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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先進國家皆積極推動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其中最重要的基礎平台，即是公路智慧化監控管理。邱局長於

國工局成立時(民國79年)為工務組副組長，歷經工程處副處長、處長、工務組

組長、主秘、總工程司、副局長，曾參與北二高、二高後續、北宜高等重大工

程建設，於接任局長後，更帶領所有工程團隊完成雪山隧道通車幾近不可能的

任務，對於國道高速公路建設有著最深的情感。本文將就「國道高速公路工程

智慧化之推動與遠景」專訪邱局長。

壹、前言

貳、訪談紀要

一、雪山隧道通車是國人的驕傲，更是局長

帶領工程人員不眠不休努力的重要成就，能

否請局長就國內最長隧道監控系統的智慧化

努力成果做一說明？

　　雪山隧道的開鑿的確是國內土木工程最為

嚴苛的挑戰，而排除萬難終於完工通車的結

果，證明臺灣的工程技術確實擁有世界一流的

水準，但是整體雪山隧道工程的建設，除了土

木工程的技術之外，其實密佈於隧道內外與各

角落的相關設備所組成掌控隧道即時狀態的監

控系統，才是隧道通車後命脈之所繫，我們可

以用這樣的方式比喻：如果隧道土木結構體有

如一個人的外形、肌肉及骨幹，那麼監控系

統就有如一個人的血脈、感官、神經及思維，

雖然以工程建造成本而言，監控系統遠不及隧

道結構體，但完工通車後，用路人於隧道內行

車所能感受到的，除了路面平整度外，最直接

的便是安裝於隧道內的監控設備，這些設備除

提供良好行車環境與必要的即時資訊給用路人

外，對營運管理者的角度而言，更可隨時自動

偵測隧道內的突發狀況，掌控即時資訊，提供

應變、逃生或救援的需求，確保用路人生命財

產的安全。

　　一般所謂國道高速公路的監控系統，主要

可分為交控與隧道機電兩部分，其中交控系統

主要包括車輛偵測器、車道管制號誌、速限可

整理／林啟豊  ‧  攝影／黃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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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標誌、資訊可變標誌、閉路電視攝影機、緊

急電話、FM廣播、語音廣播、無線電話、自動

柵欄機設備、傳輸系統及交通管理軟體等；隧

道機電則包括輸配電、照明、通風、消防、火

警偵測、空調及整體機電監控系統等，而雪山

隧道交控與隧道機電兩系統可透過資訊交換，

達到整合運作的功能。回顧國內高速公路監控

系統的起源係肇始於70年代，當時國道1號中山

高速公路(以下簡稱中山高)於民國67年10月全線

通車後，為有效因應衍生之交通管理問題，興

建單位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即研訂分

區分期建立中山高交通控制系統工程之計畫，

並先選擇當時交通最繁密之中山高基隆楊梅段

及中正國際機場支線予以建置，該計畫自民國

69年3月起進行規劃作業，72年1月動工興建，

至73年11月完工，是為臺灣地區高速公路建置

監控系統之開端，當時係國內第一次引進此先

進技術，因此顧問及承商均由國外公司承攬，

為使技術根留台灣，因此在工程各階段即要求

須將技術移轉給中華顧問工程司及工研院等國

內專業機構。因此從北部第二高速公路起，高

速公路監控系統大部分都由國人自行完成，除

培植了相當多的技術人才以外，也帶動國內相

關產業的發展，以目前國內監控技術而言，無

論技術顧問及承包商都已經能夠獨當一面，並

適時的引進國外許多新的技術觀念與設備，可

以說幾乎已經達到了先進國家的水準；而雪山

隧道監控系統的建置，正是多年來經驗與智慧

累積的成果，除展現出世界一流的監控系統品

質外，系統的高度智慧化，也成為隧道通車後

長期安全運轉的保障。

二、國內高速公路由中山高、二高後續、北

宜高到最近由　貴局興建中的國道6號，其

中國道6號被定位為第三代高速公路，對於

其智慧化監控管理有何新做法？

　　第三代的高速公路，我們在交控系統智慧

化方面，做了更深一層的強化，目前國道6號交

控系統工程已經進入施工階段，以下就大概說

明一下主要的改變部分，做大略的說明：

(1)傳統的高速公路交控系統是利用車輛

偵測器做事件自動偵測，它的反應速度

比較慢，所以我們目前在國道6號一般路

段係採用路側式微波式車輛偵測器，可

以降低因維護時需封閉車道所帶來的交

通衝擊，另在隧道區採用較新的影像式

事件自動偵測系統設備，當在隧道內意

外事故發生時，可以透過影像處理辨識

功能，更迅速自動判別事故的類別與規

模，譬如火災煙塵、行人、車輛停等、

散落物、或是車輛逆行等等的事故，以

爭取增加事故救援的時間。

(2)此外我們在交控中心內更增設了車

流模擬軟體，用來結合交控系統的歷史

資料、以及模擬各項交通策略的交通績

效，使得交控系統的各項參數調校更為

精確。

(3)隨通訊傳輸技術進步，語音、數據及

視訊等訊號IP化設計已蔚為主流，國道

6號傳輸系統即以IP為通訊平台，如此

可將現場全部CCTV影像傳送至交控中心

做調閱即時畫面及全時錄影功能，所有

的通訊電纜皆採光纖傳輸以減少干擾並

提高通訊品質，另增設光纖監測設備可

即時監測傳輸之幹纜品質及故障發生地

點，使修護人員可在最短時間進行修護

工作，此外，在人、車行橫坑中設置有

影像電話，所以在火災發生時，當用路

人疏散至人、車行橫坑內等待救援的時

候，可以與交控中心人員以視訊方式直

接對話，這樣可以避免用路人心生慌張

並且安心等待救援。

(4)對於在國道6號用路人交通資訊的服務

方面，我們也做了一些強化，包括在系

統交流道的前方設置了路徑導引標誌，

這項設置是為了提供用路人在進入高速

公路交流道前，因交通狀況可以判斷是

否轉向的決策參考；另外在國道6號的隧

道群路段，我們也增設了隧道資訊顯示

板的設備，一旦發生事故時，

可以及時的提醒駕駛人在

進入隧道群前就可以預

為因應。

三、蘇花高興建將是國內另一項艱鉅的工

程，貴局亦準備接受挑戰，請　局長說明未

來因應隧道群特殊的監控管理需求智慧化之

構想？

　　蘇花高總共有40公里長的隧道群建設，將

是國工局下一階段的工程挑戰，而未來長隧道

群安全有效的管理亦是工程完成後另一項艱鉅

的任務，除了因隧道路段長致使各項管控設備

數量相當龐大外，其事故救援措施亦相對複雜

甚多。因此在長隧道群監控管理上，我們也做

了一些因應，同樣的將它們分為交控與隧道機

電兩部分做說明：

(1)首先在交控系統上，由於長隧道群中

單一隧道事故的影響範圍通常延伸至上

游多個隧道，

因此其控

制 策 略

考 量 將

交流道間

之數個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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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視為一個群組進行管理，以簡化控制

策略，雖然監控的設備數量增加很多，

但其規則相對簡化，降低操作人員負

擔。另外再輔以決策支援系統建置，對

於複雜的救援管理行動提供決策參考，

減少交控中心指揮人員之決策時間及可

能發生的錯誤。

(2)另外在隧道機電部分，對於長隧道通

風將以往「縱流式通風系統」改為「點

排式通風」，點排式通風係將隧道頂部

隔離為一排煙通道，火災發生時將事故

點上方之排煙閘門開啟，火災濃煙由該

閘門排出，不向下游方向擴散。這一系

統未來將與交控之影像事件自動偵測系

統結合，可迅速偵知火災發生立刻反

應，將大幅增加火災事故時用路人逃生

避難的時間。

四、請問　局長對於國內高快速公路交通管

理系統未來發展之建議？

基本上有下列四點構想：

(1)與民間合作來建構智慧型的通訊網路

　　目前在歐、美、日等先進的國家，

已積極推動先進的車上安全設備與導航

系統，國內雖起步較晚，但是因為我們

在高速公路沿線上已佈建了完善的通訊

纜線與管道，將可建構完善而價格低廉

通訊平台，已具備趕上先進國家智慧型

通訊網路的條件；另外在沿路每公里處

也都設置一具緊急電話，未來可提供民

間通訊業者運用，來建構一個完整的高

速公路無線通訊網路，因應車與車以及

車與各資訊中心間的通訊需求。

(2)未來日旅行時間發佈改變用路人旅運 

    行為

　　隨著交控系統建置歷史交通資料愈

來愈完善，可以將歷史資料歸納分析

後，建構一個未來的旅行時間資料庫，

供用路人查詢數日後之旅行時間，及調

整出發時刻或旅次參考，並可以平均用

路人對於道路容量的需求。

(3)利用預測技術提早實施相關策略避免 

    壅塞發生

　　利用線上即時交通資訊，以模擬技

術預測道路未來數十分鐘內可能發生的

壅塞，供交通管理人員事先實施適當的

管制策略避免壅塞發生，這項功能尤其

適用於長隧道監控，因隧道內壅塞是造

成意外事故發生的重要原因之ㄧ，若可

避免壅塞，可以降低意外事故發生率。

(4)圖型化路網轉向控制

如期如質完成。

(3)維護管理智慧化

　　工程施工完成後，日後的保養維護

關係著工程品質的延續，而利用智慧化

的維護管理工具，藉由事前規劃，可以

自動產生有關週期性維護提醒；及更新

維護程序工具材料準備等，主動通知管

理者辦理相關事宜。另藉由故障維修資

料統計分析，可以獲得故障頻率、故障

原因、備品使用率等數據，做為調整維

護程序及頻率的參考，甚至可以修改調

整原施作工程部分內容，使得工程品質

較原完工時更佳。

參、結語

　　以往國道工程興建期間常帶給民眾許多不

便，一般人並不知道工程圍籬內進行的工作，

甚或導致一些誤解。邱局長認為工程師們一定

要懂得自我行銷，而利用智慧化的技術，則是

將工程施工與營運管理資訊透明且公開化的最

佳方式，讓工程推動過程與一般民眾認知接

軌，贏得工程師最高榮譽與尊敬。

(右中)邱琳濱局長(左中)陳進傳副總經理
                     (左)林啟豊副理(右)黃郁文經理

(左)陳進傳副總經理(左中)邱琳濱局長
                     (右中)黃郁文經理(右)林啟豊副理

　　高快速公路西部路網已成形，可以

於系統交流道上游以路網圖形方式顯示

交通資訊，讓用路人提早轉向避開壅塞

路段，縮短平均行旅時間。

五、除了交通管理監控之智慧化外，請問　

局長對於未來新建工程施工、營運階段，如

何應用智慧化技術提昇工程品質有何建議？

　　除交通管理監控外，本局將運用智慧化技

術於施工與維護階段，以提昇工程之品質，其

主要構想包括：

(1)土木施工過程展示

　　高速公路施工期程長，施工過程中

大型土木工程亦可能造成附近民眾之不

便，可能造成民怨。所以我們希望大型

計畫推動時，可以建置一個與民眾溝通

的平台，提供工程施工進度、照片及未

來之效益，甚或3D模擬示意，讓民眾可

以感受這個工程之重要性與參與感，降

低可能發生的民怨。

(2)智慧型施工計畫管理

　　除了傳統之施工進度管理工具外，

應該利用新的電腦與網路技術，建構一

個計畫管理平台，將施工過程之各式文

件建構、重要施工照片存檔、工地大事

紀、追蹤辦理事項、重要施工點閉路電

視監視影像納入同一平台，不論施工、

監工或督導者皆可於任一地點掌握工程

之進展，隨時給予必要作為，確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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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的生活裡，經常會聽到周邊的人說我們身處現今科技競爭的環

境裡，身心倍感壓力，簡直透不過氣來。事實也是如此，近年受到0與1數

位資訊時代變革的考驗，受到10倍速神速進步時代的衝擊，以往緩慢的作

息腳步被迫跟著時代的進步而加速，因此需要善於利用我們與生俱來的智

慧，來幫助處理現實生活中繁複的問題，藉由創新工程改造好舒適方便的

環境，以緩衝巨大的壓力，造褔人群。

　　因應全球化及數位化匯流的趨勢，現代的工程師不僅需具備專業的知

識，更要會注入智慧的技術，孕育出新科技工程，舉凡建築、鐵公路運

輸、廠房設施、輸配電、空間資訊等工程皆能有先進的智慧技術展現。

　　中華顧問工程司秉持著專業進取的誠心，時時投入研發，整合運用智慧

技術於工程，頗有豐碩的成果，本期刊謹擇取部分的內容報導，作為先進

之參考，希望共同切磋成長。

　　而智慧技術的開發只有起始而無終止，並將列為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

項目，期盼著更絢麗的碩

果不斷的呈現，以嘉惠大

眾。

中華顧問工程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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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守陞教授自民國70年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運輸研究所後，先後任職於

佳能電腦公司擔任系統分析師及東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工程師兼電腦室主

任；於民國77年前往美國密西根大學深造，並於民國81年獲取營建管理博士學

位後，即回國任教於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技術系，目前為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營建工程技術系教授兼系所主任。呂守陞教授多年來鑽研於營建工程風險

管理、營建專案管理、營建資訊及決策支援系統、營建自動化技術與營建工程

最適化評估等諸多領域，並卓有成就，除主持多項成果豐碩之研發計畫外，同

時發表專書及多篇國內、外期刊論文，深獲國內外相關領域專家肯定。

　　目前智慧技術工程之發展在國內外皆為重要趨勢，而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成

立之「台灣建築科技中心」於智慧技術工程相關研發上著墨甚深，呂守陞教授

對於智慧型規劃設計亦有相當深入之研究。本文將就「智慧技術工程之沿革與

發展」專訪呂教授。

壹、前言

貳、訪談紀要

一、想請問呂教授對於智慧技術定義之看

法？

　　智慧技術是一種應用人工智慧等科技技

術，使得電腦具有人類的思考、判斷、推理、

解決問題、計畫及決策等功能，並能有效將其

串聯成為行為模式，而達到軟、硬體設備人性

化的目的，進而改善或提供更符合人類需求的

生活環境或工作環境。因此，智慧技術的要

件應包括感知、記憶、邏輯（包含歸納與演

繹）、學習、反應及回饋。

二、有關國內營建工程技術發展沿革為何？

　　80年代，自動化為主要趨勢，包含規劃設

計自動化、營建管理自動化、施工自動化、材

料自動化等；到了90年代初期，演變為「電子

化」，內容包括供應鍊系統、企業資源管理、

企業入口網站、知識管理等；近期則以智慧化

為重要方向，主要分為營建及建築二部分，前

整理／林亭廷  ‧  攝影／黃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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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展重點包含維運、整建、補強、診斷等智

慧化技術與系統，後者則是著重在研發與運用

智慧建築、智慧化生產、非破壞檢測智慧型系

統等等。

三、目前國外智慧技術工程發展的情形為

何？

　　我去年參加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舉辦之ISARC

研討會，其中發表許多與智慧技術工程相關之

成果，包含智慧化搬運系統、智慧化道路耐久

性測試系統、智慧型推土系統、施工機器人研

發、智慧型服務型機器人等，大多較偏向施

工、維護營運或居家生活等方面。

四、相較於國外，目前國內智慧技術工程有

何具體之發展成果？

　　以我任職之台科大為例，我們獲得教育部

五年五百億之經費補助，積極成立「台灣建築

科技中心」，將匯集國內建築科技相關之研究

發展人才與資源，期在十年間發展成為亞洲一

流且國際知名之卓越建築研究中心。目前台灣

建築科技中心之發展方向中，與智慧技術工程

相關者，包含以下三方面：

1.智慧照明系統開發：配合智慧型大樓之

能源管理，探討新世代照明系統之各項

規劃。研究範疇包含半導體照明、高效

能與高演色性之辦公室照明、夜間景觀

照明及高效率複金屬光源。並賦予照明

系統適當的智慧，以根據日照與自然採

光條件，結合人類視覺與生理、生活習

性與心理感受，調節人工照明，以提供

兼具人性化及節能效益的照明環境。

2.智慧綠建材：為了滿足未來智慧型建物

的需求，具有特殊功能之智慧型尖端材

料亦為研究的重點。包含具智慧型、劣

化預警機制之建材，如光致色變玻璃、

電致色變玻璃、疏水性材料、記憶型合

金材料、記憶型高分子材料、生物感測

裝置、智慧型晶片（RFID）控制等新型

建材技術研發。以創造智慧型生產、組

裝、建造、使用、維修機制的新建物為

訴求。

3.智慧建築：智慧建築係運用現代科技，

提升建築物各項性能，以提供一個優質

生活與工作環境的綜合概念。1980 年代

初期所稱的智慧建築，係以新式的機械

系統達成建築節能。1980 年代中期，則

以嶄新的金屬材料，使建築更輕量化、

創造更大的室內空間。20 世紀末期迄

今，智慧建築的內涵則以高科技創造一

個能源節約、安全照護、通訊便捷的居

家與辦公場所。本校將研發智慧建築之

關鍵元件與系統，包括智慧型建築顯示

系統、安全監控、電源管理、與室內網

路平台等等。

　　另外，我個人研究方向之一為智慧型規劃

設計，包含智慧型多領域建築系統整合分析系

統以及智慧型綠建築評估系統。前者是希望整

合建築設計各領域之知識與經驗，透過智慧型

整合架構，將傳統序列型整合轉換為多領域設

計分析整合。後者則是希望利用智慧型綠建築

評估系統協助建築師、顧問公司進行綠建築

（尤其是較為複雜的節能指標）之規劃設計與

相關判別工作，進而提升效能。

五、類神經網路是否屬於智慧技術工程？

　　類神經網路應是智慧技術工程的運用技術

之一，1980年代之後，專家系統開始遇到了瓶

頸，類神經網路理論便逐漸受到重視，目前類

神經網路系統在營建管理、結構工程、運輸工

程等等，已有廣泛性地運用。

六、請問呂教授對於專案管理智慧化的看

法？

　　由於專案管理相當複雜，不同之專案經理

執行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相同一位專案經理

執行不同專案，亦可能成敗皆有。因此建議以

專案管理而言，應還是以「人」為主導，再輔

以智慧化技術系統處理局部工作，例如進度管

控、估價、監測後之資料判讀等。專案管理活

動經驗需要系統化累積與整合，才有可能全面

智慧化，而這是非常困難的。以現階段而言，

建議發展以工程師專業技術與智慧化輔助系統

相互搭配較為可行，畢竟，任何工程、任何科

學皆是階段性發展的！ 

　　

(左)林亭廷工程師(左中)辛銀松副理(右中)呂守陞教授(右)林信忠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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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翔」由傳統大樓及實驗室空調設計安裝工程業，提升至化學製藥廠、

