站轉播站轉播站    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        

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 ( 製造商編號 SC-351 ，如圖 4) 由〝 類比 / 數位轉換器（ A/D 

Convert ）、延遲控制單元（ Delay Control Unit ）及數位等化處理單元（ Digital Equalizer Unit ） 〞

等單元所組成。  

 

當類比 / 數位轉換器接收使用者之車裝式 / 手提式無線電話機所傳送之語音載波訊號後，即將

此類比載波訊號轉換成 96K PCM 數位載波訊號；於此同時， 延遲控制單元將依據中控中心所

傳送之時序同步訊號（ Sync Clock ），計算訊號所需延遲時間並延遲此 載波訊號傳送至數位等

化處理單元， 數位等化處理單元即將此 載波訊號特性予以一致化，並將此訊號傳送至中控中心。  

另當數位等化處理單元接收中控中心所傳送之 96K PCM 數位載波訊號、 PTT 與 時序同步訊

號 後，即將此訊號解碼， PTT 與 時序同步訊號 用於控制 無線電轉播設備， 數位載波訊號

傳送至數位 / 類比轉換器，此時 延遲控制單元將依據中控中心所傳送之時序同步訊號，計算訊

號所需延遲時間，再予以轉換成類比 載波訊號，並傳送至發射機輸出此 類比 載波訊號。  

 

三三三三、、、、數位等化處理單元數位等化處理單元數位等化處理單元數位等化處理單元        

在 SC-350 及 SC351 中皆有數位等化處理單元如圖 5 ，該單元具有下列三大主要功能：  



  

( 一 ) 平坦增益（ Flat Gain ）：以一特定之參數放大或衰減語音訊號之振幅，以本案例而言，

平坦增益之修正載波訊號振幅量為± 6dB ，最小修正幅度為 0.1 dB 。  

( 二 ) 振幅響應（ Amplitude Response ）：檢測每一 音頻訊號 之振幅，並藉由平坦增益功能修

正其振幅量，使每一 音頻訊號彼此間 振幅 差，需低於 1dB 。  

( 三 )Group Delay （群組延遲）：估算各轉播站傳送至中控中心之每一 載波訊號之延遲時間 ，

並藉由延遲控制單元之功能修正其 延遲時間 ，確保此 載波訊號間之時間差，需小於 10uS ，

並使其載波訊號頻率相位差，小於 10 度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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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載波訊號等化與延遲數學載波訊號等化與延遲數學載波訊號等化與延遲數學載波訊號等化與延遲數學    運算模式運算模式運算模式運算模式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數位等化處理單元數學運算模式，採最小平方誤差估算法則（ Minimized Square Error Estimation, 

MSE ），求取各 載波訊號間 最小誤差 ( 如圖 6) ，藉以達到系統之要求， 其相關數學計算式

如下式所示 〔 5 〕 ：  

………………(1)  

其中 ：參考載波訊號頻率響應（ The Test Signal Frequency Response of The Reference 

Station ）  

：載波訊號頻率響應（ One of The Other Equalized Base Station ）  

：加權方指數（ Weight Function ）  

上述方程式 (1) 之加權指數 ，故方程式 (1) 可簡化如下式所示：  



…………………(2)  

當訊號來自各轉播站，系統會選擇其中一載波訊號為參考載波訊號 ，另一載波訊號為測

試載波訊號 ；假設此載波訊號須經過 16 次數位等化與延遲單元運作修正 ，，，，    其訊號方

可與參考載波訊號頻之誤差量達到系統要求；其電路如圖 7 ，此測試載波訊號修正後之訊號 相

關數學計算式如下式 所示：  

…………………(3)  

其中 ：等化係數（ equalizer coefficients ）  

如上文所述， 最小平方誤差估算法則（ MSE ）及在求取 載波訊號與參考載波訊號之最小誤差

量，即 之最小誤差值為 0 。 

 

 

圖圖圖圖 6  6  6  6 載波訊號與參考載波訊號之誤差量載波訊號與參考載波訊號之誤差量載波訊號與參考載波訊號之誤差量載波訊號與參考載波訊號之誤差量    訊號示意訊號示意訊號示意訊號示意    圖圖圖圖〔〔〔〔 5  5  5  5 〕〕〕〕        

 

假設載波訊號須經 16 次 數位等化與延遲單元運作修正 後，其 最小平方誤差 

=0 ，求其迴旋積分（ Convolution ）之相關數學計算式如下式所示：  

, j=0,1,….,15…………………(4)  

其中 h 為一向量（ Vector ）其定義如下式數學方程式所示：  

…………………(5)  

c : 為純量值（ Scalar ）， 將如下式數學方程式所示：  



…………………(6)  

其中（ . , . ）為向量內積（ inter product ），其定義如下式數學方程式所示：  

…………………(7)  

z 為向量（ Vector ）， z 將如如下式數學方程式所示：  

其中 …………(8)  

其中 A 為線性操作（ linear operator ），其定義如如下式數學方程式所示：  

…………………(9)  

如方程式 (4) 所示， 為 16 個未知數（ unknown ），解其數學方程式說明如下： 

…………………10)  

………………(11)  

c 同方程式 (6) ，將方程式 (10) 及 (11) 代入方程式 (9) ，化簡後如下式數學方程式所 示： 

……………(12)  

………………(13) 

…………………(14)  

…………………(15)  

…………………(16)  



 

…………………………………………………………………………………………………………………………………………………………………………………………………………………………………………………………………………………………………………………………………………………………………………    

 

伍伍伍伍、、、、     載波訊號延遲所需時間與傳輸路由距離長短之關聯性載波訊號延遲所需時間與傳輸路由距離長短之關聯性載波訊號延遲所需時間與傳輸路由距離長短之關聯性載波訊號延遲所需時間與傳輸路由距離長短之關聯性 

為使載播訊號重疊區可同時接收鄰近轉播站所傳送之同一載播訊號，各轉播站所需延遲發射之無

線電載播訊號時間亦不相同。  

 

 
 

當轉播站接收中心所傳送之載波訊號路由距離越遠，其載波訊號所需傳遞之時間越長，此時載波

訊號所需延遲之時間將越短；反之，當轉播站接收中心所傳送之載波訊號路由越近，其載波訊號



所需傳遞之時間越短，載波訊號所需延遲之時間將越長。圖 8 為中心端與不同轉播站之傳輸延

遲時間與路由距離關係示意圖。 

…………………………………………………………………………………………………………………………………………………………………………………………………………………………………………………………………………………………………………………………………………………………………………    

 

陸陸陸陸、、、、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同頻發射共波式無線電話系統」 建置過程中，如何使各轉播站之訊號發射機，所輸出之訊號

載波頻率、相位與振幅一致，對於一無線電話系統之設計者而言，是一首要課題。以國道中區交

控無線電話系統案例而言，選擇 等化與控制單元及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 設備，其相關優點如下：  

一、 等化與控制單元及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先行將類比載波訊號轉換成數位訊號 ，再行此訊

號之 等化與延遲 功能運作，此舉將降低訊號於 等化與延遲 功能運作時之錯誤率產生。  

二、 當訊號來自各轉播站時， 系統之 等化與控制單元及等化與延遲控制單元 會選擇其中一載

波訊號為參考載波訊號（以傳輸距離最遠之載波訊號作為參考載波訊號），另一載波訊號為測試

載波訊號，此舉將不因傳輸設備更改傳輸路徑，而須更新系統之相關設備或修改相關軟體。 

…………………………………………………………………………………………………………………………………………………………………………………………………………………………………………………………………………………………………………………………………………………………………………    

 

 
 

 

 



 

…………………………………………………………………………………………………………………………………………………………………………………………………………………………………………………………………………………………………………………………………………………………………………    

 

壹壹壹壹、、、、計畫概述計畫概述計畫概述計畫概述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於「2004 年世界競爭力報告」評比，雖然台灣整體競爭力在

全球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十二，是歷年最佳成績，但在污水處理普及率方面，截至民國 92 年

底全國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僅達 10.9%，與鄰近國家日本及南韓相較，仍偏低許多，面對講究

尊嚴、品質、永續經營的二十一世紀，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實為當務之急。 

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配合中央政策，將楠梓污水區之污水下水道建設依促參法第 42

條規定，由市府規劃方式辦理，並依 92 年 12 月 12 日獲行政院核定之「高雄市楠梓污水區下水

道系統 BOT 計畫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報告(含建設計畫與投資建設方案及費率)」作為本案實施

之主要依據。 

二二二二、、、、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一)提高生活品質 

污水下水道系統完成對都市居民生活品質的提升效益，包括如：改善化糞池及污水排放之污染問

題、減少水媒傳染疾病發生機率及改善都市市容觀瞻等之直接效益，與改善市區環境衛生、提高



都市之地位及形象等之間接效益。 

 

(二)改善河川及海域水質 

本案係將污水下水道系統收集之污水，經由二級生物處理後就近排放於海邊，因此後勁溪及海域

水質均將隨本案之完成，而使污染量大為減少。 

 

(三)加速提昇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期以引入民間資金、活力、技術及效率參與污水下水道建設，加速提昇國內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

普及率及提昇國家整體競爭力。    

三三三三、、、、計畫範圍計畫範圍計畫範圍計畫範圍        

(一)服務區位 

楠梓污水區位於高雄市北端，東北側範圍係以高速公路及高雄縣市界為界，西臨台灣海峽，南邊

範圍線東自縣市界起，沿半屏山南側稜線及楠梓、左營行政區界西行，接中海路、中正路、介壽

路至先鋒路後，向西沿左營、鼓山行政區界至海，全部面積約 3,394 公頃。 

 

(二)服務人口 

民國 92 年底人口數約為 16 萬人，推估至民國 127 年計畫服務人口數約為 36 萬人。 

 

(三)工程內容 

本案服務範圍包括污水下水道系統管網及污水處理廠之興建及營運，除高雄市楠梓污水區之生活

污水外，高雄縣蚵仔寮地區、左營軍區及中山高速公路以西部分高雄縣仁武鄉區域內之生活污水

及零星工業廢水亦一併予以收集，處理至符合興建營運基本需求書中之放流水水質標準後排放至

典寶溪。                  

    
                                                                                    圖圖圖圖 1 1 1 1 本案服務範圍示意圖本案服務範圍示意圖本案服務範圍示意圖本案服務範圍示意圖  

 



其中，楠梓加工出口區（面積約 83 公頃）及中油高雄煉油總廠（約 242 公頃）所產生的事業廢

水，經其自行收集處理後，以管線加壓方式納入左營污水海洋放流陸上管線系統，並經左營海洋

放流管於外海排放，故此二區域廢水將不納入本污水區污水系統。本案服務範圍示意詳圖 1。 

    

四四四四、、、、許可範圍許可範圍許可範圍許可範圍    

包括興建暨營運高雄市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計畫及其相關附屬設施、經營附屬事業之興建、

營運。 

 

(一)許可興建範圍及要求 

1.投資興建完成一座平均日污水處理量至少達 75,000CMD 之二級污水處理廠，並須於簽訂設定地

上權契約後三年內正式運轉。污水處理廠之興建需求包括： 

 

(1)污水處理廠用地：約 15 公頃，設置於援中港後勁溪與典寶溪間，由高雄市政府提供用地，詳

圖 2。  

 

           

                                        圖圖圖圖 2 2 2 2 污水處理廠位置圖污水處理廠位置圖污水處理廠位置圖污水處理廠位置圖 

(2)進流水水質基準：BOD5 200mg/L 及 SS 200 mg/L，其餘水質基準依「高雄市污水下水道可容納

之下水水質標準」。 

 

(3)各處理單元之設計參數：須符合內政部公告之「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 

 



(4)處理後之放流水質：應將污水處理至符合環保署修正頒布之「放流水標準」，且 BOD5 20mg/L

及 SS 20 mg/L。 

2.投資興建楠梓污水區高雄市部分之下水道主、次幹管及分支管網： 

管網佈設分三階段進行，民間機構興建之分支管網密度，須至現有街道及計畫道路之巷弄口，如

管線經未開闢路段且上有建物者，須盡量規劃為上游端，興建期程應納入第三階段或配合道路開

闢同時埋設，並須確保主辦機關興建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之安裝（用戶接管）之管線長度不超過

100 公尺。各階段管網之興建時程原則要求如下 

(1)第一階段污水下水道管網 

民間機構須於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後四年內完成管網佈設至少達 79,500 公尺（含主、次幹管之

全部及人口密集區域之分支管網）。並於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後四年內完成高雄大學特定區管網

佈設。 

 

(2)第二階段污水下水道管網 

民間機構需於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後九年內完成管網佈設至少達 107,800 公尺。 

 

(3)第三階段污水下水道管網 

民間機構需於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後十二年內完成佈設其餘可施工之污水下水道管網。 

 

(4)三階段管網佈設須經主辦機關審核同意，其數量合計以 125 公里為限，超過 125 公里之後續

新增管網佈設及其增加之建設及維護費用，由雙方協商。 

 

3.其他因營運本案所需（但不含在主辦機關興建範圍內）之設施或設備 

 

4.擴廠計畫 

民間機構應至少預留 50,000CMD 擴建所需之用地及空間，並於本案投資計畫書中載明相關擴建

計畫。主辦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優先與民間機構議約。 

 

(二)許可營運範圍 

 

1.民間機構應維持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正常運作所需之營運工作，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設施之

操作、維護、更新及增置： 

(1)操作、維護及更新污水處理廠。 

(2)青埔溝截流設施。 

(3)污泥之清運及處置。 

(4)污水下水道管網。 

(5)抽水站。 



(6)既設管線之管理維護。 

(7)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之清除孔(含)至下游端。 

(8)辦理環評之環境品質監測計畫及審查意見中之應辦事項。 

(9)其他由民間機構提出並經主辦機關核定之事項。 

 

(三)附屬事業之興建營運原則 

1.經營附屬事業之內容 

民間機構得於本案興建營運範圍內依相關法令規定經營附屬事業（如處理後廢水之回收使用、污

水處理廠用地之多目標使用、管網架設光纖等）。如須取得有關機關之營業許可者，民間機構應

於取得許可後，始得為之。 

2.經營附屬事業計畫 

民間機構經主辦機關同意經營附屬事業後，應於預定開始經營附屬事業一個月前提出營運計畫，

並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3.經營附屬事業之期間 

附屬事業之經營期間不得逾越本案之許可年限。 

 

五五五五、、、、許可年限許可年限許可年限許可年限    

自民間機構與主辦機關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之翌日起算，共計三十五年，包括污水處理廠之興建

期間三年、營運期間三十二年。 

 

六六六六、、、、委託處理費之付費及調整機制委託處理費之付費及調整機制委託處理費之付費及調整機制委託處理費之付費及調整機制    

指自營運開始日起，主辦機關依興建營運契約規定支付民間機構開始處理污水之對價。 

 

(一)委託處理費 

本案委託處理費同時考量建設費用、操作維護費用和合理報酬率因素之影響，分為建設費用、固

定操作維護費用和變動操作維護費用。建設費用性質係屬固定成本，與委託處理費並無直接關

聯，而建設費用係於營運前即已投入之成本，於興建完成後總成本將不再受物價波動等相關指數

變動之影響；操作處理費用亦可再依成本屬性區分為固定操作維護費用及變動操作維護費用。 

 

(二)付費機制 

為確保民間機構能回收其投資，並避免主辦機關超額支付委託處理費用，本案建設費用與固定操

作維護費用以設計處理水量為支付基礎，變動操作維護費用則將以實際污水處理量為支付原則。 

基於考量成本屬性、未來委託處理費用支付和費率調整之公平與合理性，民間投資人須於投資申

請階段，依其興建營運能力及可以接受之投資報酬率，作委託處理費用之財務試算，並據此作為

日後合約執行時之委託處理費核付依據（詳表 1）。  

 

 

 



表表表表 1111 民間機構所提之委託處理費費率一覽表民間機構所提之委託處理費費率一覽表民間機構所提之委託處理費費率一覽表民間機構所提之委託處理費費率一覽表    

    

…………………………………………………………………………………………………………………………………………………………………………………………………………………………………………………………………………………………………………………………………………………………………………    

 

貳貳貳貳、、、、    辦理過程辦理過程辦理過程辦理過程 

茲將本計畫作業流程及各項工作事項辦理時程整理如表 2，重點工作詳細內容說明如下： 

表表表表 2222 本案辦理歷程本案辦理歷程本案辦理歷程本案辦理歷程    

辦理

階段 
期程  辦理事項  

92.8.8  
●主辦機關：函發本 BOT 案「建設計畫」、「財務計畫」、「契約要

項」報請行政院核定。  

92.10.7  

●主辦機關：簽奉市長核准成立甄審委員會（由林永堅副市長擔任召

集人，林欽榮局長擔任副召集人，委員有：吳宏謀、黃錫薰、梁為公、

張和平、羅維、陳陽益、陳耀光、何依栖、黃茂榮、沈建全、溫清光、

呂麗美、王建智、徐中強、鄭哲英計 17 位）及工作小組。  

92.11.03  ●主辦機關：舉辦第一場招商說明會。  

92.11.11  ●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中華顧問工程司辦理本案招商顧問服務。  

籌備

公告

階段 

92.11.19 
●擬定招商文件草案（含申請須知、興建營運契約及評審辦法）。  



~ 92.12.3  

92.12.3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確認招商文件草案內容。  

92.12.5  ●林永堅副市長主持第一次甄審委員會議，議定評審辦法。  

92.12.12  
●行政院以院臺內字第 0920061241 號函核定本案先期規劃報告（含建

設計畫與投資建設方案及費率）。  

92.12.17  
●簽奉市長核定公告之招商文件（含申請須知、興建營運契約草案及

評審辦法等）。  

92.12.18  ●第一次公告招商，等標期 61 日；計有十七家廠商領標。  

92.12.26  ●舉辦第二場招商說明會。  

93.1.14  

●第一次公告之補充公告：修正申請須知內容；  

●函知各領標廠商請求釋疑及答覆內容與補充公告申請須知修正內

容。  

93.2.12  ● 參加高高屏招商展覽會。  

93.2.16  ●第一次公告截止收件日，因無投資廠商遞件而宣告流標。  

93.3.10  ●第二次公告招商，等標期 62 日，計有十九家廠商領標。  

93.5.7  
●環保局召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有條件通過環

境影響說明書。  

93.5.10  
第二次公告截止收件日，計有力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投資廠商參

與投標。  

93.5.11  ●經甄審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完成申請人資格文件初核工作。  

93.5.12  ●以府函通知申請人作資格文件之澄清補正。  

93.5.20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完成彙整工作小組成員針對申請人（力麒建設）

所提投資計畫書內容之評估意見， 並寄予甄審委員參考。  

93.5.27  

●第二次甄審委員會議決議，確認力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合格申請

人。  

●第三次甄審委員會議決議，有條件通過力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最

優申請案件申請人。  

93.6.21  ●公告及發函通知評定結果。  

93.7.20  
●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提送依甄審委員會意見修改、補充完成之「投

資計畫書修正版（含修正意見回覆內容）」 。  

93.7.21 

~ 93.8.4  

●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依甄審委員會意見修改、補充完成之「投資計

畫書修正版（含修正意見回覆內容）」提送各甄審委員作書面確認。 

公告

招商

及甄

審階

段  

93.8.27  

●主辦機關發函同意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依甄審委員會意見修改、補

充完成之「投資計畫書修正版（含修正意見回覆內容）」，據此，力

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通過成為本案之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  



93.5.28 

~ 93.6.25  

●最優申請人提送議約之議題草案  

93.6.26  

~ 93.7.2  

●由幕僚顧問與最優申請人召開議約前討論會議，就最優申請人提送

之議約議題草案交換意見。  

93.7.3 

~ 93.7.16  

●最優申請人依據議約前討論會議結論修改並提送議約內容。  

93.8.3  

~93.8.9  

● 依據申請須知規定與最優申請人正式展開議約，共召開四次正式議

約會議，議定委託興建營運契約及設定地上權契約條文。  

93.8.12  
● 由林欽榮局長主持工作小組會議，確認委託興建營運契約及設定地

上權契約議約修正後條文。  

93.8.19  
●市府發函議約結果通知予最優申請人，請力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依

申請須知規定成立新公司並籌辦簽約事宜。  

93.9.19  ●力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提送投資執行計畫書。  

議

約、簽

約階

段  

93.10.20  ●完成簽約。  

 

…………………………………………………………………………………………………………………………………………………………………………………………………………………………………………………………………………………………………………………………………………………………………………    

 

參參參參、、、、 遭遇問題與解決方法遭遇問題與解決方法遭遇問題與解決方法遭遇問題與解決方法 

至第一次公告截止 93.02.16 前，共舉辦二次招商說明會，發布新聞稿五次，就領標之廠商家數而

言，已收其功效，但廠商遲未決定提出申請而導致流標，究其因可就委託興建營運條件、委託處

理費、招商條件等三大主題探討(如表三)。 

表表表表 3333 遭遇問題及解決方式彙整表遭遇問題及解決方式彙整表遭遇問題及解決方式彙整表遭遇問題及解決方式彙整表 

項次  問題內容  改善方案  說明  

1  
備標時間不足，準備

不及  
備標時間合理性  

再次公告招商，備標期間為 60 天，有意願

之投資廠商，應可完成備標並提出投資計畫

書。  

2  
擔心本案評審時的

公平性  
甄審公平性  

以電話訪談或親訪告知潛在之投資廠商，本

案辦理過程之嚴整性及公平性。  

3  
同質案件之影響投

資意願  
增加投資意願  

以電話訪談或親訪告知潛在之投資廠商，本

案辦理過程之嚴整性及公平性。  

4  
管網之建設數量經

評估後不敷成本  
工程費用之合理性 

民間機構之管網佈設數量及成本估算以 

125 公里為民間機構之負擔上限，超過 125 

公里之後續管網佈設，由雙方協商處理。  

5  
進流水水質處理基

準，及超過基準值時

進流水質不穩定之

處理方式  

1. 進流水質或污泥若民間機構已善盡處理

責任後，仍不符放流水水質或污泥處置標準



之處理方式及其衍

生之環保罰責  

時，雙方得開啟協商機制。  

2. 明定主辦機關之不定期採樣頻率以各項

目每年不超過 24 次為限，以方便投資廠商

估算成本。  

6  
土地租金及用地上

之廢棄物清理責任  

用地租金及清理之

義務  

土地租金已於財務試算中考量，另土地徵收

後用地上應無廢棄物須清理，以明確之文字

告知投資廠商。  

7  
環評結果不確定增

加投資風險  

環評結果造成投資

之影響  

1. 提供部分環評資料（施工及營運期間的監

測項目等規定）供投資者估算成本。  

2. 其他不可預期之環評結果及政府應辦事

項之完成時點，可於議約時協商。  

8  民眾抗爭之責任  民眾抗爭之責任  
不可歸責於民間機構之抗爭，主辦機關將協

助排除。  

9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

增率應逐年調整  

委託處理費用之調

整機制  

委託處理費用之固定操作維護費用及變動

操作維護費用，每年依行政院主計處公佈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逐年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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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順利完成本案之關鍵順利完成本案之關鍵順利完成本案之關鍵順利完成本案之關鍵 

一一一一、、、、中央政策明確化中央政策明確化中央政策明確化中央政策明確化    

行政院 92 年 6 月 18 日核定促進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推動方案，作為地方政府執行 BOT 之

政策依據。 

 

二二二二、、、、合理的事業財務模式合理的事業財務模式合理的事業財務模式合理的事業財務模式 

(一)投資風險低 

委託處理費之支付機制有一定的保證量，可確保投資人回收其投入之全部建設費用和固定操作維

護費用，無一般 BOT 案之營運市場風險，且費用由政府支付更有保障。 

(二)長期的穩定獲利 

委託服務費率之設定係以股東內部報酬率 10%及完全自償情況下計得，專案內部報酬率可達

8.88%，以目前市場利率水準及產業投資案而言，是具有長期穩定獲利的投資案。 

三三三三、、、、政府主辦機關專案管理政府主辦機關專案管理政府主辦機關專案管理政府主辦機關專案管理    

(一)成立專案辦公室：由主辦機關首長(工務局長)直接擔任召集人，調派所屬各處人力，專人專

職形成單一窗口專案作業。 



(二)聘請專業團隊(含財務、法律、工程)加入專案辦公室，協同主辦機關執行業務。 

(三)全程時間管理：擬定推展期並每週定期密集與業者、銀行團、技術團隊協商。    

四四四四、、、、合理風險分合理風險分合理風險分合理風險分擔擔擔擔    

(一)公告之契約明確規範風險由政府、民間機構、融資機構合理分派承擔。 

(二)公告之契約內容明訂建置協商、協調機制。 

(三)需公權力執行部份(用戶接管、管線用地通行權)及建設成本不確定部分(既設管線修繕、牴觸

管線遷移)均由政府負責辦理，且明訂污水廠規模、管線上限長度，不僅使廠商大幅降低不確定

之風險並確保廠商財務成本精確化。    

五五五五、、、、政府應辦事項及承諾明確化政府應辦事項及承諾明確化政府應辦事項及承諾明確化政府應辦事項及承諾明確化    

(一)污水處理廠用地取得，由政府辦理並點交予民間。 

(二)環境影響評估，由政府辦理完成。 

(三)管線用地通行權，政府承諾排除障礙。    

六六六六、、、、政府協助事項主動化政府協助事項主動化政府協助事項主動化政府協助事項主動化    

(一)民眾抗爭協助排除。 

(二)協調特許公司污泥最終處理地點、協調管線遷移、證照申請許可、協助提供公共工程剩餘土

方再利用。 

(三)協助申請融資及租稅優惠事項。    

七七七七、、、、招商資訊公開透明化招商資訊公開透明化招商資訊公開透明化招商資訊公開透明化    

(一)共辦理公開說明會、招商說明會、招商展覽會各一場次。 

(二)新聞媒體於 92 年 11 月 2 日至 93 年 3 月 14 日招商期間報導次數達 21 次。     

…………………………………………………………………………………………………………………………………………………………………………………………………………………………………………………………………………………………………………………………………………………………………………    

 

伍伍伍伍、、、、     計畫之效益計畫之效益計畫之效益計畫之效益 

 

一一一一、、、、計畫社會效益計畫社會效益計畫社會效益計畫社會效益    

在計畫社會效益包括提升楠梓地區環境品質、增加當地居民就業機會、廠區公園化、以省能及生

態與環保為目標等四項(詳表 4)。  

                              表表表表 4444 計畫社會效益表計畫社會效益表計畫社會效益表計畫社會效益表    

項次  項目  內容  

1  提升楠梓地區環境品

質  

配合青埔溝截流及用戶接管，可加速改善後勁溪水質，結合

二岸親水景觀及綠美化工程，恢復自然景觀，並塑造北高雄

藍帶新景點，對於發展觀光休憩產業、提昇整體高雄市居民

的生活環境品質皆有極大助益。  

2  增加當地居民就業機 依民間投資人所提之睦鄰與回饋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將優



會  先聘用當地居民，污水處理廠所在地之行政區保障總錄取名

額百分之三十，所在地之里保障總錄取名額百分之十五，有

助於創造整體經濟效益並兼顧當地發展之就業機會。  

3  廠區公園化  污水處理廠位於典寶溪旁，周圍原本皆為魚塭，依民間投資

人所提之睦鄰與回饋計畫，本楠梓污水處理廠之景觀與回饋

設施規劃擬以廠區公園化為原則，如附設運動設施（籃球

場）、景觀水池、兒童遊戲區、休憩涼亭、藝術雕塑展示及

生態環境保育解說場，提供藝術、教育及親子活動空間，並

以綠化緩和污水設備對週邊環境之衝擊性，以期達到敦親睦

鄰及避免居民反對設廠之風險。  

4  以省能、生態與環保

為目標  

為配合綠營建政策，並達到綠建築標章之規定，依民間投資

人所提之永續發展整體規劃，在本案工程設計時將考量工程

整體功能、景觀協調美化及周圍保全對象之生活互動等因

素，盡量考量採用生態工法設計，並依據綠建築九大指標評

估考量，並以取得多項綠建築標章為期許。  

  

二二二二、、、、計畫經濟效益計畫經濟效益計畫經濟效益計畫經濟效益    

(一)提昇 12%之高雄市用戶接管普及率 

本案吸引民間投資規模約新台幣 52 億元（詳表 5），民國 127 年提供服務人口數為 360,000 人，

服務面積 3,394 公頃，完成用戶接管後能提昇 12%之高雄市用戶接管普及率。 

表表表表 5555 民間機構總開發金額說明民間機構總開發金額說明民間機構總開發金額說明民間機構總開發金額說明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新台幣仟新台幣仟新台幣仟新台幣仟元元元元 

項目  基期年幣值  百分比  當年期幣值  百分比  

污水處理廠  1 ,039,912 20%  1 ,069,600 20%  

主幹管  827,637 1 6%  852,709 1 6%  

次幹管  397,642 8%  409,896 8%  

分支管  2,222,187 43%  2,400,074 44%  

規劃設計費用  1 34,621 3%  1 41,968 3%  

間接工程成本  1 34,621 3%  1 41,968 3%  

總工程成本  4,756,620 91%  5,016,215 92%  

開辦費  9,000 0.2%  9,000 0.2%  

資本化利息  1 46,922 3%  1 46,922 3%  

履約保證金  230,000 4%  230,000 4%  

週轉預備金  65,000 1 %  65,000 1 %  

總開發金額  5,207,542 1 00%  5,467,137 1 00%  



(二)帶動污水下水道相關產業蓬勃發展  

利用民間的創意、資金及效能，加速建設高雄市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及國內污水下水道用戶

接管普及率，帶動污水下水道相關產業蓬勃發展，進而躍昇國家整體競爭力。 

(三)污水回收再利用 

依民間投資人所提之睦鄰與回饋計畫及永續發展整體規劃，污水處理廠放流水經再處理後可達澆

灌用水之品質，故廠內污水回收再利用之回收水，將無償提供環保局、附近社區、民眾或工廠作

為灌溉用水或工業用水。 

三三三三、、、、政府之財務效益政府之財務效益政府之財務效益政府之財務效益    

(一)節省政府營運支出共約 70.8 億元 

依民間投資人所提之財務試算結果，本案 35 年許可期間可節省政府營運支出共約 70.8 億元，包

括營業費用約 65 億元及人事費用約 5.8 億元。 

 

(二)增加政府稅收或其他收入共約 52.5 億元 

依民間投資人所提之財務試算結果，本案 35 年許可期間可增加政府部門財政收入共約 52.5 億

元，包括營業稅約 11 億元、所得稅約 38 億元、土地租金約 3.5 億元。 

 

(三)延後政府付款 

依民間投資人所提之財物試算結果，本案民間機構總投資金額為 52 億，政府可於 35 年許可期間

分期攤還，以解決政府財政緊縮之壓力，並可提升接管率以完成公共工程之建設。 

四四四四、、、、計畫前瞻效益計畫前瞻效益計畫前瞻效益計畫前瞻效益    

(一)計畫理念具前瞻效益 

全國刻正推動之污水下水道 BOT 案件共計有 36 案，本案為全國第一件污水下水道建設 BOT 招

商成功及簽約案件，吸引民間投資金額約高達 52 億元，除可加速提升國內污水接管率外，因民

間投資而節省之政府財政支出更可投入其他之公共建設，進而躍昇國家之競爭力。 

 

(二)符合永續發展效益 

本案定位以永續發展為目標，民間機構如營運績效良好，給予其優先續約及優先取得後續污水處

理廠擴建之議約權利，即在激勵民間機構以永續經營作長期之規劃。 

 

(三)提昇公共建設服務品質效益 

利用民間的創意、資金及效能，加速建設高雄市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許可期間 35 年內，



民間機構將負責營運資產（含管線、設備等）之維護、修繕與汰換，於用戶端之維護管理部份，

民間機構未來於接到用戶端通知後，2 小時內將派員至現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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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 BOT 案是行政院核定示範案例，為全國第一件污水下水道建設採 BOT 方式

辦理成功簽約的案例，本案成功之經驗包括中央政策明確化、合理的事業財務模式、政府主辦機

關專案管理、合理風險分擔、政府應辦及承諾事項明確化、政府協助事項主動化、招商資訊公開

透明化，可為污水下水道 BOT 案之典範。 

行政院積極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並列為新十大建設之一，污水下水道系統各系統差異性極小，