光電及半導體電子工業的整廠機電工程建廠業務，迄今已成為本土最具競爭力

之科技半導體電子工業無塵室研發與施工大廠，為國內無塵室產業擴展出與國

際知名公司相抗衡的市場定位。

　　「亞翔」為國內唯一跨足半導體、光電及生化製藥產業之無塵室工程承攬

廠商，也是國內第一個打破外商壟斷，取得8吋及12吋晶圓廠潔淨室工程的本土

公司，現階段已完成8座8吋和6座12吋IC晶圓廠、8座光罩廠、11座TFT-LCD廠

及1座OLED的主廠房，合計達1,100,000平方公尺以上無塵室工程實績。營運績

效及營業額每年皆有所成長，近年來績效更大幅飛躍，2000至2003年連續3年

名列《天下雜誌》評選為最佳經營績效50家企業之林，也屢獲最會賺錢公司的

殊榮。

壹、前言

貳、訪談紀要

一、請問亞翔公司的沿革為何？

　　1978年亞翔成立，由基礎循序漸進的成

長，歷經實驗室工程、化學製藥廠、光電及半

導體電子工業的整廠機電工程與無塵室工程，

跟隨台灣工業的脈動，順應時空背景的轉變，

調整經營觀念、開發新技術，在傳統的機電工

程業中脫穎而出，亞翔今日更已具備與國際同

業競爭的實力。

　　藉由經營團隊長期的專業管理以及公司全

員的努力，亞翔擁有豐富的知識與智識，可觀

的有形和無形資產，是提昇台灣無塵室工程技

術的重要推手。亞翔強調工程是應用科學與專

業經驗的累積，執行嚴格的工程管理，不斷地

汰舊創新，開發新的應用技術及產品，提昇競

爭力，與國際工程公司接軌，隨時提昇自我的

競爭優勢，落實ISO 9001、 ISO 14001及OHSAS 

18001 品質系統，並以持之以恆的執著為邁向

國際化競爭而努力不懈。

整理／沈之煥  ‧  攝影／黃教正



1
人
物
專
訪

18 │No.74│ April, 2007 

1
人
物
專
訪

No.74│ April, 2007 │19 

二、請問亞翔在專業施工、整體規劃的經驗

為何？

　　亞翔提出工程製程化的新觀念，專業團隊

以累積多年的工程經驗，建立工程管理標準化

程式，具體的提昇工程品質及整體競爭力。

亞翔重視客戶需求，深刻體認技術演進趨勢，

在 1986 年開始投入生產組裝特殊設備和材料的

開發，不但在尖端工程技術方面取得了成就，

亦成功開發多項產品及取得專利，提升台灣在

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亞翔在工程界深耕多年，領悟經營工程事

業的精髓，在於高度專業、技術密集的管理服

務，信譽的建立與市場評價亦是重要的認知。

亞翔的專業團隊具備能力提供由設計、製造、

安裝、測試、驗證、維修等整套一貫性的工程

服務鏈。更因應工程市場的變化採取在平凡中

求突出、平淡中求創新、平實中求變化之策

略，長期的磨練及經歷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三、請問亞翔在開創產業價值及競爭優勢為

何？ 

　　亞翔於1994年針對無塵室技術開始自行研

發、生產，同時與國內、外合作開發新產品及

新系統，充分取得物料的時效掌控與技術競爭

的優勢。

工程是人類追求文明及輔助各類產業進步的基

石，知識與智能不斷的相互演進下，工程產業

市場的變化更是瞬息萬變，但亞翔堅持落實創

新、驗證及先進的工程經營觀，自我反省並與

國際資源相融合，在競爭激烈的工程產業市場

中，持續領先，實踐理念。

四、請問亞翔人的使命是什麼？

　　未來的工程產業結構及資源，知識經濟的

力量始於「人」 ，公司與員工為生存共同體。

建立融洽的「團體人格」，追求真理、效益是

公司永續發展的基礎。亞翔走過學習成長的

路，目前和未來仍要持續精進，重視員工教育

及工作熱忱觀念，必須深植於亞翔文化中。

　　亞翔人必須具備成為國際工程人員的認

知，結合國際工程資深人才的優良技術傳承，

建立「新」營運環境的管理，隨時應變不同時

代衝擊的挑戰，建立相互忠誠的實踐及體認，

立足於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是亞翔人共同的責

任。

五、請談談亞翔的願景及準備如何達成？

　　亞翔由傳統機電工程業轉變為台灣無塵室

的舵手，過程中不斷的開創新觀念、展現旺盛

的企圖心及技術本位的堅定信念自我挑戰。建

立一流的國際化工程管理公司，是亞翔的期

許。

　　工程產業是技術服務業亦是基礎產業，堅

持亞翔與各產業間成為生存共同體，提供全方

位的專業服務，成為客戶的工作夥伴，創造互

利的關係。強調競爭是產業進步的動力，工程

界的競爭更是生存「價值」的戰爭。亞翔人要

不斷的創造價值，以知識經濟與規模經濟的工

程事業體為主軸，開創21世紀的多元化工程營

運模式，是亞翔維持生生不息的承諾。

六、請問亞翔的經營理念為何？

　　策略對工程而言就是要讓自己做到、別人

看到如何改善一切現狀的規劃，不但在工程技

術的創新開發上努力深耕，更要深入客戶製程

良率的改善、分析。針對客戶在工程面上的專

業分擔是我們的重責大任，客戶的良率問題一

直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與責任，我們雖已有努力

的成果，但仍遠遠落後滿足客戶的基本需求。

　　工程行業是集人性良知與科技的結合而產

出，需經技術及信用的長期檢驗，入門不難但

追求完美比登天還難，沒有熱情、毅力及興

趣，僅用心投入仍是無法建立與維護「信用」

的永續性，信譽的建立是工程行業最重要的經

營策略，工程從業人是信譽實踐與維護的執行

者，工程行業必須是良心事業，因工程是人類

一切活動與建設的基礎，而客戶的利益及權益

維護是亞翔人生存的保證。

　　求生存靠專業，談價值要專業、領導、及

創新，評信譽是專業延伸價值外加「減廢」與

「責任」的永續發展，所以亞翔的經營理念即

是：創新、領導、專業、減廢與責任。

(一) 創新─為了實踐公司經營的永續發

展，有能力及理想的推陳出新，適時地

追求事物的多重價值再生 。

(二) 領導─達成公司在產業中擁有高度

的產業價值，和居於領先創造高的獲

利，展現卓越貢獻。

(三) 專業─專業的本質為技術、誠信及

工作態度，專業的實踐為循規蹈矩、精

益求精，專業的目的在於確保客戶擁有

最高產品的品質及服務品質。

(四) 減廢─減少錯誤的產生、不濫用資

源。

(左)沈之煥工程師(中)姚祖驤董事長(右)林坤滄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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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責任─以維護公司生存的基本權益

為前題，以保障客戶及員工最高的權益

為執行目標，不製造社會問題，日以繼

夜追求成為社會的資產而努力。

七、請問亞翔從草創至今，一路走來成功的

經驗為何？

　　過去成長都是市場造就，用心、專一、不

服輸、信用皆是個人特質，本土意識導引技術

深耕，讓努力看得到，一切看得到的思維(可從

過去的實績、得獎、專利、工廠、研發、上市

的成果來證實)，直到目前算是階段性的成功，

面對過去、把握現在、開創未來，都是一樣的

做，唯一不同的是把事情做好的困難度愈來愈

高而已，成功是能讓努力看得到，一切看得到

的現實，把成功當做是種責任是別人給你的定

位，才能戰戰兢兢及謙卑。

八、請您分享亞翔在發展過程危機處理的經

驗？

　　把每次危機當做為轉機的認知，從危機中

學習到應變能力及速度，危機對工程而言天天

都存在，星星之火能夠燎原，在成長過程中遭

遇的關鍵性危機舉例說明如下：

(一)從早期無資金(勤儉建軍、聚沙成

塔)，借錢的內心磨練，當一個人沒有失

敗的本錢時，唯一的選擇只有拼到底，

減少錯誤，珍惜每分錢的效益，不浪費

資源。

(二)人才難求，唯有靠人不如靠自己的

做法生存，才能領悟工程鉅細靡遺的

過程，因用「心」走過，不但抓得住重

點，更能找出方向與方法，深刻知道培

育工程人才的關鍵條件，方能有助工程

人才的育成。

(三)管理變革難，不是事難(因事在人

為)，而是人難(慾望、傲慢又無紀律可

言)，對改革除了強硬及毅力，就是堅

持。要改變整個工程經營模式，不計代

價，因工程行業的特殊性，依不同的個

案在許多不確定因素及有限時間下，必

須追求完美的達成，參與工作者眾，且

階段、臨時性參與者居多，又人員素質

參差不齊，而其工作在每一階段又都有

其重要性(事小但因量大，而變重要)，

而最後的管控整合成果要經市場評價檢

驗，如何讓每項工作都有依據，不但要

標準化更應當習慣化，更明確簡化現場

的技術性需求，根據過去逆境經驗的反

省，可充份改造現今的管理方法。在工

作與競爭上的輸、贏是一時的，當時的

輸(留下紀錄)在未來未必是輸，對我而

言深刻記憶。要知道「工程」絕對是可

計畫性的一項工作，所以事前計畫(取自

過去的所有經驗累積及資料的驗證)的重

要性，對工程完工的順暢含量比例相當

高。工前共識是所有參與者做到彼此針

對事前計畫工作的內容確效，取得一致

性標準的高度認同，事前計畫的達成有

賴工前共識的執行。重視工人是管理工

人在工地的一切作息活動及技能，紀律

是工程品質持續保證與否的關鍵重點。

事前計畫/工前共識/重視工人，大家都知

道不是現在才想到的，只是過去實踐的

態度不同又無意追根究底，因缺乏管理

工具更缺乏紀律的執行，而有經驗的人

又用便宜行事(惰性使然)的態度做事，不

斷的重蹈覆轍造成工程被垢病的主要原

因，知難不難，迎難而上，知難而進，

永不退縮，不言失敗是工程師對管理工

程的醒悟。

九、最後請問亞翔員工在工作的自我期許為

何？

　　珍惜、感恩是亞翔經營態度，認真工作是

方法，把專業做徹底是責任，改變過去的工程

管理與經營模式是展現公司競爭力的方向，從

大處著眼，我們要做開拓者，從小處著手，向

自我習慣挑戰與實踐，期待明天會因今天的努

力而變得更好，積極管理、紀律第一、全面開

放，是亞翔要走的路，公司有沒有優先的考

量，比有沒有價值優先更符合亞翔人的需要認

知。

國內的工程品質一直被垢病及忽視，外國人做

的比較好是一般的認知，過去的想法造成外國

人優先，當競爭環境來臨，外國廠商已不再且

未能做好，甚至每況愈下，究竟原因是什麼？

我們應引以為戒，我們只看到在歐、美、日本

當地的工程展現，而不知形成的原因及條件，

相對在本地市場上的要求是可以「用」就好，

用多久？風險、美觀都沒有堅持與共識時，短

視與輕忽天天在每一個角落，每一個行業發

生，有擔當、有良知能耐、有遠慮的人，已不

存在或不發生作用，且是多餘的一群時，日子

要過，不管何去何從，我們認知自許先做好、

做優自己是在惡劣環境中唯一生存之道，窮則

獨善其身，富及兼善天下，是窮是富在於你、

我的心願，優劣成敗是我們用心過後的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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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Definition of Nanotechnology.

Nano means one bi l l ionth.  According to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 (NNI) of the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launched in 
2001, Nanotechnology refers to any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R&D&M) at the 
atomic, molecular or macromolecular levels, in the 

length scale of approximately 1 - 100 nanometer 
range. The nanotechnology not only provides a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phenomena and 
materials at the nanoscale, but, creates and uses 
structures, devices and systems that have better 
properties and functions due to their nano size. The 
better properties and functions are developed at a 
critical length scale of matter typically under 100 
nm. Nanotechnology R&D&M includes manipulation 
of the nanoscale structures and integrate them 

  Nanotechnology (NT) will not only improve the technology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undation of 

matter at the atomic, molecular, and supermolecular levels but will have as profound an impact 

on our economy, quality of life, and education a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has had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o cope with the new challenges ahead, many academic institutes and industrial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invested heavily in pursuing Nano-R&D and Nano-Manufacturing (Nano-

R&D&M) in recent years. Predictably, the demand for high-tech facilit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killful engineers will be strong and inevitable. Presently, there is no university in Asia 

offering high-tech facility engineering program specifically for Nano-R&D&M. To facilitate the 

advancement of Nano-R&D&M, and to meet the potential demand of the engineers, the 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itiated a High-Tech Facility Research 

Center in fall 2006 and is offering a High-Tech Facility Design course in spring 2007. 

  This paper will begi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T and its impact on facility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following by the discussion of the sensitivity in micro-vibra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nano-scopes. Since most of the Nano-R&D&M processes must be done in a stringently 

controlled cleanroom, without a proper cleanroom, the Nano-R&D&M can neither be performed 

well nor advanced further. Therefore, the paper will then focus on the fundamentals in 

cleanroom design. Finally, the NTU High-Tech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High-Tech Facility 

Design course will be briefl y presented.

Luh-Maan Chang, Ph., D. (張陸滿 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ey Words: Cleanroom, Construction, Green Building, High-Tech, Microelectronics, 
Nanotechnology, Semiconductor, Vibration.

HIGH-TECH

　　張陸滿教授在1971年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從1974年到1977年間，張教授在台灣矽谷—新
竹—負責工業技術研究院頭重埔新院區之規劃監造，及協助工研院電子工業研究所設計建造了台灣第一座
積體電路示範廠房。而後他即赴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深造並取得營建工程及計畫管理碩士、博士學位。

　　於1983至1985年間，張博士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建築學院營建系任教。從1986年起，張教授轉到
普渡大學土木工程系營建工程管理組任教。在2006年的秋季班開始，張教授返回台灣在台灣大學土木工程
學系繼續從事教學研究。

　　張博士的研究興趣是在高科技廠房之設計施工、預力混凝土鋪面施工、營建工程生產力之評估改進，
以及智慧型彩色影像處理。

張教授最近五年教過下列課程：
潔淨室設計、高科技廠房設施營建管理、工程材料、營建工程規劃及時程管控、營建公司經營及財務管
理、營建生產力改進、大四學生土木工程設計。

HIGH-TECH
HIGH-TECH FACILITY 
ENGINEERING IN 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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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larger material components, systems and 
architectures. Within these larger scale assemblies, 
the control and construction of their structures 
and components remains at the nanometer level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2.)

Figure 1 displays the size of things from a meter 
to a nanometer. One can see that a red blood cell is 
around 5,000 times of a nanometer. 

              

The importance of NT

The recent invention in electron and atomic 
microscopes has enabled researchers to see, 
probe, make, and manipulate matter at the level of a 
single atom.  Researchers also discovered through 
this enhancement that these tiny atoms and clusters 
of atoms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properties from 
those of the same material in bulk form. As the 
particle size decreases, the ratio between surface 
area and the particle size increases. This greatly 
effects the chemical and physical behaviors of 
the materials. It results in the changing the color, 
surface reactivity, optical, magnetic, mechanical, 
thermal, catalytic, and/or bi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s.

For example, the figure 1 depicts the effect of 
the particle size on the color of  the CdSe solution. 
The particles have the same chemical composition 
(CdSe) but the f luorescence is particle size 
dependent.  The 2.3 nm diameter particles emit the 

blue light and the orange-red color shines from the 
5.5 nm diameter particles.

 

The discovery of these unique properties has 
consequently generated a wide variety of innovations 
in materials, devices, and sensors.  The innovations 
are expected to impact the whole spectrum of 
technology from advanced electronics to advanced 
medicine. The spectrum open up many frontier fields 
such as smart material of photorefractive polymer,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s (OLED), biosensor, lab-
on-chip of nanofluidics, nano-eletro-mechanical-
System (NEMS), molecular electronics, electronic 
nose, nanowire, nanotube and so forth(Ratne 
&Ratne, 2003.) 

These innovations and related R&D&M are 
given the common term- Nanotechnology- in 
reference to manipulating and making the matter 
on the nanoscale, atom by atom on a scale of one-
billionth of a meter – a nanometer.  Nanotechnology 
is predicted to have an enormous potential impact 
economically.  It has spurred considerabl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 from ordinary citizens to 
politicians and from research scientists to practicing 
engineers.

According to Mike C. Roco in 2001, the US NNI 
program director, the potential global economic 
impact of nanotechnology in 15-20 years to come 
is one trillion dollars per year shown on the Table 

1. Nanotechnology has also been touted as the 
most ambitious national research topic in the 
US.  Table 2 illustrate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fiscal year 2005 is about $4.1 billion 
for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IGH-TECH

Definition High-Tech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PED) defines the industries in 
aerospace, pharmaceuticals, computers and office 
machinery,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nd scientific 
instruments as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 Developing (CEPD) of 
Taiwan Executive Yuan classifies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into 6 categories. The 6 categories 
consist of integrated circuits, optoelectronics, 

biotechnology, telecommunications, precision 
machinery, and computer & peripherals. There 
are various definitions for high-tech. High-Tech 
defined in this paper includes, but not limited to, 
the advanced science technologies applied in 
the fields of microelectronics, optoelectronics, 
precision equipment, telecommunication, nanotech, 
pharmaceutics, biotech, medical devices, animal 
experiment, aviation and aerospace.  

Needs of Stringent Controls

The NT processes undertaken in high-tech 
manufacturing plants and R&D labs require facilities 
with extremely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control. For 
instance, a single nanoparticle can cause some 
devices to fail, the cleanliness of air/water is crucial 
to the success of Nano-R&D&M. In order to focus, 
capture and manipulate atoms at near absolute 
0 degree,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must be 
maintained near absolute 0 degree constantly. High 
performance electron microscope is commonly 
used in Nano-R&D&M, it is not uncommon that 
electromagnet induces magnetic field and cause 
the electro microscope fail. The light in less-than-
millions-of-a-meter per femtosecond must be 
captured; a stable working platform with controlled 
vibration is needed. An electric static not only 
attracts contaminants but it may ignite flammable 
materials nearby or in process. Moreover, in nano-
R&D&M processes, a lot of chemicals in the 
forms of solid, liquid, or air is used. If their wastes 
are not properly treated before releasing out of 
plants or laboratories, its hazardous residues and 
exhausts may cause harms to human, damages to 
environment, and disaster to ecological systems.

In the old days, environmental control was 
mainly dealing with the cleanliness of the air. 
However, in the NT era, the environmental control 
has broader meaning. The environmental controls 
includ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level, air/water 
quality, purity of chemicals and gases, noise 
and vibration degree, electromagnetic and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materials out-gassing, safe grounding, assurance of 

  Figure 1. Things on Nano-Scale

Figure2. Color of the Different Sizes of CdSe Particles

Table 1. Potential Global Economic Impact 

in 15-20 Years (M.C.Roco, 2001)

Materials; Materials Processing $340B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ices $300B

Pharmaceuticals/Biotechnology $180B

Chemical Manufacturing, Catalysis $100B

Aerospace $70B

Tools, Automation, Life Cycle Costs $20B

Healthcare-Diagnostic, Prosthetics $30B

Sustainability-Agriculture, Water, Energy $45B

Total ~$1T

Table 2. Government Investments 

on Nanotechnology (M.C. Roco, 2006)

Country/
Region

Gov. Nanotech R&D, 

2005 ($M)

Specific 
Nanotech 

R&D, 2004 
($/Capital)

USA 1080* 3.6
EU-25 ~1050 2.3
Japan ~950 7.4
China ~250 0.2
Korea ~30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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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ncy States

Based on the stipulation of ISO 14644-1:1999(E), 
the designer and builder should be aware when a 
cleanroom has been built, all its air systems have 
to be tested and certified prior to being turned 
over to the owner. These certification tests can be 
carried out when the room is at any of the following 
three occupancy states. The contract should be 
specifically spelled out which occupancy state the 
contract govern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disputes or 
litigations. The following 3 states are quoted from 
page 2 of ISO 14644-1:1999(E):

As built: the condition where the installation 
is complete with all services connected and 
functioning, but with no production equip-
ment, materials or personnel present.
At rest: the condition where the installation 
is complete with equipment installed and 
operating in a manner agreed 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supplier, but no personnel 
present. 
At operational: the condition where the in-
stallation is functioning in the specified man-
ner, with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personnel 
present and working in the manner agreed 
upon.







personnel health,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prevention 
of bioharzard. 

Among these controls on the ultra pure utility and 
building systems, the most critical R&D&M are either 
performed inside cleanroom where contaminants 
are controlled and ultrapure utilities are delivered or, 
on an isolated platform where vibration is mitigated.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ill address the cleanroom 
and vibration issues. 

CLEANROOM

Definition of Cleanroom

A cleanroom is one word. It is a cleanroom, not a 
clean room. It is “a room in which the concentration 
of particles is controlled, and which is constructed 
and used in a manner to minimize the introduction, 
generation, and retention of particles inside the 
room and in which other relevant parameters, e.g.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pressure, are controlled 
as necessary.” (ISO 14644-Part 1:1999) A nano-
cleanroom is the cleanroom specifically for Nano-
R&D&M.

Types of Cleanroom

Generally,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leanrooms. 
The 1st type is commonly used in industries where 
dust particle is a major problem, and their presence 
may prevent a product functioning as planned or 
reduce its useful life (Van Zant, 2000). For instance, 
manufacturers of microchip manufacturers are the 
major users of this type of cleanroom. This type can 
be called engineering or semiconductor cleanroom. 
The 2nd type is applied to the industries such as 
biotechnology, pharmacy, medical devices, and food 
and drink, which require the absence of microbial, as 
their growth may contaminate in a product or infect 
a hospital patient. Usually, this type of cleanroom 
is named bio-cleanroom or pharmacy-cleanroom. 
The 3rd type of cleanroom is built for dealing with 
toxic, pathogenic materials, and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f they can not be contained properly, 

it could cause hazard to human,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 systems. The 3rd type is nicknamed as bio-
safety cleanroom or containment cleanroom.

Classes of Cleanroom

Cleanroom is also classified by the size of the 
airborne particles. The earlier versions of the US 
Federal Standard (FED ST) 209 gave the most 
easily understood method of classification (FED-
ST-209E, 1992.) This consisted of measuring the 
number of particle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0.5 
µm in one cubic feet and determining which class 
limit was not exceeded, e.g., 1, 10, 100, and so 
forth.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 is based on an equation that 
relates the maximum permitted concentration 
of airborne particles in one cubic meter and the 
class number, which can not exceed the value of 
9 with increments of 0.1(ISO,1999.) A crossover 
to the FED ST 209 classes can be obtained by 
dividing the ISO particle concentration/m3 by 35.2 
to obtain the concentration/ft3. A comparison of 
some selected classes of the ISO 14644-1 and 
FED ST 209E is presented in Table 3. The table 
explains that classification is based on the maximum 
concentration limits for particles equal to and larger 
than certain specified size. ISO is using cubic meter 
and FS is measured by cubic feet.

Pharmaceutical Cleanroom Classes 

Moreover, for sterile product facilities, there are 
regulatory agencies that require these facilities to 
be qualified to protect the public health along with 
sterile product manufacturing. For instance,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require that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be in accordance with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cGMP.) And European 
Union has her own EU GMP for legal use. Table 4 
compares the GMP classes among EU, FED ST and 
ISO (Whyte, 2001)

     Table 4.Comparison among EU-GMP,

                       
FED and ISO

Table 3. Comparison of Classes between ISO 14644-1 and FED ST 209E.

(Adapted from ISO 14644-1:1999 E and Whyte, 2001)
ISO 14644-1:1999 FED ST 209E

Cleanroom 
class

Equivalent Max of Particle  
≥ 0.1 µm / m3

Max. # of particles ≥ 
0.5 µm / m3 of air

Cleanroom 
class

Max. # of particles ≥ 
0.5 µm / ft3 of air

1 10 0.35
2 100 3.52
3 1,000 35.2 1 1
4 10,000 352 10 10
5 100,000 3,520 100 100
6 35,200 1,000 1,000
7 352,000 10,000 10,000
8 3,520,000 100,000 100,000
9 35,200,000

GMP EU-GMP FED ST ISO

Grade A 100 100 ISO 5 

Grade B 10,000 100 ISO 5

Grade C 100,000 10,000 ISO 7

Grade D --- 100,000 ISO 8



2
工
程
論
著

28 │No.74│ April, 2007 

2
工
程
論
著

No.74│ April, 2007 │29 

Because Nanotechnology deals with particles 
and systems with dimensions anywhere below 100 
nanometers, it especially requires extremely stable 
environments.  The effects of ground vibration 
from various passing vehicles and from vibration 
generated within the facility on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its facilities alone is also enough to 
warrant vibration mitigation strategies for both the 
structure itself and the foundation. Many sensitive 
tools used in nanotechnology have tool-specific 
vibration requirements; however, for the most 
part, there is a limited body of experience withi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with regard 
to meeting these specialized needs. Instead, it 
has become common practice to use a limited 
set of generic vibration criteria based upon the 
most demanding equipment to be used for a given 
process (Amick et al. 2002).  

Years ago, there were no vibration criteria that 
one could use as a basis for facility design - nor 
were there even accepted methods for measuring 
vibration performance (Gordon 1994).  However, 
even now, significant numbers of tools lack reliable 
vibration and acoustic specifications (Bayat and 
Gordon 1998).  Meanwhile, there is no cost-effective 
means to actively mitigate the microvibration below 
10 hertz.

To develop more sophisticated measurement 
and standards for supporting the US position in 
the tight global competiti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has constructed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facilities in the world: the 
Advanced Measurement Laboratory (AML) in 2004. 
The AML provides the most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controls. The vibration is reduced a few nanometers. 
NIST scientists need to use ultra-fast laser tool to 
probe chemical reactions at surfaces of metals, 
silicon and other advanced materials for exploring 
more efficient catalysts or building faster and 
powerful electronic components. Since laser light 
travels 0.3 millionths of a meter in femtosecond, the 
vibration of the table holding the laser tool must be 
contained under 0.3 millions of a meter.  

Biosafety Cleanroom

For the aforementioned type 3 biosafety 
cleanroom, its classification is based on the potential 
risk involved. It is broken into 4 levels. Level 1 is 
for the use of normal laboratory. Level 2 is used for 
diagnosis and health labs to prevent lab infections 
through special training. When special labs are 
built such as tuberculosis lab, level 3 cleanroom 
is called into play. Level 3 cleanroom has airlocks, 
autoclaves, safety cabinet, negative air pressure 
and special treatment for waste. The most stringent 
level for high-risk Lab is class 4. The cleanroom is 
designed with total separ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microbials to bio-contaminants in addition to the 
level 3 requirements. Levels 1-4 Labs are normally 
called as p1-4 Labs in Taiwan, though they have 
other common names as Biosafety Labs (BL) with 
classes of BL 1-4 used in Europe and the US (Whyte, 
2001.)

Airflow Classes

The cleanroom can also be classified in terms 
of the airflow. There are two major types.  One 
is turbulent flow and the other is unidirectional. 
The unidirectional /laminar flow rooms have high 
efficiency filters installed across a ceiling (i.e., 
vertical flow) or wall (i.e., horizontal flow); the air 
flow sweeps across the room in a parallel way and 
remove the airborne contaminants from the room. 
This system uses much more air than the turbulently 
ventilated room, but, because of the directed air 
movement, it minimizes the spread of contamination. 
There are also mixed airflow cleanrooms, i.e., a 
combination of turbulently flow and laminar flow 
rooms.

VIBRATION

As NT research advances, the increasing 
miniaturization of such items as microchips, 
processors, and devices demands the use of high 
performance microscopes (HPM,) and other precise 
instruments. To employ these microscopes and 

instruments, the processes involved often require a 
stable platform with acceptable level of vibration. 

As the processes conducted in high-tech 
R&D&M, the vibration may be induced by earth-
quake, airflow, sound, traffic, near-by walking and 
door closing,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MI), 
radio frequency (RF), or light quantum effect. When 
facilities grow more complex and miniaturized, vibra-
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years when the demand for higher precision 
tools grows. (Bayat and Gordon 1998)  

As far as the microelectronics industry is 
concerned,  whereby microprocessors  an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is produced, many tools 
are very sensitive to vibration. Meanwhile, sound 
wave becomes a growing concern since noise 
and floor vibration particularly affects in-process 
experimentation and nano-fabrication. For example, 
processes involving electron beams or probes, 
where the goal is to develop precise images of the 
surface, require a stable environment for relative 
positioning of the beam or probe, as well as for the 
object being scanned.  Otherwise, the scanned 
image may appear to be in various locations at 
once and may be overlooked.  “Both vibration and 
excessive thermal variation can interfere with the 
stability of these processes.” (Amick et al. 2002)

More complex processes require more complex 
tools. More complex tools require increased vibration 
control to protect the processes under evaluation. 
For instance, more sophisticated submicron 
processes, such as microprocessors require much 
more stringent vibration criteria.  Migration to 
smaller tool feature sizes has also resulted in more 
sophisticated tools, which in turn, require more 
sophisticated and larger hook-up components.  The 
demand for these have resulted in larger vacuum 
pumps, compressors, chillers, fans, etc., at the 
subfab or fabrication levels in close proximity to 
sensitive tools (Bayat and Gordon 1998).  For as 
classifications have become more stringent, so have 
the concentration of mechanical systems used to 
maintain the cleanroom environment (Bayat and 

Gordon 1998).  The by-product of all this, of course, 
is greater vibration energy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of sensitive tools.  Fabrication cleanrooms also 
tend to be very energetic due to the motions and 
movements generated by the mechanical systems 
that run them (Bayat and Gordon 1998).  This 
implies the potential need for flooring and foundation 
vibration isolation techniques.

In order to measure and to make nanostructure, 
many delicate and precise high performance tools 
are used. The tools include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 (STM), 
near-field scanning optical microscope  (NSOM) 
,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magnetic 
force microscopy, focused ion Beam (FIB)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and other 
lithographic tools through imprint, deep pen, E-beam 
and liftoff. These high performance microscopes 
demand the stringent vibration control. (Bayat 
& Gordon 1998.)  These tools, often located in 
metrology labs and other analytical spaces require 
“quiet” environments far from electromagnetic and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Bayat and Gordon 
1998)

The quiet environmental needs of HPM are 
low vibration, low magnetic and electrical field 
interference, stable temperature, stable airflow, 
stable electrical supply, darkening room, and 
accessible to utility services. 

The general rules to design the facility for HPM 
(King, 2005) are:   

to place them into basements for minimizing 
vibration, but beware of wastewater issues 
and high-traffic areas,
to place them far from vibration sources such 
as automotive, elevators, building mechani-
cal services and electrical and magnetic 
fields,
to use alleys for pumps,
to separate them from main hallway,
to make the room proximity to a darkroom.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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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ble 5 represents the generic vibration 
criteria derived from the design of the vibration 
needed in AML of NIST. The table 6 converts the 
vibration criteria into a graph and indicates the 
threshold lines. The generic criteria have been 
frequently referred to in the US and Canada and 
used for vibration design in many advanced research 
labs such as Birch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BNR) 
Lab of Purdue University at West Lafayette, Indiana, 
US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Nanotechnology (NINT) 
Research Lab at Edmonton, Canada, and Advanced 
Microscopy Lab (AML) of Oak Ridge National Lab 

(ORNL) at Oak Ridge, Tennessee, USA.

Like vibration, it is worthy to note that NIST AML 
sets the record of controlling the temperature to +/- 
0.01 degree Celsius and 1 % tolerance in humidity 
that allows researcher calibrates the thermistors to 
tolerance of +/- 0.001 degrees (NIST,2003.) Purdue 
BNR reaches: temperature +/- 0.1 degree Celsius, 
+/- 5% humidity, NIST-A1 vibration, NC-30 noise and 
EMI shielded. In ORNL AML, the ambient magnetic 
fi elds is less than 0.05 mG rms at 60 Hz. Vibration is 
less than 1mm/sec on any axis below 30 Hz. Airfl ow 
faster than crosses the column faster than 5cm/sec 
and temperature stability is maintained at +/- 0.2 
degree Celsius per hour or less. And Canada calls 
the NINT as “Canada’s quietest space.”

NT IMPACTS ON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cleanroom design evolves from ballroom 
style to bay-chase style. And mini-environment is 
used very commonly while the feature size is driving 
in to submicro level nowadays.

The ballroom cleanroom is constructed in an 
open fashion. The equipments and tools are all put 
in equally clean areas in ballrooms. It provides free 
access to all points on the perimeter of equi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high cost consumption of 
energy and better contamination control, bay-chase 

Cleanroom has been developed. Chase is still within 
the cleanroom envelope and under the clean air 
path. 

Usually, the chase is divided from operator’s 
clean bay area with an isolation barrier either drape 
or wall. The chase generally contains the mass of 
the equipment. The exposed product will not been 
seen in chase.

Operator generates most of the contaminants 
in cleanrooms. Therefore, minimizing the bay 
area where operators work will reduce not only 
the contaminants, but also consumption of energy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area. When the IC Chip 
manufacturing drives down to sub-micrometer level, 
the cleanness of air borne particle consequently 
becomes more stringent. To assume high level 
cleanness exposed in-progress products, mini-
environment is introduced. A mini-environment is a 
closed chamber. It locates within a cleanroom. The 
chamber also includes an interface. The chamber 
includes an interface for in-progress entry. It is 
considered as a clean zone that excludes operator’
s contamination of the in-progress product and 
provides a high-level cleanliness (Weaver,2003.) 

Ultrafine Particle 

Increased interest in nanotechnology has 
spurred the construction of nanotechnology facilities 
or cleanrooms. After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facility 
is completed, contaminants are generated in clean 
facility from sources like operators, equipment, and/
or infi ltration from the outside particles. Monitoring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cleanroom meets the 
user’s requirements on the size and amount of the 
particle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laser particle counters 
commonly used in cleanrooms are unable to 
count ultra-fine particles. Moreover, there are no 
cleanroom standards that classify cleanrooms based 
on ultra-fine particle levels below 0.1 micrometer 
(100 nanometer.) In additi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particle composition such as density, particle 
volatility, aerosol concentration in terms of number 
per cubic meter or mass micro gram per cubic 
meter all remain unknown. Lack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to assess ultra-fine particles, not only 
presents problems for constructing and maintaining 
nanotechnology facilities, but generates issues and 
fears for the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damages.

Although some measuring devices have capacity 
to measure ultra-fine particles, their analyses are 
limited to those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fi eld. Those 
devices are either non-electrical or electrical. They 
are commonly used in automobile emission studies, 
and environmental particle monitoring (Grimm, 
2006). Their portability, ability to evaluate profile 
of ultrafi ne particle, and quicker response time are 
remain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Green Building and Green Facility

Meanwhile, because of the extremely controlled 
environment, high-tech manufacturing plant/fab 
consumes a lot of energy and generates pollutants 
that harm humans and ecosystems. How to optimiz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ow to minimize the 
harmful pollutants will be critical subjects for future 
architecs and engineers as well as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lated suppliers. Many reports have 
indicated that intelligent and energy saving plant, 
solvent-free chemistry, catalysis, biocatalysis, life-
cycle analysis, resource recovery, and recycling 
with smart plant design will form the corner stone in 
green building and facility in near future.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Visualization
 

Furthermore, planners and design engineers 
currently rely on their experience, intuit ion, 
imagination and judgment to convert a defined 
manufacturing and R&D  facilities into the data and 
documents needed for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and start-up.. Although 3D-CAD has been used 
widely to facilitate the conversion for high-tech 

Figure 5.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Generic Vibration Criteria 

4

5 Hertz

Table 6.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Generic Vibration Criteria

Table 5 Generic Vibration Criteria

 (Source: Hal Amick, 2002)

Category Space Type Criterion Structure

Human 
Sensitivity

Research Offi ces, 
Computer 
Modeling

ISO 
Offi ce

400 to 800 µm/s 
(16,000 tot 32,000 
µin/s)

Generic 
General 
Laboratory

Generic Laboratory 
Space, Optical 
Microscopes, 
Epitaxy, CVD

VC-A
50 µm/s (2000 µin/
s), relaxed below 8 
Hz

VC-B
25 µm/s (1000 µin/
s), relaxed below 
8HZ 

Highly 
Sensitive

Photolithography, 
Nanofabrication

VC-D 6 µm/s (250 µin/s)

VC-E 3 µm/s (125 µin/s)

Metrology, Surface 
Characterization, 
SEM, SPM, AFM

NIST-A

0.025 µm/s (1 
µin/s) displacement 
for 1≤f≤20 Hz; 3 
µm/s (125 µin/s, or 
VC-E) velocity for 
20<f≤100 Hz

Ultra-
Sensitive

Instrument 
Development NIST-A1

6 µm/s (250 µin/s) 
for f≤5 Hz; 0.75 
µm/s (30 µin/s) for 
5<f≤1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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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s/plants, the interaction with time dimension is 
still lacking. There is an imminent need to transfer 
existing 4D (3D CAD + 1D Time) technology into 
high-tech facility engineering processes. To model 
the 4D and to simulate the interactions, the basic 
high-tech plant data and information need to be 
established object-by-object and piece-by-piece first. 
Then, the simulation-able models and corresponding 
knowledge bases can be built, and the applications 
and upgrading can be further pursued after prudent 
comparisons between theoretical results and 
empirical data. Moreover, using 4D visualization 
to mitigate the interferences among various facility 
systems can shorten the time schedule for realizing 
the high-tech facility as well as it can reliably assess 
the expediting processes with calculated confidence. 
Apparently, the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schedule 
expedition will be important to realize high-tech 
plants /fabs in the near future.

EDUCATIONAL PROGRAM

It is not uncommon that researchers spend a 
lot of unnecessary time setting up a proper facility 
instead of pursuing their research. Meanwhile, 
it is frequently reported that manufacturers fail 
to get their products approved by the regulatory 
agency due to cleanroom problems.  Moreover, it is 
evident everywhere improper facility not only lowers 
manufacturing yielding rate, but causes delays, cost 
overrun, and damages and litigations due to the 
poor quality facilities. 

The design of the cleanroom facility is an 
indivisible part of the Nano-R&D&M process. When 
the cleanroom is designed, built and tested by 
well educated design engineers, researchers and 
manufacturers can have more time to concentrate 
on their work. The Nano-R&D and manufacturing 
will be processed better and will advance in a faster 
fashion. 