故其可參考典範複製，可有效增加效率及節省經費。行政院核定 36 個污水下水道案，目前本案

之招商文件除提供北縣淡水 BOT 案之參考並順利完成招商，且內政部營建署更以本案之契約內

容作為製定供全國其餘 18 縣市 34 個系統契約範本之參考依據，甚至遴聘招商顧問之招標文件亦

成為其他縣市爭相參考之依據。由於招商成功之相關經驗，使本案之工作團隊成員也成為各縣市

爭相聘請之審查委員。在證明本案已成為之污水下水道 BOT 案之楷模與典範。  

高雄市政府配合中央政策，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採 BOT 方式辦理，提前於 93 年 8 月 12 日完成

議約，93 年 10 月 20 日完成簽約(如圖 3)。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 BOT 案由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

將帶來更靈活的希望與願景。本案榮獲行政院頒發金質獎牌及簽約獎金。並獲選經濟建設委員會

法制再造國家級獎章－吸引投資組最高獎銜--金斧獎(如圖 4)。中央以本案為全國示範案例，可將

本案經驗傳承至全國其他縣市 35 個 BOT 案例，作為未來其他縣市推動之參考，是本案最感欣慰

與驕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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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EPS 工法可有效發揮保麗龍之材料特性，如輕質性、耐壓縮性、自立性、耐水性等，採 EPS 型塊

做為填土或背填材料之用，可以減低側向土壓或上負載重，歐美日諸國已大量採用並普及化。  

 

洲美快速道路第二期新建工程中之高架橋與堤防共構，係我國首次大規模採用 EPS 填土之施工

案例，本文利用本工程之設計與施工之契機，介紹 EPS 之用途、材料特性、材料規格、設計與

施工流程、施工案例等，希望藉本文之介紹使工程界進一步瞭解 EPS 工法之優點，從而促進本

工法在國內工程界應用之蓬勃發展。 

…………………………………………………………………………………………………………………………………………………………………………………………………………………………………………………………………………………………………………………………………………………………………………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EPS 輕質填土工法係採用化學合成材料 EPS(Expanded Poly-styrene)取代土石材料進行填土之工

法，亦即利用提煉自石油中之液態單體苯乙烯，經重合成為固態聚苯乙烯，再摻入發泡劑後製成

EPS 型塊，可以代替一般土建工程所用的砂土填料之施工方法。EPS 俗稱發泡樹脂或保麗龍，由

於具有輕質性(單位重約為土壤之 1/60~1/100)、耐壓縮性、自立性、耐水性及施工性等特徵，歐

洲自 1970 年代起即大量應用於軟弱地盤之沉陷防止對策、結構物下方之空洞填充、地層滑動防

止對策、擋土牆或橋台背面之回填及公路路堤拓寬等，美國及日本亦於 1980 年代開始採用並逐



漸普及化。 

 

我國於民國 84 年 5 月 10 日至 20 日由公路總局於西部濱海公路建造一處試驗路堤，其內容係以

密度約 25kg/m3 之保麗龍(EPS)塊體配合 10cm 厚 RC 版及 H 型鋼側牆成功建造一座 30m 長，寬 3m，

高 1.5m 之西部濱海公路試驗路堤，該公路於當年 12 月完工通車至今，路面及側牆尚無任何異狀。

另外，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於民國 84 年 4 月時亦計劃於梨山地滑整治計劃之台七甲線

72K+500 公路復舊工程中，採用 4740 m3 之 EPS 填方以改善地滑之災害，後來因遭遇 921 大地震

使該整治路段地形改變，導致計畫中止。 

 

本工程為 EPS 工法在我國首次真正大規模實施之工程案例，總體積達 12,105m3，惟由於 EPS 具

有優良的材料特性，又合乎我國地形、地質及施工環境之需求，預期今後將大量應用於我國土木、

建築、園藝等領域，期望透過本文之介紹，從而促進 EPS 工法在國內之長足發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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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工程概況工程概況工程概況工程概況 

一一一一、、、、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近年來經濟成長快速，都市人口密集，台北市的都市結構也由市中心向四週迅速擴張，與鄰近城

鎮形成大都會區的型態。中山高速公路以北沿基隆河之士林及北投兩區域中的社子島開發、關渡

平原開發及台北媒體文化園區的設立等重要社經計畫，將帶來大量的人潮出入與頻繁的社經活

動，交通需求勢必大增。然因道路系統受阻於基隆河、淡水河而影響了交通之順暢。台北市政府

有鑑於此，遂將原有之環西快速道路系統即「水源快速道路」、「環河快速道路」，向北延伸興

建「洲美快速道路」，並擬銜接計畫中之「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以提供台北市中心區與

士林、北投、淡水地區之間快速便捷之交通孔道。 

 

洲美快速道路新建工程分為二期興建，第一期工程已於 87 年 11 月 26 日開工、92 年 3 月 1 日完

工。本工程為「洲美快速道路第二期新建工程」中之跨越基隆河段、洲美堤防段及磺港溪至大業

路段第三個路段中之洲美堤防段。工程範圍詳如圖 1。 

 

洲美堤防段依先期規劃係採高架橋與堤防共構之構造型式(詳圖 2)，且堤防係以高填土路堤方式

施築。設計單位中華顧問工程司在初步設計階段研究發現，高架橋與高填土土堤採共構方式存在

下列缺點，以目前工程技術實難以克服，堤防安全無法掌握。說明如下： 

 

(一) 高架橋與高填土土堤共構將使二者界面產生不均勻沉陷，容易造成堤防受損，甚或影響防

洪功能。 

 

(二) 本區工址地層在地下 72 公尺範圍均為黏土層，土壤壓密沉陷量大(粗估約 60~70cm)，深層黏

土無法透過地盤改良之方式予以改善。 

(三) 高填土土堤將使得橋梁基礎之基樁長期承受巨大的覆土載重及不平衡側向土壓力，結構系



統配置不佳。 

 

(四) 過去國內中山高速公路洩洪橋下方，因二重疏洪道採用高填土土堤施築，導致與其共構之

橋梁產生結構損壞，可為殷鑑。 

 

有鑑於此，乃建議堤防改採 RC 防洪牆並與高架橋共構之替代方案，以有效解決高填土土堤引發

之上述各項問題，為減輕地表載重及降低負摩擦力之影響，並進一步研議合宜的中空 RC 防洪牆

(河川側)及 EPS 輕質材料填築(地區道路側)之構造型式，使不失親水性之功能。台北市工務局對

於中華顧問工程司所研提之替代方案均表示可行並可接受，且親水性不減、經費省及不影響工

期，而原則同意採用，茲將檢討之結果概述如後。 

      

          圖圖圖圖 1 1 1 1 洲美快速道路第二期新建工程範圍洲美快速道路第二期新建工程範圍洲美快速道路第二期新建工程範圍洲美快速道路第二期新建工程範圍    

 

              
圖圖圖圖 2 2 2 2 原規劃洲美堤防段共構原規劃洲美堤防段共構原規劃洲美堤防段共構原規劃洲美堤防段共構((((斷面圖斷面圖斷面圖斷面圖)))) 



二二二二、、、、洲美堤防段地質概述洲美堤防段地質概述洲美堤防段地質概述洲美堤防段地質概述 

台北盆地為四面環山之構造盆地，於上新世至更新世時期，受造山運動影響，發生一系列東北－

西南走向之逆衝斷層，致使地盤陷落而形成構造盆地，台北盆地底部之岩盤，除北投地區為大屯

山火山群之火成岩外，主要為第三紀沉積岩所組成，岩盤以上為第四紀未固結之沉積物所覆蓋，

盆地中心未固結之沉積土層厚度達 250m 左右，由地表以下大致可區分為表土、松山層、景美層、

新莊層及第三紀沉積岩。本工程沿線所經之區域包括士林及北投等地區，地層分布主要受基隆河

流域沖積特性之影響，依據本工程洲美堤防段鑽探資料，自地表至地表下 77m 範圍，主要為表

土、粉土質砂、粉土質黏土、粉土質黏土夾砂、安山岩塊夾砂礫石所組成，各地層工程特性如表

1 所示。 

 

工址之地下水位約介於 EL.0~E.L.-2.5m，水壓呈靜態水壓(Hydrostatic)分佈，按孔隙水壓計量測資

料顯示，並無多層壓力水層狀況。依據經濟部水資會之台北盆地地下水位觀測資料顯示，本工址

所在區域之地下水位至少曾洩降 15m 以上。推估受地下水位洩降之影響，第三層之厚層 CL 及其

下伏之黏土層，其有效覆土壓力曾較現況為大，變化量達 15t/m2 之多，即其現況皆呈過壓密狀

態。 

    

三三三三、、、、本工程遭遇之地工問題探討本工程遭遇之地工問題探討本工程遭遇之地工問題探討本工程遭遇之地工問題探討 

本工程新建堤防與共同管溝、洲美快速道路高架橋共構，由於本路段沿線地層為軟弱土層，承載

力低且壓密沉陷量甚大，特針對共構結構之大地工程問題探討如下： 

(一) 洲美高架橋梁基礎 

洲美堤防沿線地層自地表至地表下約 72m 大多為軟弱地層，主要壓縮層次為第三層之厚層粉土

質黏土層，厚約 25m(EL.-15.0m~EL.-40.0m)，Cc≒0.28，Cr=0.042，為避免高架橋梁基礎黏土層因

壓密或黏土質砂層受震土壤液化產生過大之沉陷，本工程高架橋梁基礎設計採用樁基礎。 

 

(二) 高填土產生之基樁負摩擦力 

洲美新建堤防原規劃方案之高填土，將造成堤防基礎下軟弱地層產生甚大之沉陷，預估可能產生

之總沉陷量約 69cm，壓密時間長達 7 年；而高架橋梁之基礎為樁基礎，預估可能產生之沉陷量

甚小，因此新建堤防所造成之軟弱地層沉陷，將對高架橋梁樁基礎產生向下之負摩擦力，致使基

樁之容許承載力大為降低。如堤防內基礎版上方之親水堤防邊坡採用一般填方土堤設計，基樁之

承載力將無法支承橋梁及土堤載重，因此，本工程採用 EPS 輕質填方邊坡取代一般土石填方土

堤，其載重僅約一般土石填方的百分之一，可有效降低地層之壓密沉陷行為，以減輕樁基礎之載

重及樁表面負摩擦力影響，同時也確保上部結構之安全性。 

 

(三) 高填土產生之不平衡土壓 

由於洲美堤防沿線為軟弱地層，新建高填土堤防將對高架橋梁樁基礎產生側向載重，基樁設計應

詳加考量。惟如改採 EPS 輕質填土，則此問題極為輕微。 

 

(四) 維護既有堤防安全 



洲美新建堤防原設計將保留既有堤防，並於既有堤防內側採高填土方式構築新建堤防，由於既有

堤防年代久遠，詳細堤防構造不明確，施工應注意避免造成既有堤防損害。 

 

                        表表表表 1 1 1 1 洲美堤防段地層概況及簡化土壤參數表洲美堤防段地層概況及簡化土壤參數表洲美堤防段地層概況及簡化土壤參數表洲美堤防段地層概況及簡化土壤參數表    

層次  深度 (m) 土壤分類  地質描述  SPT-N  
(t/m 

3 )  

Cc  Cr  

一  2.0  SF  表土 ( 回填土 )  10~70(40)  1.8  -  -  

二  16.0  SM  粉土質砂  2~20(10)  1.9  -  -  

三  42.0  CL  粉土質黏土  2~6(4)  1.85  0.28  0.042  

四  70.0  CL  粉土質黏土與粉土

質砂互層  

9~28(18)  1.96  0.26  0.024  

五  80.0  -  安山岩塊夾砂礫石 >100  -  -  -  

                                                           註 :( ) 為平均值  

四四四四、、、、高架橋與堤防配置高架橋與堤防配置高架橋與堤防配置高架橋與堤防配置    

洲美堤防原為土堤式防潮堤，標高為 EL.+3.5m±，台北市工務局養工處已將防潮堤加高至 20 年頻

率洪水位保護標準(EL.+6.0m)。為配合台北地區第三期防洪計畫，本工程原計畫將現有防潮堤採

土堤方式加高至 EL.+9.65m，以符合基隆河 200 年頻率洪水位保護標準。經前述大地工程問題探

討，為有效解決高填土引發相關之問題，並維護親水性，乃研議採高架橋與共同管溝及 EPS 填

土共構之方式施築，詳細共構斷面詳圖 3 所示。 

 

圖圖圖圖 3 3 3 3 洲美堤防段共構斷面圖洲美堤防段共構斷面圖洲美堤防段共構斷面圖洲美堤防段共構斷面圖 

…………………………………………………………………………………………………………………………………………………………………………………………………………………………………………………………………………………………………………………………………………………………………………    

 

參參參參、、、、 EPSEPSEPSEPS 輕質填土工法概述輕質填土工法概述輕質填土工法概述輕質填土工法概述 

一一一一、、、、EPSEPSEPSEPS 之材料特性之材料特性之材料特性之材料特性    

在 1972 年挪威首次採用 EPS 工法於沼澤區之軟弱地層成功填築道路以後，EPS 工法逐漸被北歐



推廣應用於土木工程上。1985 年日本自歐洲引進 EPS 工法，首先完成北海道之橋台的背填，二

十多年來 EPS 材料在日本累計使用量已超過 200 萬 m3，工程實績極為豐富。國內於軟弱地盤、

陡峭山坡地興建結構物或路堤時，常因地震、豪雨、土石流之影響造成地層下陷、滑動、結構物

倒塌等情形，這些困難的問題，正可以發揮 EPS 工法的特長。EPS 之工法之材料特性包括： 

(一) 超輕質：單位重僅約一般砂土之 1/100，軟弱地盤不須改良地層承載力即無沉陷之虞。各種

輕質材料之密度如表 2 所示。 

表表表表 2 2 2 2 各種輕質材料之密度比較表各種輕質材料之密度比較表各種輕質材料之密度比較表各種輕質材料之密度比較表    

材料種類  密度 (t/m 3 )  

一般砂土  1.4~2.2  

火山灰  1.2~1.6  

水淬爐碴  1.2~1.3  

煤灰  1.2~1.3  
輕質材料  

氣泡砂漿  0.5~0.9  

輕質骨材  0.35~0.8  

EPS 材料  0.012~0.035  

 

(二) 經濟性：工期短、用地省、挖方少、維修費低，工程總造價經濟。 

(三) 耐水性佳：單獨氣泡體不易吸水，材質不致產生變化。 

(四) 施工簡便、迅速：不須大型機械及特殊技術，以人力即可輕便迅速施工，可解決技術工難

求之困擾。 

(五) 自立性良好：柏松比小、自立性佳，可減低側向土壓，適用於擋土結構物之背填材料。 

(六) 緩衝性優：單獨氣泡體能發揮優越緩衝性，具減少衝擊、震動效果，容許壓應力在 2~20 t/m2

範圍，可依工程需求製造，有關 EPS 工法之適用性，如表 3 所示。 

二、EPS 材料規格 

參考日本土木工法開發機構之 EPS 材料規格及試驗方法，詳表 4 所示。 

 

 

 

 

 



表表表表 3 EPS3 EPS3 EPS3 EPS 工法之特徵及適用性工法之特徵及適用性工法之特徵及適用性工法之特徵及適用性    

特徵  工學的特性  概要  工程之適用性  

超輕質

性  

 •  約為土砂（ 1.8t/m 3 ）、混凝土

（ 2.35t/m 3 ）之 1/100  

•  軟弱地盤  

•  地滑地區  

耐壓縮

性  
 

•  壓縮應變 1% 時之壓縮強度  

•  壓縮強度因 EPS 密度而變化  

•  緩衝防護材  

自立性  型塊體積  

0.5 × 1.0 × 2.0m  

•  直立堆積之 EPS 會形成直立面  

•  即使有上載荷重，側向變形仍極小 

•  橋台、擋土牆之回

填材料  

•  路幅拓寬土堤  

耐水性  合成樹脂發泡體

不吸水，具撥水性 

•  不因泡水而發生材質變化  

•  設置在地下水下達 9 年時之吸水

量僅 9% （體積比）  

•  永久的材料  

施工性  輕量、易加工、易

切斷、組立  

•  可採人力搬運及施工  

•  不需重機械施工  

•  採規格化之工廠製品  

•  可在狹窄工地施

工  

•  可 減輕施工時之

振動及噪音  

•  可快 速施工，可

省勞力  

  

表表表表 4 EPS4 EPS4 EPS4 EPS 材料規格及試驗方法材料規格及試驗方法材料規格及試驗方法材料規格及試驗方法    

EPS 型塊  
材料性質  試驗方法  單位  

DX-35  DX-29  D-30  D-25  D-20  D-16  D-12  UFD-20  

單位重量  JISK 7222  kg/m 3  35  29  30  25  20  16  12  20  

抗壓強度 ＊ 

1  
JISK 7222  tf/m 2  40  28  18  14  10  7  4  10  

容許壓應力 

＊ 2  
－  tf/m 2  20  14  9  7  5  3.5  2  5  

耐熱溫度  JISA 9511  ℃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JISA 9511  自行滅火  3 秒內  
燃燒性  

JISK 7201  氧氣指數  26 以上  

註： 

*1：5%或降伏應變之相對壓應力。 

*2：反覆載重彈性範圍內，壓縮應變 1%以下之相對值。 

DX：擠壓發泡系列、D：模內發泡系列、UFD：抗浮系列 

 



三、EPS 之設計方法與設計流程 

 

EPS 工法之主要用途可分為兩大類，一為減輕載重、二為減低土壓(詳圖 4)，其設計方法與一般

路堤、擋土牆及橋台等相同，原則上須針對填土結構物進行沉陷、穩定性之檢討，針對擋土結構

物進行滑動、傾倒、承載力及整體穩定性之檢討。本工程係運用於減輕載重之情況，茲將其設計

原則概述如下： 

 

EPS 用於軟弱地盤或地滑地之填土工程時，設計基本考量為儘量減少上載荷重，使地層不增加額

外應力，且應避免有害之沉陷及地下水上昇造成之浮力破壞，並必須確保整體之穩定性。 

 

本文以圖 5 外說明置換填土厚度之計算方法。由地層內之任意點 X 在填土前後之應力平衡關係，

以求必要之置換深度 D。計算上必須注意地下水位之位置，在地下水位以下時，地下水對 EPS

產生浮力，須以上部覆土載重抵抗浮力，浮力校核之安全係數 FS=1.1，EPS 之標準設計流程如圖

6 所示。 

 
    

圖圖圖圖 4 EPS4 EPS4 EPS4 EPS 工法之主要用途工法之主要用途工法之主要用途工法之主要用途 

 

 

圖圖圖圖 5 5 5 5 用於減輕載重時之置換填土厚度用於減輕載重時之置換填土厚度用於減輕載重時之置換填土厚度用於減輕載重時之置換填土厚度(D)(D)(D)(D) 

 



 

圖圖圖圖 6 EPS6 EPS6 EPS6 EPS 應用於路基填土工程之設計流程應用於路基填土工程之設計流程應用於路基填土工程之設計流程應用於路基填土工程之設計流程 

…………………………………………………………………………………………………………………………………………………………………………………………………………………………………………………………………………………………………………………………………………………………………………    

 

肆肆肆肆、、、、  本工程之本工程之本工程之本工程之 EPSEPSEPSEPS 設計與品質管理標準設計與品質管理標準設計與品質管理標準設計與品質管理標準 

一一一一、、、、EPSEPSEPSEPS 設計標準斷面設計標準斷面設計標準斷面設計標準斷面    

本工程設計於里程 STA"堤"0+716 至 STA"堤"1+069(長 353m)填築 3m 高之 EPS 輕質填方，於里程

STA"堤"0+036 至 STA"堤"0+624(長 588m)填築 2.5m 高之 EPS 輕質填方，EPS 型塊總體積達

12105m3，EPS 下方鋪築 15cm 回填砂，EPS 上方先鋪設 10cm 混凝土床版，以隔絕有害化學物質

入侵，混凝土床版上方再鋪設 50cm 植栽沃土，本工程 EPS 輕質填方邊坡之設計標準斷面詳圖 6

所示。  



 
                        圖圖圖圖 6 EPS  6 EPS  6 EPS  6 EPS 輕質填方邊坡之設計標準斷面圖輕質填方邊坡之設計標準斷面圖輕質填方邊坡之設計標準斷面圖輕質填方邊坡之設計標準斷面圖 

二二二二、、、、材料性質材料性質材料性質材料性質    

本工程 EPS 材料採用型號 D-20，密度為 20(+1.5/-1.0)kg/m3，抗壓強度採用單軸壓縮至壓縮應變為

5﹪時之單軸壓縮強度，抗壓強度為 1.0kgf/cm2 以上。EPS 型塊須具有耐熱性、耐久性等，應依

照 JIS A9511 所規定之燃燒試驗方法進行確認，且符合表 5 所示之 EPS 型塊之標準力學特性表之

規定。檢驗採樣之位置同力學特性檢驗之採樣位置。連接器應為鍍鋅鋼板，且有多重爪 (單爪及

雙爪)，其材料規格如表 6 所示 

表表表表 5 EPS5 EPS5 EPS5 EPS 型塊之標準力學特性型塊之標準力學特性型塊之標準力學特性型塊之標準力學特性    

製 造 方 法  

模 內 發 泡 法  
擠出發泡

法  
項 目  

試 驗  

方 法  

單 位  

D-30 D-25  D-20  D-16  D-12  DX-29  

密 度  CNS 7407 kg/m 3  
30 ± 

2.0  
25 ± 1.5 

20+1.5/-1.0 

(19.0~21.5) 

16 ± 1.0  12 ± 1.0 29 ± 2.0  

抗壓強度  CNS 7408 kg/cm 2  
1.8 

以上 

1.4 以

上  
1.0 以上  0.7 以上 

0.4 以

上  
2.8 以上  

耐燃性  JIS A9511 －  有  有  有  有  無  有  

註： 

1.參考型號 D-20 代表其密度為 20kg/m3，依此類推。 

2.抗壓強度採單軸壓縮至 5%壓縮應變時之強度。 

    

    

    



表表表表 6 EPS6 EPS6 EPS6 EPS 型塊連接器之材料規格型塊連接器之材料規格型塊連接器之材料規格型塊連接器之材料規格    

材質  
鍍鋅最小附著量 

(g/m 2 )  

降伏點  

(kgf/mm 2 )  

抗張強度 

(kgf/mm 2 )  

厚度  

(mm)  

鍍鋅鋼板  20  21 以上  28 以上  0.6~1.0  

三三三三、、、、型塊尺寸型塊尺寸型塊尺寸型塊尺寸 

考慮 EPS 型塊在現場搬運、堆置之施工性，型塊尺寸定為 2.0mI1.0mI0.5m，其重量以型號 D-20

而言，僅有 20kg，有利單人甚或女性勞動者參與施工。惟在設計階段調查國內主要保麗龍材料

製造廠商之設備，發覺國內現有設備尺寸均採用台呎，且長、寬、高無法調整為 2.0mI1.0mI0.5m，

如須重新開模勢必影響製造成本及參與意願。因此，在 EPS 工法尚未普及之前，型塊尺寸在兼

顧施工性之原則下，宜考慮國內材料供應現況。 

本工程設計圖乃採用 2000mm (長)’1000mm (寬)’500mm (高)之 EPS 型塊(體積為 1m3)繪製，惟

規定如承包商採用不同尺寸之 EPS 型塊，應檢討 EPS 排列及施工方式，繪製施工圖經工程司審

查核可後施工。且為利施工性，每一型塊之體積以 1m3 為原則，不得大於 3m3，EPS 型塊尺寸須

在表 7 所示之尺寸範圍之型塊。本工程實際採用之 EPS 型塊尺寸為 3700mm I 1400mmI 500mm。 

 

表表表表 7 7 7 7 本工程本工程本工程本工程 EPSEPSEPSEPS 型塊尺寸規定型塊尺寸規定型塊尺寸規定型塊尺寸規定    

項目  單位  尺寸  許可差  

長  1000~4000  ± 0.5 %  

寬  500~1500  ± 0.5 %  

高  

mm  

100~1000  ± 0.5 %  

 

四四四四、、、、品質管理品質管理品質管理品質管理    

基於 EPS 型塊堆疊時之精度及施工性等要求，須使用各平面均為平整且邊角為直角者，不得使

用凹凸或變形者。尺寸之檢驗方式採最小刻度為 1mm 之捲尺，隨機選取 1 個 EPS 型塊，於長、

寬、高各面選取 4 點、6 點、6 點進行採樣及試驗，求取平均值計之，檢驗之採樣位置如圖 7 所

示。力學性質檢驗時之採樣位置為 EPS 型塊之對角及中央位置截取長 100mm×寬 100mm 之試體，

如圖 8 所示，再由上述三處試體中選取試驗所需尺寸之試體，其切割方式及工具應使用熱金屬線

(鎳鉻線 15V)或工程司認可之方式進行。 

有關品管之檢驗頻率，係依核可之施工計畫所預定之進料數量，按表 8 之頻率於首批進料時即進

行第一次檢驗。施工後進行現場抽樣檢驗一次，且於 EPS 型塊料源供應商或製造工廠變更時，

於施工前增加檢驗一次，以確保材料品質。 



                        

圖圖圖圖 7 EPS7 EPS7 EPS7 EPS 型塊尺寸檢驗之採樣參考位置圖型塊尺寸檢驗之採樣參考位置圖型塊尺寸檢驗之採樣參考位置圖型塊尺寸檢驗之採樣參考位置圖    

 

圖圖圖圖 8 EPS8 EPS8 EPS8 EPS 型塊力學特性檢驗型塊力學特性檢驗型塊力學特性檢驗型塊力學特性檢驗之參考位置圖之參考位置圖之參考位置圖之參考位置圖    

 

 

表 8 EPS 工地檢驗頻率表 

EPS 施工量 V ， (m 3 )  試驗型塊數量 ( 個 )  

V < 2,000  2  

2,000 ≦ V < 5,000  3  

5,000 ≦ V < 10,000  4  

≧ 10,000 m 3  每 2,000 m 3 取 1 個  

  

五五五五、、、、穩定性檢討穩定性檢討穩定性檢討穩定性檢討 

EPS 型塊排列需能增進 EPS 填方內部穩定，通常 EPS 長邊應平行於車行方向，同層及上下層之

EPS 型塊需交錯排列整齊，EPS 型塊間亦需以連接器連接牢固。 

六六六六、、、、抗浮檢討抗浮檢討抗浮檢討抗浮檢討 

依據既有水文相關記錄研判，洲美堤防內最大洪水位高程可假設為 EL.+ 5.0m ( 約為整地後高

程 ) ， EPS 之底部高程為 EL.+ 4.05m ， EPS 填方於最大洪水位時之上浮力為  



 

EPS 型塊因單位重甚小，於計算抗浮力時可忽略不計，僅考量 EPS 上方 10cm 混凝土床版 ( 單

位重 2.3t/m 3 ) 及 50cm 厚沃土 ( 單位重約 1.7t/m 3 ) 之重量，抗浮力為  

 

安全係數： >1.0 O.K. 

…………………………………………………………………………………………………………………………………………………………………………………………………………………………………………………………………………………………………………………………………………………………………………    

 

伍伍伍伍、、、、     本工程之本工程之本工程之本工程之 EPSEPSEPSEPS 施工施工施工施工 

一一一一、、、、施工流程施工流程施工流程施工流程    

EPS 工法係指使用大型發泡級聚苯乙烯塊做為堆土材料或埋填材料，此法適用於道路、鐵路或人

工造地等之土木工程中。此工法為有效利用材料之超輕量性、耐壓縮性、耐水性及區塊堆疊時自

主性等特長之工法總稱，本工程 EPS 工法之施工流程詳圖 9，施工照片詳照片 1。 

 

二二二二、、、、準備工準備工準備工準備工    

因準備工會對工程進度、成果良窳產生重大影響，故應對工程內容做充分檢討，並採用最適方法

進行。以下為其主要項目。 

(一) 工程準備測量：暫時水準點之設置、中心樁及控制樁之設置、地界樁之檢查、縱．橫截面

之檢查、定位格等。 

 

(二) 工程用道路：場內施工用道路(小搬運路)、場外施工用道路、迂迴路。 

 

(三) 安全設施、臨時設備等：在 EPS 工法中，除上述注意事項外，其應特別留意 EPS 搬入貨車

之搬運道路、EPS 之材料放置場、EPS 之場內小搬運道路。 

三三三三、、、、挖掘工挖掘工挖掘工挖掘工 

挖掘工適用於將 EPS 工法，應用於軟弱地盤上之基礎地盤挖掘，以及在擴張堆土中，具有代表

性之傾斜地盤上斜面挖掘等。本工程為在軟弱地盤上之挖掘。軟弱地盤地下水位比較高，選用機

械須充分注意下列事項： 

(一) 挖掘傾斜度雖隨挖掘深度及土壤的剪力強度而不同，但從垂直或斜坡方式，坡度配合現場

狀況進行加以調整。 

 

(二) 挖掘部分須設水溝，並注意排水，其基本要求為在乾燥狀態下進行。此外，為避免下雨時，

來自周邊的雨水流入挖掘部中，請採取土堆等阻水流入對策。(參考圖 10) 



(三) 在 EPS 施工中最須注意的是流水對策(地下水、雨水、流入水)。在水溝排水用之水中幫浦及

其他降雨對策設施等，因在假日及較長休假中比較容易發生問題，故應於放假前，對其進行充分

檢查，並建構相關管理體制。 

 

圖圖圖圖 9 EPS9 EPS9 EPS9 EPS 工法之施工流程圖工法之施工流程圖工法之施工流程圖工法之施工流程圖 

 

 

圖圖圖圖 10 10 10 10 施工施工施工施工中的排水對策中的排水對策中的排水對策中的排水對策    



四四四四、、、、排水工排水工排水工排水工 

EPS 工法在其施工中及完工後，排水對策均須極慎重予以對應(詳圖 11)。使用本工法所可能產生

之問題，可以說絕大部份係起因於排水對策不充分所導致。其排水目的在於： 

 

(一) 避免地下水位上升，使水位上升不超過 EPS 部。 

 

(二) 將滲入水及非特定流入水予以迅速排水處理。 

    

圖圖圖圖 11 EPS11 EPS11 EPS11 EPS 排水工排水工排水工排水工    

    

五五五五、、、、施工基礎面工施工基礎面工施工基礎面工施工基礎面工 

「施工基礎面工」係指設置 EPS 之施工基礎面及基礎地盤整地之施工而言。原則上，EPS 將設置

於水平面之此基面的最上層稱為「位準層」。水平面的調整一般雖係使用舖砂進行，但若遇到軟

弱地盤時，則會在舖砂層之下方舖設碎石層或施予簡易安定處理之基盤施工(詳圖 12)。 

    

六六六六、、、、EPSEPSEPSEPS 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EPS 之運送及儲存應依據工程進度狀況妥善安排，儲存及施工場所需設置安全措施及警告標語，

儲存時並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 避免接近火源及石油類化學物品，且應設置消防設施。 

(二) 應使用護網等保護措施，以防止風吹飛散。 

(三) EPS 材料會因陽光紫外線照射而變色變質，應使用黑色或不透明之塑膠布等加以覆蓋。 

(四) 如儲存時間較長時，應放置於平坦處所，並使用施工架等將 EPS 架高，以防止雨水浸泡。 



    

                                                                                                                                圖圖圖圖 12 12 12 12 各種施工基礎面工各種施工基礎面工各種施工基礎面工各種施工基礎面工    

七七七七、、、、EPSEPSEPSEPS 型塊之加工型塊之加工型塊之加工型塊之加工 

原則上應依照設計圖或核准之施工計畫書所示之預定材料表在工廠中加工。現地切割應使用熱金

屬線(鎳鉻線 15V)進行，確保型塊之平整。熱線切斷加工可用以處理直線、溝型、圓形等，操作

雖方便，但若在切斷時能使用模板等配合進行的話，將更有助於加工。(詳圖 13) 

 