It is predictable that Nano-sca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have an enormou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 impact in the coming decades. To cope 

with the new challenge ahead, many academic 
institutes and industrial companies have heavily 
invested in pursuing Nano-R&D and Manufacturing 
(Nano-R&D&M.)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vested 
project life cyc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cilities 
is prerequisite for Nano-R&D&M. The design/build/
certify of the facilities is an inhere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out proper facilities, 
researcher and manufacturers can not advance 
further and perform well. 

Besid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 regulations to bring a cleanroom facility 
to operation makes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of 
scientists, engineers and managers in cleanroom 
technology essential. This 21st century workforce 
should include professionals from a broad range 
of disciplines such as materials & engineering, 
chemistry,  physics,  b io logy,  medic ine,  and 
management. This new work force can form a 
versatile team to not only advance Nano-R&D&M 
but facilitate the designing, building and certifying 
cleanroom needed for Nano-R&D&M.

Moreover, the demand for the advanced facilities 
and the related engineers is foreseeably strong 
and inevitable. Nevertheless, there is no university 
offering course specifically for designing/building/
certifying the cleanroom needed for Nano-R&D&M.  

To cope with the new challenge ahead,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as initiated an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in spring 2007. The course is entitled “High-Tech 
Facility Design.”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provide basic design knowledge needed for 
cleanroom facilities that supplement high-tech 
manufacturing and R&D. The focus of this course 
is on designing cleanroom and engineering its 
associated facilities. Students will gain skills needed 
to meet ever-changing challenge of delivering 
an ultra pure clean room and ultra pure utilities. 
In addition, this course will strength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background in constructing 
and maintaining high-tech manufacturing plant and 
research lab.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to offer to both graduate 
students and undergraduate seniors.  Students in 
engineering, science, pharmacy, and life science will 
be exposed to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their ap-
plications in the design/build/certify of the high tech 
manufacturing plants and research labs.  Academic 
faculty will teach basic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Pro-
fessional industrial experts will be invited to cov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in the real 
world practices. The contents will include lectures, 
home works, a semester team project with an oral 
presentation and a written report, and a final ex-
amination. Field trips to visit high-tech plants and 
research labs, and cleanrooms will be arranged in 
spring 2007. Moreover, laboratory experiments will 
be provided to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hands-on 
experiences in measuring cleanroom and its corre-
sponding ultrapure facilities.
 

The course will enable the student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typical processes 
in semiconductor, biotech, medical 　　
devices, and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and R&D.
Expla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high 
tech manufacturing and research
Perform architectural design for cleanroom 
and schematically layout factory.
.Use the basic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to 
design systems for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HVAC,) water/air treatment, 
noise and vibration mitigation.
Classify cleanrooms in terms of various in-
ternational standards.
Specify the environmental control criteria 
for cleanroom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level, air/water quality, purity of 
chemicals and gases, noise and vibration 
degree, electromagnetic and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materi-
als outgassing, and safe grounding.
Apply the knowledge in testing and commis-
sioning cleanroom and its associated facili-
ties. 
Establish contamination control programs for 

1.

2.

3.

4.

5.

6.

7.

8.

constructing, opera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high-tech facilities.
Address the issues in automatically manag-
ing the emergency, safety, and security sys-
tems.
Link to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for further 
studies in nano/micro fabrication and re-
search.

Key components of this course are the design, 
building, and certification (DBC) of cleanrooms. 
Two aspects make the DBC of these facilities 
such a challenge. On one hand, modern facilities 
incorporate complex systems and demand expert 
DBC (Signore, 1999). Nevertheless, DBC have 
evolved as independent processes which have 
added significant costs and led to redundant 
activities and delays due to poor DBC of cleanrooms 
(Boddy and Scannell, 2003). 

When a cleanroom has been built, al l i ts 
systems have to be tested and certified prior to be 
turned over to the owner, i.e., cleanroom certification 
(NEBB,1996.) Moreover, sterile product facilities 
have to go through a process called validation or 
qualification, which is “establishing documented 
evidence which provides a high degree of assurance 
that a specified process will consistently produce a 
product meeting its predetermined specifications and 
quality attributes” (FDA, 1987). Many small and mid-
sized pharmaceutical, biotech, medical device and 
cosmetics manufacturers simply don't have the in-
house experts to do the job (Galatowitsch, 2003) or 
even large organizations fail to develop procedures 
and documentation that allow them to conduct a 
traceable validation (Wrigley and Du Preez, 2002).

To be a well-round design engineer for supple-
menting Nano-R&D & M, The students need to 
know quantum, statistical and continuum mechanics 
theories. The students need to learn the basis of the 
single device fabrication and how to integrate me-
chanical, electrical, fluidic, and thermal parts. Since 
the knowledge gained from both top down and 
bottom up manufacturing strategies will reinforce 
students’ background, someday when they become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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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支援
（Administration）

practitioners.

Regardless of the type of cleanroom will be 
used and devices will be made, all the R&D& M 
processes focus on nano scale level. To learn micro 
and nano-devices with application to biology and 
nanoelectronics will be definitely benefit the students 
in the long run.

All high-tech R&D&M processes generate a lot 
of wastes and consume enormous energy.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the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of green manufacturing for greater 
sustainability. It will definitively improve my teaching 
and benefit the students who will be the 21st century 
work force to assist the advancement of the nano-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Mission and Strategy

To  con t i nuous l y  ensu re  t he  econom ic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dustrial value heightening, and upgrading civil 
engineering, the High-Tech Facility Research 
Center has been established by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fall 
2006. The mission of the center is to foster research 
discovery, educational learning, and services 
engagement on the facilities needed for advancing 
high-tech manufactory and R&D.
    

Therefore, in the initial stage, the focus of 
the Center will be on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ontamination control, simulation and modeling, and 
green building and facility. The short-term goal is to 
improve the processes of designing, constructing 
and certifying ultra-pure cleanroom and the facilities 
needed for housing those vibration-sensitive high-
performance microscopes. The long-term goal of the 
Center is to conduct full-scal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service in supplementing facilities needed for 
high-tech manufacturing and R&D.

Preliminary Expected Results

The 1st Center focus on high-tech facility 
research in Asia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fall 2006. 
The Center will function as a bridge out-
stretching civil engineering into the high-
tech frontier territory. The Center will start to 
conduct research projects for supplemen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 high-
tech industry in May 2007.
A cleanroom measurement laboratory will be 
established in the Center Fall 2007. 
A laboratory base cleanroom design course 
will be offered in spring 2008.
With the cleanroom measurement laboratory 
established and instruments obtained, basic 
data of environmental controls in cleanroom 
will be collected for further modeling, simu-
lation, and other scientific and applied re-
search. 
A distance learning course will be offered 
through NTU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
ing Development and will reach out the Tai-
wan high-tech industry throughout the whole 
Island. 
The Center will function as a viable platform 
of idea exchanging, experience sharing, 
benchmarking, partnering, education, train-
ing, and mutual benefit research for practi-
tioners of Taiwan high-tech facility industry, 
related academics and governmental agen-
cies. . 

Center Organization

At the begin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roposed center will consist of a director, two 
assistants, and an advisory committee with 13~15 
members outside of NTU and 7~9 members 
from NTU. The director is responsible for overall 
management of the center. The directorship is a 
3-year appointment after approval by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1.

2.

3.

4.

5.

6.

7.

The advisory committee will be a consortium of 
owners,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governmental agents, and academics. The function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is to assist the center for 
making decision on the vision, strategies and major 
policy. 

Generally, the business of the center is grouped 
into two divisions that deal with daily administration 
and technology respectively. One division is to 
handle accounting, market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other division is to concentrate 
on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This technique 
division will supplement the techniques, and other 
resources needed for research projects that obtain 
from governmental and/or industrial sponsors. The 
technique management division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3 sub-areas. They are: 1) Integrated Circuit and 
Peripheral, 2)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Device, 
3) Bio-Tech and Bio-Safety.

The following figure 3 depicts the overall 
organization of the Center. The backbone research 
underline three sub-areas are contamination control, 
simulation and modeling, and green building and 
facility.

資助者(Sponsors)
政府（Government） / 產業（Industry）/ 學術界(Academic )

高科技廠房設施研究中心
High-Tech Facility Research Center  (HFRC)

諮詢顧問團（Advisory Committee）
校外13～15名(13~15members)

校內7～9名(7~9members)

專案辦公室
（Project Office）

NSC、TSMC、UMC…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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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3. The Organization of HF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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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driving of nanotechnology has reached 
at the atomic and molecular foundation of matter.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o bring forth improved 
knowledge, technology, economy, and quality of life. 
To advance nanotechnology, designing/building/
certifying high-tech facility is part of and prerequisite 
to Nano-R&D&M.

High performance tools and ultra pure utilities 
are needed for Nano-R&D&M. However, those tools 
must be housed in stringently controlled cleanrooms 
and/or operated on stable platforms. 

To engineer these high-tech facilities, such 
as stable platform and cleanroom, is a complex 
processes involving many considerations not 
typically encountered when designing traditional 
facilities.

When the high-tech facility is designed, built 
and certified by well-educated design engineers, 
researchers and manufacturers can have more time 
to concentrate on their work. The Nano-R&D&M 
will be better processed and will advance in a faster 
fashion.

Moreover, high-tech development in Taiwan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aiwane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promoted Taiwanese industries 
upgrades, and driven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It 
not only profoundly impacts the local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gives Taiwan a remarkabl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but also establishes it as a 
model benchmarked by many other countries.

To supply high-tech workforce and to sustain 
economic enhancement in Taiwan,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has initiated a High-Tech Facility Research 
Center. Through the Center’s research discovery, 
educational learning and industrial services, not 
only these position NTU on the upfron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high-tech facility area, but also sustain 
Taiwan as a green silico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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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道通車路段將近1,000公里，龐大的管轄範圍只能透

過現代化的交通控制系統才可提供管理人員加以監控。處理

包括路網控制、事件管理、旅次需求管理、旅行者服務資訊

之提供、行前交通資訊之提供、緊急救援車輛管理、異常天

候及重大災害交通管理等策略，而此亦是智慧型交通系統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在高速公路發揮之主要

功效。

　　國道交通管理系統分別由北區、中區、南區交控中心及

坪林行控中心所管轄，而十二條東西向快速公路主要路段亦

陸續完成並部分與國道銜接，因應國道高快速公路路網形成

並與各主要都會區連接，高公局將開始推動建置成立交通資

訊管理及協調指揮中心(Traff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or-

dination and Command Center, TIMCCC)，以「資訊集中、分區

控制」之原則，有效整合相關交通管理中心資訊，達成交通

管理運作之整體協調性。

壹、前言

一、交控系統發展歷史

    高 公 局 在 應 用 I T S 智 慧 型 交 通 系 統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方面的

歷史演進可分兩大區塊，包括交通控制系統及

電子收費系統，分述如下：

(一)交通控制系統

　　高公局在73年11月啟用之國道1號

基隆楊梅段一期交通控制系統為國內最

早之交通控制系統，範圍為國道1號基隆

至楊梅收費站及機場支線等路段設置了

車輛偵測器、路邊緊急電話、閉路電視

攝影機等設備，由北區交通控制中心透

過資訊可變標誌、警察廣播電台廣播網

及168專線電話等方式告知用路人路況資

訊。

　　近年國道後續路網陸續通車，交控

系統規模也逐漸擴及各國道系統，同時

增加0800免付費路況通報服務專線電

話、1968國道即時交通資訊語音查詢專

線，及國道路況即時影像上網服務等，

使得整體交控系統除監視、控制系統愈

加完備外，對用路人資訊服務功能亦更

加全面性。

(二)電子收費系統

    為使高速公路用路人可在不停車、不

用現金與更有效率及安全環境下完成繳

交通行費，高公局推動電子收費系統，

以達增加收費站容量、縮短繳費時間、

提高用路人便利及安全性、降低空氣污

染等目標，並期藉由電子收費系統之建

置營運，轉換實施計程電子收費，以實

現使用者付費之公平計程收費宗旨。另

配合高速公路智慧化之發展，電子收費

系統整體運作未來必須能整合而為電子

收費暨交通管理（ Electronic Toll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ETTM） 系

統， 以奠基智慧型運輸系統之應用。

二、高快速公路網成形

　　繼國道3號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後，東西向

十二條快速公路優先通車路段亦陸續完工通

車，未來國道高速公路與東西向快速公路在台

灣西部運輸走廊將形成完整之高、快速公路

網，如圖1所示。

1

2

1

3

圖1  高、快速公路網示意圖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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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整體高、快速公路路網各公路等級及功

能特性皆有不同，如何建置台灣地區「高快速

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對整體路網公

路進行分級，並依據各分級路網之交通管理需

求有效規劃與建置交通管理系統，以發揮高、

快速公路路網之運輸效益，已為國內推動交通

管理系統智慧化之重要課題。

　　為因應未來台灣地區整體公路網管理需

求，目前高公局正推動建置「TIMCCC」，以城

際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為範圍，於既有各項

交通管理及控制系統基礎下，以「事權統一」

為原則，透過交通管理需求分級作法，建置

高、快速公路交通管理及控制系統，以提高整

體路網運輸效益及增進交通安全。

貳、路網管理分級

一、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特性

    台灣西部公路路網以國道高速公路、東西向

快速道路、以及西濱快速道路為主要架構，並

藉由市區快速道路、省縣道等級之道路系統，

連繫各地區往來旅次需求。

    高速公路於西部走廊包括南北向之國道1、3

號及東西向之國道2、4、8、10與興建中之國道

6號等，東部走廊則以國道5號公路為主軸。

    東西向快速公路北起基隆台北生活圈，南

至高雄屏東生活圈，規劃十二條路線，總長

361.46公里，連絡國道1號、國道3號、西濱快

速公路及重要省道、縣道，構成西部走廊由北

至南快速運輸網路，並於每一生活圈至少均有

一條快速公路，以迅速進出高速公路，達到促

進區域均衡發展，疏導高速公路車流，並擴大

其服務範圍之目標。北、中、南三區東西向快

速公路路線示意圖分別如圖2、圖3及圖4所示。

             圖2  東西向快速公路路線示意圖(北區) 

   

             圖3  東西向快速公路路線示意圖（中區）

            圖4  東西向快速公路路線示意圖（南區） 

二、路網交通管理分級

    配合整體交控系統需求及考量高快速公路路

網各路段完工期程掌握，將西部高快速公路路

網分為三個層級[1]，其中心原則如下：

(一)第一實際規劃層級路網

    配合實際規劃之第一層級路網以維持

國道1號、3號主線車流暢通與均衡交通

為考量，此層級路網公路在運作面上與

國道高速公路之功能完全相同，可視為

國道高速公路之延伸。包括國道高速公

路、東西向快速公路與國道1號、3號直

接銜接之路段。

(二)第二實際規劃層級路網

    實際規劃考量上，第二層級路網公路

之功能為國1與國3主線皆發生壅塞時，

可將車流引導至西濱快速公路，包括可

直接銜接西濱快速公路與國道1號或國道

3號之東西向快速公路路段及路型較佳之

西濱快速公路部分路段。

(三)第三實際規劃層級路網

    不具備第一、第二層級公路特性者，

皆歸納為第三實際規劃層級路網。在資

源有限的情況下，應以蒐集替代道路之

資訊為首要建置目標，資訊之提供內容

則以正確、可接受為原則。

三、交通管理智慧化推動計畫

    依據路網層級之劃分及交通管理需求分析，

原國道北、中、南三區交控中心已無法滿足未

來之需求，因而新增全國性交通管理中心，而

其全國性交通管理系統將透過成立「TIMCCC」

運作。另配合TIMCCC成立及東西向快速公路納

入交控中心管理，未來西部路網整體交通管理

及控制系統架構建置如圖5所示。

參、路網交通管理控制策略

　　依據路網交通管理需求，本節將說明各層

級路網實施之主要策略，另針對路網轉向管理

策略之運作作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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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整體高快速公路交控系統建置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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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層級管理作業

(一)第一實際規劃層級路網

    建構完整的交通控制與管理設施，以

維持交通順暢並提供最佳之行車環境。

交通控制策略中，除匝道儀控、車道管

制、速限管制、警告管制等策略應於各

路段採行外，路網控制亦以運輸需求較

大之國道1號、國道3號為主，其他高快

速公路系統則扮演輔助配合之角色，提

供國道1號或國道3號實施路徑導引時所

需的轉向需求。至於交通管理策略，則

涵蓋交通監測、事件管理、用路人資訊

的提供、施工路段管理等策略，詳表1。

(二)第二實際規劃層級路網

    在交通控制設施資源與經費的考量

下，除維持匝道儀控，並且提供國道1

號、國道3號實施路徑導引時車流轉向需

求與必要的指示配合等控制策略。

(三)第三實際規劃層級路網

    第三層級路網在管理控制策略上以資

訊提供、緊急事件通報及救援為主。

表1  交通管理需求與控制策略對照表

二、路網轉向管理策略

　　由於路網形成，路網轉向管理策略為高快

速公路網最重要之一環，實施路網轉向管理策

略之目的是導引車流行駛替代路徑，使整體路

網流量分佈達到均衡。針對第一層級路網範圍

內之路段特性，研擬之策略包含路徑導引控制

策略、都會區路網管理策略、路徑導引資訊提

供策略與路網資訊提供策略四部分[2]。其中路

徑導引控制策略、都會區路網管理策略係以整

合管理東西向快速公路為主要考量，概略說明

如下：

(一)路徑導引控制策略

　　當國道1號或國道3號發生事故或

嚴重壅塞時，在比較路網內替代路徑旅

行時間差異大於相當程度時，首先採取

入口匝道控制策略來限制與減少進入主

線之車流量；當實施一段時間後則檢核

壅塞狀況是否解除，如果壅塞狀況仍持

續，則進行路網轉向控制策略，轉向範

圍以相鄰之橫向道路為一區域，於替代

道路路徑決策點前透過相關資訊告知用

路人轉向，利用東西向快速公路聯絡道

路續接平行之國道1號或國道3號，再銜

接回原路徑前往目的地，避開壅塞或事

故路段，使其能有效地利用運輸走廊內

各個道路。

　　路徑導引控制策略係利用路徑導引

標誌，採全版面可變圖誌，以文字顯示

事故點訊息與導引訊息為主，並輔以簡

單之路網圖誌訊息於左側，如圖6所示，

茲說明如下。

 1.路網圖誌訊息

　　以簡單圖形方式顯示『本系統交流

道至下一個回復主線之系統交流道』之

路網形狀，並標明國道或省道編號於改

道點之橫交國道或快速公路路徑，原國

道之路徑以虛線表示。

 2.事故點訊息

　　在相對應於事故點位置之圖誌旁，

提供下游事故點之里程數，分別顯示圖

誌與文字訊息。

 3.導引訊息

　　於右側以文字方式提供事件類別與

影響狀況等內容，顯示二列各四個字之

訊息，並提供導引訊息予用路人，主要

係提供前往事故點下游第一個改道點交

流道(回復點)之下游路段的用路人最適合

之行駛路徑說明。

(二)都會區路網管理策略

　　由於都會區旅次之目的地通常可經

由數個不同交流道出口到達，且不同用

路人之目的地亦不相同，故無法以直接

告知較佳路徑進行轉向控制。因此，為

服務生活圈之車流旅次，針對可經由數

個不同交流道出口到達同一旅次目的之

都會區，以圖形方式提供路網內主線各

路段與出口匝道之壅塞資訊，讓用路人

提早瞭解下游各路段壅塞程度，作為選

擇出口之參考。

　　資訊顯示方式為與前述路網控制策

略共用同一路徑導引標誌，以都會區路

網圖誌提供路網內各路段之壅塞資訊，

利用不同顏色區分路段壅塞程度之服務

水準等級；當路段區間出現紅色區塊則

表示服務水準已到達E、F級，該路段已

呈現難以容忍之延滯狀況，藉以讓熟悉

路網之用路人瞭解下游道路之路段壅塞

狀況，自行判斷選擇進入都會區適當之

行駛路徑，如圖7所示。

 (三)路徑導引資訊提供策略

　　以汐五高架橋路徑導引資訊提供為

例，台北都會區汐五高架道路屬於國道

1號台北都會區主線路段主要之替代道

路，路徑導引資訊提供策略係提供用路

人完整之替代路線資訊，供其自行研判

選擇較佳之行駛路徑。路徑導引資訊主

要以提供旅行時間為主，以兩替代路徑

個別之旅行時間，分別顯示因事件或壅

塞而造成車流延滯之影響程度，並即時

傳遞此訊息給用路人，作為選擇路徑之

管理需求 交通控制策略

路網交通管理需求

路
網
轉
向

路徑導引控制策略

都會區路網管理策略

路徑導引資訊提供策略

路網資訊提供策略

事件管理需求

隧道控制策略

天候不良路段管理策略

都會區重現性壅塞管理策略
(主線壅塞/出口匝道壅塞)

匝道控制策略

路況偵測與監視策略

動態開放路肩策略

維持主線順暢需求 平交路口控制策略

用路人資訊需求 先進用路人資訊提供系統

圖6  路徑導引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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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都會區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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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旅行時間資訊將常態性顯示，提

供用路人參考，但不另外實施其他交控

策略，強制駕駛人一定要改道。系統將

於雙向主線車流上游決策點設置「路徑

旅行時間比較標誌」，如圖8所示，顯示

平面路段及高架路段行駛時間之差異，

以作為用路人選擇最適路徑之參考依

據。

 (四)路網資訊比較策略

　　國道1號與國道3號於新竹系統交流

道與彰化系統交流道交會，並提供二處

路徑改道之決策點。在國道3號相繼通車

之後，國道1號於中區與南區路段之壅塞

狀況已漸疏解，然於北區無論是國道1號

或是國道3號之壅塞狀況仍然存在。因

此，於北上新竹系統交流道前提供國道

北區路段南往北方向路網資訊比較，以

提供用路人選擇續接國道1號或國道3號

北上之路徑決策參考。

    由於新竹系統交流道前需提供之路

網範圍、資訊均較為複雜，故路網資訊

顯示策略以併排簡單之資訊可變標誌分

別顯示國道1號與國道3號之車流狀況訊

息，以簡潔、清晰的資訊，提供北上用

路人行經新竹系統交流道完整之國道1號

與國道3號資訊，供其自行研判選擇較佳

之行駛路徑，如圖9。

 

肆、TIMCCC系統工程

一、整體系統架構

　　TIMCCC包含資料收集與管理子系統、交通

監測與控制子系統、緊急應變與協調指揮子系

統、多媒體發佈子系統、交通資訊發佈子系統

及先進交通管理實驗室等。整體系統架構如圖

10[3]。TIMCCC將建置於現有之北區交控中心大

樓二樓，其中交通監測及資訊管理中心將與北

區交控中心共用空間，並共用圖誌顯示系統。

　　除電子收費系統（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ETC）外，各外部系統將利用XML與HTTP資料交

換技術進行整合，其中與ETC資料之交換係以專

線(Leased line)方式，將各收費站ETC車道車流

資訊彙整至各交控中心，再透過內部網路連結

至TIMCCC，系統整合架構如圖11所示。

 

     圖11  TIMCCC與外部系統整合架構示意圖

二、TIMCCC各子系統功能

(一)資料收集與管理子系統

　　資料收集與管理子系統目的在於

收 集 交 通 資 訊 管 理 及 協 調 指 揮 中 心

(TIMCCC)所需之相關資料，並將各資料

經軟體功能轉換成統一之格式。本子系

統所收集之資料內容包含：電子收費系

統資料、偵測器交通資料及天候資料等

三項資料，提供先進交通管理實驗室、

交通監測與控制子系統等相關系統使

用。

(二)交通監測與控制子系統

　　TIMCCC設置之主要目的即在於能以

整體路網的角度監測及管理全國之高快

1 5
2 5
1 5
2 5
1 5
2 5
1 5
2 5

1 4
2 3
1 4
2 3
1 4
2 3
1 4
2 3

11

圖8  路徑旅行時間比較標誌
圖9  路網資訊比較併列資訊可變標誌圖9  路網資訊比較併列資訊可變標誌

圖10  交通資訊管理及協調指揮中心系統架構圖

1

11  TIM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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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網，以彌補各分區交控中心僅能

監測及控制單一分區路段之不足。交通

監測與控制子系統統一彙整處理來自各

分區的交通資料，將動態交通資料即時

顯示於交通動態畫面及大型投影幕上，

並利用各項監測資訊訂定有效之交通管

理策略，其中針對跨區之交通管理策

略，並能提供上位之全面性策略建議，

以使交通控制設備發揮其最大功能。

(三)緊急應變與協調指揮子系統

　　緊急應變與協調指揮子系統之功能

係以支援緊急應變與協調指揮中心運作

所需之各種設備及資訊為主，目的在提

供一便利完整之環境，以便有效的進行

協調指揮工作。

(四)多媒體發佈子系統

　　多媒體發佈子系統目的為針對傳播

媒體提供多媒體交通資訊服務，供媒體

人員採訪及擷取資訊。利用多媒體監測

與網頁展示軟體提供工作站操作人員監

視系統之顯示畫面與操作介面，並可將

資料投影至大螢幕上，以達到發佈之目

的。

(五)交通資訊發佈子系統

　　交通資訊發佈子系統目的為整合

交通資訊管理及協調指揮中心對外資

訊發佈管道，以滿足途中、行前之個

人交通資訊需求。民眾可利用電腦、

手機與個人數位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等設備以網路、電話語

音等方式查詢路段目前即時車流影像、

壅塞狀況、車速、發生事件、交控策

略、旅行時間等交通資訊，以便調整

行程規劃。另提供交通資訊加值者以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方式獲

得車流影像等相關交通資訊。

　 　 本 系 統 具 備 之 特 色 有 以

XHTML(Extensible 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語言格式使手機與個人數位助

理可查詢即時交通資訊；未來日交通資

訊查詢具備時間序列概念以及以圖形方

式表達所查詢的路段旅行時間預測值。

在語音查詢交通資訊部分，具備自然語

言辨識能力使民眾在使用上更加方便。

(六)先進交通管理實驗室

　　先進交通管理實驗室將以交通模擬

及旅行時間預測做為其研究發展重點，

在交通模擬方面，為使交通監測與控制

子系統能有效發揮其預測功能，本實驗

室將建置一套全區模擬系統，模擬研究

事件發生後之路段旅行時間變化（流量

特性曲線調校）、連續假期起迄(Original 

Destination, OD)資料庫建立，以及相關控

制策略模擬等工作。提供「未來日路段

旅行時間推估軟體」，目的為提供民眾

查詢未來日路段旅行時間，以做為事先

擬定旅程規劃與出發時間的參考。

伍、創新科技引進

一、利用交通預報系統改變用路人旅運行為

　　TIMCCC可整合各控制中心之交通資訊，將

可累積龐大之歷史資料庫，包括建立歷史分時

之路段旅行時間、分時OD矩陣等。利用這些資

料及考量用路人使用需求，建議產生下列兩種

交通預報資料：

(一)當日交通預報查詢

　　用路人可查詢當日未來數小時至特

定目的地之旅行時間曲線圖，供用路人

決定出發時間決策參考。  

(二)未來日交通預報查詢

　　目前高公局已針對春節連續假期進

行可能壅塞路段預報服務，作為用路人

之參考。未來本計畫完成後，可藉由大

量資料收集，除可提供連續假期之預報

服務外，亦可提供未來數月內經常更新

之交通預報，用路人可查詢特定起迄點

旅行時間，並可利用大範圍路網之交通

壅塞程度動態畫面播放，讓用路人更易

於決定出發時間及選擇最適路徑，或調

整旅次目的地。

二、ITS行動中交通資訊發佈

　　用路人交通資訊查詢目前仍以有線通訊系

統為主要之傳送途徑，但近年來隨著個人通訊

技術的進步，途中個人化交通資訊查詢需求更

為殷切，手機、個人數位助理或口袋型個人電

腦(Pocket PC)等可透過等通訊媒介上網查詢即時

道路交通資訊。

　　日本車上導航系統(Navigator)可經由資訊中

心獲得即時交通資訊。圖12為日本車上導航系

統之即時資訊服務內容範例。

　　未來高快速公路網交通資訊整合完成後，

應可加速國內推動車輛導航系統交通資訊加值

服務之建立。而通訊平台國內亦可參考日本

Internet ITS協議組織所推動之行動IP(Internet 

Pretocol)平台，如圖13，廣納各式無線通訊服

務。   

陸、結語

　　因應未來台灣地區整體公路網管理需求，

目前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正推動建設「高快

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將建立台灣

地區西部走廊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之交通管理

及通訊系統，除整合北、中及南區交控中心建

立事權統一、資訊集中之TIMCCC外，更廣納現

代ITS發展技術。

　　車輛導航系統交通加值應用為國內短期內

亟須建立之ITS服務項目，車輛導航系統雖然需

要由民間投資生產開發，惟以日本為例，部分

基礎通訊平台仍由公部門投資建置。當未來系

統建置完成後，由於資訊的完整收集與分析系

統建立，應可加速國內車輛導航系統資訊加值

與交通資訊整合分析應用之推動。

　　TIMCCC建置完成後，將擁有豐富資料及

模擬平台，透過深入的交通資訊整合分析，將

可研究各式交通管理作為之績效，據以研擬各

項交通疏導措施，有效提高整體路網之輸運效

率，對於國內平日、假日、連續假期等不同型

態之交通需求，皆能有適切有效之交通管理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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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置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建

設計畫，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修訂三

版)，第6~11頁(2004)。

2.「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設計原

則報告」，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第

4-99~4-109頁(2005)。

3.「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設計原

則報告」，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第

3-4~3-5頁(2005)。

(GPRS 3G)(GPRS 3G)

圖13  日本ITS未來車上應用通訊平台架構示意圖

圖12 日本 VICS 資訊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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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管理單位為工程業主管理技術面之重要幕僚，於工

程執行時，更為營建團隊之領航者。為達成工程總體目標，

執行營建管理業務時，不僅須有完善之規劃及組織，且須著

重於協調、推動、控制等作業有效落實。因此，善用e化工

具，使營建團隊能不受地點限制而可即時發布及接收最新資

訊、查詢現況及文件資料，以及具有自動提醒追蹤應辦及待

辦事項、統計進度及成本資料等功能之智慧化專案管理資訊

系統，即顯得極有迫切需要。本文植基於本工程司執行數十

件營建管理案之豐富實務經驗，以營建管理角度著眼，藉由

營建管理之作業領域、管理方法及工具、工作成果等予以探

討，進而研析營建管理智慧化之必要性、業界工程管理資訊

系統現況、研發範圍及目標，以建立智慧化專案管理資訊系

統之架構、功能及效益，並說明本工程司研發Smart PMIS專

案管理資訊系統之階段性成果，以供業界參考。

壹、前言

　　自民國87年政府採購法公佈、88年開始

施行後，賦予機關遴聘專案管理顧問之法源，

以解決機關辦理工程採購之專業性能力或人力

不足等問題，使營建管理專業技術日益受到重

視。本工程司早於政府採購法施行前即以營建

管理專業協助公、私部門推展多項大型公共建

設；政府採購法施行後，為配合政策推展，更

責無旁貸扮演營建管理業界火車頭角色，積極

參與各類型工程之營建管理服務（如圖1～圖

13，本工程司營建管理服務案例），並進行多

項營建管理專業技術之研發，成果斐然。

1

2

1

3

圖1 交通部辦公大樓

圖2 僑愛新村 圖3 勵志新村 圖4 精忠二村

圖5 成福一次配電變電所 圖6 南投縣政中心 圖7 南港區市民運動中心

圖8 台大雲林分院第一 
      期醫療大樓 圖9 新竹體育館 圖10 國家衛生研究院竹南院區

圖11 七張變電所

32

圖12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
       科學館 圖13 南科三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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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營建管理之作業領域

　　所謂營建管理，不單僅是工地管理，其範

圍尚可包括專案管理、營建事業管理及國家營

建業管理等層次【1】；其實務操作亦非純科學

分析，更有賴於完善而有效地規劃、組織、協

調、推動及控制。就專案工程而言，營建管理

作業之領域包含整合管理、範疇管理、時間管

理、成本管理、品質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溝

通管理、風險管理與採購管理等九大知識體系

（如圖14）【2】。

圖14 專案工程營建管理作業領域

參、營建管理方法

　　營建管理之屬性是主動的、積極的、前瞻

的，其具體作為則有賴於良好之溝通協調，故

須具備「動態管理」及「靜態管理」之方法，

始得以達成良好之管理效果。

一、動態管理

    係對專案先行建立管理流程，繼而轉換為工

作步驟以建立關鍵性作業，提示整體工程團隊

應注意事項及相對應之施作基準；其次，由工

作步驟中預見可能問題，並提出可行對策；而

後將管理流程、應注意事項、可能問題及對策

相結合，以確實掌握管理重點。

二、靜態管理

    係將對廠商所提各項工程資料進行審查，提

出審查要項，並於要項內定出審查重點，同時

提示應注意事項及相關說明以及時控管。

肆、營建管理主要工具

    就專案工程而言，達成營建總體目標「進度

如期、品質如式、成本如度」之主要管理工具

如表1所示，須予以適當運用，以收事半功倍之

效。

表1　營建管理主要工具

伍、營建管理工作成果

　　營建管理之工作成果涵蓋先期規劃、設

計、發包、施工、驗收等營建構造物生命階

段，依營建管理九大作業領域予以分類，其詳

細內容可歸納如表2所示。

 

陸、營建管理智慧化之必要性

　　有鑑於工程資訊管理系統於「機關委託技

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四條之ㄧ第一

項第二款第十一目被列為營建管理服務項目之

ㄧ【3】，亦為現行各機關辦理營建管理採購契

約之必要項目，故從事公共工程之營建管理廠

商應具備工程管理資訊系統以因應業務所需。

另就工程實務而言，目前國內營建管理之服務

工作量大，須及時溝通協調及管控之事項繁

多，提供一良好資訊平台能不限時間地點地了

解工程最新資訊，以及遠距輔助管理決策，將

是目前國內營建管理業務發展最新趨勢，故具

有自動統計分析、提醒追蹤及資料庫功能之智

慧化專管理資訊系統實有迫切需求。

柒、業界工程管理資訊系統現況

　　除了專業計畫軟體（如P3、PROJECT等）

之外，目前業界執行之整合性工程資訊管理系

統至少有下列缺失，可作為日後改善方向之參

考：

表2  營建管理工作成果

整合 範疇 進度 預算 品質 人力資源 溝通 風險 採購

先
期
規
劃
作
業
階
段

■權責劃分
■工務行政流程
■專案管理工作
   執行計畫書

■基地選址評估報
   告
■需求調查分析報
   告
■可行性評估報告
■國內外案例分析
   報告
■規劃方案比較分
   析報告
■先期（規劃）作
   業報告

■工程預定總進度
   表
■設計/監造建築
   師遴選作業預定
   進度表
■專案管理月報

■計畫成本初估報
   告
■現金流量表編製
■經濟效益評估報
   告
■財務分析及建議
   報告
■經營管理方式規
   劃報告

■品質稽核
■配合業主意見修
   正成果

■專案管理人力計
   畫
■訂定設計及監造
   組織人力需求

■工程資訊管理系
   統
■需求訪談
■需求檢討會議
■規劃方案檢討會
   議
■先期規劃成果審
   查會議

■專業責任險
■風險辨識
■風險定性分析
■風險定量分析
■風險避免策略
■風險減輕策略
■風險移轉策略

■發包及分標策略
■廠商資格調查訂
   定
■評選須知
■投標須知
■契約草案
■需求計畫
■設計準則
■其他招標文件
■協助開標/審標
   及決標作業

設
計
階
段

■設計界面整合
■設計審查成果
   報告書

■契約管理
■審查設計範疇

■審查設計預定進
   度表
■預警里程碑/進
   度落後
   事宜
■進度異常分析及
   改善
■專案管理月報

■價值工程
■預算書審查
■數量計算審查
■市場詢價
■設計單位估驗計
   價
■現金流量表調整

■設計審查意見
■結構計算書審查
■設備計算書審查
■施工規範審查
■品質稽核
■審查意見統計

■審查設計人力
■複委託契約審查

■設計協調週會議
■決策會議
■拜訪設計單位
■設計審查會議
■工程資訊管理系
   統

■審查專業責任險 —

招
標
階
段

■統合各分標工
   程界面

■釐定各工程標履
   約範疇

■工程採購預定總
   進度表
■分標招標作業進
   度表
■專案管理月報

■建議底價
■數量/單價審定會
   議

■品質稽核 ■訂定施工廠商組
   織人力需求

■招標文件制定及
   審查會議
■工程資訊管理系
   統

■訂定保險條款 ■廠商資格審查
■評選須知
■投標須知
■契約草案
■其他招標文件
■協助開標/審標
   及決標作業

施
工
階
段

■施工界面整合
   表

■契約管理
■施工範圍放樣校
   核

■審查施工預定總
   進度表
■審查展延工期並
   提出建議
■審查三週進度表
■統計出工人、
   機、料
■施工文件送審統
   計及管制
■審查工地日報表
■預警里程碑/進
   度落後事宜
■趕工計畫審查
■進度異常分析及
   改善
■專案管理月報

■變更設計審查及
   統計
■變更設計議價會
   議
■估驗計價審查及
   統計
■現金流量表審查

■審查施工計畫
■審查材料、大樣
   圖、型錄、施工
   圖及樣品
■材料設備廠驗及
   抽驗
■不合格品管制
■施工抽查
■施工缺失改善前
   中後報告
■施工查核
■品質稽查
■審查監造計畫
■審查意見統計表

■審查施工管理人
   力
■重要分包商及製
   造商資格審查

■工程資訊管理系
   統
■施工協調會議
■決策會議

■審查營造綜合保
   險

—

驗
收
階
段

■專案管理工作
   成果報告書

■工程驗收及移交
■交屋計畫

■驗收及交屋期程
   規劃

■結算書資料審查 ■竣工查驗
■機電設備測試及
   試運轉
■驗收計畫
■驗收紀錄

■維護人員教育訓
   練計畫

■驗收會議 ■審查保固保證 ■驗收結算證明

工    具 進 度 品 質 預 算

權責劃分及管理流程   

檢討會議及其紀錄   

控制及追蹤表格   

甘特圖及邏輯網圖 

要徑法 

現金流量表  

價值工程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   

品管七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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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僅為網頁性質