圖圖圖圖 13 EPS13 EPS13 EPS13 EPS 加工示意圖加工示意圖加工示意圖加工示意圖   

八八八八、、、、EPSEPSEPSEPS 鋪設鋪設鋪設鋪設 

(一) EPS 輕質填方底部之地層應先整平，再鋪設一層適當厚度砂層，施工時應注意地表水及地下

水之排除，施工時 EPS 底部砂層應保持乾燥狀態。進行最下層區塊設置時，須確實維持施工基

面及型塊頂面之表面平整性。其施工要領如下： 

1. 曲線區間等超過標準值以上時，應使用細砂、碎石、輕量骨材等進行填縫。 

2. EPS 型塊之最下層設置面必須保持乾燥狀態。 

3. EPS 型塊的接縫位置不得設置在相同橫斷面或縱斷面。 

4. 在進行 EPS 型塊設置時，若發生不平整時，應使用空心磚等進行設置面調整。 

5. EPS 型塊與人孔、結構物等之連接部，儘可能在人孔及小型構造物周邊設置，並使用土砂、碎



石等可對其周邊空隙進行充填夯實。 

6. 各設置層之間隙及段差管理值如圖 14 所示。 

(二) 鋪設時應維持各層 EPS 型塊頂部平整。 

 

(三) 同層或上下層各 EPS 型塊之接縫位置，不可設置於相同之橫斷面或縱斷面。 

 

(四) 於不規則區域(如人孔、結構物等之連接部分)及曲線區域鋪設 EPS 型塊時，應使用細砂、細

碎石或輕細骨材等進行填縫。(直線段及曲線段之配置例如圖 15 所示)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項目  單位  標準值  

間隙間隔  mm  20 以內  
各設置層  

段差  mm  10 以內  
    

    

 

圖圖圖圖 14 14 14 14 間隙及段差管理值間隙及段差管理值間隙及段差管理值間隙及段差管理值    

  

 

(a) 直線部分  



 

(b) 曲線部分  
 
 

圖 15 直線及曲線部分之配置例 

九九九九、、、、連接器設置連接器設置連接器設置連接器設置 

 

連接器計有雙爪型及單爪型，其材料規格如表 9 所示，雙爪型用於 EPS 型塊各層間；單爪型用

於 EPS 型塊最上方，或依必要設置於 EPS 型塊側面(詳圖 16 及圖 17)。連接器之標準設置數量如

表 10 所示。本工程規定承包商所採用之 EPS 型塊尺寸與設計圖不同，則連接器之配置方式與數

量應併施工計畫書送工程司審查。 

圖圖圖圖 16 16 16 16 連接器連接器連接器連接器    

    

表表表表 9 9 9 9 連接器材料規格表連接器材料規格表連接器材料規格表連接器材料規格表    

參考值  

種類  符號  

鋅附著量 ( 最少附著

量 )  

(g/m 2 )  

降伏點  

(kgf/mm 2 )  

拉張強度  

(kgf/mm 2 ) 

一般用  SGCC  Z22(220)  21 以上  28 以上  



    

圖圖圖圖 17 17 17 17 連接器之設置例連接器之設置例連接器之設置例連接器之設置例    

    

表表表表 10 10 10 10 連接器設置數量連接器設置數量連接器設置數量連接器設置數量    

   數量  參考 EPS 型塊尺寸  

EPS 每 1m 3  2 個  2.0m ’ 1.0m ’ 0.5m  

經工地切割後之每 1 個 EPS 型塊應至少使用 1 個連接器。  

 

十十十十、、、、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    

(一) EPS 施工中，卡車及其他重機械不得在 EPS 型塊上直接行走。為預防摔落事故，當堆疊高度

超過 2.0m 以上時，即須採取摔落防止措施。 

 

(二) 嚴禁煙火。 

 

(三) 尚未完成處所，應使用砂袋等壓重處理，以免因風吹散。 

 

(四) 原則上，連接器應於舖設 EPS 型塊之前才可安裝。 



        

(1)PS 材料進料進場 (2)EPS 材料施作前整地整平 

  

(3)基礎滾壓夯實 (4)舖砂後及 EPS 第一層施作 

  

(5)EPS 雙爪型連接器 (6)EPS 施作完成全景 

  

(7)EPS 上層澆置混凝土 (8)EPS 上層混凝土鏝平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1 1 1 1 本工程本工程本工程本工程 EPSEPSEPSEPS 工法施工情形照片工法施工情形照片工法施工情形照片工法施工情形照片 

 



陸陸陸陸、、、、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1960 年代歐洲首先發表利用 EPS 材料做為填土材料之構想，當時工程界均認為係異想天開之天

方夜譚，但目前已累積相當多的工程實績，變成解決工程問題所不可或缺之工法。本文利用洲美

快速道路第二期工程採用 EPS 輕質填土之契機，針對 EPS 工法之特性與工程應用概況做一簡單

介紹，由於本工法在國內之應用歷史尚淺，相信藉不斷研發及技術引進，終可逐漸為國內工程界

所接受。 

 

由於在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中，部份倒塌建築物構件內含有沙拉油桶、保麗龍等填充物而被百

姓質疑為偷工及減料，因此可以理解未來在 EPS 輕質填土工法的推廣工作上須以更周詳而漸進

的方式來進行，除了須結合廠、產、官、學、研各界的共識外，並須有宣導及教育一般民眾之配

套措施。此外由於此一推廣應用乃是舊材料、新工法，故在改變或取代傳統土方回填方法上必然

遭遇諸如規範、法規等多方面之質疑與困擾，故需有隨著若干工程應用實例後，適時檢討與修正

之靈活作法，使 EPS 能更具本土性，而此一理念可能需要諸如成立 EPS 協會等方式才可能勝任

此一長期而富挑戰性之工作。本手冊建議採用 EPS 工法時，可參考下列幾點作法：(林利國，2000

年) 

一、為減少對現行作法之衝擊性，建議工程主管及設計單位可採傳統土方回填與 EPS 工法兩案

並存之方式，而由施工廠商彈性抉擇是否採用，如此並可減少適法性之爭議。 

 

二、施工品質是每一件工程的最重要堅持，配合進行 EPS 工法之施工廠商除須有良好體質外，

並須隨時教育施工人員提昇品質之重要性。 

 

三、 國內 EPS 之製造屬較低階之產業，故評估及慎選體質佳、配合度高，並富理想熱誠的 EPS

上游製造廠商，絕對是本工法推廣成功與否的關鍵作業之一。 

 

四、凡用 EPS 回填之路段應用藍或綠色油漆在路堤或路邊緣石明顯標註，以防未來再開挖時遭

受偷工或減料之質疑。 

 

五、依各工程特性研訂 EPS 施工安全守則。 



 

 

 

 

 

 

 

 

 



 
…………………………………………………………………………………………………………………………………………………………………………………………………………………………………………………………………………………………………………………………………………………………………………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國內道路系統之新建工程已漸趨飽和，隨之而來的課題，則屬既有道路網的維持、養護與維修等

業務，而此類工作因屬例行性作業，故常為人所忽略，未克建立資料庫以及維護指標，雖然常見

市區道路甚至快速道路暨高速公路隨時在整修、刨除、回鋪，但無法提供客觀的數據藉以說服百

姓，並造成行車安全有所顧慮與生命財產損失等憾事，尤為百姓之苦與公務人員心中之痛。  

美國施行之鋪面管理系統 (Pavement Management System ；簡稱 PMS) 已有 20 餘年之經驗，並

有 41 州完成 PMS 之建構， 1991 年更行頒布道路運輸效率法案 (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 of 1991 ，簡稱 ISTEA) ，將 PMS 訂為聯邦補助預算之申請額度與優

先順序之重要準據，足堪作為國內積極推展 PMS 之借鏡與原動力。  

國內自 1983 年迄今，已由不同政府研究單位與工程實務機關和研究單位結合，針對不同道路等

級，鋪面類型與應用層級建構數套 PMS ，大部份均以柔性鋪面為管理對象，雖然各系統的發展



已可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然因國內主客觀因素紛歧，導致目前尚未有成熟且持續、實際運作的 

PMS 系統，殊為遺憾。  

本工程司有鑑於此，祈望藉由本身在材料檢測、分析方面的專業技術能力及豐富業績之經驗，另

外尋求素有 PMS 專業素養的中央大學團隊，組合成立國內 PMS 推動小組，以一步一腳印的方

式，來落實台灣地區各道路 PMS 之建構與實務應用，除可快速擷取並分析鋪面評估指標、節省

公帑、增進維修品質之外，更能以客觀的數據取信於民眾，尤其有利於年度編列預算之作業，以

達利民、便民及保護用路人安全之最終目的。 

…………………………………………………………………………………………………………………………………………………………………………………………………………………………………………………………………………………………………………………………………………………………………………    

 

貳貳貳貳、、、、    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 

一一一一、、、、國外現況國外現況國外現況國外現況     

美國於 1991 年頒行的道路運輸效率法案 ISTEA 將 PMS 定為聯邦法律所要求的六個管理系統

之一，該法案中明白揭示，美國境內由聯邦經費補助之道路須以 PMS 進行系統化管理，並正式

要求各州運輸部須於 1995 年 10 月以前完成 PMS 的規劃，而 PMS 的建構與否將直接影響其

聯邦補助預算之申請額度與優先順序。為因應美國各州之龐大路網檢測，各檢測公司隨之發展成

形，最著名的案例為加拿大 Roadware 公司，當初協助南達科塔州完成慣性平坦儀後，即開始接

受各州政府的檢測委託業務，到目前為止已完成 150 個專案與 800,000 哩的鋪面檢測，目前該

公司共有超過 100 位的專業工程師與程式撰寫者。  

二二二二、、、、國內現況國內現況國內現況國內現況     

我國目前市區道路管理及維護所需經費，除大部分仰賴中央政府所分配之汽車燃料使用費收入以

外，直轄市及縣（市）等地方政府亦每年編制預算辦理市區道路年度鋪面養護作業。基於中央主

管機關尚未訂定全國一致性評估準則，以作為分配市區道路建設經費之專業及客觀性考量 的 參

考依據。故補助直轄市及縣（市）等地方政府之年度道路建設經費，僅能參考都市計畫區人口及

道鋪面積作一概略計算，缺乏客觀的審查標準及機制，致政府之交通建設資源較不易確實應用於

亟需修復之市區道路鋪面，民眾對政府修舖鋪面無一定標準，對一些尚足堪用之鋪面予以重舖，

常視為政府消化預算之不當行為。而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對鋪面維護之標準不一，有些縣市

鄉鎮市之鋪面達「超標準」之平整，有些縣市破損不堪。 致對全 國欠缺統一標準之現象，實有

待改善。故內政部營建署於九十一年對於「市區道路管理維護與技術規範手冊」進行連續四年之

研究，目前獲得的研究成果係要求各縣市政府能先進行所轄路段的鋪面破損調查，提送內政部營

建署進行市區道路之養護經費發放，待養護完成後由營建署委託檢測機構進行平坦度之檢驗，其

流程如圖 1 所示。  

由中華民國公共工程資訊學會於民國八十八年〉 自行 發展，其研究工作項目為：  



 

圖圖圖圖 1  1  1  1 市區道路養護實施策略作業流程圖市區道路養護實施策略作業流程圖市區道路養護實施策略作業流程圖市區道路養護實施策略作業流程圖﹝﹝﹝﹝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1)  (1)  (1)  (1) ﹞﹞﹞﹞ 

 

( 一 ) 道路工程維護管理系統功能模組建立  

提供各處內部與外業相互配合使用，並隨時掌握最新的圖形資訊，由於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 GIS) 技術 MicroStation 的引進將增加道路巡查的功能，提昇圖形資訊

的應用層面，圖形系統不僅可內部使用，對外業調查人員能透過可攜式電腦即時有效掌握重要資

料。  

( 二 ) 門牌圖形系統及資料更新維護作業  

延續 台北市政府工務 局「門牌號碼及其位置資料管理系統」之開發及門牌普查和電腦建檔的更

新維護工作持續改善，以充實系統的完整性並確實掌握即時的正確資訊。  

( 三 ) 圖形教育訓練  

圖形系統較一般純屬性設計系統為複雜，操作人員的基礎訓練也益形重要， 為 免人員流動造成



作業無法施行，須依賴持續不斷的教育訓練，如此才能有效維持資料的正確性並即時提供相關業

務資訊。系統 畫面 如圖 2 所示。  

 
圖圖圖圖 2  2  2  2 道路工程維護管理系統電腦畫面圖道路工程維護管理系統電腦畫面圖道路工程維護管理系統電腦畫面圖道路工程維護管理系統電腦畫面圖﹝﹝﹝﹝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1)  (1)  (1)  (1) ﹞﹞﹞﹞ 

 

另外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自九十年起進行民眾網路投票票選「十大路況不佳道路」以

來，為有效說明其鋪面養護之成效，採用鋪面智慧車進行道路之平坦度檢測，以客觀數據提供民

眾目前鋪面服務現況。並自九十三年起訂定道路養護完成後之檢測項目，除壓實度、厚度外，尚

需進行平坦度之檢驗，以達到「燈亮、路平、水溝通」之施政目標。 

…………………………………………………………………………………………………………………………………………………………………………………………………………………………………………………………………………………………………………………………………………………………………………    

 

參參參參、、、、     國內鋪面維護管理之研究成果與需求國內鋪面維護管理之研究成果與需求國內鋪面維護管理之研究成果與需求國內鋪面維護管理之研究成果與需求 

一一一一、、、、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台灣地區歷年發展之 12 套 PMS ，茲按時間排序說明如下：  

( 一 ) 台灣區高速公路鋪面養護管理系統：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總局（民國 72~77 年）  

本系統由慶齡工業研究中心自民國 72 年開始建構 , ，並於民國 77 年底完成，系統架構分為： 

(1) 調查系統； (2) 分析系統； (3) 設計系統； (4) 評審系統； (5) 養護實施系統； (6) 施工

系統； (7) 規劃與執行系統； (8) 研究發展與人員培訓系統等八個子系統，系統功能、範圍及

周延性皆已滿足高速公路養護需求，然當時該系統之發展係以大型電腦處理系統為主，已不符合

目前電腦環境，且推廣落實至各工務段、工程處執行不易。  



本系統程式均須在 DOS 環境下使用，包含主程式 PAVMAS ，提供資料輸入、指標計算、報告

檢視等功能； INPUT 可進行輸入資料的偵錯； FPMS 則提供鋪面損害維修樹形圖，以進行維

修工法的決策。  

( 二 ) 市區道路鋪面養護管理系統建立之研究：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民國 80~81 年）  

本研究由台灣大學土木系執行，以市區道路為目標，著重養護作業現況、鋪面評估指標、檢測儀

器調查之回顧與探討，並針對裂縫、變形、表面破壞與其他等共 4 大類 16 種鋪面破損，研擬

鋪面破壞調查手冊，並實地訪談各地方 養護工程單 位作業現況。  

本系統架構之建立包含鋪面調查、鋪面評估、鋪面分析、鋪面養護規劃、鋪面設計等五大部分，

配合圖形化與資料庫管理而完成。本系統為國內率先將 GIS 觀念導入 PMS 的開始，提出採用 

ARC/INFO 與 TransCAD 軟體發展 PMS 之程序，以及兩階段架構及功能說明。  

( 三 ) 台灣地區一般公路鋪面養護管理系統建立之研究：交通部運 輸研究 所（民國 81~82 年）  

本研究由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執行，為前述系統之延續，以台灣地區省、縣道路為研究範圍，

依實地訪談及文獻整理結果訂定裂縫、變形、表面破壞與其他等共 4 大類 14 種鋪面破壞之調

查項目及量測方法，建立鋪面表面破壞指標（ Pavement Surface Distress Index ，簡稱 PSDI ），

選擇 Road Rater 400 及 CAAMS 兩種儀器實地量測全省 40 個路段（以 1 公里 為樣本路段長

度）之撓度及糙度值，依據樣本路段量測結果探討撓度與糙度指標之應用，並以 PSDI 及路段

養護優先順序指標（ Priority Index ，簡稱 PI ）作為鋪面評估及維修排序的基礎。  

本系統開始有路段編碼的觀念，在 ORACLE 之 SQL*PLUS 系統下完成資料庫系統的建置，另

以 ORACLE 之 SQL*FORMS 與 SQL*MENU 兩套系統設計操作使用者界面，基本上仍須在 

DOS 環境下使用且必須以英文指令操作。系統架構包括： (1) 資料查詢界面：進行包含路段調

查資料、路段維修優先順序、路段維修結果等查詢； (2) 路段資料更動界面：提供包含路段基

本資料、路段維修發包結果、路段交通量與結構強度、路段維修發包結果等資料的輸入； (3) 相

關規定參數更動界面：提供預算、破壞項目權重、破壞等級權重等輸入表，以及破壞項目及養護

策略對應表。  

( 四 ) 台北市道路鋪面養護管理資料庫系統電腦程式建立之研究：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

處（民國 82~83 年）  

本研究由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執行，針對市區道路整修養護特性與養護作業準則，評估多套

國外已有之鋪面養護管理系統後，選用由澳洲資產控制技術（ Asset Control Technology ，簡稱 

ACT ）部門所發展之軟體進行深入研究，該系統主要內容包含： (1) 道路登錄系統（ Road 

Register ，簡稱 RR ）； (2) 路況管理資訊系統（ Condi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簡

稱 CMIS ）； (3) 財務規劃網路最佳化系統（ Financial Planning Network Optimization System ，

簡稱 FNOS ）； (4) 養護策略排序最佳化系統（ Treatment Scheduling Network Optimization 



System ，簡稱 TNOS ）。本研究擇取台北市一小型路網循序進行道路現況、撓度、糙度等儀器

調查作業，再納入 ACT 中作實例分析，並驗證系統軟體分析結果之合理可用，供日後養護單位

參採。  

此 ACT 鋪面管理系統以路段編碼為基礎建立路網資料架構，並提供快速蒐集、查詢、統計分析、

方案選擇、成本分析等功能，可迅速正確輸入及讀取資料，亦可針對特定路段與需求進行分析比

較，藉此瞭解整體路網狀況，並可利用生命週期成本分析建立養護決策的客觀比較基準。然由於

程式原始撰寫內容無法取得，難以因應實際狀況修改程式，且程式畫面全為英文界面，操作步驟

較為複雜，故 ACT 之實用可行性應再進行評估。  

( 五 ) 中山高速公路鋪面養護管理系統電腦實務應用：交通部高公局（民國 84~86 年）  

本研究由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執行，承續先前高速公路鋪面養護管理系統 (Pave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簡稱 PMMS) 之研究，推展落實鋪面養護工作至各工務段、工

程處及局本部之個人電腦終端機上，以強化鋪面養護管理系統電腦化功能、各系統連線操作及資

料庫資料儲存。因前期發展之 PAVMAS 架構無法與當時高公局系統相容，故重新發展電腦程

式；另 FPMS 則包含於本系統中。此系統完成模組包含： (1) 鋪面資料單元建立； (2) 調查子

系統； (3) 分析子系統； (4) 評審子系統； (5) 養護規劃子系統； (6) 設計子系統； (7) 施工

子系統； (8) 材料子系統及； (9) 環境子系統。本系統為國內率先以視窗（ Window ）中文化

程式發展 PMS 者，也是將 PMS 以伺服器 v.s. 使用者（ Server v.s. Client ）架構透過網際網路

設計的先鋒，所建立之鋪面相關資料庫與系統功能堪稱當時最為完整之 PMS ，然未見其整合 

GIS 相關技術，甚為可惜。  

本系統電腦程式在系統流程網路建立，係藉由需求分析、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實作與測試

等步驟，先建立個別功能性之模組，再以電腦資料庫管理技術，將所有鋪面相關資料皆納入資料

庫中以統一管理與應用，待系統完成後可在個人電腦終端機操作，或是高公局網路上的 Windows 

NT 4.0 伺服器之關連式資料庫 MS SQL Server 6.5 上將資料由各單位共享並共同管理。由於本研

究案的資料庫是關聯式資料庫，以資料庫的觀點來說，要如何忠實地將外面的真實世界轉換成資

料庫，是開發流程中極重要的問題。  

本系統使用 Visual BASIC 作為開發語言，該語言具有視覺化（ Visual ）的優點以及結合物件導

向在關連式資料庫之運用。系統使用之資料庫傳輸方式係採 MS SQL Server 6.5 中提供之資料複

製（ Database Replication ）技術，其構想是將各工務段視為資料庫的出版者（ Publisher ），也

就是將資料輸出至上級的工程處；而其所屬之管轄單位如各工程處等則同時是資料庫的接收者和

出版者（ Subscriber/Publisher ），因一方面須接收其下各工務段的資料且要向局本部輸出資料，

而局本部當然是所有工程處的接收者（ Subscriber ）。該系統採用中央式的接收方式（ Central 

Subscriber ），如各工程處和局本部之間，至於從工務段到工程處的更新方式，則傾向於以被動

方式開啟工程處的接收功能，亦即當某工務段所有調查結束後，出版者和接收者必須雙方明訂某

固定時間打開此接收功能，以解決網路頻寬不足的問題。  



( 六 ) 鋪面管理決策支援系統之研究：交通部公路總局（民國 86~88 年）  

由原台灣省交通處公路總局委託台灣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三校四所共同執行，研究主題為： 

(1) 應用動態地磅交通資料評估鋪面成效； (2) 鋪面管理系統資源分配最適化規劃； (3) 鋪面管

理網際資訊系統構建規劃； (4) 鋪面維護管理系統。鋪面維護管理系統部分，針對臺灣省公路

總局一區工程處轄區內台北、桃園縣市部分路段，利用 ARAN 與 FWD 檢測儀器定期擷取鋪面

資料，進行專家訪談、召開不定期專案會議與資料收集，彙整建立鋪面資料庫後，配合包括模糊

理論、遺傳演算法等新進分析方法，建立多項鋪面評估指標模型，最終以 MapInfo 5.0 開發完成

適合國內鋪面養護體制之單機版中文化視窗 PMMS-GIS 。  

本系統建立完整鋪面資料庫，並運用多種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簡稱 AI ）方法論

建立多項指標模型，此亦為國內之始，此系統係首度將鋪面資料與路網圖形化資料相互結合，達

整合路網圖像與相關資料運用之目的，經系統規格設計後，開發並撰寫完成各模組之分析功能。  

( 七 ) 道路鋪面檢測技術與評估決策管理系統之研究：交通部科顧室（民國 87~88 年）  

本研究分為檢測儀器與技術及評估決策管理系統兩部分，鋪面狀況檢測儀器依其功能劃分為鋪面

各層組成、舒適度、表面層破壞、結構承載強度、安全性（抗滑能力）等五項主要調查項目，研

究內容包括評估各式先進儀器之技術功能，並探討北美洲地區和我國之使用現況，整體而言，單

一型功能之儀器較多功能之儀器使用率較高，且相較於國外之技術發展，國內各公路主管機關於

儀器之使用及購置上均有改善之空間，該研究並針對檢測儀器之評選進行多準則評估，提供各公

路機關於儀器採購時之參考依據。  

本鋪面評估決策管理系統係依據國外發展之技術及國內既有之程式架構，再加以國內公路機關問

卷調查與高公局鋪面工程師訪談而建立，系統程式語言採 Visual Basic 撰寫，以高公局為主要使

用對象。系統功能包含資料庫、服務績效評估、養護策略及方案研擬、編列年度養護預算等。其

中服務績效評估則包含交通量及軸重軸次分析、表面破壞、糙度、撓度及抗滑等，該系統之組織

功能與架構相當完整，然未見 GIS 技術之整合運用。  

( 八 ) 道路工程維護管理系統：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民國 88~89 年）  

本系統由中華民國公共工程資訊學會發展，研究工作項目為： (1) 道路工程維護管理系統功能

模組建立：提供各處內部與外業相互配合使用，並隨時掌握最新的圖形資訊，由於 GIS 技術

（ MicroStation ）的引進將增加道路巡查的功能，提昇圖形資訊的應用層面，圖形系統不僅可內

部使用，對外業調查人員能透過可攜式電腦即時有效掌握重要資料； (2) 門牌圖形系統及資料

更新維護作業：延續工務局「門牌號碼及其位置資料管理系統」之開發及門牌普查和電腦建檔的

更新維護工作持續改善，以充實系統的完整性並確實掌握即時的正確資訊； (3) 圖形教育訓練：

圖形系統較一般純屬性設計系統為複雜，操作人員的基礎訓練也益形重要，為免人員流動造成作

業無法施行，須依賴持續不斷的教育訓練，如此才能有效維持資料的正確性並即時提供相關業務

資訊。  



( 九 ) 建置中正機場跑、滑道及停機坪版塊專家系統：交通部民航局（民國 89~90 年）  

本系統由台大慶齡工業研究中心開發，針對中正機場跑、滑道及停機坪鋪面版塊，利用全球定位

系統 GPS 、 GIS 及專家系統等作為機場鋪面管理系統之主架構，全面調查跑、滑道及停機坪

等鋪面版塊狀況，將調查之各項資料予以建檔，建立乙套單機版專家系統，以利跑、滑道及停機

坪等鋪面養護管理，作為日後養護維修之參考。該研究中以 GPS 確認版塊位置，透過 GIS 建

立跑、滑道及停機坪等鋪面版塊現況資料，依據定期或不定期的鋪面狀況調查所得資料，由專家

系統所建構之鋪面版塊養護原則及知識與管理經驗，提供跑、滑道及停機坪等鋪面養護計畫的建

議或問題解決之道。  

( 十 ) 市區道路維護技術規範手冊研究計畫：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90~91 年）  

由中國生產力中心與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執行，作業內容著重於市區道路養護權責機關關心之鋪

面表面狀況調查之技術與規範，完成鋪面養護作業配合事項、鋪面損壞調查、養護排序決策準則

與養護技術等之規範與手冊。  

依據市區道路養護特性，規劃系統為兩大部分： (1) 道路養護管理系統（管理端）：包含道路

查報評估作業（ PDA ）、道路養護申請作業、道路養護評估作業； (2) 道路養護決策支援系統

（決策端）：包含道路養護策略排序作業、道路養護財務規劃作業、資料轉檔作業。系統發展以

網際網路配合 GIS 技術，建立以營建署、台中市及嘉義市為基礎之「市區道路管理資訊系統」。  

( 十一 ) 市區道路管理維護系統之推廣維護：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91 年迄今）  

由中國生產力中心與台大慶齡工業研究中心執行，係推廣前期市區道路管理資訊系統，選定國內

北、中、南三地具代表性且發展規模較大之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進行示範性市區道路平坦

度檢測工作，進一步建立市區道路鋪面服務績效評估方法，結合前期損壞調查評估結果進行完整

的綜合評估；此外，針對前期擬訂之市區養護排序方法、評估方式及作業流程提出修正建議。該

研究建立符合國內需求，包括新工與使用中道路之平坦度規範、完成示範性鋪面平坦度調查、平

坦度評估及決策準則等項之研究，更新並改善前期 PMS 與資料庫。  

( 十二 ) 鋪面維護管理系統之研究：桃園縣政府交通局（民國 93 年迄今）  

由中央大學執行，經研究完成道路平坦度檢測儀器，使其能快速地對於道路的服務能力進行調

查，並縮短傳統檢測方法所需的人力及時間。並簡化鋪面狀況指標之調查項目，雖然對實際結果

會產生些許差異，但以最差狀況考量，對於道路養護人員而言可從優編列養護預算。同時發展電

腦化之鋪面狀況指標計算程式，提供道路養護人員可藉由 PDA 將其鋪面破損資料輸入，以簡化

鋪面狀況指數 (Pavement Condition Index ；簡稱 PCI) 後續的計算時間。提高鋪面管理系統的使

用率，其資料的更新為其系統永續發展的關鍵，故本研究採用網際網路式的地理資訊系統架構作

為系統的元件，如此可避免各地區的資料庫更新程度不一的問題與達到即時更新的目的。  



二二二二、、、、目標需求目標需求目標需求目標需求        

本工程司經由持續蒐集資料的結果，針對鋪面所需調查項目進行更深入的了解，並能充分掌握目

前各單位所有的檢測儀器資源與鋪面實際之問題，俾利擬定檢測模式與管理機制。  

對於鋪面何時才是到達維修程度，必須建立一個下限值，但是鋪面的損壞形式不同，要如何對各

項調查結果進行評估，最有效的方法是將各種狀況建立一鋪面指標，較易決定其下限值。目前建

議採用國際糙度指標 IRI 值 (International Roughness Index ；簡稱 IRI) 為主。 

…………………………………………………………………………………………………………………………………………………………………………………………………………………………………………………………………………………………………………………………………………………………………………    

 

肆肆肆肆、、、、  實施方法及工作項目實施方法及工作項目實施方法及工作項目實施方法及工作項目 

鋪面管理系統所涵蓋之層面及工作項目既多且雜，唯以鋪面績效預測及評估的作業較顯重要。另

據國外文獻指出，鋪面績效預測及評估作業至少應具備下列之功能或目的：  

一一一一、、、、了解國內檢測儀器現況及使用績效了解國內檢測儀器現況及使用績效了解國內檢測儀器現況及使用績效了解國內檢測儀器現況及使用績效        

目前國內道路管理單位對於鋪面檢測，主要都是針對施工驗收時使用，對於平常維護管理之需求

並不重視，甚至各單位完工驗收之檢測儀器亦由廠商提供，故筆者對於台灣地區各公路單位所有

的檢測儀器進行一次概括性的資料調查與蒐集的工作，其結果列如表 1 所示。發現國內使用之

鋪面檢測儀器類型及性能不一，並且有些儀器自購買後，即未進行校正與保養，所以對於檢測儀

器之成效性必須進行評估與整合，其進行步驟建議如下：  

( 一 ) 各單位擁有之檢測儀器之維修紀錄需進行資料整理與彙整。  

( 二 ) 進行各檢測儀器精準度比對。  

( 三 ) 對於量測相同成效之儀器量測指標之轉換方式研討與釐訂。  

國內對於鋪面成效檢測儀器已經進行自行開發之研究，中央大學機械系於民國 85 年即著手進

行，目前在實際應用上已有初步成就，其檢測車系統圖概述如圖 3 所示，此檢測車 ( 詳照片 1) 

可為一使用考量，本工程司亦建立、組裝完成相同系統之檢測車。其主要設備為：  

1. 電腦及程式軟體：以 LabVIEW6.0 程式軟體撰寫而成。  

2. 訊號擷取卡：在 Differential 模式下，以類比訊號接收下列設備之類比電壓。  

3. 加速度計：修正車輛行駛時振動對於雷射測距儀的影響。  

4. 雷射測距儀：描繪鋪面縱剖面輪廓。  

5. 里程計：量測車輛行駛距離。測定精度為每 1km 之誤差應在 1% 範圍以內。 

     二二二二、、、、    了解國內各交通管理單位鋪面檢測需求了解國內各交通管理單位鋪面檢測需求了解國內各交通管理單位鋪面檢測需求了解國內各交通管理單位鋪面檢測需求        

筆者經由持續蒐集資料的結果，針對鋪面所需調查項目進行更深入的了解，並能充分掌握目前各

單位所有的檢測儀器資源與鋪面實際之問題，俾利擬定檢測模式與管理機制。  



 

圖圖圖圖 3  3  3  3 檢測車系統示意圖檢測車系統示意圖檢測車系統示意圖檢測車系統示意圖﹝﹝﹝﹝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1)  (1)  (1)  (1) ﹞﹞﹞﹞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1 PMS  1 PMS  1 PMS  1 PMS 檢測車檢測車檢測車檢測車﹝﹝﹝﹝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2)  (2)  (2)  (2) ﹞﹞﹞﹞ 

 

三三三三、、、、    各檢測項目之表格建立各檢測項目之表格建立各檢測項目之表格建立各檢測項目之表格建立        

道路完成後，因受外在因素 ( 如交通荷重、氣候條件等 ) 及內在因素（如鋪面本身老化）等不

斷影響而逐日降低其服務能力，如欲得知鋪面養護和改善之時機，則必須要定期的檢測鋪面狀

況，方能得知或預測其養護和改善之時間，如此鋪面狀況之經年累月變化的客觀且定期性資料的

收集，是絕對需要的。檢測方法的建立是推動鋪面檢測車主要的重點之一，如何對國內所有的檢

測項目與表格討論，對於檢測所需項目尚未建立調查表格者，更須建立格式以供參考使用。 

    



表表表表 1  1  1  1 國內各交通管理單位之檢測儀器總表國內各交通管理單位之檢測儀器總表國內各交通管理單位之檢測儀器總表國內各交通管理單位之檢測儀器總表﹝﹝﹝﹝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1)  (1)  (1)  (1) ﹞﹞﹞﹞        

 