    除大型工程顧問公司或營造業外，鮮少小型

工程顧問公司、建築師事務所或技師事務所為

一專案於短時間、編列大筆預算及自行研發工

程管理資訊系統，故常見僅建置網頁上傳部分

簡單數據資料及工地照片，以展示工地現況。

此方式雖設置最為簡易，但無法全盤呈現專案

資料，亦無智慧化預警及追蹤功能，只要網頁

管理人疏於資料更新，使用者即無法獲得即時

而正確之資訊。

二、僅為資料庫性質

    資料庫型之工程管理資訊系統為目前業界多

所採用，此種系統多依工程進度、品質、成本

等資料架構性分類，供業主及承商上傳及查閱

資料，以了解即時及龐大之專案歷史資料。此

方式已較網頁方式可深入了解專案，然仍無智

慧化預警及追蹤功能。

三、資料架構歸類不清

    由於編寫工程管理資訊系統軟體之專業公

司，多非營建背景且編製時程短暫，故資料架

構（WBS）常不適用於營建工程使用，上傳資

料歸類不易，搜尋亦不易；若再無「搜尋」功

能，將增加使用者之搜尋時間及困難度。

四、未能符合營建管理單位使用需求

    營建管理單位所使用之工程管理資訊系統，

架構應盡量符九大作業領域之作業需求，並應

著重於全程階段可即時發佈/接收最新資訊、查

詢現況及文件資料、以及具有自動提醒追蹤應

辦及待辦事項、統計進度/成本資料等管理功

能，與一般營造業工程管理資訊系統著重於施

工階段人、機、料細部統計及工地管理事宜有

別。

五、功能不易辨識

    功能不易辨識及操作，以致使用意願低落，

無法使每一專案執行者利用其為管理工具，反

而採用紙上作業後加工上傳資料於工程管理資

訊系統，徒增工作負擔且無效率。

捌、智慧化營建管理資訊系統研發
　　之範圍及功能目標

　　本工程司為因應營建管理業務之需求，自

民國89年起即積極投入專案管理資訊系統之

研發，嗣後，藉由實務操作及資訊系統應用回

饋，加以參酌目前業界工程資訊管理系統缺

失，續朝智慧化專案管理資訊系統之途大步邁

進，並以營建管理九大作業領域及各階段營建

管理成果為研發範圍，以具有下列功能為研發

目標：

一、統計分析功能

    藉由自動計算及統計工程進度、現金流量、

人機料、設計及施工文件審查意見、材料抽

驗、施工抽驗及安衛抽驗等缺失統計，以具體

反映工進、人機料運用情形、文件及工地缺失

類別、次數，使營建管理單位能做正確之評估

及決策。若與「提醒追蹤」功能相串聯，更能

自動發佈訊息通知提醒權責單位應辦未辦事

項。

二、提醒/追蹤功能

    對於契約里程碑、會議列管事項、設計及施

工文件等具有時效性質之管控項目，應有自動

提醒（對承辦單位發佈訊息）/追蹤之功能，至

該里程碑或列管事項達成或解除為止。

三、資料庫功能

    對於工程執行之依據，例如契約書、設計圖

說、施工規範、CNS標準、施工計畫書等，以及

管理執行過程，例如會議紀錄、施工日報、監

造日報、審查意見、改善前中後紀錄、施工照

片、公文等，皆上傳彙成資料庫，以增進查詢

使用效率。

四、易辨識／搜尋、操作簡易

    由於營建管理內容繁複，故應建立清晰之架

構系統，並以顏色增進架構類別、執行情形、

附件檔案等辨識度。其次，應具有強大之搜尋

功能，例如以關鍵字、日期、檔案名稱等輸入

即可顯示所需資料。此外，應考量以簡單之文

字、數字或勾選即可完成輸入作業，以增加使

用意願。

五、最新資訊/工程展示網頁功能

    為使營建團隊能於最短時間內獲取最新通

知、資訊，並展示工程特色、現況，於網站首

頁適當位置應顯示訊息通知、代表性照片，並

有「工程即時影像系統」之進入選項，使用者

無須再進入目錄架構內搜尋及選取。

六、客製化功能

    每個專案因屬性及業主不同，皆有不同之資

訊系統使用需求，故應可設置業主專區或公共

區及其所需功能，亦可在既有之營建管理目錄

架構系統下擴充目錄或改設功能，使本資訊系

統能成為營建團隊溝通之最佳平台。

玖、智慧化專案管理資訊系統之分
　　類架構及功能

　　為整合營建管理九大作業領域，以及能將

營建管理成果有系統地展示，並能簡易地操作

及搜尋專案資訊，以下藉由實務回饋篩選專案

管理資訊系統之架構及其應具有之功能，如表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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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管理分類 管理項目 管理內容 功能
1 工程行政 權責劃分表 資料庫

工程行政流程 資料庫

2 契約管理 契約 營建管理、設計及監造、承包商 資料庫

契約里程碑管控表 追蹤提醒

3 時程管理 工程進度表 預定/實際總進度表 統計/追蹤提醒/資料庫

預定/實際設計進度表 統計/追蹤提醒/資料庫

預定/實際施工預定進度表 統計/追蹤提醒/資料庫

S-CURVE 預定/實際總體S-CURVE 統計/追蹤提醒/資料庫

預定/實際要徑S-CURVE 統計/追蹤提醒/資料庫

預定/實際請款S-CURVE 統計/追蹤提醒/資料庫

施工表報 施工日報 資料庫

監工日報 資料庫

專案管理月報 資料庫

人機料統計表 統計

送審管控表 設計圖說/監造計畫/施工大樣圖/施工計畫/材料設備送審 追蹤提醒

專題式管控表 追蹤提醒

趕工計畫 資料庫

工期展延紀錄 資料庫

4 成本管理 工程總體預算 資料庫

施工發包預算 資料庫

請款記錄 營建管理請款紀錄 統計/資料庫

設計及監造請款紀錄 統計/資料庫

承包商請款紀錄 統計/資料庫

工程結算書 資料庫

5 品質管理 設計品質 設計審查意見 資料庫

設計審查缺失統計表 統計

監造計畫 監造計畫審查意見 資料庫

監造計畫審查缺失統計表 統計

施工大樣圖 施工大樣圖審查意見 資料庫

施工大樣圖審查缺失統計表 統計

施工計畫 施工計畫審查意見 資料庫

施工計畫審查缺失統計表 統計

材料設備送審 材料設備審查意見 資料庫

材料設備審查缺失統計表 統計

材料設備抽驗 材料設備抽驗紀錄 資料庫

材料設備抽驗統計表 統計

不合格品管制紀錄 資料庫

施工抽驗 施工抽驗紀錄 資料庫

施工抽驗統計表 統計

改善前中後記錄 資料庫

施工查核 施工查核紀錄 資料庫

改善前中後紀錄 資料庫

6 人力組織 營建管理組織表/設計及監造組織表/承包商組織表/連絡表 資料庫

7 會議紀錄 設計協調會議會議紀錄 資料庫

施工協調會議會議紀錄 資料庫

決策會議會議紀錄 資料庫

其他會議會議紀錄 資料庫

管控追蹤表 追蹤提醒

8 安衛管理 安衛管理抽查 紀錄 資料庫

改善前中後紀錄 資料庫

統計 統計

外單位抽查 紀錄 資料庫

改善前中後紀錄 資料庫

統計 統計

9 變更設計 變更設計紀錄 資料庫

變更設計統計 統計

10 文件管理 服務建議書 營建管理/設計及監造/承包商 資料庫

計畫書 營建管理工作執行計畫書/設計工作執行計畫書/監造計畫
/施工計畫/安衛計畫/品質計畫

資料庫

設計圖說 設計圖 資料庫

施工規範 資料庫

需求計畫 資料庫

設計準則 資料庫

竣工圖 資料庫

技術報告 資料庫

執照類 建造執照/候選綠建築證書/使用執照/綠建築標章 資料庫

施工影像紀錄 施工照片 資料庫

施工攝影紀錄 資料庫

公文 業主來文 資料庫

設計及監造來文 資料庫

承包商來文 資料庫

函 資料庫

書函 資料庫

專案應用表單 資料庫

11 驗收 計畫書 驗收計畫/人員教育訓練計畫/試運轉計畫/操作維護計畫 資料庫

驗收紀錄 資料庫

移交清冊 資料庫

12 CNS 資料庫

13 工地即時影像系統 工地即時影像

拾、智慧化專案管理資訊系統之效
　　益

　　兼具提醒追蹤、資料庫及統計分析等功能

之智慧化專案管理資訊系統，應用於專案營建

管理預期將有下列效益：

一、增加各單位溝通管道

    除一般公文、E-MAIL、電話以外，營建管

理資訊系統強大之預警追蹤及資料庫功能，提

供營建團隊另一不受時間及地點限制之溝通平

台。

二、資料庫功能，專案資料易存易取易查詢

    經由完整而清晰架構之系統資料庫，營建團

隊各成員皆可於權限範圍內，簡易地上傳、讀

取、儲存專案資料，作業較為透明化，作假不

易，且較不致有版次錯誤及資料誤解等情事；

對於接續專案之同仁，亦可藉此了解歷史檔

案，較易於短時間內融入專案。

三、預警追蹤功能，確實管控待辦事項

    由於工程進度、品質及成本等管控內容繁

多，建立管控表後輸入預定開始及完成日期、

權責單位等資料，應用預警追蹤功能，系統將

可自動提醒追蹤權責單位待辦事項，以使管理

者及權責單位明瞭管控重點事項。

四、自動統計分析，增加作業效率

    使用者輸入作業項目、期程及作業關係，以

P3或PROJECT等排程軟體自動規劃工期；或輸

入人機料資料、或估驗計價金額、或缺失類別

及次數等資料，系統可自動統計分析資料，將

減省人工排程、分類計算及分析圖製作，大幅

增加作業效率。

五、掌握現況資訊功能

    由訊息發佈收受及工地即時影像系統等功

能，營建團隊各成員可獲得最新專案現況資

訊，使權責單位能儘早採取相關因應作為。

拾壹、本工程司智慧化營建管理階
　　　段性成果

    為解決e化時代工程營建管理需求，並結合

擁有工程及資訊專業技術人員之優勢，本工程

司已自行研發智慧化專案管理資訊系統（Smart 

PMIS），並持續建置各類系統模組，以完善功

能。本系統Web-Solution之應用平台架構由本工

程司負責開發建制，透過 Internet Explorer登入

即可進入Smart PMIS系統中工作。工程進行期

間本系統Server架設於本工程司內，由本工程司

進行維護與資料備份等工作。營建團隊可透過 

Internet Explorer登入權限驗證後即可進入系統中

進行資料登錄或資料查詢等操作。完工後，本

工程資料庫與系統資料瀏覽、查詢功能將可移

轉給業主作為歷史資料查詢之用。

　　Smart PMIS對管理能作有效之資訊管理與專

案管控，業主亦可即時掌握本工程現況動態，

以提升管理效能，確保工程品質。目前系統各

模組功能分述如下：

表3　智慧化專案管理資訊系統之架構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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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書管理

(一)提供上傳存放各類共享文件。

(二)目錄結構第一層為業主、營建管理、

設計/監造單位與承包商，可各自新增、

刪除管理其下所屬目錄。(如圖20)

(三)權限設定，用來控制是否分享其他使

用者來瀏覽。

(四)文件檔名搜尋功能，若上傳文件時輸

入有摘要資訊，可作文件摘要資訊的收

尋。

(五)施工照片管理。

五、進度管理

(一)本模組存放排程、S-curve、每日施工

概況、進度週報表等資訊。

一、大事紀要

    對本工程重大事件、里程碑與其他相關值得

記錄之事件以圖文說明方式記載，依序以一個

日期序列顯示，以點選該大事紀要的方式來展

開或收合該紀要的內容。(如圖15)

二、動態／工作計畫

    登錄呈現工程動態管控表、工作計畫與每日

施工照片(如圖16~圖18)，此三報表將分別以一

個日期序列來顯示，以點選該日期報表的方式

來展開或收合該報表內容。

三、會議紀錄/待辦事項追蹤

(一)會議紀錄資料收尋及瀏覽，可由關鍵

字篩選所需資料。

(二)待辦事項執行情形追蹤(如圖19)

1.預設預警時間，可調整預警天數，系統

以顏色來表示辦理狀態。

2.因待辦事項追蹤紀錄繁多，可依篩選條

件僅顯示所要追蹤的項目。

(二)排程：顯示排程圖片與排程原始檔下

載。(如圖21) 

(三)S-curve：顯示某個檢核點的預定進

度、實際進度、預定累計估驗、實際累

計估驗四個值。顯示 Scurve 圖片與計算 

Scurve 原始檔下載。(如圖22) 

圖15 大事紀要模組

圖16 動態/工作計畫模組 – 工程動態管控表

圖17 動態/工作計畫模組 – 工作計畫

圖18 動態/工作計畫模組 – 每日施工照片

圖19 動態/工作計畫模組 – 
       會議紀錄/待辦事項追蹤 - 專案管理

圖21 進度管理模組 – 排程

圖22 進度管理模組 – Scurve

圖20 動態/工作計畫模組 –文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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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日施工概況：以日期序列來顯示。

(如圖23)

(五)進度週報表：以日期序列來顯示每週

次的預定工程進度、實際工程進度、進

度差與進度週報表掃瞄檔案。(如圖24)

六、品質管理

(一)稽核表單上傳（施工品質抽查表、工

程分段檢驗紀錄表、進場材料取樣試驗

品質抽驗單等）。

(二)有缺失表單以顏色標示，並改善前、

中與後的照片來佐證改善情形。

(三)超過改善時間提醒。

七、安衛環保管理

(一)稽核表單上傳（安全衛生抽查紀錄表

等）。

(二)有缺失表單以顏色標示，並改善前、

中與後的照片來佐證。

(三)超過改善時間提醒。

八、契約管理模組

(一)登錄列管契約內各個階段內所需檢核

管制的項目。

(二)每項檢核點預警功能 （預設預警時

間，可調整預警天數，系統以顏色來表

示辦理狀態）。

(三)顯示篩選功能。

圖23 進度管理模組 – 每日施工概況

圖24 進度管理模組 – 進度週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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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對於空間活動位置與預測已成

為生活服務的一環，也將地理資訊需求由公部門帶到週遭生

活。特別是Google Earth的發表，帶給GIS產業極大的改革激

盪與創新機會。地理資訊服務(GIS Web Service)藉由網際網

路環境，服務對象不但擴及普羅大眾，服務的多元化、即時

化、在地化及共同參與化，更是推陳出新到生活的每個角

落，以滿足社會多元活動的需求。從汽車導航、旅遊行程規

劃、防災決策支援、工程規劃、營建管理及商業行為分析等

等，所蘊涵之技術課題，包括空間模式之智慧化分析與預

測，以及地理資訊先進的整合技術。

　　本文將由地理資訊服務需求面，探討社會多元活動對空

間訊息需求內容、加值方式模式，再分別論述地理資訊服務

類別、異質資料的整合能力、影響範圍及發展趨勢，並對國

內外先導應用典範舉例說明，以勾勒出地理資訊服務之發展

前景及商業機會。

壹、前言

　　地理資訊系統(GIS)發展歷程(圖1)早期偏

重於資料模式與系統配置設計，現今重點偏重

於分散及共享環境及服務內涵導向。此發展不

僅改變了GIS的設計及應用模式，更藉由導入

資料倉儲及採擷(Data mining)與專家模式等研

究方法，以智慧化的分析與預測，來解決生活

中之空間資訊課題，也使得地理資訊服務的對

象從公部門擴及至普羅大眾。2004年美國勞

工部發表的研究報告，便指出地理空間資訊科

技(Geotechnology)、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及

奈米科技(Nanotechnology)，將成為未來十年的

三大重要新興產業(Gewin, 2006)。行政院也將

於「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

中，投入兩百億經費以促進產業發展，印證地

理資訊服務已成趨勢潮流與發展關鍵。鑒於過

去相關研究皆偏重探討地理資訊服務架構及供

給面，對使用者需求面與應用面相關範疇較少

著墨。本文將針對地理資訊服務，所帶來的地

理資訊需求改變，探討相關應用，包括GIS服務

的類別、智慧化整合技術與加值應用、產業鏈

結構重整等，做完整性的剖析及論述，以擘畫

出地理資訊服務發展藍圖及發展趨勢。

 

圖1 GIS的發展歷程(Alameh,2002)

貳、地理資訊服務的掘起

一、地理資訊服務的定義

　　地理資訊服務係指「提供地理資料服務或

地理資訊處理服務」，包括地理資訊系統設

計、空間資訊擷取、分析等，例如行車最佳路

徑選擇、房地產價格評估、旅憩行為建議與虛

擬導覽等，皆可視為地理資訊服務。對於地理

資訊服務的範疇，可由Di(2004)的三項定義中，

瞭解其分類及服務項目。

(一)提供資料的服務：此服務後端聯繫地

理資料，供使用者查詢使用。

(二)提供附加價值的服務：此類服務本身

不提供地理資料，但能提供特定功能供

使用者使用的地理服務，如坐標轉換服

務、時間轉換服務等。

(三)提供仲介功能的服務：此類服務本身

不提供地理資料，而係提供使用者透過

此服務搜尋感興趣的地理資訊服務。

二、地理資訊服務的重要性

　　隨著服務業的蓬勃發展，追求更優質的

「服務方式」、「服務內容」及「服務管道」

成為無法阻擋的趨勢，不但造成產業革命，

也促成跨領域的服務科學(Service , Scienc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SSME)，而「服務

的價值」也被市場認同為貨物的一類。地理資

訊藉由網路服務(Web Service)技術克服了傳統分

散式物件技術的缺陷，並提供了在分散式網路

環境下跨平台的能力。其優點包括服務內容可

被大量的複製，彼此共享資料。另一個特色是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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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管道能在分散式的環境下運行，透過更

高速的網路建設，不同廠商提供之服務，操作

共同的標準通訊協定，動態地整合到各類日常

GIS服務需求中。

參、地理資訊服務的提供模式

　　面對地理資訊服務需求面，本文簡略以社

會多元活動中，對空間訊息需求內容、加值方

式、傳播模式等，再分別論述地理資訊服務類

別分析、異質資料的整合能力方式、產業革命

影響範圍及市場發展趨勢，並對國內外先導應

用典範舉例說明，勾勒出地理資訊服務之發展

前景及商業機會。

一、提供的服務類別

　　地理資訊服務是結合行動運算設備、定位

系統、無線網路環境與地理資訊系統四種科技

高度發展的資訊服務(圖2)。開放式地理資訊聯

盟(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為推動與整

合即將快速發展的空間服務並增進其相互操作

性(Interoperability)，而制定了多項地理資料交

換及網路服務的標準規範。OGC的標準規範可分

為二大類別，一類是資訊架構，其中包含資訊

模式及資訊編碼(Information encoding);而另一類

是服務架構(Service Architecture)，同時推動以地

理標記語言(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 GML)為

空間資料編碼的共同交換標準，也是達成資料

共享的關鍵(李德財等，2005)。

二、提供的服務平台架構

　　地理資訊服務提供架構(圖3)，透過瀏覽界

面，各種裝置可依據其需求，找到其提供之服

務。服務之間再透過相互整合共享，達到地理

資訊網絡(GIS Chain)的概念。

　　隨著Web Service 技術的發展，地理資料透

過應用系統彼此溝通及互相操作(Interoperation)