交管單位  

檢測儀器  

高公局 國工局 公路總局 營建署  

台北市  

養工處  

高雄市  

養工處  

彭科曼樑  -  Y  Y  -  -  -  

道路評審儀  Y  -  -  -  -  -  

落重式撓度儀  Y  -  Y  -  -  -  

鋪面

撓度

調查 

動力撓度儀  -  -  Y  -  -  -  

車轍直規  -  -  Y  -  -  -  

明尼蘇達州  

車轍規  
-  -  Y  -  -  -  

高低平坦儀  Y  -  Y  -  -  -  

三公尺 直規  -  -  Y  -  -  -  

加州平坦儀  -  -  Y  -  -  -  

鋪面

成效

調查 

超音波平坦儀  Y  -  -  -  Y  -  

英式擺錘  -  -  Y  -  -  -  安全

性調

查  

K.J.Law 1270 鋪

面抗滑機  
Y  -  -  -  -  -  

註：“ Y ”表示該單位擁有此項儀器。   

四四四四、、、、鋪面維修模式之建立鋪面維修模式之建立鋪面維修模式之建立鋪面維修模式之建立        

對於單一鋪面破損狀況，可能有數種的維修方法，對於工程師要如何選擇何種方法以進行維修，

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利用數學模式進行決策是必須且可行的任務。目前對於多評準決策系統之建

立，在其他管理系統上多用人工智慧系統進行，較能模擬人類思考的方式，俾使決策的結果較能

被接受。  

五五五五、、、、維修下限值之建立維修下限值之建立維修下限值之建立維修下限值之建立        

對於鋪面何時才是到達維修程度，必須建立一個合理的下限值，但是鋪面的損壞形式不同，要如

何對各項調查結果進行評估，最有效的方法是將各種狀況建立一個鋪面指標系統，較易決定其下

限值。而鋪面指標可分為鋪面損壞指標與鋪面服務指標兩種模式，以下將各指標性質作概略性介

紹：  

( 一 ) 鋪面損壞指標  



鋪面損壞指標是利用鋪面損壞種類、嚴重程度與分散集中程度等相關之變數所建立，用來評估鋪

面績效的指標，不僅可用來表示鋪面之服務能力，亦可用來進行養護順序之評比。  

( 二 ) 鋪面服務指標  

鋪面服務指標乃利用與鋪面服務能力相關的各種變數，來評估鋪面的服務能力，此一觀念源自 

1960 年代美國州公路官員協會 (AASHTO) 道路試驗結果。此績效指標不僅可評估 鋪面績效，

亦可用來預測鋪面績效與其壽年，並可作為鋪面設計時之考慮因素。  

六六六六、、、、 PMS  PMS  PMS  PMS 資料庫與系統模組建構資料庫與系統模組建構資料庫與系統模組建構資料庫與系統模組建構        

鋪面之功能只在對於用路者提供良好舒適性與高安全性之服務品質，而鋪面績效綜合評估即是調

查鋪面狀況之良窳，以及判定對用路者使用時所產生之各種影響。鋪面服務性能初設時具有較高

的服務性質，隨著時間及累積交通量之增加而降低，當鋪面服務性能達到某一狀況時，即進行養

護維修作業，俾使鋪面服務性能得以恢復，然而鋪面雖經養護維修後，亦會因使用年數之增加再

度降低其服務性能，致須再次進行養護維修工作，使服務品質再次提升。然而這些養護時機之建

立，有賴於鋪面養護相關資料統計分析研判，再根據此信息作為安排各路段維修之優先順序。  

七七七七、、、、提供適當的養護暨整修策略提供適當的養護暨整修策略提供適當的養護暨整修策略提供適當的養護暨整修策略        

現有鋪面經由檢視、調查及記錄之後，透過客觀的分析工作，可以獲得不同指標的數據與判斷值。

依據 FAA 、 AI MS-17 或交通部新近完成之鋪面工程設計規範、養護工程手冊等文獻，皆依據

各種不同的損壞狀況，個別釐訂養護暨整修策略，以提昇鋪面整體服務水準，經由鋪面檢測車調

查之結果，其目的亦在於此。  

八八八八、、、、達成最佳預算之編列達成最佳預算之編列達成最佳預算之編列達成最佳預算之編列        

國內鋪面工程每年所耗費之維護費用與預算額度相當龐大，但卻一直無法提出可信度高且客觀的

維護指標供大眾及審核機關參考，以至於鋪面維護的工作，幾乎年年在做、卻也連連被質疑工作

成效，公務人員頗為頭痛亦感無奈。  

此時，若能透過 PMS 的建立，並逐步推展，將可建立一套數據化、客觀性的檢測資料庫，諒可

達成最佳預算之編列作業及化解各方的狐疑，讓各級公務人員更加放心地從事公務。  

九九九九、、、、鋪面整體使用年限成本與效益分析鋪面整體使用年限成本與效益分析鋪面整體使用年限成本與效益分析鋪面整體使用年限成本與效益分析        

依據設計準則，鋪面整體服務指數當下降至某一水準以下時，必須進行加鋪或維修等必要措施，

俾以最經濟之方法提昇服務水準，並維持使用年限內應有之安全性與用路人之舒適性。這可藉由 

PMS 調查所得，進行成本與效益分析，祈以最佳化分析結果建議最佳維修時間與所花費最節省

的經費為目標。  



十十十十、、、、回饋設計方法與結果回饋設計方法與結果回饋設計方法與結果回饋設計方法與結果        

藉由鋪面各階段資料庫的建立與分析、評估，可了解鋪面破壞模式與鋪面結構厚度、強度之關係，

有利於進行回饋設計之作業，同時避免下一階段設計不當或過於保守設計之訾議。  

由上述可知，鋪面績效預測及評估，不僅可預測未來鋪面服務績效及指標，更可對鋪面管理系統

之規劃、設計、維修養護及評估等次系統提供強而有力的協助。職是之故，如何針對台灣地區道

路系統特性及需求而建立一個適用的 PMS 模式，以提昇整體鋪面品質，實為重要課題並為本工

程司積極推動鋪面檢測車計畫案之目標。 

…………………………………………………………………………………………………………………………………………………………………………………………………………………………………………………………………………………………………………………………………………………………………………    

 

伍伍伍伍、、、、  平坦度之檢測規定平坦度之檢測規定平坦度之檢測規定平坦度之檢測規定 

一一一一、、、、平坦度高低差或標準差平坦度高低差或標準差平坦度高低差或標準差平坦度高低差或標準差        

平坦度既為影響鋪面服務性能之重要因素，又為百姓關注之焦點，致施工規範皆加以釐定，以利

作為品管及驗收之標準，本章茲將數種代表性之平坦度檢測合格標準整理如表 2 及表 3 所示。

其中公路總局之規定為民國九十四年六月最新頒布之資訊。  

二二二二、、、、國際糙度指標國際糙度指標國際糙度指標國際糙度指標        

筆者茲將各國針對國際糙度指標 IRI 值所訂定之規範規定資訊，分別列於表 4~ 表 12 所示。

可供讀者詳細比對之。  

使用國際糙度指標方法，其特性如下：  

( 一 ) 國際糙度指標不因時間之變化而改變其量測特性。  

( 二 ) 國際間使用之平坦度量測儀器，均可直接或間接方式計算得到國際糙度指  

標。  

( 三 ) 可應用於各種型式之鋪面，且 IRI 值之範圍涵蓋所有等級之鋪面。  

( 四 ) 可客觀顯示鋪面狀況，不受人為因素干擾，瞭解鋪面狀況對於使用者成本、  

行駛品質及安全性所產生之影響。  

    

    



表表表表 2  2  2  2 柔性鋪面施工規範有關平坦度規定之比較表柔性鋪面施工規範有關平坦度規定之比較表柔性鋪面施工規範有關平坦度規定之比較表柔性鋪面施工規範有關平坦度規定之比較表﹝﹝﹝﹝修正自文獻修正自文獻修正自文獻修正自文獻 (3)  (3)  (3)  (3) ﹞﹞﹞﹞        

檢 測 儀 器  機構或規範名稱  平坦度高低差

規定 (mm)  

平坦度標準差

規定 (mm)  直規  高低平坦儀  長度 (m)  

美國瀝青學會  縱向 3  

橫向 6  

-  ˇ  -  3  

美國加州公路局  6  -  ˇ  -  3.6  

美國聯邦公路局  5  -  ˇ  -  3  

AASHTO  3 ~ 5  -  ˇ  -  3  

日本道路協會  -  高速公路 1.5 

一般國道 2.4 

省市道路 3.7  

-  ˇ  3  

日本道路協會  -  高速公路 1.15 

一般國道 1.75 

省市道路 2.60 

ˇ  -  3  

部頒施工規範  高速公路 3 一

般公路 6  

-  ˇ  -  3  

公路總局  -  詳表 3  ˇ  ˇ  3  

國道新建工程局  3  -  ˇ  -  3  

 

表表表表 3  3  3  3 公路總局柔性鋪面平坦度付款百分率規定表公路總局柔性鋪面平坦度付款百分率規定表公路總局柔性鋪面平坦度付款百分率規定表公路總局柔性鋪面平坦度付款百分率規定表﹝﹝﹝﹝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4)  (4)  (4)  (4) ﹞﹞﹞﹞        

平坦度標準差， mm  

一般公路（註 1 ）  快速公路（註 2 ）  
付款百分率 ( % )  

2.8 以下  2.4 以下  100  

2.9  2.5  99  

3.0  2.6  98  

3.1  2.7  96  

3.2  2.8  94  

3.3  2.9  92  

3.4  3.0  90  

大於 3.4  大於 3.0  採取改善措施  

註：  1. 一般公路：設計速率＜ 80km/hr 者。  

2. 快速公路：設計速率≧ 80km /hr 者。  



( 五 ) 全路段可分段依 IRI 值之大小進行排序，若年度預算不敷運用時，可採用累積曲線法﹝分

析方法本文因篇幅有限，未克介紹，有興趣之讀者可詳參文獻(5) 、文獻 (6) 及文獻 (7) ﹞，篩

選出必須優先辦理維修之鋪面。 IRI 門檻值亦可依年度預算之多寡作浮動調整。筆者認為這是

採用國際糙度指標 IRI 值作為鋪面品質評估之依據最大優點之所在。  

本工程司所引進之鋪面檢測車，即以國際糙度指標 IRI 值之檢測作業為主軸，輔以平坦度高低

差或標準差為參考之數據。可謂係屬於具備多功能、高效益之檢測工作。 

…………………………………………………………………………………………………………………………………………………………………………………………………………………………………………………………………………………………………………………………………………………………………………    

 

陸陸陸陸、、、、  工程實務效益性探討工程實務效益性探討工程實務效益性探討工程實務效益性探討 

一一一一、、、、傳統人工作業方式傳統人工作業方式傳統人工作業方式傳統人工作業方式        

本工程司近十餘年來，由筆者經辦且較大型、較重要之鋪面狀況調查案或研究案，均派遣甚具實

務經驗之工程師分別擔任外業調查以及內業分析之工作，皆投注相當大之人力與時間。茲舉其犖

犖大要者之資訊以表 13 表示：  

表表表表 4  4  4  4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FHWA  FHWA  FHWA  FHWA 最低可接受之最低可接受之最低可接受之最低可接受之 IRI  IRI  IRI  IRI 門檻值規定表門檻值規定表門檻值規定表門檻值規定表﹝﹝﹝﹝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2)  (2)  (2)  (2) ﹞﹞﹞﹞        

州際高速公路  非州際高速公路   

平原地區  山區  市區  平原地區  山區  市區  

IRI(m/km)  1.90  1.90  1.90  2.70  2.70  2.70  

  

表表表表 5  5  5  5 加拿大魁北克省高速公路柔性鋪面加拿大魁北克省高速公路柔性鋪面加拿大魁北克省高速公路柔性鋪面加拿大魁北克省高速公路柔性鋪面 IRI  IRI  IRI  IRI 值規定表值規定表值規定表值規定表﹝﹝﹝﹝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2)  (2)  (2)  (2) ﹞﹞﹞﹞        

 容許值  獎勵值  罰款值  

IRI(m/km)  1.1<IRI<1.3  IRI<1.1  1.3<IRI<1.8  

獎懲措施  -  獎勵 AC 成本之 1~5% 罰 AC 成本之 1.5~15%  

  

表表表表 6  6  6  6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IRI  IRI  IRI  IRI 值規範規定表值規範規定表值規範規定表值規範規定表﹝﹝﹝﹝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2)  (2)  (2)  (2) ﹞﹞﹞﹞        

道路等級  檢測區間  規範規定值  接受值  

新工路段  IRI<2.0m/km  

高交通量區域  IRI<2.5m/km  

低交通量區域  

100 公尺  

IRI<3.0m/km  

該工程量測區段 

20%+0.5m/km ，或 

50%-0.5m/km  



表表表表 7  7  7  7 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 IRI  IRI  IRI  IRI 值規範規定表值規範規定表值規範規定表值規範規定表﹝﹝﹝﹝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2)  (2)  (2)  (2) ﹞﹞﹞﹞    

規範  罰款值  拒絕值  

規範門檻值 <IRI<4.5m/km  依據各工程而定其門檻值  

罰工程款 20%  

IRI>4.5m/km  

  

表表表表 8  8  8  8 瑞典瑞典瑞典瑞典 IRI  IRI  IRI  IRI 值規範規定表值規範規定表值規範規定表值規範規定表﹝﹝﹝﹝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2)  (2)  (2)  (2) ﹞﹞﹞﹞        

檢測區間  規範規定值  罰款值  

20 公尺  IRI<1.4m/km  

200 公尺  IRI<2.4m/km  

罰款依據各工程而定，但是罰款

與修補隨 IRI 值提高而增加  

  

表表表表 9  9  9  9 其他各國其他各國其他各國其他各國 IRI  IRI  IRI  IRI 值規範規定表值規範規定表值規範規定表值規範規定表﹝﹝﹝﹝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2)  (2)  (2)  (2) ﹞﹞﹞﹞        

國家名稱  規範規定值  

良好的瀝青鋪面， IRI ≦ 2.0m /km  

較差的瀝青鋪面， IRI ≦ 4.0m /km  

良好的碎石鋪面， IRI ≦ 6.0m /km  

奈比利亞  

較差的碎石鋪面或土壤鋪面， IRI ≦ 8.0m /km  

阿根廷  進行改善作業後， IRI 值不得大於 3.3m /km  

表表表表 10  10  10  10 營建署市區道路原始營建署市區道路原始營建署市區道路原始營建署市區道路原始 IRI  IRI  IRI  IRI 值值值值大於大於大於大於 6.5m /km  6.5m /km  6.5m /km  6.5m /km 時之驗收評估標準表時之驗收評估標準表時之驗收評估標準表時之驗收評估標準表﹝﹝﹝﹝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2)  (2)  (2)  (2) ﹞﹞﹞﹞        

 原始值  合格區  改正區  重做區  

IRI>7.5  IRI ≦ 4.5  4.5<IRI ≦ 5.0  IRI>5.0  
快速道路  

6.5<IRI ≦ 7.5  IRI ≦ 4.0  4.0<IRI ≦ 4.5  IRI>4.5  

IRI>7.5  IRI ≦ 5.0  5.0<IRI ≦ 5.5  IRI>5.5  主、次要道路  

20 公尺 < 道路寬度  6.5<IRI ≦ 7.5  IRI ≦ 4.5  4.5<IRI ≦ 5.0  IRI>5.0  

IRI>7.5  IRI ≦ 5.0  5.0<IRI ≦ 5.5  IRI>5.5  一般次要道路  

11 公尺＜道路寬度 ≦ 20 公尺 6.5<IRI ≦ 7.5  IRI ≦ 4.5  4.5<IRI ≦ 5.0  IRI>5.0  

IRI>7.5  IRI ≦ 5.5  5.5<IRI ≦ 6.0  IRI>6.0  巷道  

8 公尺＜巷道寬度 ≦ 11 公尺  6.5<IRI ≦ 7.5  IRI ≦ 5.0  5.0<IRI ≦ 5.5  IRI>5.5  

IRI 值單位為： m/km  



表表表表 11  11  11  11 營建署市區道路新工或原始營建署市區道路新工或原始營建署市區道路新工或原始營建署市區道路新工或原始 IRI  IRI  IRI  IRI 值不大於值不大於值不大於值不大於 6.5m /km  6.5m /km  6.5m /km  6.5m /km 時之驗收評估標準表時之驗收評估標準表時之驗收評估標準表時之驗收評估標準表﹝﹝﹝﹝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2)  (2)  (2)  (2) ﹞﹞﹞﹞        

 原始值  合格區  改正區  重做區  

快速道路  IRI ≦ 6.5  IRI ≦ 3.2  3.2<IRI ≦ 3.5  IRI>3.5  

主、次要道路  

20 公尺 < 道路寬度  

IRI ≦ 7.0  IRI ≦ 3.5  3.5<IRI ≦ 3.8  IRI>3.8  

一般次要道路  

11 公尺＜道路寬度 ≦ 20 公尺 

IRI ≦ 7.0  IRI ≦ 3.5  3.5<IRI ≦ 3.8  IRI>3.8  

巷道  

8 公尺＜巷道寬度 ≦ 11 公尺  

IRI ≦ 7.5  IRI ≦ 4.0  4.0<IRI ≦ 4.3  IRI>4.3  

IRI 值單位為： m/km  

表表表表 12  12  12  12 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 IRI  IRI  IRI  IRI 值值值值    規範規定表規範規定表規範規定表規範規定表        

 接受區  懲罰區  拒絕區  

IRI(m/km)  IR I ≦ 2.80  2.80<IR I ≦ 3.00  3.0 0<IRI  

處理措施  -  改善鋪面或減價收受  改善鋪面  

驗收一年後 IRI 複核  IR I ≦ 3.07  3.07<IR I ≦ 3.27  3.27 <IRI  

處理措施  -  改善鋪面或減價收受，

若該區當初為減價驗收

者，則無須改善或扣

減。  

改善鋪面  

IRI 值單位為： m/km  

 

表表表表 13  13  13  13 以傳統人工作業方式進行平坦度檢測資訊彙整表以傳統人工作業方式進行平坦度檢測資訊彙整表以傳統人工作業方式進行平坦度檢測資訊彙整表以傳統人工作業方式進行平坦度檢測資訊彙整表        

項次 工程案名稱  立案年度 工作項目 作業期程  試驗長度 

(m)  

現場作業人數  

( 人 )  

內業人數 

( 人 )  

1.  中鋼高爐石試鋪道路  80  平坦度  2 日 / 次  600  2~3  1  

2.  軍用機場跑道檢測  82  平坦度  6 個月  54855  4  3  

3.  杜邦觀音石試鋪道路  84  平坦度  2 日 / 次  520  2~3  1  

4.  松山機場跑道檢測  86  平坦度  5 個月  18235  4  3  

5.  北市長安東路檢測  91  平坦度  2 日 / 次  1000  3  1  

6.  中鋼轉爐石試鋪道路  93  平坦度  2 日 / 次  288  3  1  



二二二二、、、、鋪面檢測車作業方式鋪面檢測車作業方式鋪面檢測車作業方式鋪面檢測車作業方式        

本工程司於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利用組裝完成之鋪面檢測車系統，進行實際的檢測測試作

業，茲將重要資訊如下所列：  

1. 作業時間： 94 年 07 月 28 日 14:30~15:30 。  

2. 作業地點：北二高北上第二車道。  

3. 測試里程： 62k+500~37k+000 。  

4. 測試長度： 25500m 。  

5. 里程計數： 25517m 。  

6. 里程誤差： 0.067 ％ 。  

7. 系統分析： 30 分鐘 (15:30~16:00) 。  

8. 分析數據： 1,275,850 筆。  

9. 表現方式：  

  (1) 每 100m 長度獲致一個 IRI 統計平均值。  

  (2) 依據分析數據可繪製 IRI 與平坦度縱向剖面圖及累積曲線圖。  

10. 附帶效益：可隨時顯示行車速率並記錄鋪面與大氣溫度。  

11. 試驗人員： 1 人開車、 1 人操作電腦。  

三三三三、、、、效益性探討效益性探討效益性探討效益性探討        

國際糙度指標 IRI 值具有客觀顯示鋪面狀況且不受人為因素干擾的優點，是第一個可廣泛使用

於不同類型鋪面平坦儀的平坦度指標，同時輔有一套程式軟體進行 IRI 值的計算，美國材料標

準試驗協會（ ASTM ）亦將其納入規範 (ASTM E950 、 ASTM E1926) ，因此比其他平坦度評

估指標更具效率、實用性與公正性。  

平坦度標準差使用斷面式平坦儀所得之平坦度評估指標，適用於新工完成之道路，且因為使用儀

器大部分均需以人步行速度來進行檢測，計算平坦度標準差須根據儀器所繪出之縱剖面輪廓以人

工方式計算平坦度標準差，因此較費時耗力，當檢測長度增加時，顯然緩不濟急。  

顯而易見地，國際糙度指標 IRI 值將來會是各國普遍採用於評估平坦度優劣的通用指標，且因

為 IRI 具有線性的關係，所以可用來進行不同平坦度值之比較，可客觀地進行鋪面平坦度之檢

測。而且進行平坦度檢測時搭配自動化檢測儀器及檢測軟體，使得檢測過程更快速、更有效率。

因此本工程司擬以國際糙度指標 IRI 值進行國內鋪面平坦度驗收標準值之研擬為重點工作項

目。 

…………………………………………………………………………………………………………………………………………………………………………………………………………………………………………………………………………………………………………………………………………………………………………    

 

柒柒柒柒、、、、  現階段鋪面工程問題之癥結現階段鋪面工程問題之癥結現階段鋪面工程問題之癥結現階段鋪面工程問題之癥結 

 

一、隨著臺灣地區腹地有限、重大建設陸續完成等主觀現況，又因預算之客觀條件吃緊，致國內



道路系統之新建工程已大幅衰退，取而代之的將是繁瑣又難見成效的維修業務，再綜觀國外已開

發國家，這亦是大勢之所趨。  

二、臺灣地區因車輛超載嚴重之事實，使得大部份道路經常 1~2 年即需刨除再回鋪，欠缺客觀

的評估指標來評定維修的方式、時程與策略，即使偶爾有些單位委託辦理，作些人工平坦度檢測，

亦僅「聊表心意」、緩不濟急，無法以片斷資料代表整個區域路網平坦度之實際情況。  

三、即使道路經常在刨除、回鋪、直接加鋪或平時管線、人孔蓋的挖掘再回鋪，從業人員大多均

忽視平坦度之重要性，而且施工單位不見得是土木工程背景者，這樣無奈的事實，輕則造成用路

人行的不便並損及行車的舒適感；重則衍生交通事故與人員傷亡不計其數，這從縣市政府每年因

『路不平』而必須給付高額的國家賠償金事實，即可粗窺端倪。  

四、平坦度欠佳，當車輛高速行駛時，不但顛簸嚴重，且增加車輛損耗、燃油使用與行車噪音等

不良影響，若釐定政策者無法瞭解平坦度因素所衍生之重大負面損傷效應，則要求道路增加平坦

度的百姓心聲，無異緣木求魚、實現之日亦將遙遙無期矣！  

五、各縣市政府之年度預算已夠捉襟見肘的了，但是一大堆建設又不能停擺，復因每項工程都有

主、客觀的急迫性，那麼到底要優先補助那一個路段的維修作業呢？目前可謂仍以主觀定奪為

主，極欠缺客觀指標數據來說服公務單位、百姓與關心各地方建設之民意代表，即使想編列預算

及排定維修的先後順序，亦無法客觀地辦理。  

六、臺灣地區市區道路大多蜿蜒曲折，主車道又人孔蓋密布，除線形不良、排水困難之外，尤其

嚴重犧牲平坦度品質之要求，即使 1~2 年即需刨除再回鋪，亦僅治標、未能根本解決問題。 

…………………………………………………………………………………………………………………………………………………………………………………………………………………………………………………………………………………………………………………………………………………………………………    

 

捌捌捌捌、、、、    鋪面檢測車對提昇鋪面工程品質之影響與價值性鋪面檢測車對提昇鋪面工程品質之影響與價值性鋪面檢測車對提昇鋪面工程品質之影響與價值性鋪面檢測車對提昇鋪面工程品質之影響與價值性    

一、內政部營建署已於九十一年對於「市區道路管理維護與技術規範手冊」進行連續四年之研究，

目前獲得的研究成果係要求各縣市政府能先進行所轄路段的鋪面破損調查，提送內政部營建署作

為市區道路『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養護經費發放之依據，日後擴及全國實施以後，若無鋪面檢測車之輔助，

勢必難竟全功。  

二、綜觀第六章之客觀數據，可知鋪面檢測車在時效上遠遠優於傳統人工檢測的方式，應勿庸置

疑，再觀美國等先進國家推廣 PMS 已十年有成，且均已釐定 IRI 的規範值並行之有年。相信

臺灣地區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可供鋪面檢測車揮灑。  

三、鋪面檢測車檢測所得之客觀指標與政府年度預算，可充分結合，成為一體之兩面。除使預算

編列工作能有所準據之外，尚可排定鋪面系統維修之先後順序，同時，若年度預算不敷運用時，

則可立即依據累積曲線法篩選出必須優先辦理維修之路段。亦即 IRI 門檻值在維修的領域上，



是可以進行浮動調整的。但是，仍須顧及用路人安全性與鋪面服務績效之維持。這亦符合工程師

必須求得經濟性、施工性與安全性各方面統合之後最佳化設計之原則。  

四、鋪面檢測車之電腦軟體程式，隨時可因應需要作更合理的修改或昇級，期與實務工作更加密

切配合，並可絕對避免檢測誤差超過容許值之情事發生。  

五、在市區及高速公路以傳統人工的方式進行檢測，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人員傷亡統計資料亦

履見不鮮。有了鋪面檢測車，只要謹慎駕駛，必可大幅降低人員傷亡之憾事。  

…………………………………………………………………………………………………………………………………………………………………………………………………………………………………………………………………………………………………………………………………………………………………………    

 

玖玖玖玖、、、、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鋪面檢測車的推動與實際檢測資訊， 有助於加快國內鋪面 PMS 機制整合之速度，同時可

提供鋪面是否應維修或整建客觀的指標性數據，亦有利於公務單位作為編列預算之準據，若以美

國經驗為師， 具有高度的成熟性與良好實績， 可謂成效斐然、甚獲好評。 從業人員當更具信

心才是。  

二、推廣 PMS 的工作，的確是一件相當艱鉅的任務，但是，若能將其視為一種使命與熱情，則

將是國家之福、百姓之福。  

三、臺灣地區道路工程年度預算所佔比例最大，從業人員數額亦最多，但是卻一直苦於沒有客觀

指標作為編列預算之準據，相信 營建署頒布「市區道路管理維護與技術規範手冊」之後，輔以

鋪面檢測車快速、正確、公開的特性，很多事一定會有所改觀的成效展現在國人面前。  

四、國內鋪面平坦度的問題，向來被詬病已久，祈望藉由鋪面檢測車進行 PMS 工作之推展與落

實，能大幅改變百姓之觀點並提昇鋪面工程師在業界之地位。  



 



 

…………………………………………………………………………………………………………………………………………………………………………………………………………………………………………………………………………………………………………………………………………………………………………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公路工程標案中的金額，常見的有預算、底價與決標價等金額。而決標價相對於底價或預算價的

比值即是所謂的標比。其中，影響標比的因素除了上述之幾項金額外，尚有其餘可能影響標比的

因子。標比的大小可反應出業主單位對於預算編列與廠商於市場競爭行為下之對價關係，具有極

為重要之管理意含。標比過低，則可能隱含有業主編列預算浮濫、不確實，抑或是市場不當競爭、

低價搶標的結果。因之，觀察標比變化的趨勢，可提供機關管考、產業市場競標情況與相關法令

管制效果的重要訊息。  

本研究針對負責承辦國內公路工程的四個機關、查核金額以上、民國八十三至九十三年的相關標

案資料進行蒐集；就可能影響標比的因素，如時序、區域、參與競標廠商家數、等標期及物價指

數等因素，利用統計的方式加以分析與探討。  

經由分析與歸納得出下列幾項主要結論： ( 一 ) 採購法的實施對於標比有明顯的影響。 ( 二 ) 

參與家數越多，會導致標比降低。 ( 三 )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的攀升，會促使標比隨之提高。 ( 四 ) 

等標期的長短對於標比的影響則較不明顯。 

…………………………………………………………………………………………………………………………………………………………………………………………………………………………………………………………………………………………………………………………………………………………………………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政府各級機關因國家發展之需求，擬訂中長程計畫，依其內容性質，分為行政計畫、經建投資計

畫及科技發展計畫。其中，重大公共工程如交通、水利、環境保護等與經建投資計畫關係較為密

切，一般屬經建投資之範疇。除前述計畫外，各機關每年度所辦理非屬重要經建投資、科技、行

政計畫之各項公共工程及各類房屋建築工程亦頗可觀。因此，公共工程計畫之規模龐大，投資金

額甚鉅，為能妥善運用國家有限資源，確實控制工程預算，有賴於整體規劃設計作業運作之完善

及合理估列工程成本，將可避免工程興建經費之鉅額增加，並且可提高其工程品質。  

國內的工程於招標時雖然會公佈預算，但實際上用來評選廠商的底價則為業主所制訂，且由於市

場競爭激烈，因此廠商在參與競標時多會以估算的價格打個折扣，以增加得標之機率。而我國現

行公路工程投標的程序，幾乎大多數仍是採用最低標決標的方法來選定執行工程專案的廠商，然

而此種評選方式勢必也可能造成某種不當的競標策略的產生。有鑑於此，本研究嘗試從影響標比

的因子及其變化的趨勢中，找出可提供機關管考、產業市場競標情況與相關法令管制效果的重要

訊息。因此，本研究蒐集民國八十三年至九十三年之查核金額以上的公共工程標案資料，為了使

蒐集的資料達到均質性與普遍性，因此蒐集的工程類別設定為公路工程，並加以探討。其中，由

於限制性招標之決標方式是採「比價」或「議價」的程序辦理，而「比價」與「議價」的程序大

多是透過協商的方式來進行，因此其決標金額與底價或預算金額之差距大小，就研究而言較無參

考價值，因此將採限制性招標的案件排除，不列入研究之範圍。 

…………………………………………………………………………………………………………………………………………………………………………………………………………………………………………………………………………………………………………………………………………………………………………    

 

貳貳貳貳、、、、    影響標比因子探討影響標比因子探討影響標比因子探討影響標比因子探討 

從工程的規劃設計到簽約施工的這段程序中，預算金額、底價與決標金額會隨著時間依序被訂

定，而這三項數額的相互關係 ( 標比 ) ，有「底價 / 預算金額」、「決標金額 / 預算金額」

及「決標金額 / 底價」三種。其中，預算金額與底價幾乎是由業主方面所掌握，而決標金額的

大小則是由廠商所影響。因此首先對影響預算金額、底價與決標金額的因素加以探 討：  

一一一一、、、、工程結算方式工程結算方式工程結算方式工程結算方式        

一般在廠商欲參與投標時，會先對其工程的性質加以分析外，尚會考慮該工程是由何種方式進行

結算，工程結算方式大致區分為下列三種：  

( 一 ) 實做數量計算：工程內除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其數量及單價以詳細表為基準；如數量有

增減或漏列，應依契約變更方式辦理，並按實做數量以詳細表單價結算。  

( 二 ) 契約總價結算：本工程承造之項目及數量，應以契約設計圖及說明書所涵蓋之全部為準，

按契約總價結算。但契約總價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得依規定辦理變更：  

1. 因契約變更致增減履約項目或數量時，得就變更之部分加減賬結算。  



2. 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增減達百分之十以上者，其逾百分之十之部分，得

以變更設計增減契約價金。未達百分之十者，契約價金得不予增減。  

3. 與前二項有關之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相關項目另列一式計價者，依結算金額與原契約金額

之比率增減之。  

( 三 ) 部份依實做數量結算，部份依總價結算者，分別依其約定方式辦理結算。  

一般建築工程都是採用契約總價結算的方式，由於作業項目的數量變化不大，因此各家廠商投標

金額的差異較小，但土木工程採用實作數量結算方式的原因，是因各個作業項目的數量不易掌

握，所以會導致各家廠商的投標金額差異較明顯。  

二二二二、、、、物價指數的影響物價指數的影響物價指數的影響物價指數的影響        

物料方面受經濟因素的影響極為顯著，比方因供需失調造成的物價、工資的上漲，時常在長期性

的營造工程中遇見，以致於造成廠商的營建成本的增加。工程實務上最常發生由於物價大幅度提

高，造成承包廠商成本大增，因而提出補償請求。為了因應物價變動，一般在工程契約上會有物

價指數調整條款的規定，但若未有類似此規定之補償約定，對於物價上漲的成本，就必須得由承

包商負擔。所以廠商於投標金額的拿捏依據，會先分析最近幾年來物價上漲情形，並配合國際外

幣匯率、材料物價、市場需求及經濟景氣等，並預估施工期間，物價變動的可能性及幅度，將之

納入考量的項目內。倘若有大幅超出上述所預估的風險範圍的物價波動，將導致營建成本大幅增

加，由此可知，物價指數對於投標金額的影響實在是不容小覷。  

三三三三、、、、廠商規模與體制廠商規模與體制廠商規模與體制廠商規模與體制        

除了上述之一般性的因素外，廠商本身的規模大小與體制的健全程度均會對投標金額產生影響。

廠商規模方面， 目前營造業走向專業分包的趨勢，很多分項工程係由營造廠的協力廠商來進行

施作，總包商偏向於管理者之位階，因此倘若 要維持公司整個營運上的正常進行，有時會採取

削減投標金額的方式來承接工程；廠商體制方面，倘若廠商本身不具備編列投標金額的能力或是

相關的經驗，則其所編制的投標金額會較具爭議，即可能有漏項或是編列不實的情形發生，進而

影響不公平的決標結果發生。  

四四四四、、、、預算與底價制定預算與底價制定預算與底價制定預算與底價制定        

絕大多數的工程估價是根據工程設計圖說，並且參考當時物價來計算工程所需材料、人工、搬運、

管理等各種費用，並再進一步地估算整個工程建造的費用。一般來說，在工程設計初步階段的估

價大致上為概略計算，用來做為設計之參考。工程經過完整且縝密的規劃設計後的估價才能稱為

預算，預算是用來當作建造施工的依據。幾乎所有工程的估價均是先由發包者（業主或政府機關）

進行。反觀近年來，由於諸多工程之得標金額往往遠低於預算，因此引起各方面對估價這部份的

嚴謹度產生許多的質疑。但事實上，一件工程要正確完整地估計工程預算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有



太多的因素是業主及廠商所無法預見。現行的公路工程大多數乃是採用公開招標的程序辦理，原

則上均是以低於底價之最低標價做為得標金額，由此可知，預算不僅僅是作為各投標廠商參與競

標的依據，所以預算編訂適當且嚴謹應可防止一定程度之不法競標方式，例如綁標，因此工程估

價的程序嚴謹程度有絕對的重要性。 有些情形下，例如對於該工程無相關經驗與能力來編列預

算時，則業主單位可能會委託業界工程顧問公司，考量市場價格與相關時效之影響來編列預算。

底價的設定的部份，多是由市場物價、歷史標案及外包所擬定的預算等資訊來作為參考，尤其在

市場物價的部份，由於編列預算的單位與廠商間的資訊難免會有些出入，因此可能造成預算編列

偏高，進而促使底價也隨著偏高，導致決標金額與底價差距拉大；或是參考的歷史標案決標金額

較低時，可能會導致底價的金額遠低於各家廠商的投標金額，間接造成一再流標的情形發生。  

五五五五、、、、等標期等標期等標期等標期        

當招標訊息公告後，都會給予有意參與投標的廠商一段的準備時間，以提供廠商能充分的備妥招

標文件，而此間隔時間稱為「等標期」。一般而言，一件工程專案的困難度越高，廠商在準備相

關文件時亦須要較多的時間。對此，政府採購法於不同的招標方式有著不同的期限規範，並且依

照金額加以限制最低天數，目的是期望廠商在投標前能審慎的評估與估算，減少雙方日後糾紛與

浪費的狀況發生。  

六六六六、、、、政策及法令修訂政策及法令修訂政策及法令修訂政策及法令修訂        

政府採購法實施前，由於相關的投標、決標、公告等方式之規定較現今之採購法寬鬆，因此有許

多的模糊地帶，進而造成許多不公平及違法的競標行為發生，例如惡意的削價搶標、圍標、綁標

等。但由於現今採購法的實施，對於預防不公平及違法的行為有相關的預防措施，如採購法內有

對於決標金額與底價的比值若低於 80 ％，則需繳交差額保證金的規定。因此，採購法的實施的

確對於決標金額的管制有實質上的影響。  

此外，為促使公共工程之工程估價作業透明化公開化， 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中興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開發公共工程電腦估價系統（簡稱 PCCES ） ，該系統提供預算編製、標單製作、估

驗計價、變更設計、經費審查比對等功能。另外，為建構「歷史標案價格資料庫」，工程會已公

告「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增列提供標案資料作業要點」，並規定政府機關達新台幣一千萬以上之工

程應使用 PCCES 準備預算資料及空白標單檔案 ( 電子標單 ) ，投標廠商並應據以準備詳細表

與資源統計表電子檔 [2] 。  

七七七七、、、、外力影響外力影響外力影響外力影響        

發包採購過程中如果有不屬於工程主辦機關或一般投標廠商所能控制的情形，如圍標、不法投標

行為、民眾抗爭、關稅等諸如此類社會上之異常行為。而其中，圍標、綁標或其他不法投標 行

為對於招 標之公正性較具殺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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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標案分析與探討標案分析與探討標案分析與探討標案分析與探討 

一件工程在招、決標的過程中，除了工程之性質會間接影響到決標結果之外，工程的金額設定、

參與家數的多寡、等標期的長短、工程招標的區域與招標的時間點等諸多因素，均有可能會間接

的影響到最後決標之結果。因此首先針對標案中常見的幾項因子，即金額、家數、等標期、時序

與區域，透過敘述統計的方式來了解近十年來公路工程之概略情形。  

一一一一、、、、標案金額標案金額標案金額標案金額、、、、等標期與參與家數之敘述統計等標期與參與家數之敘述統計等標期與參與家數之敘述統計等標期與參與家數之敘述統計        

本研究將已蒐集的標案，就預算、底價、等標期及參與家數的資料利用統計加以分析如表 1 。

圖 1 至圖 3 分別是預算、底價與決標價的分布直方圖。  

表表表表 1  1  1  1 研究標案之預算研究標案之預算研究標案之預算研究標案之預算、、、、底價底價底價底價、、、、決標價決標價決標價決標價、、、、等標期與家數之敘述統計等標期與家數之敘述統計等標期與家數之敘述統計等標期與家數之敘述統計        

 預算價 ( 台幣：

元 )  

底價 ( 台幣：

元 )  

決標價 ( 台幣：

元 )  

等標期 

( 天 )  

參與競標家數 

平均數 993754165.5  898725515.4  683022993.9  21  8.2  

中位數 573006352.5  430900000  305944300  21  8  

眾數  3000000000  2650000000  850000000  28  8  

標準差 1.1554E+09  1.0659E+09  8.8157E+08  1.0906E+01 3.4635E+00  

變異數 1.3350E+18  1.1362E+18  7.7717E+17  1.1893E+02 1.1996E+01  

峰度  3.9992  2.3078  5.2597  0.4086  -0.1056  

偏態  1.8661  1.5893  2.1300  0.3932  0.3588  

最小值 47720200  14100000  12270000  0  1  

最大值 6125680000  5421120000  5420000000  58  18  

樣本數 238  159  238  159  132  

 



 

圖圖圖圖 1  1  1  1 研究標案之預算分布直方圖研究標案之預算分布直方圖研究標案之預算分布直方圖研究標案之預算分布直方圖    

 

 

 
 

圖圖圖圖 2  2  2  2 研究標案之底價分布直方圖研究標案之底價分布直方圖研究標案之底價分布直方圖研究標案之底價分布直方圖    

    

    

    



 
圖圖圖圖 3  3  3  3 研究標案之決標價分布直方圖研究標案之決標價分布直方圖研究標案之決標價分布直方圖研究標案之決標價分布直方圖 

 

金額大小的分布，從圖 1 至圖 3 所呈現的訊息來看，不論是預算、底價還是決標價，新台幣 2 

億以下及 20 億以上的案件比例較其餘金額的案件比例高出許多（約佔 5 成）。圖 4 是參與競

標家數的直方圖，由表 1 與圖 4 的顯示，參與家數 8 家是累計出現最多的。等標期方面，由

表 1 及圖 5 的數據顯示， 28 天是大部分等標期常設定的天數。  

 

 
圖圖圖圖 4  4  4  4 參與競標家數分布直方圖參與競標家數分布直方圖參與競標家數分布直方圖參與競標家數分布直方圖    

    

    

    



    

圖圖圖圖 5  5  5  5 等標期分布直方圖等標期分布直方圖等標期分布直方圖等標期分布直方圖 

二二二二、、、、標比之分析標比之分析標比之分析標比之分析        

一件工程從規劃設計到簽約開始施工的過程中，在金額方面的訂定，隨著時間會有三項金額的訂

定，即預算金額、底價和決標金額。預算金額的編訂均會遵照一定的程序辦理，而底價的確定則

是會根據以往的經驗及相關之參考來確認，決標金額的選定則是考慮金額 ( 最低價決標 ) 、資

格 ( 最有利標 ) 等因素。關於三者間的關係 ( 標比 ) ，主要有下列三種：  

( 一 ) 「底價 / 預算金額」，此項比值幾乎由業主機關掌控，因此由此比值可大致推估各個業

主機關間的慣例。  

( 二 ) 「決標金額 / 預算金額」，此數值之影響因子分別由業主及廠商所掌控，因此由此數值

可探討廠商方面及業主單位，在工程造價上認知的差異。不僅如此，由於造成此數值之預算金額

是公開的，且決標金額的最後關鍵還是在於廠商，因此，此數值對於廠商而言是較有參考價值。  

( 三 ) 「決標金額 / 底價」，此項數值的相關規定在政府採購法中有詳細之規定，而這項數值

於採購法實施前之規定也經過幾次的修改。  

 

由圖 6 的標比散佈圖可知，採購法實施前的標比明顯地比採購法實施後低，並且採購法實施前

的標比大多分布於 0.4 至 0.6 之間，反觀採購法實施後之標比絕大多數均分布於 0.6 以上，由

此可以推估由於政府採購法的實施，對於標比偏低之情形改善有明顯的影響。 

參與競標家數對於決標金額有影響，進而影響到標比，因此繼續針對參與家數與標比做分析，如

圖 7 所示。 

 

由圖 7 可以大致發現，平均標比有隨著參與家數的增加而降低的現象發生。並且由分析可發現：

參與家數對於標比之影響，在採購法實施前之相關係數為 -0.4671 ，在採購法實施後則為 



-0.6426 ，相關性並不甚大。因此參與家數的多寡，對於採購法實施前後標比之影響是相同的，

即參與家數越多，則標比數值會相對的降低。  

表表表表 2  2  2  2 採購法實施前後標比之敘述統計採購法實施前後標比之敘述統計採購法實施前後標比之敘述統計採購法實施前後標比之敘述統計        

 採購法實施前  採購法實施後  

 標比 ( 決標 / 預

算 )  

標比 ( 底價 / 預

算 )  

標比 ( 決標 / 預

算 )  

標比 ( 決標 / 底

價 )  

平均數  0.4621  0.8717  0.7530  0.8633  

中位數  0.4452  0.8858  0.7574  0.8670  

標準差  0.0737  0.0936  0.1158  0.0888  

變異數  0.005434318  0.008761446  0.013404159  0.007884622  

峰度  0.5166  29.9692  5.8844  -0.3355  

偏態  0.7900  -4.0995  -1.2621  -0.3731  

最小值  0.3269  0.6130  0.4909  0.5829  

最大值  0.675454509  1  0.972610676  0.999793401  

樣本數  79  159  159  159  

表 2 是本研究蒐集案件之標比分析，且以採購法實施前與實施後加以區分。  

 

圖圖圖圖 6  6  6  6 標比散佈圖標比散佈圖標比散佈圖標比散佈圖 

相較於家數對於標比的影響，等標期對於標比的影響力則較不易發覺，因此針對等標期與標比做

相關程度之分析，經由分析可發現無論是任何標 比 ( 即「底價 / 預算金額」，「決標金額 / 預



算金額」與「決標金額 / 底價」 ) ，與等標期的 相關係數之絕對值均小於 0.3 ，因此可推估

等標期對於標比的影響不顯著。  

 
圖圖圖圖 7  7  7  7 標比與參與競標家數之折線圖標比與參與競標家數之折線圖標比與參與競標家數之折線圖標比與參與競標家數之折線圖 

  

三三三三、、、、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的影響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的影響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的影響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的影響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CCI) ，其主要功能在於衡量營造業投入成本變動情形，即營造工程投入材

料及勞務價格之變化，主要用於中央機關公共工程發包價款調整之依據。因此除了直接影響預算

與底價的制定，更間接的影響廠商的參與競爭之心態，進而反應在決標金額上。因此，遂針對營

造工程與標比及參與家數的相關程度加以探討。  

由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與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相關係數，採購法實施前是 0.3008 ，而採購

法實施後是 0.5207 ，均為正相關，即物價指數攀升會促使標比提高，且採購法實施後營造工程

物價指數的影響較實施前明顯。  

相較於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與標比之相關程度，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與參與家數的相關程度結果則相

反。參與家數與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相關係數，採購法實施前為 -0.5239 ，採購法實施後則為 

-0.2617 ，均為負相關，即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的提高，會導致參與工程競標廠商家數的減少，而

此情形在採購法實施前較為顯著。  

…………………………………………………………………………………………………………………………………………………………………………………………………………………………………………………………………………………………………………………………………………………………………………    

 

肆肆肆肆、、、、  結語與建議結語與建議結語與建議結語與建議 

一一一一、、、、本研究就蒐集之工程案件以敘述統計的手法加以分析本研究就蒐集之工程案件以敘述統計的手法加以分析本研究就蒐集之工程案件以敘述統計的手法加以分析本研究就蒐集之工程案件以敘述統計的手法加以分析，，，，可綜合歸納得出以下結果可綜合歸納得出以下結果可綜合歸納得出以下結果可綜合歸納得出以下結果：：：：        

( 一 ) 預算、底價、決標價、時序與區域的部份 

金額大小的分布，從直方圖所呈現的訊息來看，新台幣 2 億以下及 20 億以上的案件比例較高，

是因營造產業組織結構逐漸轉變，即環境趨勢促成有專門技術營造廠 ( 極小 ) 與大規模的營造



公司 ( 極大 ) 之兩極化，造成此現象之發生。參與競標的廠商數大致上都是 8 家。等標期 28 

天是一般等標期常設定之天數。  

( 二 ) 對於標比的部份，分別針對採購法實施前後、參與家數與等標期的影響做分析，其結果

如下：  

採購法實施前之標比比採購法實施後之標比明顯低許多，並且採購法實施前的標比大多分布於 

0.4 至 0.6 之間，反觀採購法實施後之標比絕乎均分布於 0.6 以上。且相較於採購法實施前的規

範，現行之採購法對於採購程序中的許多規定均較為嚴謹，例如底價的制定、招決標程序、公告

要求等。因此，由於政府採購法的實施，對於標比 ( 決標 / 預算 ) 偏低之情形改善的確有明顯

的影響。參與家數方面，在採購法實施前與在採購法實施後均為中度相關。因此參與家數越多，

則標比數值會相對的降低。反觀等標期對於標比的影響則較不顯著。  

( 三 ) 物價指數的方面，隨著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的攀升，標比的數值有隨之提高之現象。反觀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對參與家數的影響，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的提高，會導致參與工程競標廠商家數

的減少。  

 二二二二、、、、由本研究之分析與討論後由本研究之分析與討論後由本研究之分析與討論後由本研究之分析與討論後，，，，對於營造業的現況與未來提出兩點建議對於營造業的現況與未來提出兩點建議對於營造業的現況與未來提出兩點建議對於營造業的現況與未來提出兩點建議：：：：        

( 一 ) 由本研究分析歸納顯示，等標期的長短雖然對於投標金額無絕對之影響，但是倘若等標

期不足，且一般之工程設計圖說與標單之數量均頗為龐大，因此就容易發生廠商僅就公告之預算

加以折減就參與投標的情況發生，所以如何選定合適的等標期是未來須矚目的地方。  

( 二 ) 現今的投標方式主要是依循政府採購法的規定，而其中除了承襲舊制進而改良的最低標

決標外，也有如最有利標此種不以金額當作唯一考慮依據的方式，而此種選擇廠商的方式也較能

減少廠商蓄意削價搶標的情形發生。可是由於本國國情與人文風俗與國外有所不同，即國外對於

決策程序的執行均照規定辦理，而我國「倫理」觀念則較法律觀念深厚，致此對於在投標過程的

決策中，倘若有人為因素參雜其中，則該決策結果的公平性就有疑慮。所以，除了現階段辦理採

購的人員須對整個投標程序內的各項步驟確實執行外，如何防範人為因素的干預，應是辦理採購

發包的單位於未來加以審慎思考與努力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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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以輕質骨材製造之輕質混凝土具有優異的防火、隔熱、防音的性能，同時亦具備了節省能源的特

性，可以有效地減少電能的消耗量。以廢棄物再生利用的輕質混凝土有著節能、減廢的環保綠建

築概念，是值得工程師加以推廣、應用。 

…………………………………………………………………………………………………………………………………………………………………………………………………………………………………………………………………………………………………………………………………………………………………………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輕質混凝土係以輕質骨材取代一般使用之常重骨材所製成的混凝土材料，具有質輕、隔熱、耐火

性強、耐震性佳、且強度夠的優點。歐美先進國家於二十世紀初即開始生產輕質混凝土，並使用

於結構工程與非結構性用途上。位於地震帶上的台灣地區，近年來高樓及大型公共工程遽增，且

因屬於亞熱帶，能源節約需求日益殷切，發展輕質混凝土以取代傳統混凝土，就整體經濟效益而

言，有十足的重要性與需求性。歷年來政府持續推動各項公共工程建設，導致台灣地區骨材來源

日益缺乏；另一方面又因重視水土保持而逐步禁止河川砂石的開採，在砂石取得日益困難的情況

下，輕質骨材燒製料源蘊藏豐富的台灣地區，今後開發應用輕質骨材應是可以預期的。 

 

業主交通部公路總局西濱中工處有鑑於此，函示本工程司委辦之西濱快速公路通南～苑港段平面

道路新闢工程，選定越苑裡溪上游(東)側之橋梁上部結構 U 型梁板，嘗試採用輕質混凝土施作，

做為國內混凝土橋梁採用輕質混凝土之應用案例，冀望藉此能推廣輕質混凝土在橋梁工程上之應



用。同時，為有效評估出輕質混凝土之特性與優點，位於下游(西)側橋梁則採傳統混凝土施作，

俾利二種材料結構進行比較。惟最後本案經業主裁定，上下游橋梁仍均採常重混凝土施作。在整

個評估比較過程中，第二結構部蒐集了國內外相關資料，現經整理後，在此發表，冀望能提供後

續研究或應用之參考。 

…………………………………………………………………………………………………………………………………………………………………………………………………………………………………………………………………………………………………………………………………………………………………………    

 

貳貳貳貳、、、、    輕質混凝土簡介輕質混凝土簡介輕質混凝土簡介輕質混凝土簡介 

 

輕質混凝土與常重混凝土材料組成之最大區別主要在於填充骨材之差異。輕質混凝土採輕質骨材

為其填充骨材，具質輕、防火性佳、隔熱性優、隔音及吸音性佳，強度亦可符工程需求等優點，

適合使用於房屋建築構材，世界各先進國家應用為營建材料已有多年。近年來，北歐國家更應用

高性能輕質骨材混凝土概念將它使用於大跨度預力橋梁的興建，也獲得良好評價。 

 

輕質骨材大致可分成天然及人造兩種。天然骨材以火山岩居多，但產量有限，品質穩定性較差；

人造輕質骨材則主要利用天然材料如膨脹頁岩、膨脹黏土等燒製而成，早在 1917 年美國首先使

用旋窯燒製膨脹性黏土及頁岩輕質骨材。於 1950 年代，進而普遍使用輕質骨材拌製成輕質混凝

土使用於房屋框架、橋面板及預鑄構件等。近年來各先進國家更已運用於大型鑽油平台與長跨距

橋梁，以解決常重混凝土自重大之缺點，惟案例數量仍屬有限。因此，就材料生產技術而言，以

輕質骨材取代一般骨材所建構之輕質混凝土構造物，於國外應已臻成熟。惟國內雖從 1970 年代

起，陸續有學者專家針對台灣本土人造輕質骨材及輕質混凝土展開研究，然多仍屬實驗階段，故

至今尚無橋梁結構工程應用之完工實例，目前僅有國道六號南投段 C605 標石灼巷跨越橋採用輕

質混凝土設計，然尚未發包施工。  

…………………………………………………………………………………………………………………………………………………………………………………………………………………………………………………………………………………………………………………………………………………………………………    

 

參參參參、、、、     輕質混凝土相關設計輕質混凝土相關設計輕質混凝土相關設計輕質混凝土相關設計、、、、施工規範施工規範施工規範施工規範 

 

輕質骨材混凝土因於國內尚缺乏結構應用之實例，因而相關規範多在草案階段，短期內若有進行

結構規劃設計或施工之需求，目前應可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主導，由中華民國節能輕質骨材混凝

土推廣協會所執行之『水庫淤泥輕質骨材產製及輕質骨材混凝土應用與推廣』計畫之分項二、水

庫淤泥輕質骨材混凝土標準規範訂定內之相關內容為參考。其內容對施工技術規範、配比設計、

拌和、產製及輸送與品質管理、檢驗及查驗、評定認可及驗收等已有一套可供依循之暫行準則。

至於國外部份則以 ACI 213R 之〝Guide for Structural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為主要參考依

據。  

一一一一、、、、輕質骨材之相關規範輕質骨材之相關規範輕質骨材之相關規範輕質骨材之相關規範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在 2003 年的整合與積極推動下，由中華民國節能輕質混凝土推廣協會承辦，

完成研訂「燒結型輕質骨材」標準，共計有「輕質粗粒料的顆粒筒壓強度試驗法」、「輕質粒料

比重及吸水率試驗法」、「結構混凝土用之輕質粒料」、「混凝土圬工用之輕質粒料」、「隔熱



混凝土用之輕質粒料」、「輕質混凝土粒料中含鐵污染材料試驗法」，並完成研訂「輕質骨材混

凝土技術規範」、「結構與非結構輕質骨材混凝土預鑄產品技術規範」、「輕質骨材品質試驗方

法」、「水庫淤泥輕質骨材之品質驗證」等。其中「輕質粗粒料的顆粒筒壓強度試驗法」已獲得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上網公告。「隔熱混凝土用之輕質粒料」亦即將完成審查程序。     

二二二二、、、、美國對輕質混凝土的相關法規美國對輕質混凝土的相關法規美國對輕質混凝土的相關法規美國對輕質混凝土的相關法規    

美國混凝土學會(American Concrete Institute, ACI)於 318-02 版規範中，提及有關輕質混凝土與常重

混凝土在設計規範中的不同，主要針對輕質混凝土的開裂模數、剪力扭力強度和鋼筋伸展長度做

了特別的規定。     

三三三三、、、、國內對輕質混凝土的相關法規國內對輕質混凝土的相關法規國內對輕質混凝土的相關法規國內對輕質混凝土的相關法規    

國內對輕質混凝土的相關法規，依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編輯之﹝土木 401-93﹞混凝土工程設計

規範與解說，其中與輕質混凝土相關之條文共計 16 條，分別為：2.11.2 節、2.11.2.3 節、4.3 節、

4.8.4 節、4.10.3.1.1 節、5.3.3 節、12.5.2 節、15.3.4 節、15.6 節、15.6.3 節、16.6.6 節、D4.4 節、E3.7.3

節、E3.7.4 節、F8.7.3 節、F8.4.6 節。 

…………………………………………………………………………………………………………………………………………………………………………………………………………………………………………………………………………………………………………………………………………………………………………    

肆肆肆肆、、、、  國內外輕質骨材標準規範之比較國內外輕質骨材標準規範之比較國內外輕質骨材標準規範之比較國內外輕質骨材標準規範之比較    

目前我國 CNS 現有標準僅供結構混凝土用，而中國則將其細分為骨材本身及測試方法，輕質混

凝土相關技術及小型空心磚塊等相關之材料設計、試驗與施工相關之規定，而美國則按用途細分

為結講用、污工用及隔熱用，英國則在一個標準中包合污工和結構混凝土用之相關技術，各國之

標準特色分別概述如下：  

一一一一、、、、台灣台灣台灣台灣（（（（CNSCNSCNSCNS 一一一一 3691369136913691））））        

本標準主要為結構混凝土用，而一般隔熱用或填充用者均不適用，本標準所採用之粒料為輕質多

孔性粒料，包含高爐石，粘土、矽藻土、飛灰、頁岩或板岩等材料，經高燒結而成之粒料及火山

灰等天然材料加工而成之粒料。本標準堇規定粒料之化學成分與物理性質以及混凝土試樣在試驗

中之相關準則。經考量必須加以擴充供隔熱，以及兼供結構與防火之用途，使其應用性更廣。     

二二二二、、、、美國美國美國美國（（（（C330C330C330C330----89898989、、、、C331C331C331C331----94949494、、、、C332C332C332C332----91919191））））        

美國之 C33O-89 中標準為我國的 CNS-3691 之母本，僅為結構用。另外標準污工混凝工可允許使

用焚化後之底灰，而隔熱所使用之材料，與結構用者相同，而在隔熱用之標準，包括下列各項：     

1.混凝土物理性質含隔熱性質、級配與其均勻性、單位重與其均勻性。 

2.骨材性質之取樣與測試。取樣粗細骨材之級配、單位重及細度模數則依一 

般常重混凝土之試驗方法進行測試。 

3.隔熱混凝土性質如熱傳導取樣及單位重等均規定，其測試方法亦依常重混凝土方式進行。 

4.美國 ASTM 之標準持色為將結構、污工及隔熱用分聞，值得我們參照應用。  



三三三三、、、、英國英國英國英國（（（（BSBSBSBS----3797379737973797））））        

英國標準為污工與結構用混凝上，粒料涵蓋浮石、粘土、頁岩、板岩、熟料、底灰、飛灰和高爐

石紛，將天然及人造輕質骨材均包括在內，而其取樣級配粗細骨材分類、鬆散密度和硫鹽含量、

燒失比等均依相關規定（燒乾材料）及燒失量之測定方法。英國標準所提供的烘乾輕骨材之鬆散

密度及燒失量之測定方法，可供國內制定標準之參考。    

…………………………………………………………………………………………………………………………………………………………………………………………………………………………………………………………………………………………………………………………………………………………………………    

伍伍伍伍、、、、     國內輕質骨材技術之研發國內輕質骨材技術之研發國內輕質骨材技術之研發國內輕質骨材技術之研發    

台灣地區缺少天然輕質骨材資源，卻有取之不盡的人造輕質骨材原料，未來具有開發潛能的原料

包括頁岩、板岩、泥岩、煤矸石、水庫淤泥、自來水淨水廠淤泥、下水道淤泥、港灣淤泥、石材

加工廢棄殘泥、燃煤電廠飛灰等。短期之內，台灣地區可能生產供應的人造輕質骨材計有頁岩輕

質骨材、水庫淤泥輕質骨材與石材加工廢棄殘泥。 

台灣地區對於輕質骨材的產製與應用技術研發，最先於 1970 年由成功大學王櫻茂教授利用實驗

室旋轉窯試燒膨脹性頁岩。1974～1976 年期間，工業技術研究院礦業研究所也首度對台灣西部地

區的頁岩進行廣泛的調查採樣及膨脹試驗。 

1980 年，台灣大學高健章教授採用破碎頁岩，試驗燒製非造粒型輕質骨材，使台灣的輕質骨材

燒結技術進一步獲得提升；之後中興大學顏聰教授及台灣科技大學黃兆龍教授等也相繼對人造輕

質骨材的產製及其物理性質作更深入的研究，並獲得具體成果。 

1990 年，黃兆龍教授與台灣電力公司合作開發製造冷結型飛灰輕質骨材，也取得技術專利。另

外，亞洲水泥公司也以頁岩為原料燒製輕質骨材，比重在 0.8 以下。 

1991～1995 年間，顏聰教授邀集台灣地區輕質骨材之相關學者，在榮工處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資

助下，進行頁岩及黏土人造骨材輕質混凝土的製造及工業化研究。由調查台灣地區輕質骨材之生

料料源著手，利用小型試驗旋轉窯從事輕質骨材燒製技術研究，並以燒製成功的輕質骨材進行各

種強度輕質混凝土的配比設計，基本力學性質探討以及結構性質分析。 

1998 年，工業技術研究院化工研究所利用石門水庫淤泥、燃煤飛灰、石材污泥及紙渣污泥等廢

棄物為主要原料，進行燒結型人造輕質骨材的產品開發研究。結果顯示，部分的石門水庫淤泥在

加熱至 1,150℃～l,200℃時，會產生發泡現象。1999 年，該所進一步以石門水庫淤泥為主要原料，

添加三聚磷鈉、微量油灰、氧化鐵及碳酸鈣等發泡劑，進行發泡型輕質骨材的燒成試驗，並依最

適條件以小型旋轉窯爐作放大實驗，確立了製程與配方。 

1998 年起，中興大學顏聰教授、陳豪吉教授和台灣科技大學黃兆龍教授開始採用水庫的粘土質

淤泥為原料，研發造粒與燒結技術產製輕質骨材，同時進行輕質骨材混凝土的工程性質測試，建

立了淤泥輕質骨材混凝土的應用技術資料庫。而從 2000 年，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的水庫淤泥製

造輕質骨材研究計畫及台灣科技大學之研究報告中，已確定台灣地區水庫淤泥具備了製造輕質骨



材的基本原料條件。利用這種水庫淤泥製造輕質骨材時，由於製程中可直接造粒而省去一般岩石

碎化之過程，是為更為利的條件。 

…………………………………………………………………………………………………………………………………………………………………………………………………………………………………………………………………………………………………………………………………………………………………………    

 

陸陸陸陸、、、、        輕質粒料混凝土的工程特性輕質粒料混凝土的工程特性輕質粒料混凝土的工程特性輕質粒料混凝土的工程特性 

一一一一、、、、單位重單位重單位重單位重        

輕質混凝土其氣乾單位重一般均不超過 2000kgf/m
3
，但此種界定並非強制性的標準，例如 ASTM

則規定輕質混凝土的氣乾單位重為 1840kgf/m
3
以下。一般認為性質良好的輕質混凝土，其單位重

應較相同配比之常重混凝土約低 25～40％為佳。     

二二二二、、、、抗壓強度抗壓強度抗壓強度抗壓強度        

輕質混凝土強度與其單位重有密切關係，故 CNS 3691、DIN 和 ASTM C330 中對強度性質的規定，

都以單位重作為分級的標準（如表 1 及表 2 所示）。抗壓強度和單位重之比例關係，是衡量輕質

粒料混凝土品質優劣的重要依據。因此，對輕質混凝土而言，顯著影響抗壓強度的主要因素是單

位重與水泥用量而非水灰比。影響輕質混凝土抗壓強度之因素包括粒料種類、級配、強度、水泥

漿量及水灰比等。粒料粒徑愈大對混凝土弦度愈不利，故一般建議輕質粒料最大粒徑應在 25mm

以下。水灰比對輕質混凝土工作性影響頗大；全輕質粒料混凝土在低水灰比時，工作性將嚴重受

影響，解決的方法有增加水泥漿量或使用天然砂做為細粒料，天然砂輕質粒料混凝土較經濟可

行。在相同水灰比下，天然砂輕質混凝土之抗壓強度較高，這點不因輕質粒料種類不同而有差異，

但其隔熱性則因密度提高而有所折損。     

輕質混凝土在同等強度下，其水泥砂漿強度將比一般常重混凝土所用之水泥砂漿強度高，意即其

需較多之水泥用量或較小之水灰比來拌製混凝土，相對地其亦會發生早強現象。此結果有利於預

鑄預力組件的應用，可縮短施拉預力的時間。 

 