以集成各種線上空間處理和位置服務的架構亦

得以實現。亦即OWS(OGC Web Services)概念的

形成，使得分散式空間處理系統能夠通過XML 

和HTTP 技術進行交換。

　　提供地理資訊服務的架構內容可分成服務

提供者(Providers)、服務使用者(Requesters)與服

務仲介者(Registries)三個元件(圖4)。三者透過

發布(Publish)、尋找(Find)與繫結(Bind)彼此互

動。

　　空間資料、遙測影像、空間處理服務和位

置服務，能在網路上被搜尋、展示、查詢、整

合、分析等。在已公佈的OGC Web Service實作

規範中，以WMS、WFS及WCS發展較為成熟。

而另一個關注的焦點則是OpenLS(Open Location 

Service)，以下針對前述服務及架構分別說明。

(一)Web Map Service(WMS)

　　提供網路地圖影像的擷取服務，使

用者藉由瀏覽器的操作，透過URL傳送

HTTP參數和伺服器產生互動，WMS處理

完畢後以靜態地圖(.jpeg、.gif或.png)方式

回傳客戶端。對使用者而言，空間訊息

傳播媒介為地圖影像，而複雜的處理與

分析由伺服器代勞，適用於手機加值服

務上。

(二)Web Feature Service(WFS)

　　提供簡單圖徵(Simple Feature)資料擷

取與操作服務。使用者可以透過URL向伺

服器端提出資料擷取服務請求，WFS回傳

GML型式的幾何資訊。也可對WFS伺服器

進行圖層資料的查詢、更新、搜尋等操

作。WFS有兩個層級，Basic WFS提供唯

讀的圖徵擷取服務，另一類為Transaction 

WFS，則可對伺服器進行圖徵資料更新

(新增、刪除、修改)。此類服務通常需要

借用較強的終端處理能力，適用於PDA、

高階電腦等，但佔用之網路頻寬及服務

內容，遠較WMS方式為佳。

 (三)Web Coverage Service(WCS)

　　提供類似網格式資料的Coverage擷

取服務。客戶端透過HTTP執行需求的方

式類似WMS或WFS，所不同的是WCS以

GeoTiff或GML格式傳回空間坐標與描述

空間現象的屬性，因此可以包含多維度

的時空變遷資訊。由於資料處理需要強

大運算能力，仍屬推廣階段。

 (四)Open Location Service(OpenLS)

1. OpenLS架構

　　OpenLS為一系列之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相關標準，由2003年開始

推動，其目的在提供一個位置應用服務

平台，並且定義LBS基本服務之內容、提

供服務環境及服務之間的溝通介面。服

務廠商可依此共通介面，發展各自之相

關服務，並在同樣架構下，整合開發出

更具彈性且多樣的應用系統。OpenLS主

要分為核心服務(Core Services)及導航服

務(Navigation Service)兩部分。

2. OpenLS核心服務架構(圖5)

 

                   圖5 OpenLS核心服務運作架構(OGC,2004)

(1)目錄服務(Directory Service)：目錄服務

提供線上搜尋服務，讓訂閱者尋找最鄰

近之特定位置、商品及服務。

(2)閘道服務(Gateway Service)：閘道服

務是GeoMobility Server與行動定位中心

(Mobile Position Center，MPC)之間溝通

的介面，行動定位中心伺服器經行動定

位技術獲得使用者之位置，再藉由閘道

服務提供服務所需之位置資訊。

(3 )位置轉換服務(Loc a t i o n  U t i l i t y 

Service)：此服務提供正向(空間位置轉成

地理坐標)及反向(坐標轉成空間位置)的

地理坐標轉換服務。

(4)展示服務(Presentation Service)：負責

在行動裝置上展示地圖，並具備將各種

行動資訊展示於地圖上之能力，例如住

址、位置等。

2

4

圖2 地理資訊服務組成要素

圖3 地理資訊服務架構(修改自Alameh,2002)

圖4 地理資訊服務運作架構(Lian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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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徑服務(Route Service)：可提供二

點或多點間的路徑最佳化服務，常見路

徑分析方式，包括「最短時間」、「最

短距離」、「徒步最佳路徑」等三種類

型。

肆、地理資訊服務智慧化整合技術   

        及加值應用

一、智慧化的整合技術

(一) 智慧化地理資訊服務整合架構

　　藉由上述的說明，可瞭解地理資訊

服務運作必須透過標準規範，才能形成

空間服務整合平台。OGC所提出的GML地

理資料編碼方式，以共通性語言來表達

地理物件做為空間資訊交換基礎架構，

既可符合資料交換標準格式，亦可達到

跨平台的資料流通。基於行動裝置於空

間資訊應用與相關業務上的需求日益提

昇，研擬採用GML配合OpenLS的架構，

進行地理資訊服務智慧化整合實作，開

發設計行動裝置上網路地圖服務之介

面，以實現資訊共通之技術。

　　以消防局為例，當消防單位受理民

眾報案，僅攜帶行動裝置，前往火災現

場進行救火工作。由於現地無法明確找

出及判定消防栓位置，輸入附近任一地

址門牌資料做為定位資訊，設定查詢條

件「距離目前位置二百公尺內之消防栓

位置」，並啟動路徑服務，找出該位置

至這些點位的最短路徑。空間服務將設

定回傳並標示使用者目前位置與二百公

尺內所有消防栓所在點，且包含最短路

徑之地圖。

　　依據OpenLS運作方式，可略分為下

列四個階段之查詢服務(圖6)：

1.透過位置轉換服務(Location Utility 

Service)將地址門牌資料轉換為空間坐

標。

2.透過索引服務(Directory Service)找出該

空間坐標半徑二百公尺的消防栓。

3.透過路徑服務(Route Service)進行二點

之間最短路徑分析。

4.透過展示服務(Presentation Service)將這

些消防栓與最短路徑轉換為主題地圖。

(二) 地理資訊服務智慧化整合應用

1.依據使用者輸入檢索條件(圖7)，進行

前述四項服務設定。此四項服務皆為預

設條件，針對不同服務進行設計，使用

者僅需依據其預設條件進查詢輸入，地

理資訊服務可自動判斷其需求。

2.使用者僅需輸入文字，藉由服務仲介者

經由智慧化分析與設計，將文字資訊轉

化為具空間意涵之資訊。再透過相關分

析及服務運算結果，可回傳多元化資訊

供使用者參考。 

3.透過XML將訊息傳送至服務仲介者，服

務仲介者接收使用者所送出需求服務。

4.透過地理編碼服務將地址門牌資料，轉

換成空間坐標。在採用地址編碼服務前

必須針對使用者輸入進行檢核，並予格

式化(採內政部門牌資料格式規範)。

5.門牌資料透過呼叫地理編碼服務，轉換

為數字型態的空間坐標，其中包含該地

址以GML格式記載之空間坐標，以做為

第二階段呼叫索引服務使用(圖8)。

 

                       圖8 位置轉換服務回傳結果

6.依據上述的查詢服務架構，取得地址

空間坐標位置，即可進行空間索引服

務。透過索引服務查詢200公尺內之消防

栓，索引服務會隨著網底部分代換不同

之內容而回傳對應之空間坐標。同時在

呼叫索引服務之前，警政消防應用服務

需透過特定領域知識之框架轉換知識，

將警政消防應用服務中之項目類別，轉

換為定義於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中的

8481.80.20.00-1類。

7.透過路徑服務進行最短路徑分析，找

出離目前所在位置最近距離之消防栓位

置，可設定最短時間與最短距離，本次

只採用最短距離做為分析條件(圖9)。

圖6 空間資訊服務查詢架構圖

圖7 使用者輸入畫面

圖9 路徑服務回傳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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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依照查詢架構的第四個執行階段，藉由

展示服務，將索引服務所擷取之消防栓

位置及其最短路徑，依其空間位置製作

成主題地圖。

9.如圖6步驟11、12乃是將最終成果回傳

予使用者，服務仲介者在獲取查詢成果

後，以網頁連結方式發佈服務，使用者

可透過HTTP介面，將查詢結果下載顯示

於行動設備之上(圖10)。

 

二、加值化資訊服務供應模式

(一)資料加值應用模式分析

　　地理資料以往在商業市場未能蓬勃

應用之原因，乃是資料無法被授權加

值。若是資料能方便地流通與供應，更

能突顯資料價值，增加資料利用度和效

益。而加值化資訊服務方式主要可分為

以下五類：

1.提供分析平台

(1)開發加值分析功能(2)提供資料分析服

務(3)視覺化成果展現(4)地理資訊網站。

2.提供資料交換平台

(1)提供符合OGC規範之資料格式(2)提供

資料轉換工具或程式。

3.提供資料流通服務

(1)提供資料流通服務(2)產品定價與定位

服務。

4.諮詢與資料處理

(1)系統問題諮詢(2)資料庫規劃設計(3)資

料加值處理(4)資料品質檢核。

5.客製化服務

(1)地理資訊入口網站設立(2)地理資料倉

儲中心設立。

 (二)資料加值應用案例

　　藉由上述的分析，本文將以停車場

資訊服務做為加值應用案例，分別列出

三種服務方式，並比較三者之間的差

異。

1.傳統化停車資訊查詢

　　傳統停車場資訊，僅提供停車場基

本資訊(包括地址、時間、位置、空車

位、收費資訊、地圖等)，於網頁上呈現

停車場即時資訊。但對實際開車人員，

若無攜帶電腦，則無法提供即時資訊，

對於用路人無太大效益(圖11)。

2.互動式地圖停車資訊查詢

　　除包含傳統網頁資訊外，並提供互

動式地圖查詢方式。包括停車場、道路

定位等功能，可協助使用者瞭解實際交

通及停車資訊，縮短規劃行程時間。但

使用人若無攜帶電腦，則對實際開車人

員並無法提供即時資訊(圖12)。

3.即時地理資訊服務查詢

　　由於行動裝置(手機、PDA)已是普

及性產品，除可提供上述的地圖資訊與

互動式查詢外，配合3G行動裝置停車資

訊地理資訊服務，搭配定位系統，可提

供開車人員最新且即時的停車資訊。同

時也可配合路徑服務，找尋路徑或時程

最短且尚有空位的停車場位置。除了節

省使用者時間外，在油價高漲的環保時

代，也可減少石油資源的耗用(圖13)。

(三)地理資訊服務所帶來的改變

　　透過空間資料庫建立，勢必產生大

量的地理資訊服務。其使用面向也將由

公部門業務逐漸擴散至一般民眾生活

中，以符合使用者多元化之需求。而地

理資訊服務產業，也將隨著其應用而有

所變革，下一節將針對GIS產業做進一步

的分析。

伍、地理資訊服務產業鏈結構

一、產業結構

　　GIS產業將隨著地理資訊服務提供的模式

而進行轉變，Alameh(2002)提出GIS的產業重整

關係(圖14)所示，將分成五大區塊，產業鏈中

每一個位置皆有其需負責推動及執行的單位。

電信業者為基礎環境供應，提供行動裝置連結

服務；政府機關負責提供及維護資料與特定服

務提供；顧問公司和資訊廠商則是扮演資訊整

合者角色。對於地理資訊服務仲介，目前尚未

成熟，如何創造一般性需求與加值應用服務，

進而依據服務內容收費，則是未來欲跨入資訊

服務仲介者最關切的課題。Google Earth 出現

固然備受矚目，但在免費服務背後，可供連結

的大量商業資訊，才是促成發展最重要考量因

素。展望未來，我們可以預期將有數量更為龐

大、種類更為豐富、包裝更為精細的各類地理

資訊服務提供選擇。無論一般民眾或各公私單

位，未來都將可以服務為導向之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的環境中，享受這些

服務。

圖11 傳統化停車資訊查詢結果(http://www.pma.taipei.gov.tw/)

圖13 即時地理資訊服務查詢結

                        圖10 使用者查詢結果畫面

圖12 互動式地圖停車資訊(http://www.pma.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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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未來GIS市場資訊服務運作架構

二、未來趨勢及商機與課題

　　Alameh(2002)指出，未來GIS的市場會是

連串性的關係，最後的市場將會逐漸導向服務

仲介。人們在市場將可選擇所需的服務，再依

服務內容類別與數量而付費。如同手機上訂閱

電子地圖服務，隨時可以加入及取消，與採用

一般GIS軟體費用更有節省數百倍之差別。訊

息供應商(Content Providers, CP)則結合GIS Web 

Services將擷取大量的商業利潤，且大眾都不易

察覺到它的存在。這些服務商可能在房屋仲介

商、旅行社或市場分析網站上提供相關服務。

雖然對每次服務所收取之費用非常低廉，但龐

大的客群所總成的費用仍非常可觀。惟在現實

環境中，服務供應、經濟規模及利潤擷取等商

業模式仍在摸索中，尚需要更多經驗及合作模

式來創造新商機。

　　另一個支撐地理資訊服務商機可行性來自

於Tao(2001)的觀察，他認為使用者通常應用

到的只是整個GIS軟體極少數的功能，卻付出

大量金錢購買軟體。如果能利用Web-based GIS

開發，提供相關客製化分析服務。不僅可使用

更完善的分析服務，同時不需購置任何軟體設

備，也可降低服務建置成本，所支付費用僅在

於所取得服務的價值。

陸、結語

　　GIS在資料分享的技術已漸趨成熟，地理

資訊服務將無所不在。一個完整的地理資訊服

務，除提供資料流通外，也具備地理資訊分析

與整合處理的能力。地理資訊服務不僅為公部

門推動業務的利器，同時可以輔助商業模式的

創新，替企業帶來更多的商機。

　　透過地理資訊服務，使用者不須瞭解其服

務平台的技術及架構，只須考慮服務是否足以

滿足需求，若未符合時可輕易將服務更換或更

新。對於系統設計者而言，未來的開發模式將

隨著地理資訊服務而改變。著重的面向將從系

統開發，轉向至規劃或提供更新、更好、更快

的服務上。GIS公司的獲利來源，可能轉為藉由

服務之連結或提供以獲取利潤，而非系統開發

及軟體銷售。只要能夠設計出符合使用需求的

服務，並配合適切的商業行銷模式，其潛在商

機令人企盼。未來的GIS世界不僅是資料交互共

享，更是一個服務共享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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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設施管線屬都市之維生系統，潛藏於地下不易辨

識。各類管線錯綜複雜且管理單位互異，一旦發生事故或災

害，影響都市安全甚鉅。因此，有系統的建立都市管線資料

庫並妥善應用，乃成為市政建設績效與管線事業機關強化管

理之迫切課題。歐美國家因得力於電信、電力、石油等大型

客戶的資助，已促成管線GIS之廣泛加值應用。國內GIS技術

起步較晚，隨著國土資訊系統納入公共管線資料庫，歷經十

餘年之發展，部分管線事業機關及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已導入

管線資料庫建置與示範應用，成效漸具雛形，並逐漸推展至

相關單位。

　　本文將說明國內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之發展環境，並以

下水道管線及寬頻管道建設為例，論述管線資料庫整合建置

之先進技術及加值應用典範。如結合寬頻管道營運及租用

管理模式等，可提供主管機關決策及管考資訊；下水道結合

雨量及DTM資料，可模擬淹水潛勢分析以達到防災預警效果

等。藉由整合各管線資料、模式分析與加值應用，可發揮GIS

功效，以提高決策品質、減低災害發生機率及增進為民服務

績效。

壹、前言

　　公共管線關係市民電力、電話、瓦斯、自

來水等生活息息相關之設施，影響都市安全與

國人生活品質，甚至影響政府形象與國家競爭

力。因管線不明、資料不正確，而錯挖或挖斷

管線，造成爆炸、水災、停水、停電、停話之

事件，時有所聞。而國土資訊系統中公共設施

管線資料庫，則是對各類管線資訊化統一管理

的基礎，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言可喻。

　　近年來政府為提升民生品質與優質通訊環

境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大力推動雨污水下

水道及寬頻管道建設。其中「寬頻管道建置計

畫」更列為政府新十大建設各項計畫之優先辦

理計畫，由內政部營建署負責推動執行，補助

地方政府建設寬頻管道，以解決目前光纖寬頻

建設不易的難題。本文即以目前內政部營建署

所推動建設中之下水道及寬頻管道為例，藉由

管線資料庫實務上建置經驗，探討公共設施管

線資料庫發展環境、建置技術及加值應用面

向，以展現管線資料庫於政府業務決策及為民

服務之綜效。

貳、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發展環境

一、國土資訊系統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推動

　　邇來各國皆全力發展國土地理資訊系統

（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NGIS），儼然是另一次的地理資訊革命。內政

部於1990年成立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建構

各級推動組織，正式開始運作。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為NGIS九大資料庫之

一，由營建署負責召集推動。各縣市中以台北

市、台北縣、台中市、高雄市等之管線資料庫

發展較早，且為應用較具成熟之示範縣市。將

來隨國土資訊系統基礎建置計畫推動，逐步將

示範經驗擴散至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台

南市等各縣市。

二、公共設施管線標準制度

　　公共設施管線種類繁多，諸如電信、電

力、自來水、下水道、瓦斯、水利、油管、綜

合等管線。各種管線性質差異大，管理不易。

欲讓複雜之地下管線有系統的納入單一資料庫

中，乃為GIS國土地理資訊系統所欲發揮之功

能。因此，從「書同文、車同軌」之概念，公

共管線資料庫首應推動的就是「標準制度」觀

念。

　　公共管線資料標準制度之觀念始於1988

年，而於1992年開始隨「國土資訊小組」全面

啟動。至1999年8月「標準制度(草案)」通過

後，全台各縣市即邁入GIS管線資料庫之時代。

2005年營建署委託本工程司進行公共設施管線

標準制度檢討，藉由彙整各使用單位之意見，

作為後續標準制度修訂之參考。

三、公共管線資料整合與資料交換

　　公共管線交換格式 (Utility Interchange 

Format，簡稱UIF)係台北市於1995年辦理「地

下管線資訊管理計畫」時，為提供電力、電

信、自來水、瓦斯、警訊、油氣、雨水及衛生

下水道等八類管線共通標準，而設立的交換格

式。並於1997年完成「SDTS格式(Spatial Data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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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璞法則 : 

在圖層FC1上的點圖元必須被圖層FC2所覆蓋

   圖2 寬頻管道空間資料建置檢核結果範例

　　為使管線資料具備一致性，需針對人(手)

孔與管道相接之建置原則進行探討。人(手)孔

與管道建立時，管線必須穿過人(手)孔位置(即

圖塊插入點)，管道不可接在圖例外框線(如

圖3)。其原因在於GIS資料具備空間拓璞關係

（Topology），於CAD中並無此特性。倘若圖資

是以CAD形式存在的檔案結構，當要提升至GIS

的資料層次時，所面對的問題不僅是資料格式

的轉換（Format Conversion），而是實質架構的

迥然不同，而不同架構是無法直接轉換的。為

方便未來能正確有效地轉為GIS資料庫，在製圖

時即先以GIS資料結構來構思，以避免由CAD不

當編製而衍生之轉換困擾。

   