三三三三、、、、應力應變關係應力應變關係應力應變關係應力應變關係 

輕質粒料混凝土之應力－應變曲線較普通混凝土更接近直線，因為輕質混凝土在降伏破壞以前，

其應力主要由水泥砂漿承受，而水泥砂漿較接近均質材料，故應力－應變關係近似線性發展。當

輕質混凝土受力超過強度上限而破壞時，水泥漿體承受力量迅速傳至輕粒料，將因粒料強度無法

承受而急遽破壞，所以使輕質混凝土之破壞更具脆性。  

四四四四、、、、彈性模數及柏松比彈性模數及柏松比彈性模數及柏松比彈性模數及柏松比        

輕質混凝土之彈性模數一般約介於 1.0～2.4×l0
5
kgf/cm

2
之間。影響彈性模數的因素甚多，一般研

究大都歸納出彈性模數與混凝土單位重、抗壓強度之關係式，ACI 與多數學者皆主張彈性模數 Ec 

= Kγc
 2/3Οf’c。由此可知，影響彈性模數最主要因子為單位重（γc），其次為抗壓強度。輕質混凝

土與常重混凝土之柏松比相近，其值約介於 0.15～0.25 間，視粒料種類、用漿量、齡期及含水量

等因素而定。     

 



表表表表 1 CNS1 CNS1 CNS1 CNS 及及及及 ASTMASTMASTMASTM 對輕質混凝土強度規定對輕質混凝土強度規定對輕質混凝土強度規定對輕質混凝土強度規定    

規範  

最大平均  

單位重  

（ kgf/m 3 ）  

最小平均 28 天  

抗劈、張力強度

（ kgf/m 2 ）  

最小平均 28 天  

抗壓強度（ kgf/m 

2 ）  

1840  20.0  280 以上  

1760  20.0  210  CNS 369  

1680  20.0  175  

1760  22.5  281  

1680  21.1  211  

全 

輕  

質  1600  20.4  176  

1840  23.2  281  

1760  21.8  211  

ASTM C330  
天  

然  

砂  1680  21.1  176  

 

表表表表 2 2 2 2 輕質混凝土彈性模數與單位重輕質混凝土彈性模數與單位重輕質混凝土彈性模數與單位重輕質混凝土彈性模數與單位重、、、、抗壓強度之關係抗壓強度之關係抗壓強度之關係抗壓強度之關係    

彈性模數 N/mm 2  

輕質混凝土  常重混凝土  

抗壓強度  

N/mm 2 (MPa)  單位重 1400kgf/m 3 單位重 1900kgf/m 3 單位重 2400kgf/m 3 

30  11  19  28  

40  12  21  31  

50  13  23  34  

60  14  25  36  

    

五五五五、、、、乾縮與潛變乾縮與潛變乾縮與潛變乾縮與潛變        

乾縮的發生在於混凝土中水份的喪失，因此如果能減少水泥漿量或降低水灰比，或是採用緻密而

大的粒料，均能有效減少乾縮。一般輕質粒料混凝土之乾縮值約在 4×10
-4
至 6×10

-4
間居多，而普

通混凝土為 7×10
-4
至 10×10

-4
，故輕質混凝土乾縮量平均較低。但部份文獻則指出，輕質混凝土乾

縮量比普通混凝土高；顯見乾縮量之高低並非絕對，而且變數亦多，如水灰比、用漿量、粒料種

類、環境條件及尺寸效應等，都有影響，無法一概而論。不過，蒸汽養護可減少 10～10％之乾

縮量，尤其是高壓蒸汽養護更具效果，這點是可以肯定的。一般規範如 CNS、ASTM 等，對輕質

混凝土乾縮量之規定是不得大於 0.01％。     



在潛變方面，影響之因素包括：水泥性質、粒料種類、級配、水泥漿體品質、用量、環境條件、

所受應力大小及加載時間點等。由其影響因素可知，潛變與乾縮有密切之關係，因為潛變之發生

通常都是從乾縮或膨脹變形處開始蔓延的。強度較高之輕質混凝土，承載能力較高、潛變量少，

另低壓蒸氣養護比濕養之試體可減少 25％至 40％之潛變，而高壓蒸氣養護則可減少高達 60％至

80％之潛變。  

六六六六、、、、熱傳導性熱傳導性熱傳導性熱傳導性        

熱傳導性除受材質影響外，最重要的是依其孔隙率或單位重而定。對同一材料而言，內部孔隙含

量愈大者，熱傳導係數愈小。由於輕質粒料混凝土內部含有大量孔隙，在其他組成材料相同的條

件下，具有比普通混凝土小的熱傳導係數。普通混凝土的熱傳導係數 K 介於 1.0～l.5W/mK，而

結構輕質混凝土 K 值，依其單位重降低至 0.50～0.90W/mK。若為非結構輕質混凝土，則其 K 值

將因孔隙率的提高而大幅降低。由多數文獻可知，不同輕質骨材拌製而成的輕質混凝土，其熱傳

導係數與單位重之間存在有相當穩定的拋物線關係。輕質混凝土的熱傳導係數隨單位重增加而有

增大的趨勢；當單位重大於 1,600kgf/m
3
以上時，K 值呈明顯的增大傾向。  

另有關輕質骨材之重要性質，如表 3 所示。     

…………………………………………………………………………………………………………………………………………………………………………………………………………………………………………………………………………………………………………………………………………………………………………    

 

柒柒柒柒、、、、        國內外相關工程實例國內外相關工程實例國內外相關工程實例國內外相關工程實例 

 

國內之輕質混凝土大多應用於鋼構造物之樓板或隔間裝修，較少使用於結構主體，應用於橋梁結

構亦僅只有國道六號南投段 C605 標石灼巷跨越橋之應用案例。國外使用輕質混凝土則已有 30

多年之經驗，其案例較多，其中又以北歐的挪威為首，該國應用於斜張橋、懸臂橋與浮橋等橋梁

結構，首座橋梁實例於 1987 年完工，使用迄今已 17 餘年。今將挪威之輕質混凝土橋梁應用案例，

彙整如表 4、表 5 所示 

…………………………………………………………………………………………………………………………………………………………………………………………………………………………………………………………………………………………………………………………………………………………………………    

 

捌捌捌捌、、、、        設計案例說明設計案例說明設計案例說明設計案例說明 

一一一一、、、、結構配置概述結構配置概述結構配置概述結構配置概述    

平面道路跨越苑裡溪之排水橋，於上、下游側各設置單車道橋梁乙座，每座橋梁橋面全寬 6.5 公

尺(淨寬 5.5 公尺)，跨徑配置採 30+50+30 公尺，全長 110 公尺，上部結構為簡支預鑄預力 U 型梁，

吊裝後再與場鑄橋面版合成梁版結構，梁長為 36.6+36.8+36.6 公尺(其前、後兩孔為懸伸梁，向中

間孔懸伸 6 公尺，中間孔 U 型梁置於懸伸梁端)，橋梁立面、斷面如圖 1。初步研擬建議於上游

側(東側)之上部結構預力梁及場鑄橋面版採輕質混凝土設計施工，下部結構橋墩、橋台及基礎仍

採常重混凝土，墩柱斷面擬採 200cm×170cm 之矩型。而下游側之上、下部結構則採一般常重混

凝土設計施工(墩柱斷面擬採 220cm×180cm )，俾考量在設計、施工、使用維護階段進行監測研究

比較。  



 

圖圖圖圖 1 1 1 1 橋梁結構平橋梁結構平橋梁結構平橋梁結構平、、、、立面及斷面圖立面及斷面圖立面及斷面圖立面及斷面圖 

  

二二二二、、、、結構分析基本假設結構分析基本假設結構分析基本假設結構分析基本假設    

橋梁結構分析之基本假設建議如下 

 

1.採交通部 90 年「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2.活載重設計依據交通部 90 年「公路橋梁設計規範」再增加 30%。 

3.上部結構輕質混凝土單位重 γc 假設為 2.0T/m
3
(依文獻建議結構用輕質混凝土為常重混凝

土之 60%～75%為佳，但依 CNS 3691 A2046 及文獻顯示，骨材愈輕，抗壓強度愈差)。 

4.上部結構混凝土 28 天抗壓強 f’c = 350kgf/cm
2
。 

5 上構楊氏係數假設為 211,660 kgf/cm
2 
(依 Pauw 氏建議 Ec = 4000）。 

6.輕質混凝土構材所相應之乾縮潛變量計算，依照文獻建議仍可依常重混凝土之計算方式

辦理 。 

7.下部結構橋墩為常重混凝土，γc = 2.4 T/m
3
，f’c = 280kgf/c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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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    經濟性評估比較經濟性評估比較經濟性評估比較經濟性評估比較 

有關輕質混凝土在實際應用上之經濟性評估，歐洲的英國曾做過詳細的研究，選取 65 座橋梁做

案例分析，其結果顯示輕質混凝土較具經濟性，約可節省經費 3~6%。由於國內輕質混凝土之單

價較國外高，因此評估結果顯示輕質混凝土橋梁之造價約高於常重混凝土 5%。 

 



今將本案之橋梁做一比較，本橋依照相同配置條件，以不同之上構混凝土材料為研析方案，藉以

比較常重與輕質混凝土所建構之橋梁結構行為特性及成本間之差異，其結果如表 6 所示。 

表表表表 6 6 6 6 輕質混凝土方案比例輕質混凝土方案比例輕質混凝土方案比例輕質混凝土方案比例    

項  目  
方案Ａ  

上構輕質、下構常重  

方案Ｂ  

上、下構均常重  

上部結構斷面  相同  相同  

墩柱斷面及尺寸  

（長 × 寬 × 高）  
200×170×420  220×180×420  

預力鋼腱用量  14.2 噸  16.8 噸  

最大張應力  -12 kgf/cm 2  -11 kgf/cm 2  

最大壓應力  139 kgf/cm 2  134 kgf/cm 2  

墩柱鋼筋比  約 2 ％  約 1.9 ％  

成本比較  1.05 CAP  1.00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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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拾拾、、、、    品質管制與監測計劃品質管制與監測計劃品質管制與監測計劃品質管制與監測計劃 

國內將輕質混凝土應用在橋梁工程上案例並不多見，為了充分瞭解輕質混凝土於橋梁結構之應用

或改以做為日後後續工程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的參考。本案另規劃一品管與監測計劃，而品管與

監測作業之目的與需求如下： 

一、探討本橋採輕質混凝土之潛變與乾縮特性。 

二、探討因溫度所引起之軸向變位（線膨脹係數）特性。 

三、本橋材料之 E 值探討（即應力與應變關係）。 

四、斷面縱深之熱傳導性研析（即溫度梯度研析）。  

其計劃之作業項目如下所述： 

一、輕質混凝土之品管作業進行符合規範規定之試體參數試驗。 

 

二、以光纖成測器或位移計（或全測站）量測本橋配置點間之水平位移（相對於不動參考點且同

時須有配套之溫度讀數）：軸向變位（應變）監測。 

 

三、以全測站（或位移計）進行主跨中央點之垂直變位觀測（相對於橋墩墩頂或其他初始參考點）。 

 

四、於中央斷面（或附近）內部取數點埋設熱耦計賢測混凝土內部與表面之溫度讀數以建立斷面



深度方向溫度分佈情況。 

 

五、車輛載重試驗（必要時）： 

    1.量測靜態載重下本橋中點之垂直變位。 

    2.量測因動態載重所激發之振動模態與相應之週期（或頻率），主要為基本振動週期。  

 

六、混凝土品管試驗、監測儀器之現地安裝、量測、數據收集以及數據之解算分析建議委由專業

之學術或研究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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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拾壹拾壹拾壹、、、、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就材料生產技術而言，以輕質骨材取代一般骨材所建構之輕質混凝土構造物，於國外應已臻

成熟，惟在國內至今尚無橋梁結構工程應用之完工實例，故於實際應用上，尚需配合嚴格之品質

管制與妥善之監測計劃，方可確保工程之成功。 

 

二、國內目前並無完整之輕質混凝土橋梁設計之規範，而輕質骨材混凝土相關標準規範多在草案

階段，美國 ACI-318 雖有設計準則，惟其應用範圍以建築物為主，為求慎重起見，故採循序漸進

之方式，先有限度的使用，並配合學術單位，進行相關輕質混凝土試驗及研究，期能充分收集相

關資料並掌握輕質混凝土之特性，俾利日後推廣與應用，並確保橋梁之結構安全。 

 

三、本案輕質骨材係考量利用台灣地區水庫淤積沈積物燒製，其原料為水庫淤泥，因採選地點之

不同，其物理、化學性亦不同，將對輕質骨材的性質產生極大影響，按研究報告顯示水庫淤泥輕

質混凝土已可輕易達到一般建築用混凝土強度要求(210kgf/cm
2
)，本案預力混凝土強度需求為

350kgf/cm
2
，相關配比設計能否達成商品化，淤泥輕質骨材是否符合需求及供應之廠商是否三家

以上(以符合公平交易法之規定)等諸多事宜，仍需學術或研究單位進一步協助與驗證。 

 

四、本案橋梁位於濱海區域，距海岸僅約 100 公尺，對於結構物有受鹽害環境之顧慮，使用輕質

骨材混凝土由於骨材密度小、孔隙大，易產生中性化及鋼筋銹蝕問題，其水密性、耐久性應於完

工後，長期監測、蒐集資料，以做為日後應用之參考。 

 

五、輕質骨材混凝土之工程特性與普通混凝土有所不同，諸如：防蝕性、耐久性、應力應變關係

曲線較具脆性破壞、乾縮及潛變等，相關設計採用之參、係數須配合學術研究單位進一步探討或

參照國內外研究報告與文獻，如無明確結論者則依普通混凝土相關規範規定辦理。 

 

六、經訪查國內廠商，輕質混凝土單位成本約為常重混凝土之 1.65 倍，目前輕質骨材之單價約

為 5000 元/m
3
(含運費)，常重混凝土骨材約 400~500 元/m

3
(含運費)，故於探討輕質混凝土之推廣應

用實，經濟成本之因素須加以分析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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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近年來，隧道台階開挖工法已成為台灣公路隧道常用之開挖工法之一，並且已累積相當工程經

驗。同時配合施工變形控制理念的加入，如何決定合適的變形寬容量(包含地?預估變形量與施工

寬容量)，使隧道變形能在控制範圍內，避免入侵，便成為施工決策者經常考慮之要素之一。過

去，台階工法開挖之隧道，當遭遇軟弱地盤(軟岩、VI 類岩盤)時，?防止變形過大，常考慮於上

半斷面設置臨時仰拱，利用近乎圓弧閉合的約束力，暫時穩定隧道頂拱部位的變形。尤其在遠離

上半斷面開挖前進效應影響範圍(2~3 倍隧道直徑)後，變位若仍無法有效收斂(或受地下水軟化)

時，臨時仰拱的設置，一般能暫時穩定變形與底部地盤的再度風化(弱化)。因此當開挖支撐初期，

發現受力不均勻，尤其是沉陷變位過大時，可考慮於上半斷面設置臨時仰拱，並配合支保底部擴

展基腳的施作，以消除兩側應力集中與增加承載力。本研究以中部八卦山隧道計測資料為例，以

計測分析方法，探討不同軟岩地質對臨時仰拱支撐閉合的敏感性，藉以瞭解軟岩隧道臨時仰拱閉

合控制的成效。    

…………………………………………………………………………………………………………………………………………………………………………………………………………………………………………………………………………………………………………………………………………………………………………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來，隧道變形控制觀念已成為台灣隧道施工中主要的指導原則。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更將

其概念，納入隧道施工技術規範第 02402 章的隧道施工通則內(國工局，2003) [1]，以作為隧道承

商施工之依據。變形控制之基本觀念是利用岩體本身具有自持能力之特性而發展成功之施工觀



念，以噴凝土、岩栓、鋼支保等支撐達到隧道開挖後初期的應力平衡，並利用計測隨時觀察岩體

行為，作為修正設計與調整支撐系統之依據，以符合安全經濟之原則。 

 

然而隧道開挖後的變形行為，因素相當複雜。除了與隧道全線的地質情況、覆蓋厚度、隧道斷面

大小及形狀有關外，亦跟輪進長度、輪進時間、開挖面分割掘進方式、開挖施工品質、台階控制

長度、仰拱閉合時間、仰拱閉合距離、支撐構件的種類與數量以及支撐構件設裝時間與順序等等

施工條件息息相關。因此施工期間任何施工條件的調整，都會影響隧道行為，及施工的成敗，也

都是設計作業的延伸(林真在，1997) [2]。有經驗的隧道工程師瞭解隧道施工過程中複雜的隧道行

為，因此須隨時調整施工方法，以消除潛在的災害因素及掌握最佳的隧道變形量，使得隧道工程

更安全、更經濟。 

 

今以台灣公路隧道最常使用之台階開挖工法為例，歸納整理國內、外隧道技術規範中，允許利用

計測系統，進行修正調整的施工方法(如表一)及其可能施作的位置(如圖 1)。而本文即以其中的臨

時仰拱閉合控制法為探討對象，初步探討不同軟岩對臨時仰拱閉合後之觀測變形行為，以提供爾

後隧道施工者變形控制之參考。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隧道施工變形控制方法隧道施工變形控制方法隧道施工變形控制方法隧道施工變形控制方法 

目前隧道規範常用之隧道施工變形控制調整方法 — 變形寬容量  

開挖系統  支撐系統  輔助系統  

1. 開挖順序  1. 先進支撐  1. 封面處理  

2. 輪進長度  2. 支保型式  2. 仰拱閉合 ( 含臨時仰拱閉合 ) 

3. 開挖速度  3. 噴凝土厚度  3. 固結灌漿  

4. 台階長度  4. 岩栓長度、密度  4. 排水工法  

  

圖圖圖圖 1 1 1 1 隧道控制變形之施工調整方法隧道控制變形之施工調整方法隧道控制變形之施工調整方法隧道控制變形之施工調整方法 



貳貳貳貳、、、、    隧道支撐設計觀念演變隧道支撐設計觀念演變隧道支撐設計觀念演變隧道支撐設計觀念演變    

為了瞭解且適當解釋監測所得之資訊，並且能夠加以控制。首先需了解計測對象－隧道之力學行

為，即岩體與支撐之互制作用。然而隧道工程所處的環境條件與地面工程是全然不同，長期以來

都是沿用適用於地面工程的理論和方法來解決隧道工程所遇到的各類問題，因此常常不能正確地

闡明隧道工程中出現的各種力學現象和過程。過去隧道工程支撐設計理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

確定作用在地下支撐構件上的荷載。因此，支撐設計理論的發展離不開圍岩壓力理論的發展。同

時隧道理論的發展也與當時的支撐型式與施工技術息息相關。就施工技術方面來說，隧道支撐設

計理論大概可分為下列三個觀念階段(徐干成等，2001) [3]: 

一一一一、、、、土力學理論階段土力學理論階段土力學理論階段土力學理論階段    

此階段認為作用在支撐構件上的壓力是其上覆岩層 

的重量 γH(γ 是單位重、 H 是埋 深 ) 。可以作為

代表的有 Haim 理論、 Rankine 主動土壓力理論和金

尼克之彈性理論。其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對地層水平

的側壓係數有不同的理解。 Haim 認為側壓係數為 

1 ， Rankine 根據極限平衡理論認為是 ，而

金尼克根據彈性理論認為是 (μ 是岩體柏松比 : μ 為岩體的內摩擦角 ) 。由於當時地下工

程埋深不大，因此曾一度認為這些理論是正確的。目前大概只限於隧道洞口段或淺覆蓋隧道適用。  

二二二二、、、、    坍落拱理論階段坍落拱理論階段坍落拱理論階段坍落拱理論階段 

 

隨著隧道工程開挖深度增加，越來越多人們發  

現上覆壓力理論不符合實際情況，於是又出現坍落拱

理論。這理論認為，當地下工程埋藏深度較大時，作

用在支撐構件上的壓力，不是上覆岩層重量，而只是

圍岩坍落拱內的鬆動體重量，與埋深無關。可以作為

代表的有，國內經常使用的 Terzaghi(1946)岩荷理論，

和俄國 M.M.Protodyakonov 理論(大陸簡稱普氏理論)。

他們的共同觀點認為，岩體會自然形成平衡拱，而拱

內的岩層最終要鬆動或坍落，且以重力方式直接作用在支撐結構上。至於坍落拱的高度與地下工

程垮度和圍岩地質性質有關。不同之處是，Terzaghi 認為坍落拱形狀為矩形，而 M.M.Protodyakonov

認為是拋物線型。國內早期之隧道工程均採用此一支撐觀念，配合剛性支保的使用，因此亦稱為

傳統鋼支保工法。同時在此觀念延伸下(圍岩強度越差，支撐勁度需越大)，再逐步量化各項地質

因素，而發展出一連串的岩體分類法。 

* 發展時期 : 約 1900~1930 年代。  

* 支撐系統 : 主要以木材作為開挖臨時

支撐。  

* 支撐壓力 : 認為承受覆蓋壓力。  

* 適用情形 : 淺覆蓋之隧道。  

* 發展時期 : 約 1930~1960 年代。  

* 支撐系統 : 以 H 型鋼為主 ( 傳統鋼

支保工法 ) 。  

* 支撐壓力 : 認為僅承受坍落岩體重

量。 

* 適用情形 : 較深覆蓋且構造發達之隧

道 ( 構造  



三三三三、、、、承載拱理論階段承載拱理論階段承載拱理論階段承載拱理論階段 

 

此階段發現不是所有的隧道開挖都會形成坍落 

拱，有些地質較好的岩盤，開挖後不做支撐也不會產

生坍落。因而逐漸體會到圍岩有一定的自穩能力。其

實坍落鬆弛壓力也並非形成圍岩壓力的唯一來源，其

他尚有擠壓壓力、膨脹壓力與構造壓力等等。因此，

此階段逐漸將過去坍落岩體作用在支撐上的結構-荷載

計算觀念，轉化為初始應力作用在圍岩-支撐互制作用

的"釋放荷載"計算觀念。認為隧道的支撐僅起輔助約束

作用(提供圍壓與鞏固岩體強度)，而圍岩才是主要承載

部份。當在彈性狀態下，切向應力 σθ 隨著距離 r 的減小而增加;徑向應力 σr 隨著距離 r 的減

小而減少。但當處於彈塑性分佈時，塑性區內 σθ 則隨著距離 r 的減小而降低。因此越早支撐，

支撐所承受的徑向反力也越大，如果採用較薄的柔性支撐，並允許適當變形進入一定程度的塑

性，支撐所受反力反而會較小。    

…………………………………………………………………………………………………………………………………………………………………………………………………………………………………………………………………………………………………………………………………………………………………………    

    

參參參參、、、、    臨時仰拱的設置臨時仰拱的設置臨時仰拱的設置臨時仰拱的設置，，，，對不同軟岩地盤變形之影響對不同軟岩地盤變形之影響對不同軟岩地盤變形之影響對不同軟岩地盤變形之影響    

    

一一一一、、、、    臨時仰拱設置影響臨時仰拱設置影響臨時仰拱設置影響臨時仰拱設置影響    

 

軟岩隧道為提高開挖面自立性，經常會採取分階或分塊開挖。另為減緩每階的變形，會依據現地

計測結果，決定是否於每階(上半斷面)設 

置臨時仰拱(圖 2)。利用圓弧閉合的方式，來暫時控制

變形。尤其在遠離上半斷面開挖前進效應影響範圍(2~3

倍隧道直徑)後，變位若仍無法有效收斂(或受地下水軟

化)時，臨時仰拱的設置，一般能暫時穩定變形與底部

地盤的再度風化(弱化)。因此臨時仰拱的設置，會對隧

道的整體變形產生一定程度的變化。 

二二二二、、、、    臨時仰拱設置目的臨時仰拱設置目的臨時仰拱設置目的臨時仰拱設置目的    

 

臨時仰拱設置的目的，主要是穩定圍岩變形，同時抵

抗初期支撐的不均勻受力。因此當開挖支撐初期，發

現受力不均勻，尤其是沉陷變位過大時，可考慮於上半斷面設置臨時 

仰拱，並配合支保底部擴展基腳的施作，以消除兩側應力集中與增加承載力。 

* 發展時期 :1960~ 現在。  

* 支撐系統 : 以噴凝土、岩栓與柔性支

保為主。 ( 新奧工法 )  

* 支撐壓力 : 靠岩拱支撐，初期支撐僅

需提供約束作用。  

* 適用情形 : 中 ~ 深覆蓋之隧道 ( 材

料破壞 ) 。  

    

圖 2 臨時仰拱設置圖 



三三三三、、、、有設置臨時仰拱之不同軟岩地盤變形行為有設置臨時仰拱之不同軟岩地盤變形行為有設置臨時仰拱之不同軟岩地盤變形行為有設置臨時仰拱之不同軟岩地盤變形行為    

根據現地觀測資料(圖 3)，有施作臨時仰拱之軟岩地盤，一般在 L1(C)階段之依時變位量，大多可

控制在 0.2mm/day 以內。但是在有些滲水量較大之砂層地質，或一些互層地盤，臨時仰拱所發揮

的效果可能會比預期小。由於有施作臨時仰拱，大部分上半斷面均能有效收斂變形，因此台階保

留長度較不受影響，適合維持長台階開挖;另由觀測也發現，當台階開挖接近時，影響區內所產

生之變形加速度較未設置臨時仰拱時大，且台階開挖面附近之歷時曲線較陡，台階開挖變位量明

顯比未設置臨時仰拱的大。量測得單日最大變位速率有時可超過 2 公分。某些變化較異常的區

段，甚至產生頂拱龜裂現象。在一些較具擠壓性之砂泥地盤，在有施作臨時仰拱之情形下，台階

降挖期間，初期支撐似乎特別容易受損。 

由八卦山隧道計測資料發現，臨時仰拱的設置雖可有效抑制上半變形，但對整體隧道變形影響不

大，反而有導致下半開挖時，變位速率增加之慮。因此對於軟岩地盤，尤其是泥岩地盤，施作臨

時仰拱的控制，須多方考慮。 

    
圖圖圖圖 3 3 3 3 臨時仰拱設置後臨時仰拱設置後臨時仰拱設置後臨時仰拱設置後，，，，不同勁度地盤之變形行為不同勁度地盤之變形行為不同勁度地盤之變形行為不同勁度地盤之變形行為    

四四四四、、、、臨時仰拱的挖除對隧道變形之影響臨時仰拱的挖除對隧道變形之影響臨時仰拱的挖除對隧道變形之影響臨時仰拱的挖除對隧道變形之影響    

    

由於臨時仰拱屬於上半臨時支撐構件，因此當隧道進行下半台階跟進或中央便道修築時，便必須

將其挖除。倘依據 NATM 觀念，若臨時仰拱抑制上半變形量越大，則上半支撐結構所承受之約

束力必將越大。因此當臨時仰拱破壞瞬間，原先閉合所累積的約束力將釋放，而轉移到周圍岩體

與拱部支撐。圍岩二次應力調整時，若控制不當，容易使原先初期的拱部支撐破壞。依據現場觀

察也發現，許多軟岩隧道擠壓現象，如噴凝土龜裂、支保挫屈，大多發生在台階靠近之降挖期間。

而這些現象是否與臨時仰拱設置後，太過抑制岩體變形有關，值得進一步探討。 

…………………………………………………………………………………………………………………………………………………………………………………………………………………………………………………………………………………………………………………………………………………………………………    



肆肆肆肆、、、、  臨時仰拱設置後臨時仰拱設置後臨時仰拱設置後臨時仰拱設置後，，，，調整台階長度之觀測變形行為調整台階長度之觀測變形行為調整台階長度之觀測變形行為調整台階長度之觀測變形行為    

    

為了探討臨時仰拱設置後，調整台階長度之觀測變形行為。今根據現場觀察與計測資料，系統整

理出下列四種臨時仰拱設置後之變形概念圖[4]。 

 

      



      

      



      

…………………………………………………………………………………………………………………………………………………………………………………………………………………………………………………………………………………………………………………………………………………………………………    

    

伍伍伍伍、、、、     無設置臨時仰拱時之觀測變形曲線無設置臨時仰拱時之觀測變形曲線無設置臨時仰拱時之觀測變形曲線無設置臨時仰拱時之觀測變形曲線((((軟岩軟岩軟岩軟岩))))    

    

由沒有設置臨時仰拱之隧道變形趨勢(圖 8)，明顯可發現其在第三階段 L1(C)，仍然具有變形行

為，在不設置臨時仰拱情況下，無法自行收斂，且其變化速率大致會保持一定值。根據觀測，礫

石層約維持 0.1 mm/day 之單日變化量，而砂礫互層為 0.5 mm/day，砂層為 1.0 mm/day，泥層可達

1.5 mm/day。若在滲水情形下，受水弱化影響可能會更大。且其變化隨時間越長，變形量越大。

因此台階保留長度太長時，應該注意此階段之控制量，若經推估有入侵之虞時，應該馬上採取台

階跟進與仰拱閉合等動作。 

 

另外由無設置臨時仰拱之計測斷面觀測也發現，在台階開挖階段所產生之變形加速度與變位速率

明顯較有設置臨時仰拱之斷面小，且其歷時曲線亦較平緩。其最大變位速率通常不超過 1 公分。 



            

圖圖圖圖 8 8 8 8 軟岩隧道無設置臨時仰拱之變形示意圖軟岩隧道無設置臨時仰拱之變形示意圖軟岩隧道無設置臨時仰拱之變形示意圖軟岩隧道無設置臨時仰拱之變形示意圖    

…………………………………………………………………………………………………………………………………………………………………………………………………………………………………………………………………………………………………………………………………………………………………………    

    

陸陸陸陸、、、、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綜合臨時環狀閉合對隧道變形行為，對軟岩隧道而言，由於其變形模數較小，且具塑性與潛變特

性，因此開挖後立即施以臨時仰拱強制抑制變形，雖可使上半開挖階段暫時穩定。但原來應釋放

之形變應力，卻可能在台階開挖階段大量釋放，間接造成初期支撐之破壞，更甚者造成洞內擠壓。

因此施工者在考慮是否於上半斷面增設臨時仰拱時，是否也應該考慮會不會因上半支撐太過，而

造成台階降挖時二次應力調整過大之方向思考。 

 

由計測觀測確實能夠掌握地盤-支撐變形之行為。對於軟岩隧道在台階降挖時容易產生擠壓破壞

現象，未由計測觀測分析前，原因眾說分歧，有些人直接聯想到是因為挖除台階便道，臨時仰拱

提早破壞所致，(如圖 9 所示)。而建議採用回填的方式來施作便道。而有些則是認為頂拱初期支

撐不足或施工品質不當所致，而提議在臨時仰拱挖除前進行頂拱固結灌漿補強。現場最後發現這

些補強預防措施，大多仍然無法避免更大的縱向龜裂產生，也因此在台階開挖完成後，大多需再

進行龜裂處的補噴與灌漿。我們經由一系列現場計測分析，臨時仰拱在破除之前，約離台階開挖

面 50 公尺處，變形便已開始，且隨台階的跟進而逐漸增加。因此變位的增加，不單只受臨時仰

拱破除的影響，顯然受台階開挖影響尤甚。 



    

                                                                                圖圖圖圖 9 台階降挖期間龜裂位置台階降挖期間龜裂位置台階降挖期間龜裂位置台階降挖期間龜裂位置    

綜合臨時仰拱的設置雖可有效抑制軟岩隧道上半的變形趨勢，但對整體隧道變形影響不大，反而

有導致下半開挖時，變位速率增加之慮。因此對於台灣各種軟岩地盤，尤其是泥岩地盤，施作臨

時仰拱是否為較佳的控制變形方法，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    

    

    

 



    
…………………………………………………………………………………………………………………………………………………………………………………………………………………………………………………………………………………………………………………………………………………………………………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大部分同仁接觸照相機的機會較多，但較少有工程紀錄片拍攝之經驗。DV 攝影雖與照相機的構

圖原理差不多，卻又不盡相同。照相機所拍的畫面是靜態的，而 DV 攝影機所拍的畫面是動態的，

會隨時間變化，可能原本在畫面中的物體，因移動而跑出畫面之外，因此畫面構圖上還必須考慮

時間改變的因素。 

 

本文列出施工紀錄片攝製前應準備之工作和各項基本器材及周邊設備之使用，並對施工影片拍攝

時常會使用到的鏡頭運動及畫面範圍之基本概念加以說明，期能讓第一次使用 DV 攝影機的人對

掌握鏡頭能有基本概念。 

 

未經編輯整理過的影片，無法清楚呈現拍攝主題，而剪輯正是對拍攝帶內容編輯整理，讓拍攝主

題呈現的過程。工程紀錄片並不需要太複雜的剪接，透過市面上常用的影片編輯軟體「會聲會影」

之編輯步驟，說明影片之擷取及剪接過程，並輸出成為可播放之影片。    

…………………………………………………………………………………………………………………………………………………………………………………………………………………………………………………………………………………………………………………………………………………………………………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鑒於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新營高雄段工程委任監造暨專業技術顧問服務之契約文件

四、服務內容 6.0（提送服務成果)規定：「依照甲方或工程司指示，於任一工程採購案工程驗收

同意日起二十八日內，按標別提送下列各工程採購案案之服務成果」，其中(8)明載「按甲方及

工程司指定標準格式及媒體建立施工資料檔案及施工紀錄片(片長不得少於 15 分鐘)」。之前並



未有工程紀錄片拍攝之經驗，因此於接到此任務時，在對攝影器材及編輯軟體都是陌生的情況下

從頭開始摸索，經歷三個月的嘗試，總算有一些心得及成果，整理後在此提出，供同仁分享。    

…………………………………………………………………………………………………………………………………………………………………………………………………………………………………………………………………………………………………………………………………………………………………………    

    

貳貳貳貳、、、、    準備工作準備工作準備工作準備工作    

    

一、器材準備：準備 DV 攝影機及空白 DV 帶、電池充電、三腳架等主要器材，周邊配備另視拍

攝地點準備適當之器材。攝影器材須加以愛惜保護，小心使用，避免損壞。 

 

二、拍攝流程：為使拍攝過程順利，事前應對拍攝之主題加以了解。這些資料可參考承包商所提

送之品質計畫或施工計畫，也可請教相關之施工人員，一方面可對時間有效掌握，另一方面也不

會錯過關鍵性之畫面。 

 

三、安全措施：拍攝人員除於拍攝過程中紀錄畫面外，對於自身的安全也應加以注意，適當的基

本防護如安全帽、反光背心、安全鞋應具備外，對於拍攝週遭環境應提高警覺，尤其在工地多少

存在著危險，必須隨時加以注意，任何的危害都將得不償失。    

…………………………………………………………………………………………………………………………………………………………………………………………………………………………………………………………………………………………………………………………………………………………………………    

    

參參參參、、、、    攝影器材攝影器材攝影器材攝影器材    

    

一一一一、、、、DVDVDVDV 數位攝影機及儲存媒體數位攝影機及儲存媒體數位攝影機及儲存媒體數位攝影機及儲存媒體 

本工程使用之攝影機為數位攝影機（Digital Video Camera），就是所謂的 DV，DV 為應用數位視

訊格式記錄影音資料的攝影機，其清晰及穩定的畫質與 DVD 之影像品質相當。其另一優點在於

它可將視訊從攝錄放影機複製到電腦，利於拍攝後之編輯剪接，而且這之間完全沒有品質損失。

理論上 DV 的畫素越高越好，但要增加許多成本，現行標準下只要選一百萬畫素左右即已足夠。

DV 通常使用小型 DV 卡式錄影帶，另也有直接紀錄於 DVD-RW 光碟片上的機型。 

 

二二二二、、、、周邊配備周邊配備周邊配備周邊配備 

1、電池及充電器：在一般市售之 DV 標準配備中，都只配有一個標準電池，大約只能使用一個

小時，一般工程紀錄片都在戶外長時間進行拍攝，電池持續就會顯得非常重要。因此多買一到兩

個備用電池是絕對必要的。充電器則為電池充電用，視需要選購，不然只有利用 DV 直接充電。 

 

2、鏡頭保護鏡：由於 DV 鏡頭都為外露，工程進行之工地又都常塵土飛揚，環境不比在室內，

因此很容易直接接觸到塵土、水滴，容易造成鏡面污染或損傷，影響畫面的清晰度，若能加裝一

片透明的保護鏡片在鏡頭的外面，可保護鏡頭不受到直接污損。購買保護鏡時需注意鏡頭標示的

口徑的大小。 

 

3、三腳架：為了提高畫面的穩定度，三腳架當然是最理想的攝影輔助工具。在拍攝較長時間的



動作時，如果沒有三腳架那會很辛苦，影片拍攝效果也較差。 

 

4、DV 清潔帶：當 DV 攝影機磁頭變髒時，那就會造成磁帶無法正確記錄影像，或者使播放的影

像聲音失真。因此在播放 DV 所拍攝的畫面時，出現馬賽克圖樣的干擾及聲音斷斷續續，趕快利

用清潔帶，放進 DV 中讓它運轉，即可將附著在磁頭上的異物清除，讓 DV 回復正常的錄影工作。

但清潔帶不可一次持續太長的時間以免損傷磁頭。 

 

5、廣角鏡：一般 DV 攝影機鏡頭的視角都比較窄，工地現場又不一定有寬闊的空間，因此在狹

小有限的空間裏，想要拍攝一個完整的全景畫面時，可搭配外接式廣角鏡，加大攝影機鏡頭的視

角角度。 

 

6、加倍鏡：對需要長距離拍攝的人來講，若一般攝影機的鏡頭 10 倍或 12 倍 ZOOM 的望遠效果

還稍嫌不夠，則可利用加倍鏡來滿足這方面的需求。例如 10 倍 ZOOM 再加 2 倍的望遠鏡就有 20

倍的效果。但放大倍數越大，畫面也會相對不穩定。 

 

7、偏光鏡：具有減輕反光降低明暗反差作用的濾光鏡，在豔陽高照的室外，明暗反差很大，可

利用它來降低亮度過高的部份，讓畫面的明暗部份獲得適度的平衡。 

 

8、麥克風：若對收音品質要求較高可選購外接式麥克風。工程攝影倒並不很需要，因為施工機

具吵雜的音響，並不具收錄之價值，且常於剪輯中予以消音。 

 

9、輔助燈光：DV 攝影機的照度都很低，一般大都可拍攝自如。在光線較不足的室內或室外，

適時的補光能得到較理想的畫面效果，但對於戶外工程攝影的特性，因為效果有限，需求上可能

並不太大。 

 

10、背包：有適當隔層的背包可以保護 DV 攝影機及周邊配備免於碰撞或掉落，也便於攜帶。背

包大小則視個人需求，若無太多周邊配備，只放備用電池及 DV 錄影帶等物品，則只要一個小背

包即可。    

…………………………………………………………………………………………………………………………………………………………………………………………………………………………………………………………………………………………………………………………………………………………………………    

    

肆肆肆肆、、、、拍攝影片拍攝影片拍攝影片拍攝影片    

    

一一一一、、、、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    

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好的器材，若不能熟悉其操作方法，還無法發揮其功能。因此首

先就必須對攝影機操作方法有充份的瞭解，使用一台不熟悉的新攝影機，很難期待它有良好的表

現。 

 



2、穩定的畫面是攝影的第一要件，因此無論如何應減少畫面的晃動，邊走邊拍的方式儘量避免。

若只以雙手支撐，畫面常有過分的抖動，就算有些 DV 具有防手震功能，但也只能做小幅修正，

最好將攝影機固定於三角架（圖 1），或利用身邊可支撐的物品，以穩定畫面。 

                                                                                    

                                                                                    圖圖圖圖 1 1 1 1 將攝影機固定於三角架上將攝影機固定於三角架上將攝影機固定於三角架上將攝影機固定於三角架上    

二二二二、、、、鏡頭的運動鏡頭的運動鏡頭的運動鏡頭的運動    

 

1、固定畫面（Cut）：就是攝影機於固定點不動，鏡頭對準目標後，鏡頭不做推近拉遠或上下左

右的搖攝所拍攝的固定畫面，一般用於動作不大的畫面。例如基樁深度檢測，相關人員都站在基

樁口平台，只有監工人員以深度尺檢測基樁深度，就算基樁深度有 40 公尺，深度尺在孔內也看

不見，因此利用固定畫面拍攝檢測深度的動作即已足夠。 

 

2、水平搖攝（Pan）：水平搖攝畫面拍攝時先以固定畫面的方式定拍幾秒，再開始以固定速度將

攝影機以向左或右的方向，拍到欲停止的定點再定拍數秒後才停止。拍攝時須注意穩定性及流

暢，速度千萬不可忽快忽慢、斷斷續續，也不要轉來轉去，Pan 東 Pan 西，過多連續的搖攝會讓

觀看的人產生暈眩，應加以避免。一般用於表現無法在一個畫面就全部包含的場景，例如從側面

拍攝一座橋，當無法於一個畫面涵蓋橋的全景時，可先從橋的一端開始拍攝，再慢慢 Pan 到另一

端，如此則可讓觀賞者對這座橋的全貌有一概念。Pan 的速度並無一定的標準，視所要拍攝之景

物而定。如果拍攝的是靜態的景物，則速度可稍微快一點，但要以能看得清楚畫面內容為原則。

如果取景內容是動態的物體或內容相當複雜，則速度要慢一點，才能讓觀賞者看清楚畫面內容。 

 

3、垂直搖攝（Tilt）：垂直搖攝和水平搖攝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鏡頭運動方向是垂直的，只有

上和下。例如全套管基樁施作時的鋼筋籠吊放，就可以由上往下以垂直搖攝方式拍攝，來表現鋼

筋籠吊放的景象。拍攝上「Tilt」的名稱比較不常被用，所以也有人把鏡頭上下左右移動的搖攝

畫面統統叫做「Pan」。而且實際上也會有垂直及水平複合的情況，如由左上到右下，但一定要

注意畫面的穩定原則。 



 

4、變焦畫面（Zoom）：Zoom in 指的是從較廣角全景的畫面變焦到較長鏡頭的畫面，景物會由

小變大，視覺範圍則縮小，反之為 Zoom out，景物會由大變小，視覺範圍則擴大。變焦畫面會有

移動的感覺，Zoom in 好像接近物體，Zoom out 則類似遠離，但實際上鏡頭位置並未移動。例如

拍攝全套管基樁鋼筋籠之焊接，可先特寫焊接處再慢慢將鏡頭拉遠，這個 Zoom out 動作讓畫面

更為生動有趣，觀賞者可由畫面的變化看出現在焊接的位置。若用 Zoom in 的方式，先以鋼筋籠

焊接之全景開始，再慢慢將鏡頭推近到焊接的位置，這樣的動作則是在引導觀看者注意焊接處或

焊接動作。至於如何表現才恰當，則須視拍攝重點而定。恰當的運用，則具有畫龍點睛之功效，

運用不當則漫無目標，恰得其反。 

 

DV 攝影機一般都有數位變焦，為經過運算將補捉的畫面物體變大，使用後，焦距可以比普通變

焦高數倍。雖然物體變大但解析度卻大幅下降，畫質並不好，建議不用，就算要用也不要將倍數

放的太大。 

 

5、其他還有多種移動鏡頭的拍攝方法，例如 Track，Track 的原意是軌道，即指攝影機架設在軌

道上運動而拍攝的方式，但於工程攝影上，無法去架設軌道，所以一般也用不到。到目前為止只

要將上述之 1 到 4 等四種方法運用得宜，幾已可以應付工程攝影上之各種情況。 

三三三三、、、、畫面範圍畫面範圍畫面範圍畫面範圍    

 

根據攝影機與被攝物件的距離或是畫面的範圍大小來區分，可分成全景、中景、近景、特寫等畫

面。畫面的區分是相對性的，並非絕對，只有單獨一個畫面，並無法判斷是全景或是特寫。例如

墩柱或橋台相對於一座橋它則是一個近景，這座橋則是全景。若和中山高速公路拓寬工程比起來

這座橋則只是一個特寫了。 

 

1、全景又稱遠景（圖 2），將鏡頭拉至最寬廣的畫面，包含整個拍攝主體及週遭環境之畫面。

通常用作影片開頭環境介紹，主要用意在表達拍攝主題的大環境，一般會使用攝影機之廣角鏡

頭，如果仍無法完全涵蓋，可以用 pan 的方式讓觀賞者對整體場景環境有清楚概念。 

 

2、中景畫面範圍比全景小一些（圖 3），中景是在全景到特寫鏡頭間的關聯畫面。如果畫面一

下子從全景直接跳到近景或特寫畫面，缺少中景之串聯，可能會讓觀賞者一下子間無法將全景與

特寫間的關係聯想在一起，會以為是兩個獨立的場景。但是中景太多有時也會將全景與特寫間的

關係轉移。 

 

3、近景視距相對來說比中景更近一些（圖 4），一般指攝取景物的局部範圍，比較強調該景物

的表現。 

 



4、特寫是指拍攝景物的某一局部的鏡頭（圖 5），這是影片中強調細節的一種獨特而有效的攝

影表現手段。特寫是一個影片中的主要細節，一般畫面中會搭配數個特寫鏡頭。  

    



    

    

四四四四、、、、拍攝角度拍攝角度拍攝角度拍攝角度    

拍攝角度大致分為平攝、仰攝和俯攝三種。 

1、平攝：為攝影機與拍攝目標保持在一個相同的水平線上（圖 2～圖 5）。呈現出來的畫面較平

和穩定。 

2、仰攝：攝影機位置比拍攝目標低（圖 6），由下往上拍，有突顯主題的效果，例如由下往上

所拍的建物，感覺上比較雄偉高大。 

3、俯攝：攝影機所在位置較拍攝目標高（圖 7），是拍攝全景的一個好角度，可充分展現各景

物的位置與層次。 

                                   圖圖圖圖 6 6 6 6 仰視仰視仰視仰視 



    

圖圖圖圖 7 7 7 7 俯視俯視俯視俯視        

    

…………………………………………………………………………………………………………………………………………………………………………………………………………………………………………………………………………………………………………………………………………………………………………    

    

伍伍伍伍、、、、     編輯剪接編輯剪接編輯剪接編輯剪接    

    

有一個詞語叫：蒙太奇（Montage），這個詞語有幾個意思，最普遍的就是指電影的編輯剪接。

是由法文的 Montage 演變而來，含有組合、組織、結構、構造等意思，本來是建築的專門用語。

從廣泛的意義上來說，蒙太奇就是編輯。世界著名的電影理論家貝拉．巴拉秋(Bela Balazz 

1886-1952)對蒙太奇下了較為具體的解釋，他說：「蒙太奇就是把導演攝影下來一個一個的鏡頭

(Shot 或 Cut)依照著一定的順序連結，進而將這些具有連續性的鏡頭綜合，使它產生導演本身所

意圖的效果，這種創造過程可以比喻成一個工程師把一些零零碎碎的機件組合，配成一件完整的

機器一樣。」 

 

工程紀錄片並不需要太複雜的剪接技巧，但如果多了解一些電影的剪接手法，則更能增加影片之

可看性。當然不暸解也無所謂，只要合理具實呈現即可。沒有經編輯整理過的帶子，無法清楚呈

現拍攝主題。例如一個吊梁過程，總要花費許多小時甚至兩三天，長時間拍攝下來的影片直接拿

來放，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也有沒那麼多時間，因為有許多的動作過程緩慢且重複。而剪輯正

是對拍攝帶內容編輯整理，讓拍攝主題呈現的過程。 

 

以下簡單介紹影片編輯軟體「Ulead Video Studio 7.0」 (會聲會影 7)的操作流程。Video Studio 的

操作方式採用了逐步式的工作流程，按部就班進行編輯工作。依我的經驗學習 Video Studio 並不

困難，依據說明書的步驟很快就可做出簡單的影片，若再加以深入研究則可做出更多變化，增加

影片之可看性。 

一一一一、、、、擷取擷取擷取擷取 

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是一個非營利機構，專門在設定並檢閱電子



業界的標準。IEEE 1394 此標準可替電腦和 DV 攝錄放影機、錄影機或任何一種數位音訊/視訊裝

置提供高速的串列連接。DV 攝影機利用 IEEE 1394 介面搭配 IEEE 1394 傳輸線（圖 8），連接有

安裝 IEEE 1394 擷取卡之電腦（圖 9），將所拍攝之影片傳輸到電腦上。Video Studio 則將擷取到

之視訊存成不同檔名之視訊檔案以利編輯。擷取視訊可說是很吃力的電腦工作。它牽涉到很高的

資料速率，需要極大量的磁碟空間，因此 CPU 速度不夠快、記憶體及硬碟容量不足，都可能讓

擷取失敗，後續影片編輯也會非常吃力。 

                

二二二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    

Video Studio 會聲會影之編輯步驟有腳本模式及時間軸模式。 

 

1、腳本模式可將素材迅速簡易的加至影片內，並安排、編輯、修剪或分割專案要用的視訊素材，

並調整素材的播放速度。 



2、時間軸模式依水平方向切成視訊、覆疊、標題、語音和音樂軌，根據各素材在每個資料軌內

的位置，精確地顯示事件在影片中的時間與位置，可供精準地進行修剪與編輯動作（圖 10）。 

                          

圖圖圖圖 10 10 10 10 會聲會影編輯畫面會聲會影編輯畫面會聲會影編輯畫面會聲會影編輯畫面    

三三三三、、、、特效特效特效特效 

轉場特效可讓一個場景逐漸轉換成下一個場景，讓畫面的轉換合理，不至於太過迅速而感覺突

兀。圖庫提供了多種的轉場效果供應用，例如清除、翻轉、翻頁、黏合…等，讓轉場更為順暢。

至於哪一種特效適合放入，則須視前後場景之內容配合需要。 

    

四四四四、、、、覆疊覆疊覆疊覆疊 

覆疊步驟提供一個資料軌，可加入視訊和影像，以增強簡介與字幕影片，類似子母畫面。 

 

五五五五、、、、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標題步驟提供一個標題軌，於影片開頭和結束配上標題，或適時地在影片中間加入標題或字幕，

以說明影片內容，讓觀眾瞭解影片，有助於提升觀眾的瞭解程度。 

 

六六六六、、、、音訊音訊音訊音訊 

音訊步驟包含了兩個資料軌：「語音軌」和「音樂軌」。可以錄製旁白或是加入與影片內容相互

配合之背景音樂，增添影片之氣氛。 

「會聲會影」支援 MP3 檔案和一些常見的音訊檔格式，方便直接插入音樂軌內。其實「語音軌」

和「音樂軌」是相同的，都可以放入音訊素材。在錄製了語音旁白，或是加入音樂素材後，都可

在時間軸內修剪這些音訊素材，以配合影片之需要。 

 

七七七七、、、、共用共用共用共用 

匯入影片之後，安排場景、套用特殊效果、覆疊影像、加入標題、語音旁白、加入背景音樂。透

過拖放、剪接完成。影片內的所有素材即可整合成一個視訊專案檔 (*.VSP)。當所有資料都預備

妥當之後，電腦就會蒐集建立最後影片檔需要的所有資訊，此流程稱為建構。 



 

專案建構完成，可由此步驟轉成適合各用途的視訊檔格式。例如 AVI 檔、DVD、VCD、MPEG-1、

MPEG-2、Real Video 串流檔、Windows Media 串流檔等，也可將影片錄回 DV 攝錄放影機，或

是將專案燒錄成 DVD、SVCD 或 VCD 光碟。通常將完成之專案轉成 MPEG-2 之檔案，可直接於

電腦上以播放程式播放，也可成為其他專案之影片素材作為編輯之用。表 1 為一段 38 秒之影片

轉成不同格式視訊檔之比較。內容相同但格式不同，檔案大小差異甚大，解析度也不同。 

表表表表 1 1 1 1 不同格式視訊檔解析度及檔案大小比較不同格式視訊檔解析度及檔案大小比較不同格式視訊檔解析度及檔案大小比較不同格式視訊檔解析度及檔案大小比較    

視訊格式 AVI 檔 MPEG-2 MPEG-1 Windows Media Real Video 

視訊解析度 

720 X 480 

29.97 fps 

720 X 480 

29.97 fps 

352 X 240 

29.97 fps 

320 x 240 

30 fps 

320 X 240 

15 fps 

檔案大小 135M 23.6M 6.43M 3.36M 0.649M 

MPEG-2 比 MPEG-1 之解析度高，它是 DVD 等產品所使用的視訊與音訊壓縮標準。對於 NTSC 

DVD 而言，MPEG-2 其視訊解析度為 720x480 像素，資料速率為 29.97 fps。MPEG-1 則為為 

352x240 像素，用於 VCD 等產品上的視訊與音訊壓縮標準。NTSC 為北美地區、日本、台灣等

地區的視訊標準。  

…………………………………………………………………………………………………………………………………………………………………………………………………………………………………………………………………………………………………………………………………………………………………………    

    

陸陸陸陸、、、、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影片的拍攝牽涉許多層面，一部影片從拍攝到剪輯，除了需要各方面軟硬體的配合外，也需要花

費許多時間才得以完成。另外還牽涉藝術美感等主觀的看法，則不是本文所要表達的層面。工程

紀錄片和一般電影比起來較單純許多，不必去刻意特寫人物的表情，只需清楚詳實紀錄，合理表

達工程之進行即可。 

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摸索，會花費許多時間，希望以上簡介能讓遇到相同問題且同樣沒有經驗的

同仁減少摸索的過程。另外也建議觀摩他人拍攝之影片，或觀賞電視上播放的紀錄片，在欣賞的

過程中必能增進拍攝剪輯之技巧。    

 

 



    

…………………………………………………………………………………………………………………………………………………………………………………………………………………………………………………………………………………………………………………………………………………………………………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基樁載重試驗（pile loading test）在工程契約中所佔份量微不足道，但試驗結果可能影響後續工

項之進行，其影響力及重要性不容輕忽。國內長久以來所採用研判基樁容許承載力的規範允稱嚴

苛，若試驗結果並不正確而據以引用進行研判，則後果不難想像。常見到在試驗過程試驗樁沉陷

量發生異常現象，其數值可達 1.2 公厘以上，足以影響基樁承載力之研判，但迄未被工程界重視。

而解決此一問題，似無關乎太深奧的理論，而經由實務面著手並以比較負責任的態度去處理就可

迎刃而解。    

…………………………………………………………………………………………………………………………………………………………………………………………………………………………………………………………………………………………………………………………………………………………………………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基樁載重試驗是評估及確認基樁承載力（pile bearing capacity）極為重要的一項手段，雖然大地工

程師也可以透過 N 值、打樁公式或其他方法推估基樁的承載力，但就可信度及有效性而言似乎

捨此無它。正因為如此，國內各項重大交通建設或民間較具規模的建築或建廠工程，在基礎結構

施工階段，依然不乏實施基樁載重試驗以資確認基樁設置是否符合設計需求的案例。 

 

基樁載重試驗可以在設計階段與施工階段實施，前者都進行到極限載重發生止，以評估基樁承載

力，其對設計工作頗為有用；而後者則進行到設計載重的兩倍或降伏載重，其目的在確認施工後

基樁的承載力是否與設計值相符。據瞭解，國內過去及現在常見到的都屬施工階段實施的載重試

驗。 



美國材料試驗學會（ASTM）的「D1143」【註 1】或日本土質工學會（JSSMFE）的「基樁的垂

直載重試驗方法及其解說」【註 2】對基樁載重試驗皆有極其清晰明確的規定，本不容再對此置

喙，惟實務性文字迄今言鮮少見到，在此筆者抱著野人獻曝的心情不揣簡陋，借我中華技術一角，

淺談基樁載重試驗實務，內容包括準備工作、試 驗設備、試驗方法、試驗實施、試驗報告及結

果分析。    

…………………………………………………………………………………………………………………………………………………………………………………………………………………………………………………………………………………………………………………………………………………………………………    

    

貳貳貳貳、、、、    準備工作準備工作準備工作準備工作    

    

基樁載重試驗從開始到結束，所需時間因試驗方法而異，從十幾小時到數十小時不等，與此相比，

其準備工作則需要較長時間。準備工作包含以下幾個項目：確定基本項目、到工地實地勘察或藉

由設計圖了解試驗樁的尺寸及位置、撰寫試驗計畫書、試驗樁頭處理、試驗設備的設置及試驗場

地的整理等等。 

 

一、基本項目 

基本項目至少包括基樁的種類、尺寸、配置、基樁施工期程、可進場試樁期程、最大試驗載重、

反力方式（採錨樁反力式或呆重方式）、試驗規範等。另外，試驗目的、地質條件，基樁的施工

方法等亦宜加以瞭解。 

 

二、 最大試驗載重及試驗規範 

由於最大試驗載重是選用反力鋼梁尺寸及油壓千斤頂（hydraulic jack）加載能量的重要指標，若

採呆重方式試樁，其影響層面更廣；至於試驗規範對增減載重方式、最大試驗載重及解壓後零載

重的維持時間、基樁容許承載力之研判等皆有所規定，也直接左右試驗工作所需期程，兩者重要

性不言可諭。一般而言，基樁最大試驗載重及試驗規範皆詳載在設計圖說或契約特訂條款中，準

備工作階段即應加以充分理解。 

 

三、 試驗樁的尺寸及配置 

試驗樁的尺寸及配置有必要到工地現勘或藉由查閱設計圖加以了解，因其與載重試驗所需之反力

鋼梁尺寸、反力設備及其他後續準備工作有密切關係。基於一般工程絕大多數都規劃以工作樁充

當試驗樁，有些已施工基樁情況可能與試驗規範有所牴觸，在準備工作階段應設法加以克服。 

 

四、 試驗計畫書 

試驗計畫書內容通常包含：工程名稱、地理位置、試驗樁種類及尺寸、試驗樁配置、試驗設備設

置、反力設備及其應力檢核、油壓千斤頂、加載減載方法、量測項目、量測時間、記錄項目、報

告提出及基樁容許承載力評估研判。 

 

五、 試驗樁樁頭處理 

若樁頭在打樁階段受損，其受損部份在試驗前應除去並加以補強處理【註 3】。以目前工程界使



用最廣泛的反循環基樁或全套管基樁為例，首先將劣質混凝土（lean concrete）敲除，接著組立模

板澆置混凝土使樁頭頂面達到符合圖說規定或比較適合試驗的高程。 

 

樁頭處理著重垂直及水平，故其表面須充分整平，另為避免發生應力集中，可先在樁頭表面平舖

薄層細砂，俾舖設承載板（bearing plate）。 

 

承載板應有足夠厚度及勁度，並以階梯狀由大而小向上舖設，以使載重均佈傳遞到樁頭上。另一

方面，由於試驗過程中，承載板也可能發生變形，量測樁頭變位量的量測儀器不宜直接設置在承

載板上，而應在樁頭周圍設置一環箍，再在每隔九十度角設置一平整面板上加玻璃板，以供設置

量測儀器。 

 

六、 試驗設備的設置及試驗場地的整理作業 

載重試驗設備及相關裝置應確實依據試驗計畫設置，而試驗過程為防止受到日照風雨的影響，試

驗場地應加設帳篷之類設施，且場地周圍應設置排水溝，若在坑內作業則宜備有抽水機，以確保

試驗工作不因積水而中止。而接近試驗場地的重機械、車輛或工程等所產生的振動，是否對試驗

的量測造成影響，應加以評估，必要時宜有適當因應措施。此外，基樁施工後到載重試驗實施，

其淨置時間黏土地盤至少兩周以上，而砂質地盤至少 5 天以上【註 4】，以期土壤受擾動之後有

充份時間可恢復原來結構。由於準備工作可在淨置期間進行，可視為併行作業。    

…………………………………………………………………………………………………………………………………………………………………………………………………………………………………………………………………………………………………………………………………………………………………………    

    

參參參參、、、、    試驗設備試驗設備試驗設備試驗設備    

    

一、試驗設備的構成 

試驗設備主要由加載設備、反力設備、量測儀器、防日照雨淋設施等構成。而量測儀器裝置一般

由量測載重值、樁頭變位量、時間等儀器及參考梁（reference beam）與參考點所構成。 

 

二、加載設備 

加載設備由油壓千斤頂及承載板所構成，千斤頂頂部必須備有曲面球承（spherical bearing）或萬

向接頭（universal head），並併同油壓表（pressure gauge）完成校正備有試驗報告。有關千斤頂

校正，可參照 ASTM E4【註 5】，其建議每年校正一次，若有必要則縮短校正時間間隔。千斤頂

須具有最大試驗載重 120％以上加載能量【註 6】，並有足夠衝程（stroke）以適應試驗樁的沉陷、

反力鋼梁等的變形。千斤頂的衝程與樁頭沉陷量、錨樁上浮量、反力鋼梁的撓度、錨碇材料的伸

長量、鋼材間的磨合量等等的總和與有關，通常以具備 20 公分為宜。若採用兩個（含）以上千

斤頂進行試驗時，應使用相同規格的機種以確保可同步操作。千斤頂及其操作 ASTM 規定應符

合 ANSI B30.1 之規定【註 7】。 

千斤頂配備之油壓表，具有足夠精度可以計測較小載重值。另一方面，千斤頂校正有正壓與回壓

兩條曲線，一般校正試驗報告皆附有線性回歸方程式，可藉此計算增載及減載所對應的壓力表讀

值。 



千斤頂儘量使用體積小、重量輕、精度佳、耐久性好的機種，並以使用分離式機型較為便利。所

謂分離式千斤頂就是千斤頂本體與油壓機（oil pump）各自分開，兩者間由一條油壓管連結。此

種千斤頂因不必在試驗樁近側操作，萬一發生意外，試驗相關人員可確保安全。此外，尚有一種

雙動型 (double acting) 機種，即千斤頂本體與油壓機之間由兩條油壓管連結，增載及減載皆經由

油壓機的閥門切換加以操作。這一類型千斤頂使用極為方便，惟國內並不多見。又油壓機有手動

式、電動式及兩者兼備的各式機種，規模較大或最大試驗載重超過千噸以上的載重試驗以採用電

動式機種為宜。 

 

三、反力設備 

圖 1 所示為反力方式示意圖，以下就不同的反力方式稍加說明。 

 

（一） 地錨反力（reaction by ground anchor） 

僅有一支試驗樁而無其他基樁時，可採用地錨反力方式提供反力設備，如圖－1（a）所示。此一

方式堪稱簡單又方便，但只適合規模較小的載重試驗，就規模較大的工程而言並不切實際。 

 

 

圖圖圖圖 1 1 1 1 反力方式示意圖反力方式示意圖反力方式示意圖反力方式示意圖    

    

（二）呆重反力（reaction by dead load） 

當工地僅有一支試驗樁而無其他基樁時，而前述地錨反力方式並不適用時，則反力來源常需依賴

呆重，也就是在試驗樁周圍先設置支承座，架設反力鋼梁、平台，然後在平台上面放置呆重，如

圖 1（b）所示。通常多採用鋼錠（ingot）或混凝土塊當作呆重，惟混凝土單位體積重僅及鋼鐵

的三分之一不到，體積十分龐大，是其缺點。另一方面支承座應間隔試驗樁一定距離，以免對試

驗樁產生束制影響，而支承座對地面所產生的壓力，應事先加以評估，例如地面下有無軟弱層，

是否可能發生不均勻沉陷。若呆重放置後，支承座大量下陷，可能導致試驗開始前反力鋼梁已經

與試驗樁接觸，甚至大部份呆重已經傳遞到試驗樁，形同對試驗樁預壓，則試驗便無法進行。此

外，嚴重的不均勻沉陷可能危及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不宜忽視。因此由鋼梁所構成的平台應有

強有力的相互固定機制（例如以螺栓鎖定），而呆重設置過程及試驗中皆應有專人對反力設備進

行觀測以維安全。 

 

（三）錨樁反力（reaction by anchor piles） 

若工地配置有足夠基樁而位置適當，則可採用錨樁反力方式，也就是架設反力鋼梁，利用高拉力



鋼棒或鋼筋將反力鋼梁與周邊的基樁錨定，提供載重反力，由於較經濟、安全且實用，最廣泛被

採用，如圖 1（c）所示。惟錨樁與試驗樁之間仍應有一適當間距，以免間距太近損及試驗準確

性，圖－2 所示為錨樁與試驗樁間距示意圖。就錨樁與試驗樁之間維持一適當間距乙節，預力混

凝土樁或鋼管樁因樁徑較小，通常容易辦到；惟場鑄樁（bored pile）如反循環基樁或全套管基樁

因管徑較大，所需間距較大，適當之鋼梁並不易覓得，或須特別訂製或須補強，儼然龐然大物，

不管運輸或吊裝皆極為不便。由於錨樁反力方式係以基樁的摩擦力做為主要反力來源，通常可藉

由土壤柱狀圖中的 N 值核算錨樁的抗拉拔力是否足夠。 

 

試驗時，試驗樁受到軸向壓力，平衡此一軸向壓力者除了基樁周圍土壤的摩擦力之外，尚有樁底

端的點承力；而錨樁此時則受到軸向拉力，平衡此一軸向拉力者僅有基樁的摩擦力。惟錨樁數常

為四支或兩支，其受力僅及試驗樁的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經核算通常不致有問題。不過過去曾

經歷過原本沒有問題的單純試驗，卻在試驗到某一階段發生載重無法增加的奇怪現象，經過仔細

查察之後才發現錨樁有異常的上浮量（up lift），經研判是預力混凝土樁上下樁的電銲作業不確

實所致。也就是碰到預力混凝土樁並有上下樁接樁情況時，應注意上下樁銲接確實可靠，避免經

打樁機夯打後銲道斷裂，導致上下樁脫離，則試驗時便無法得到下樁的反力。於是試驗進行到某

一階段，就出現錨樁上浮量偏高的現象，導致試驗無法順利完成。目前國內工程受到環保意識高

漲的影響，都會區或住宅區已經不再使用振動噪音較大的預力混凝土樁，惟臨海地帶設廠工程則

仍有使用預力混凝土樁情形，前述情形建議加以注意。 

 

上述各種反力設備與試驗樁中心的間距心到心應大於試驗樁樁徑的 3 倍或 2.5 公尺，如圖 2 所示

【註 7】。    

    

圖圖圖圖 2 2 2 2 反力設備與試驗樁間距示意圖反力設備與試驗樁間距示意圖反力設備與試驗樁間距示意圖反力設備與試驗樁間距示意圖    

    

（四）反力鋼梁及錨定材料（reaction beam and anchoring materials） 

反力鋼梁有主梁與副梁之分，通常以一支主梁將反力傳遞至兩支副梁，再由副梁透過錨定材料將



反力傳遞到錨樁上面，這種以 H 形架設反力鋼梁的的安排方式較為妥適，反力之檢核容易；相

對的若採十字交叉方式架設反力鋼梁，雖可減少一支鋼梁，但反力的檢核相當複雜，且效果大不

如前者，一般較不受歡迎。 

 

除了反力鋼梁之外，錨定材料也頗為重要。一般試樁工作絕大都就地取材以工地現有鋼筋當作錨

定材料，利用電銲直接將鋼梁與錨樁連結成一體，這種做法表面上似乎既簡單又經濟，面對小型

基樁或許可行，但面對規模較大的基樁則不建議使用。主要理由乃是錨定鋼筋有長有短，有垂直

有偏斜，伸長量不一，容易發生偏心，缺乏穩定性。較正確的做法乃是反力鋼梁上面放置小鋼梁，

錨樁上設置開孔錨筒，另一小鋼梁插入錨筒開孔中，然後錨定拉桿或鋼棒才插入上下小鋼梁，之

後上下以螺栓加以固定，這種做法較為費時且費用較高，但就反力的傳遞及穩定性而言，並非以

鋼筋做錨材的做法所可比擬。照片 1 所示為預力混凝土錨樁設置錨定鋼筒的情形。 

 

各類反力鋼梁的抗彎、抗剪、抗拉等應力、撓屈量及電銲部份連同錨碇材料應逐一核算，並載明

於試驗計畫書中。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1 1 1 1 預力混凝土錨樁設置錨定鋼筒預力混凝土錨樁設置錨定鋼筒預力混凝土錨樁設置錨定鋼筒預力混凝土錨樁設置錨定鋼筒    

四、 量測儀器及其他設備（measuring devices and others） 

量測儀器包括油壓表、測微計、計時器、參考梁及參考點等，以下逐項加以說明。 

（一）油壓錶（pressure gauge） 

油壓表應連同千斤頂於使用前完成校正，確認實際載重與油壓錶讀值呈現穩定的線性關係，已如

前述。油壓錶須具有 5%以內的精度【註 9】，其安裝在油壓機不可漏油，此外錶指針與錶面應

維持一定距離不可有卡住情形，並能靈敏正常轉動。 

必要時除千斤頂外，可附加載重元（load cell）對載重量作雙重確認，後者屬電子儀器，反應極



為敏銳，其精度可達 2%，可補油壓表靈敏度之不足。但較大規模的載重試驗，可派上用場的載

重元則不多。 

 

（二）測微錶（dial gauge） 

測微錶係用來量測試驗樁的樁頭變位量（displacement of pile head）及錨樁上浮量，一般最小讀值

可達 0.01 公厘，最大量測量可達 5 公分。測微錶有機械式與電子式之分，晚近使用電子式測微

錶與電腦連線，可同步自動記錄，極為方便。 

通常使用四個測微錶量測試驗樁樁頭變位量，而使用一個測微錶量測錨樁上浮量，試驗過程以量

測試驗樁變位量為主，量測錨樁上浮量則僅供參考之用。圖 3 所示為樁頭變位量量測儀器設置示

意圖。 

 
     

圖圖圖圖 3 3 3 3 樁頭變位量量測儀器設置示意圖樁頭變位量量測儀器設置示意圖樁頭變位量量測儀器設置示意圖樁頭變位量量測儀器設置示意圖    

除測微錶之外，ASTM 規定須設置鋼線（wire）、鏡面（mirror）及鋼尺（scale）做為樁頭變位量

的量測補助系統，或利用精密水準儀對樁頭及參考點進行高程測量以資比對【註 10】。 

 

（三）計時器（timer） 

計時器可使用一般的時鐘或碼錶，若有定時鬧鈴更佳。由於基樁的變位量因載重作用之後不斷產

生經時變化，增載、減載及記錄變位量的時間必須準確掌握。 

 

（四）參考梁（reference beam） 

參考梁由兩支 H 型鋼或 I 型鋼及參考梁支撐所構成。參考梁是量測樁頭變位量的基準點，又被稱

為基準梁或「不動梁」，可見必須十分堅固而穩定，重要性不待言。參考梁若能架設在工作樁

（working piles）上面是最好不過，但這樣的機會並不多，所以應利用重機械將大型角鋼或鋼管

貫入到地下做為參考梁的支撐，此一支撐又稱為參考點（reference point）。參考點與試驗樁及錨

樁間應維持適當距離，以免除樁變位對參考梁的影響，圖 4 所示為參考點與試驗樁及錨樁的間距

示意圖【註 11】。由於這項要求涉及作業空間，若須在坑內作業，開挖面積更須擴大，往往不

容易做到。 



      

                        圖圖圖圖 4 4 4 4 參考點與試驗樁及錨樁的間距示意圖參考點與試驗樁及錨樁的間距示意圖參考點與試驗樁及錨樁的間距示意圖參考點與試驗樁及錨樁的間距示意圖 

 

 參考梁架設在支撐時，應注意一側為固定（fixed），另一側為滾軸（roller），亦即利用此一機制

使參考梁可自由水平移動而不因溫度變化而受到束制【註 12】。 

 

不過儘管以高標準設置參考梁，很多場合仍不難見到試樁的結果樁頭沉陷量異常，亦即原應呈沉

陷狀的卻呈反彈狀的現象。面對此一現象，很多人士私下常以地下水、孔隙水壓或潮汐影響（若

工地在海邊）來加以解釋，而採自由心證方式修正試驗結果，稍加檢討，並非負責任的做法。解

決此一問題的方法容後說明。 

 

（五）防日曬雨淋帳蓬及導排水設施 

試驗過程為避免場地遭受日曬雨淋，應搭設帳棚，而週圍設置導排水設施亦有其必要，如在開挖

後的坑底工作更須備有抽水機，以確保豪大雨時試驗依舊能持續進行。 

圖 5 所示為採錨樁反力方式的基樁載重試驗的設備構成圖【註 13】。 



    

…………………………………………………………………………………………………………………………………………………………………………………………………………………………………………………………………………………………………………………………………………………………………………    

    

肆肆肆肆、、、、試驗方法試驗方法試驗方法試驗方法    

    

一、載重分階（loading procedures） 

如前所述，載重試驗可分為設計階段與施工階段兩種不同性質的試驗，若針對施工階段的工作樁

實施載重試驗，最大試驗載重應為設計載重之二倍，載重按設計載重之 25、50、75、100、125、

150、175、200％逐次增加。 

 

二、 載重循環（loading cycles） 

載重循環可分為單循環與多循環兩種，圖 6 所示為載重循環示意圖【註 14】。單循環載重試驗

方式可以較短時間完成試驗，多循環載重試驗方式則需時較長，但可獲得較多的試驗資料。 

 



              

             

                  圖圖圖圖 6 6 6 6 載重循環示意圖載重循環示意圖載重循環示意圖載重循環示意圖    

三、載重的維持時間及量測時間 

以圖 6 所示為例，概要說明新載重（new load）、復載重（reload）及零載重（zero load）的維持

時間。新載重指的是試驗過程首次施加的載重，復載重指的是前已施加過的載重，而零載重指的

是無載重狀態之謂。以單循環試驗為例，新載重維持二小時，若沉陷速率不超過每小時 0.25 公

厘，即可繼續加載；復載重與零載重皆維持 30 分鐘；最大試驗載重及完全解除載重後的零載重

則皆維持 24 小時。 

 

量測時間如下所述：新載重為 0、1、2、5、10、15、30 分鐘，以後間隔 15 分鐘量測樁頭變位量；

復載重及零載重為 0、15、30 分鐘量測樁頭變位量；最大試驗載重及完全解除載重後的零載重則

第二小時以後每間隔一小時量測樁頭變位量。 

 

四、量測項目 

量測項目包含時間、載重、樁頭沉陷量、錨樁上浮量、大氣溫度及其他。 

…………………………………………………………………………………………………………………………………………………………………………………………………………………………………………………………………………………………………………………………………………………………………………    

    

    



伍伍伍伍、、、、    載重試驗的實施載重試驗的實施載重試驗的實施載重試驗的實施    

基樁載重試驗開始前，須先進行加載設備、反力結構、遮日雨設施、參考梁的安裝，然後進入實

際載重試驗，試驗結束後則將上述設備拆除運離工地。試驗是否能順利安全進行，試驗結果是否

足以確切評估基樁容許承載力，端賴準備工作的充份完備以及載重試驗確實按照計畫實施。以下

針對載重試驗的實施，概要說明若干注意事項。 

(一)試驗人員編組（testing personnel） 

載重試驗一旦開始就必須日以繼夜持續進行而到結束，人員工作編組至少應有日夜班之分，並配

備有安全維護人員。 

(二)試驗前的注意事項 

經確認試驗設備設置妥當，天候狀況亦合適即可按計畫開始試驗，下列為試驗前注意事項：1.

確認各類反力鋼梁與計畫書所列相符，其安裝後應維持水平狀態，忌傾斜，且不可直接置於千斤

頂上（此點最為一般人所忽略！）；2.千斤頂及鋼梁間設置曲面球座或萬向接頭，以防偏心載重

（eccentric loading）發生；3.電銲的銲道及喉長應確保經歷最大試驗載重錨定材料無破壞之虞；

4.參考梁系統與試驗樁及錨樁維持合適距離並呈互為獨立不干擾狀態；5.照明及停電用發電機是

否妥適安排；6.遮日雨設施應牢固不易破損，以維試驗正常進行。照片 2 所示為載重設備設置後

的情形。 

                                                                

三、試驗中的注意事項 

開始進行載重試驗之後，應確依計畫堅守崗位按部就班執行試驗，並不斷來回巡視檢查反力結構

是否發生異常變化。以下所列為試驗中的注意事項：1.載重增減、時間維持及樁頭變位量的量測

應確實按規範或計畫書辦理；2.載重是否確實維持，油壓錶指針若有下滑，應即刻補充。此外，

靠近油壓表附近的閥門應保持開啟狀態，不可加載後即加以關閉；3.試驗期間避免重型機械通過

或振動激烈的工程持續進行；4.油壓千斤頂是否漏油；5.錨樁上浮量是否異常，若錨樁上浮量太



大，千斤頂便無法增加載重；6.參考梁是否穩定，試驗樁沉陷量是否異常；7.拍攝試驗照片，若

能以數位攝影機攝製試驗過程重要部份尤佳；8.試驗記錄項目包含：試驗起始日期與時間、試驗

人員姓名、天候狀況、試驗設備與試驗樁的配置、試驗設備與試驗樁的照片及其他應記載事項；

9.確認試驗結果資料足以研判試驗樁的容許承載力。 

 

以下簡要介紹上面注意事項第 6 項所述「試驗樁沉陷量異常」的解決方法。其實基樁載重試驗樁

頭變位量出現負值，乃因參考梁受溫度影響產生變形所致。可在試驗前一天，以試驗樁當做參考

點而對參考梁變形量進行觀測。大約間隔一小時量測一次參考梁變形量，同時記錄當時的溫度，

歷經 24 小時之後，便可以得到一完整的參考梁變形量與時間及溫度與時間的曲線圖，如圖 7 所

示【註 16】。稍加觀察此圖，可以發現參考梁變形量與時間曲線先向上爬升，然後向下俯降，

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參考梁變形量維持水平移動，然後再向上爬升，而曲線最終呈現閉合狀。另

一方面，從圖中可以窺知參考梁變形與溫度變化有一定關係，也就是呈現溫度上升向上翹，溫度

下降向下掉的趨勢，變形量最大可達 1.2 公厘，相對的溫度最低為 26℃，最高為 32.5℃。載重試

驗開始之後，除載重量、試驗樁樁頭變形量、錨樁上浮量之外，應每間隔一小時記錄溫度一次。

一邊試驗一邊描繪沉陷量與時間曲線時，往往就可以察覺到試驗樁樁頭變形量出現異樣，但最明

顯的地方應該是最大試驗載重維持 24 小時或 48 小時的過程出現變形量曲線起伏的異常情形。從

圖 8 所示的載重試驗的沉陷量與時間曲線【註 17】中，吾人可看到原記錄曲線與修正後曲線間

的明顯差異，而修正所根據的即試驗前所做的如圖 7 所示的參考梁變形量觀測成果。 

                                        
    

圖圖圖圖 7 7 7 7 試驗前參考梁變形量與時間及溫度與時間的曲線圖試驗前參考梁變形量與時間及溫度與時間的曲線圖試驗前參考梁變形量與時間及溫度與時間的曲線圖試驗前參考梁變形量與時間及溫度與時間的曲線圖    

上述經驗得自 1985 年 9 月筆者於高雄市從事 T.F.C. Ammonia Terminal Project 基樁載重試驗的工地

【註 18】。蒙當時任職於千代田化工（Chiyoda Kako K.K.）的日本土木工程師新井邦彥先生（Mr. 

Kunihiko Arai）的指導及建議，首度做了上述嘗試，發現原以為不可解的異常現象只要稍加費心

並不難處理。藉此機會，謹向日本同行新井先生致謝。 



據查預力基樁及鋼管樁打設在砂質地盤且其沉陷量較小的場合，試驗樁樁頭沉陷量呈現異常數值

的機率較多，而場鑄樁發生的機率則較少。 

 

四、試驗中斷及結束 

若試驗過程發現試驗設備或試驗樁出現異常現象時，應迅速中斷試驗，若經處置後排除異常且研

判可恢復試驗，則可再進行試驗，但應將異常事項詳予記錄。 

若經確認試驗已順利完成，或因異常無法排除或試驗樁沉陷量偏大已達極限狀態而無法依計畫完

成試驗時，則可結束試驗。 

                                
                                                            圖圖圖圖 8 8 8 8 載重試驗的沉陷量與時間曲線修正前後的比較載重試驗的沉陷量與時間曲線修正前後的比較載重試驗的沉陷量與時間曲線修正前後的比較載重試驗的沉陷量與時間曲線修正前後的比較    

    

…………………………………………………………………………………………………………………………………………………………………………………………………………………………………………………………………………………………………………………………………………………………………………    

    

陸陸陸陸、、、、  試驗報告試驗報告試驗報告試驗報告    

    

一、試驗報告 

試驗報告至少應包括下列項目：1.試驗地點之地質狀況（地質鑽探報告）；2.試驗樁的種類形狀

及尺寸；3.載重及沉陷量紀錄表；4.載重－沉陷量－時間曲線，如圖 9 所示【註 19】；5.試樁過

程中的異常正常現象。 

 

二、結果分析 

試驗後對結果進行分析研判，其主要目的在決定容許承載力，其由下列三者中取小值：1.載重沉

陷量曲線降伏點（yielding point）對應載重之半，為容許承載力；2.載重維持 24 小時以後所產生

之樁淨沉陷量以不超過每噸 0.25 公厘時對應的載重之半，為容許承載力；3.基樁在承受載重 48 

小時後其淨沉陷量（net settlement）不得超過６公釐時，其對應的載重之半為容許承載力。 

    



                                                                                                

    
圖圖圖圖 9 9 9 9 載重載重載重載重－－－－沉陷量沉陷量沉陷量沉陷量－－－－時間曲線時間曲線時間曲線時間曲線    

 

以上三者中，以第 3 種所列最為明確，容易研判，但也較為嚴苛。嚴格說，頗多場鑄基樁並不容

易通過此一嚴苛檢驗。至於研判載重沉陷量的降伏點並不容易，也就是頗多試驗結果並未能找到

降伏點，這時候便可將最大試驗載重視為降伏點載重，取其半值則得容許承載力。想必這也是基

樁的最大試驗載重為何最少是設計載重的兩倍的主要原因。 

 

有關藉由載重試驗結果研判分析基樁承載力的方法，日本土質工學會的「基樁的垂直載重試驗方

法及其解說」一書中的「附錄－3 依據各種基樁的垂直載重試驗調查檢討承載力特性」及對岸的

地工學者沈保漢氏於日本「基礎工」1983 年 10 月號及 11 月號兩期雜誌發表過「藉由載重試驗研

判基樁的垂直承載力」羅列世界各國二十餘個規範的專文，可供參考。    

…………………………………………………………………………………………………………………………………………………………………………………………………………………………………………………………………………………………………………………………………………………………………………    

    

柒柒柒柒、、、、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基樁載重試驗是大地工程領域中屬較簡單的試驗，但動用的人力物力之龐雜卻遠非其他試驗所可

比擬。從事者除須具備大地工程基本認知之外，對結構力學也不能毫無概念，此外為確保試驗的

安全實施，對工安方面也須充分重視，因此將它當作重大工程的縮影並不為過。個人過去從事基

樁載重試驗十餘年，經歷過不少大小戰役，稱得上是這一行的老兵。目前偶而到各工地稽查，見

到的試樁工作除了量測設備電子化確較過去進步之外，其他方面似仍停滯原地不動，殊為可惜。

今將工作實務批露如上，熱切期盼對有意認識基樁試驗的工程師有所幫助，惟個人學淺識薄，蒼

促成文，謬誤之處必在所難免，尚祈前輩先進不吝賜教，感激不盡。    



    



 

…………………………………………………………………………………………………………………………………………………………………………………………………………………………………………………………………………………………………………………………………………………………………………    

    

一一一一、、、、    評估液化潛能所採取之設計地震加速度如何決定評估液化潛能所採取之設計地震加速度如何決定評估液化潛能所採取之設計地震加速度如何決定評估液化潛能所採取之設計地震加速度如何決定？？？？是否工程上絕不允許液化發是否工程上絕不允許液化發是否工程上絕不允許液化發是否工程上絕不允許液化發

生生生生？？？？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欲評估基地之設計地震力，應以或然率理論為基礎，考量工址附近之地質環境（包括板塊運

動、地質構造、斷層位置、活動性等），以及過去發生之地震規模及發生機率，並考量工址地層

性質，進行地盤反應分析，以決定地表運動之特性及大小，作為設計之基準。  

‧ 對於一般之工程，可直接引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1999 ）之台灣地區震區劃分圖。該

分區圖係由地震危害度分析而得，代表台灣地區在 50 年內超越機率為 10 ％ （ 相當於回歸期

為 475 年之地震）之預期加速度值。  

‧ 通常地震係數可分為安全設計地震及最大設計地震兩類。在安全設計地震 （ 小地震 ） 作

用下，結構體之應力必須維持在彈性範圍內，變位量應滿足結構之容許變位，隧道中心線下方不

容許發生液化情形；最大設計地震情況下，結構可允許局部破壞，但不可影響整體結構之安全，

不可發生崩塌，且必須為可修復，隧道中心線下方地層可容許局部發生液化，但對於判定為液化

之土層，在設計分析時應將其土層參數作適當之折減。 

………………………………………………………………………………………… 

 

二二二二、、、、    目前正施工中之高雄捷運目前正施工中之高雄捷運目前正施工中之高雄捷運目前正施工中之高雄捷運，，，，對於土層液化問題之處理對策為何對於土層液化問題之處理對策為何對於土層液化問題之處理對策為何對於土層液化問題之處理對策為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針對潛盾隧道中心線下方有局部地層液化之區段，應進行隧道之上浮及下沉檢核，以確保隧

道結構之安全。  

‧ 根據 「 日本鐵道構造物設計標準．同解說耐震設計 」 檢核潛盾隧道抵抗上浮之安全係數，

若其安全係數小於 1.03 ，則應擬訂抵抗液化之保護對策；另外採 Tokimatsu & Seed(1987) 試驗

圖表進行下沉分析，根據土壤液化試驗結果，歸納出土壤液化後體積應變與液化時之反覆剪應力

比、 (N1) 60 之關係曲線，可預估液化時隧道底部之沉陷量，並據以評估軌道之最大角變量。依

高雄捷運公司規定，若軌道變形梯度小於 1/250 為可修復之範圍，暫無需進行特別之液化處理。  

‧ 一般而言，地表 20m 以下之地層可不考慮液化之影響。因潛盾隧道通常在地表下 15 至 20 

公尺以下，很少有發生液化之情況，即使有液化發生也僅限於局部路段或深度產生影響，故僅針

對局部路段進行處理即可。  

‧ 地盤改良工法仍是目前隧道液化最常採用之防護工法，每間隔一段距離（約 15m ）施作一

灌漿斷面，灌漿範圍由隧道中心至地表下 20m 或不產生液化之地層。  

‧ 灌漿工法應於潛盾隧道施工前施作完成，因灌漿作業由地表面進行較能確實掌握地盤改良之

品質，故在允許交維之情況下，應儘量由地表面進行灌漿作業。  

………………………………………………………………………………………… 

 

三三三三、、、、    國內潛盾隧道工程已有部分案例採於隧道下方進行灌漿作為抵抗液化之對策國內潛盾隧道工程已有部分案例採於隧道下方進行灌漿作為抵抗液化之對策國內潛盾隧道工程已有部分案例採於隧道下方進行灌漿作為抵抗液化之對策國內潛盾隧道工程已有部分案例採於隧道下方進行灌漿作為抵抗液化之對策，，，，利利利利

用隧道環片用隧道環片用隧道環片用隧道環片 (  (  (  ( 每隔一環或一定間距每隔一環或一定間距每隔一環或一定間距每隔一環或一定間距 )  )  )  ) 之灌漿孔於隧道下方進行超微粒水泥灌漿之灌漿孔於隧道下方進行超微粒水泥灌漿之灌漿孔於隧道下方進行超微粒水泥灌漿之灌漿孔於隧道下方進行超微粒水泥灌漿，，，，嘗試嘗試嘗試嘗試

使隧道下之液化砂層與不液化之黏性土層結合在一起以避免上浮破壞使隧道下之液化砂層與不液化之黏性土層結合在一起以避免上浮破壞使隧道下之液化砂層與不液化之黏性土層結合在一起以避免上浮破壞使隧道下之液化砂層與不液化之黏性土層結合在一起以避免上浮破壞。。。。然然然然而因無明確之而因無明確之而因無明確之而因無明確之

理論依據且難以驗證理論依據且難以驗證理論依據且難以驗證理論依據且難以驗證，，，，灌漿之範圍及可靠性與成效灌漿之範圍及可靠性與成效灌漿之範圍及可靠性與成效灌漿之範圍及可靠性與成效，，，，甚至處理措施執行之必要性甚至處理措施執行之必要性甚至處理措施執行之必要性甚至處理措施執行之必要性，，，，其實其實其實其實

仍存在著許多疑問仍存在著許多疑問仍存在著許多疑問仍存在著許多疑問。。。。對於採行隧道下方至非液化之黏土地層間進行地盤改良之方式處理對於採行隧道下方至非液化之黏土地層間進行地盤改良之方式處理對於採行隧道下方至非液化之黏土地層間進行地盤改良之方式處理對於採行隧道下方至非液化之黏土地層間進行地盤改良之方式處理

看法如何看法如何看法如何看法如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在潛盾隧道下方採間隔式之灌漿，及其處理之範圍與有效性，在理論上恐仍有爭議之處。  

‧ 採砂礫樁在工址有執行之困難，或許可以考量採用費用較低而範圍較廣之地盤改良方式 ( 如

水泥灌漿、擠壓夯實灌漿等 ) ，將地盤之 N 值提高作為處理對策。  

‧ 灌漿還是應由地表面進行才容易確實，在允許之情況下應盡量由地表面進行灌漿。  

………………………………………………………………………………………… 



四四四四、、、、        針對低壓之滲透型地盤改良灌漿針對低壓之滲透型地盤改良灌漿針對低壓之滲透型地盤改良灌漿針對低壓之滲透型地盤改良灌漿，，，，在日本是如何查驗在日本是如何查驗在日本是如何查驗在日本是如何查驗？？？？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在設計上如採改良體之強度要求 ( 如指定無圍壓縮強度 >1kg/cm2 等 ) ，在實際執行驗收時

會有困難。在日本通常係於施工時之管控執行中，依核 ( 指 ) 定之注入率計算所需灌注之量及

灌注之方向、位置與範圍，於施灌時，依灌注之量進行計量驗收。  

…………………………………………………………………………………………………………………………………………………………………………………………………………………………………………………………………………………………………………………………………………………………………………    

    

五五五五、、、、    於液化土層中潛盾隧道之有效抵抗液化之施作於液化土層中潛盾隧道之有效抵抗液化之施作於液化土層中潛盾隧道之有效抵抗液化之施作於液化土層中潛盾隧道之有效抵抗液化之施作方式為何方式為何方式為何方式為何？？？？日本是否有相關之設計日本是否有相關之設計日本是否有相關之設計日本是否有相關之設計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隧道為中空結構，質量相對較輕，地震液化時會有浮起的現象，一般在地表附近之維生線，

於地震時可看得見被舉起來的現象。  

‧ 由於潛盾隧道具柔性、又在地下深處 (15~20 公尺以下 ) ，地震時問題並不大，重點是在隧

道與車站或工作井等開挖之結構之銜接處，由於柔、硬相接處可能產生之問題較大，故在特殊情

況下，亦可考慮於進入連接處前約二、三輪採可撓性環片，參見圖 8-1 、圖 8-2 ，其材料非鋼

筋混凝土而是類似橡膠材料之可撓性環片 ( 每環造價約台幣 2000 萬元 ) ，設計安排上以每輪

可吸收變形量大小來考量總共需要幾輪可撓性環片襯砌；由於費用高，在日本亦很少被使用。另

因產量不多，其製作通常需配合於工廠生產線製作空檔時間才能製作，工期安排需特別注意。  

‧ 在日本阪神及墨西哥大地震之經驗中，瞭解地震會引起液化現象，但未聞地下潛盾隧道有上

浮破壞之情況。  

‧ 目前日本並無因液化問題而特別進行全面地盤改良處理之案例，因潛盾隧道通常在地表下 15 

至 20 公尺以下，很少有液化發生，即使有液化發生也僅有局部產生影響，也可考慮局部處理，

費用並不高，一般會有問題產生的位置多半在隧道與車站銜接界面處，才需進一步處理。  

 

‧ 基本上，地表 20m 以下之地層可不考慮液化之影響。潛盾隧道若真正位處發生液化地層，

現今恐亦無合宜之處理對策可供採行。  

‧ 針對車站與出入口區域，因有人員進出涉及安全且有適宜可行之工程處理對策，因此在日本

之相關案件中，對於車站與出入口則採取了相關之處理措施。  

‧ 針對潛盾隧道，目前日本並無隧道受地震液化之影響，造成隧道破壞之案例，相關規範亦無

需特別處理之要求。關於地震對潛盾隧道之影響，在阪神地震後，日本現已有採矽膠類免震材進

行背填灌漿之處理以減緩隧道與工作井結構間之介面影響之研究與實體試驗，參見圖 8-3 ，但



並未針對液化課題作進一步之研究。  

 

           

                                 圖圖圖圖 8 8 8 8----1 1 1 1 可撓性環片襯砌運用場合可撓性環片襯砌運用場合可撓性環片襯砌運用場合可撓性環片襯砌運用場合 

 

 

 

圖圖圖圖 8 8 8 8----2 2 2 2 可撓性環片施工例可撓性環片施工例可撓性環片施工例可撓性環片施工例    



    
                     圖圖圖圖 8 8 8 8----3 3 3 3 潛盾隧道潛盾隧道潛盾隧道潛盾隧道    免震結構示意圖免震結構示意圖免震結構示意圖免震結構示意圖    

 

 ‧如果仍欲針對液化進行對策處理時，地盤改良並非唯一且有效之處置方案。環片間本身就允

許部分之轉動變形，如必要時亦可考慮採取於環片螺栓間加設彈性墊圈、隧道與工作井間設置柔

性接頭或局部環片改採可撓性環片等其他之處理方式辦理，反而是既經濟、工期容易掌控且比較

確實可靠之方式。  

…………………………………………………………………………………………………………………………………………………………………………………………………………………………………………………………………………………………………………………………………………………………………………    

    

六六六六、、、、  如考慮採取於環片螺栓間加設彈性墊圈使環片允許較大之變位而不致使環片受損如考慮採取於環片螺栓間加設彈性墊圈使環片允許較大之變位而不致使環片受損如考慮採取於環片螺栓間加設彈性墊圈使環片允許較大之變位而不致使環片受損如考慮採取於環片螺栓間加設彈性墊圈使環片允許較大之變位而不致使環片受損

時時時時，，，，參見圖參見圖參見圖參見圖 8-4 ，，，，相關之注意事項為何相關之注意事項為何相關之注意事項為何相關之注意事項為何？？？？若擬運用於平板型環片之弧形螺栓若擬運用於平板型環片之弧形螺栓若擬運用於平板型環片之弧形螺栓若擬運用於平板型環片之弧形螺栓，，，，因加設因加設因加設因加設

彈性墊圈彈性墊圈彈性墊圈彈性墊圈，，，，弧形螺栓之直線段需加長弧形螺栓之直線段需加長弧形螺栓之直線段需加長弧形螺栓之直線段需加長，，，，螺栓孔套管孔徑需加大螺栓孔套管孔徑需加大螺栓孔套管孔徑需加大螺栓孔套管孔徑需加大，，，，恐影響環片接合精確度恐影響環片接合精確度恐影響環片接合精確度恐影響環片接合精確度，，，，

在運用上是否可行在運用上是否可行在運用上是否可行在運用上是否可行？？？？或需採其他之配套方式處理或需採其他之配套方式處理或需採其他之配套方式處理或需採其他之配套方式處理？？？？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在日本尚無彈性墊圈運用於弧形螺栓之案例，擬運用時，其可行性宜再檢討。  

 

‧ 理論上，如擬運用於弧形螺栓，將無法在雙側均套用彈性墊圈 ( 價格約 NT2,000/ 支 ) ，只

能在螺栓之單側使用，其採用之墊圈厚度將較厚 ( 價格約 NT4,000/ 支 ) ，需視容許變位而定。  

‧ 潛盾隧道環片於地震時會隨地盤一起移動，原本即無太大問題，但如能於環片上加裝彈性墊

圈等措施，則將更理想。  

註：以彈性墊圈價格，選擇適當間距佈設，相較於其他耐震處理對策，尚屬經濟。  

‧ 國內目前常於直井與隧道間設置柔性接頭，參見圖 8-5 ，耐震效果佳且具經濟性。惟於潛盾

機採到達棄殼條件時，柔性接頭設置之位置是否仍設置於直井與隧道之邊緣處 ( 即柔性接頭設

置於棄置之盾殼內，其耐震功能是否仍 可 確保 ？ ) 或應置於棄殼 之 盾尾外，恐宜再檢討。

而柔性接頭設置於棄殼 之 盾尾外之施工風險與成本將大幅提高，針對此等特殊棄殼條件，在耐



震設計及施工上採用可撓性環片之必要性似可再檢討考量之。  

 

………………………………………………………………………………………… 

 

七七七七、、、、    隧道若遇斷層錯動時應如何處理隧道若遇斷層錯動時應如何處理隧道若遇斷層錯動時應如何處理隧道若遇斷層錯動時應如何處理 ? ? ? ?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路線盡量直交穿越。  

‧ 潛盾隧道如位處厚層軟弱地層，斷層產生之錯動，反應在這種軟弱地盤時會產生地表的沉陷。

如業主有特別的要求時，可考慮於設計上先假設斷層之影響範圍，在斷層位置前後附近採用可撓

性環片襯砌。  

‧ 潛盾隧道各種抗震對策檢討比較如表 8-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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