                 圖3 管線及人孔接合範例

肆、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加值應用  
      案例

一、寬頻管道結合工程管理推動GIS資料庫

     建置與加值應用

　　營建署在推動寬頻管道建設時，導入工程

管理系統，以輔助工程案件之整合性業務查詢

Transfer System，簡稱SDTS)與UIF之轉換驗證」

計畫，確認格式的正確性、流通性後，逐步推

動成為管線資料庫交換格式的標準之一。

　　各縣市參考台北市UIF格式，修訂為符合自

身需求之UIF版本。目前採用UIF作為管線資料

交換格式的縣市，有台北市、台北縣、台中市

及高雄市，故UIF已有數種版本。為因應國土

資訊系統之最新發展趨勢，並與國際GIS採地理

標記語言 (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 GML)之

發展接軌，目前營建署委託本工程司，進行以

GML與UIF交換格式之轉換與驗證。未來公共管

線資料交換，將以漸進方式宣傳與推廣，逐步

改採GML交換格式。

參、公共設施管線地理資料庫建置
　　技術

　　以下以寬頻管道建置為例，探討公共設施

管線資料庫建置技術與方法。依寬頻管道實務

建置經驗，可歸納為以下數個重要之步驟。

一、圖資建置規範及標準訂定

　　為導入完整之公共管線地理資訊，以輔助

工程管控及圖資查詢應用，對於寬頻管道工程

各階段之圖資，應建立一套標準之資料建置程

序與格式規定，以供各單位依循及納入契約規

範。期能及時建置，以減少管線資料重複調查

而節省資源。並避免各單位之資料格式不一，

造成後續整合及流通困難。

二、管線設施及物件定義

　　依據管線特性加以分析定義所需建置設施

及物件之圖層與屬性。以寬頻管道而言，首先

應對管道及人手孔等主體設施配置、斷面、結

構型式等特性加以探討，以擬訂所需建構之資

料。

(一)管道：寬頻管道之結構型式可分為

混凝土結構物（纜線管路或電纜溝），

或非混凝土結構物。可採預鑄結構體方

式，並常施作於人行道下方，或與雨水

溝共構型式。一般而言並不設置階梯及

踏板，故僅需考慮纜線放置作業空間即

可。

( 二 ) 人 孔 ： 配 合 現 地 狀 況 條 件 ， 以

100-150公尺設置一個人孔為原則。

(三)手孔：考慮纜線溝及纜線管路手孔之

維修方便性，以20-50公尺為設計間距，

並預留數個管線引出口，以供光纖引出

接戶。上述設施空間配置概況如圖1所

示。

 

                       圖1 寬頻管道系統設施配置示意圖

三、空間資料編碼原則

　　寬頻管道空間編碼系統採用Link-Node之物

件(Object)架構。即以人手孔為節點(Node)，將

管線與管線連接(Link)起來為基本概念，以確保

寬頻管道資料位相關係之正確性。編碼原則說

明如表1。

表1 管道及人手孔編碼原則

四、地理資料庫邏輯檢核及驗證

　　在資料建置過程中，不易由目視直接發現

位相關係錯誤。探究其原因，在於管線資料各

圖層分別建置。也就是人孔為單一圖層(點)，

管道為另一圖層(線)，彼此之間無法直接進行

驗證。因此須引入程式進行邏輯檢核，藉由地

理資料庫之拓璞法則(Topology Rules)，確保管

線資料邏輯關係正確以供後續分析使用。ESRI

公司對於地理資料庫(Geodatabase) 以空間關聯

性的數學方法(ESRI，2006)提供26種相互關係

拓璞法則。位相關係檢核項目的多寡與檢核的

結果，將反映圖資建置正確性及有效性。圖2以

ArcMap為例，顯示以拓璞法則概念進行資料檢

核驗證(Validate)工作，此工具會自動將錯誤訊

息以特殊符號顯示，方便進行圖資檢核與資料

更新。

( )

項目 編碼說明 編碼範例

人孔 M+流水號 M0001

手孔 H+流水號 H0001

寬頻
管道

人(手)孔編號_人(手)孔編號 M0001_ H0001

 : FC1 FC2

 ( )  ( X)

3



3
專
題
報
導

84 │No.74│ April, 2007 

3
專
題
報
導

No.74│ April, 2007 │85 

應用。接受營建署補助之各級地方政府，可透

過網際網路填報工程進度及工程相關資訊，並

回傳工程成果圖資。透過本套機制之運作，營

建署可統籌各縣市寬頻管道建設相關成果、工

程竣工圖資，並作為縣市政府後續進行管道佈

纜及租用管理之基礎資料。

(一)統籌各縣市寬頻管道建設成果及回報

     資料

各縣市之執行績效與規劃成果，可透過

各標案竣工圖資建置(圖4)及寬頻管道規

劃建設藍圖(圖5)中明確掌握，圖形化

資訊提供營建署對各縣市補助案申請之

決策輔助資訊。亦為良好之政績宣導平

台，可促進民眾瞭解寬頻管道之執行成

果。

   

       圖4 寬頻管道竣工圖資管理
             ─以高雄市民權路寬頻管道工程為例

 

        
        圖5 寬頻管道未來建設藍圖規劃
              ─以桃園縣94-98年分年分期規劃為例

(二)寬頻管道佈纜承租及管理維護

未來寬頻管道完工後，將邁入營運管理

階段，各縣市政府可透過圖形介面之租

用管理系統(圖6)，執行寬頻管道佈纜及

承租業務。藉由GIS分層分色展示功能，

未來縣市政府可強化各管段之租用管

理，有效達成本項建設目標，並為地方

增加財稅收入。

 

圖6  寬頻管道佈纜及承租─以台中市租管系統為例

(三)寬頻管道管理維護

縣市政府道路主管機關執行寬頻管道設

施之巡查維護時，可藉由手持PDA(圖7至

圖8)至現場進行資料蒐集、填報及回傳資

訊，實現行動化GIS之管線巡查作業。

圖7 寬頻管道檢修及維護管理 ─以台中市為例
 

圖8 結合PDA與GIS之外業管線設施巡查 

(四)寬頻管道管理績效及考評

營建署基於職權，對縣市政府辦理寬頻

管道之督導與績效考評。為瞭解及掌握

各縣市政府寬頻管道建設及管理維護現

況，將擬定考評辦法及評估指標，對業

務單位進行考評，以落實寬頻管道建設

之目標。相關考評指標之擬定，藉由運

用GIS系統分析運算功能(如佈纜率之計算

時，可將各管段長度或斷面面積納入指

標建構)及展現模式，使評估考核更為可

信。

二、污水下水道結合GIS系統之應用，建構
      資訊化現代都市

　　污水下水道建設為健全都市發展的重要公

共設施之一，其功用不僅在改善都市居住環境

衛生，並可防止河川水域之污染。行政院亦已

將污水下水道普及率，核列為提昇國家競爭力

生活品質組之一項重要指標。下水道建設結合

GIS資訊化管理，可提供規劃輔助資訊及電子化

圖資保存，以及後續之用戶接管及污水費徵收

管理等應用。

(一)污水下水道規劃及電子化圖資保存

以台北縣污水下水道規劃為例，經計算

規劃範圍內之人口數，以推估各集污分

區之污水排放量。藉由GIS提供輔助規劃

資訊，可獲得明確之規劃資訊(圖9)。完

工之竣工圖資並以電子化方式妥善管理

保存，便於日後查詢調閱(圖10)。

  

 

圖9 污水下水道規劃及污水量推估─以台北縣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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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電子化圖資保存之例─以台北縣為例

(二)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及污水費徵收

以台北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申請為例，業管

人員利用GIS協助判斷，並指定該申請戶之污水

排放人孔(圖11)。同時記錄該用戶之水表號碼，

再透過自來水公司連線提供之資料庫，即可計

算及模擬該區污水費之徵收(圖12)。

 

 

圖11 用戶排水接管應用─以台北縣污水下水道GIS系統
       為例

圖12 污水處理費徵收及模擬─以台北縣污水處理費徵收
       為例

三、雨水下水道結合監測系統及DTM地形資
　　料之應用與模擬

　　雨水下水道之功能，不僅可解決都市積

水，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更改善居住環境

衛生，促進都市健全發展。依據營建署2005年

底之統計資訊，台北市之實施率達95.5%，位居

全國之冠，對防範市區積水已有顯著功效。以

下即以台北市政府雨水下水道資訊系統「視覺

化水情資訊整合資訊」應用，以及GIS結合數值

化地形資料(DTM)為例，說明其加值應用。

(一)雨水下水道結合監測系統之「視覺化

水情資訊整合資訊」

台北市政府整合中央氣象局天氣預報資

料、雨量站、水位計監測資料、以及各

抽水站即時連線資訊，建構整合式防救

災資訊系統(圖13)。防汛期間相關人員

及首長進駐指揮中心，透過本系統並配

合外業人員以無線電即時回報資訊之運

作，即時調派並辦理防救災相關任務。

結合自動化監測設備與GIS系統，可提供

防汛期間良好之防災監測及預警功能。

 

圖13 視覺化水情資訊整合─以台北市為例

(二)結合DTM資訊進行雨量及淹水模擬

台北市雨水下水道管線系統資料已頗為

完善，如結合精確之DTM資料及街道系

統，並考量地表可能之積水損失、雨量

大小及淹水深度，利用GIS系統之3D分析

功能，由雨量及積水深度，模擬推估淹

水範圍及影響戶數(圖14)，以達防災預

警之功能。如任一人孔之水位值過高，

由人孔追蹤上游管線之回溯分析功能(圖

15)，同時監控該系統之運作，防範人孔

水位溢流造成之市區淹水，並協助市府

提早防範及研擬因應對策。

   

圖14 結合5m DTM地形資料之積水範圍演算分析─以台
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為例 

圖15 上游管線追蹤分析─以台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為例

           

伍、結 語

　　公共管線資料庫為國土資訊系統最重要資

料庫之一，與地形圖、門牌資料並列為優先推

動之核心資料庫，管線資訊化後對於都市未來

發展與現代化管理將有實質效益。本文論述管

線資料庫整合建置之先進技術及加值應用典

範，如結合寬頻管道營運及租用管理模式等，

可提供主管機關決策及管考資訊；下水道結

合雨量及DTM資料，可模擬淹水潛勢分析以達

到防災預警效果等。藉由掌握各類管線特性，

整合各管線資料，結合不同模式分析並加值應

用，可發揮管線GIS資料庫建置功效，以提高決

策品質、減低災害發生機率並增進為民服務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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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作業均須在影像上完成空間幾何定

位後，方可辦理後續地形圖測製、數值地形模型、正射影像

生產等相關作業與應用。傳統航測定位須藉由地面控制完成

空中三角解算，然而常規性航測外業佈點、控制測量所需經

費通常佔航測總經費的15%~20%，且須耗費相當人力與時

間才能完成。因而本工程司投入智慧心力與研發經費，嘗試

空間資訊智慧技術之研究。利用航照影像特徵點，建構影像

控制區塊，代替傳統地面測量控制點。不僅可撙節外業測量

所耗費之金錢與時間成本，並可快速完成影像自動化定位作

業，提供即時資訊以符合災後重建等急迫性任務之需求。本

文探討建置影像控制區塊之先進技術，以及後續自動化定位

作業模式等應用。期望達到空間資訊有效利用、共享及管理

之目標，進而對國土規劃、工程建設、防救災等民生科技發

展有所裨益。

壹、前言

　　目前航空攝影測量的作業流程，一般採用

空中三角測量作業方式，解算影像外方位參數

資訊，達到定位之目的。Wolf and Dewitt(2000)

說明傳統空中三角作業，乃透過影像連結點(Tie 

Points)，建立影像相對關係。並藉由量測影像

上之地面控制點，以最小二乘法同時解算各影

像的外方位參數及連結點之物空間三維坐標。

其中地面控制點通常由外業實地測量獲得。一

般而言，航測外業佈點之測量工作需耗費相當

的人力、經費及時間。當遇有重大災變需要救

援、重建等急迫性任務時，傳統航測在時效

上，將無法提供即時圖資供決策者參考。本工

程司配合國家重大工程建設，已承辦許多航測

相關業務，擁有相當豐富的歷史圖資。故本工

程司投入空間資訊智慧技術之研究，將原有的

地理資訊結合高效能運算能力之電腦軟硬體設

備，建構成控制資料。不但可取代外業測量之

控制點執行新任務；倘若搭配影像處理技術以

及對應的物、像空間關係，更可促使航、遙測

影像定位之處理流程，邁向全自動化作業模

式。

　　從既有圖資中擷取、建構可供後續任務控

制使用的資料，統稱為「控制實體」(Control 

Entity)。依照實體的幾何類別可區分為點、線、

面和三維模型特徵。本研究利用航照影像上特

徵點之三維坐標，建構點特徵控制實體。該點

特徵控制實體，係由特徵點三維坐標與特徵點

為中心之影像區塊組成。區塊資料型態的點特

徵控制實體亦稱為「影像控制區塊」。為使影

像控制區塊可廣泛應用於航測任務，影像控制

區塊應容易取得且資料型態具一致性，故影像

控制區塊建置系統為最重要的基礎。本文重點

將探討影像控制區塊建置系統，期能完備建置

該系統而發揮貢獻。

貳、影像控制區塊建置方法

　　下文將介紹影像控制區塊發展的重要文

獻，並說明航照影像建構影像控制區塊所使用

的理論基礎、建構模式，以及生產之影像控制

區塊包含之資訊內容。

一、重要文獻回顧

　　點特徵控制實體應用之發展，於2000年

以前OEEPE (Organisation Europeenne d'Etudes 

Photgrammetriques Experimentales)已有一連串

系統性之相關研究；Drewniok and Rohr(1996) 

首 先 提 出 建 構 人 孔 ( M a n h o l e ) 之 影 像 樣 版

(Template)作為影像控制實體，並以區域式匹

配的方法，於待解算影像中自動偵測特徵點；

Pederson(1996)萃取數值圖(Digital Map)之道路

交叉點或停車場地面線條交叉點，搭配其影像

資訊構建樣版；Hahn(1997)則進一步探討，點

特徵物之樣版大小、特徵物形狀以及影像壓縮

對匹配成果之影響；Ho hle(1999)從已知近似外

方位參數之待解算原始影像上，開啟包含特徵

點的搜尋罩窗，與正射影像進行匹配獲取特徵

點的平面坐標，再由數值地形模型資料內插特

徵點之高程值，獲取點位三維坐標。Jaw and 

Wu(2006)利用區域式匹配技術，獲取影像與影

像控制區塊共軛特徵點的影像坐標，透過單像

後方交會(Single Photo Resection)物像解算模

式，求解影像外方位參數，為影像控制區塊成

功應用於自動化航測作業之研究報告之一。上

1 2

3 4

5 6

1 2 3 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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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模式 由空三報表上自動批次生產 人工手動選點

使用時機 空三成果檢核無誤即可使用 幾何分佈不佳

點位種類 控制點 連結點 自然點

坐標建立 地面測量 光束法求解 最小二乘前方交會

坐標精度 地測精度 空三精度 前交理論精度

影像資訊
範例

述研究顯示，點特徵控制實體於學術界已研究

一段時期，各項研究報告實驗成果業已證實其

應用價值。

二、理論基礎

　　本研究將已完成空三解算之航照影像，恢

復相片於拍攝當時於空間坐標系之位置及姿態

後，藉由透視中心與物、像三點共線的物理

特性建構影像控制區塊。式(1)為共線方程式

(Collinearity Equations)： 

                  

                                                           (1)

　　

其中 000 ,, ZYX 為投影中心於物空間坐標系之

坐標； aa yx , 為像點 a 於影像坐標系之坐標；

111 ,, ZYX 為量測點於物空間坐標系之坐標；

00 , yx 為像主點於框標坐標系之坐標； f 為相

機焦距； 11m ~ 33m 為旋轉矩陣之組成元素，由

飛機拍攝當時旋轉量組成。

三、建構模式

　　影像控制區塊的建置模式可分為人工點選

特徵點及自動批次生產模式，以下將詳細說明

此兩種模式採用建構之原理與依據。

(一)人工點選模式 

　　執行人工點選模式建構影像控制區

塊時，需由操作者於影像上尋找特徵點

位，以手動方式在每張重疊影像中，點

選影像特徵位置，獲取特徵點影像坐

標。再如圖1所示，以最小二乘前方交會

模式，解算特徵點之三維坐標及其理論

精度。其中為使影像控制區塊能供後續

長期使用，應以不易變遷且具備足夠輻

射反差訊息之點位，作為特徵點選取原

則。

 

                          圖1 最小二乘前方交會示意圖

其最小二乘前方交會的間接觀測矩陣公式如式

(2)(Wolf and Dewitt, 2000)： 

       

                                     

                                                           (2)

其中n為像片編號；dX、dY、dZ為特徵點三維坐

標近似值之改正數；
nn bb 2614 ~ 為特徵點三維坐標近似值與影像外方

位組成之未知數改正量係數項；
nn KJ ~ 為特徵點三維坐標近似值影像外方位

元素所組成之常數項；
n
y

n
x vv ~ 為第n張航照影像上特徵點像坐標的改

正數。

(二)自動生產模式

　　自動生產模式需架構於空三成果檢

核無誤之基礎才可使用，其檢核項目包

括平、高控點的分布和數量、連結點與

影像投影中心組成之網形狀況，以及空

三成果之精度等。一般而言，傳統空三

成果之控制、連結點之數量與分布情況

(圖2、圖3所示)，均符合影像控制區塊建

構之需求。影像幅射資訊方面，通常控

制點本身即為明顯易認之特徵點位。而

連結點即使為影像工作站自動匹配功能

選定的點位，若後續透過人工修改為明

確易辨認的位置，亦可成為建構影像控

制區塊的理想位置。

                       

                      

                       圖2 空三控制點佈設規劃原則         

                        圖3 連結點分布標準位置示意圖

　　

　　自動生產模式即依據上述空三控

制、連結點位之特性，直接由空三成果

中擷取控制、連結點之影像坐標及三維

坐標資訊，自動化建構影像控制區塊。

但值得注意的是，執行本模式容易滲雜

影像工作站自動匹配的連結點，此類連

結點通常不符合影像控制區塊選點原

則，故自動批次生產之成果必須再由人

工檢核之。

(三)建置策略

　　比較上述兩種建置模式，以人工點

選模式而言，只要掌握影像之外方位參

數，即可執行本模式。其中影像控制區

塊的分布與數量，在影像特徵符合選取

原則的情況下，可完全按照使用者需求

建構。但是此模式係利用前方交會解算

特徵點位的三維坐標，影像外方位參數

的誤差將完全傳播於其中。因此以人工

點選模式建構而成的影像控制區塊，其

三維坐標精度等級必然低於影像外方位

參數；而自動生產模式之優勢，除可自

動化批次建構影像控制區塊，其特徵點

三維坐標則保留原本地面測量或當初空

三平差解算之結果，故精度較人工點

選模式高。但是利用自動生產模式執行

完畢後，務必要再檢核每一個影像控制

區塊的點特徵，是否符合特徵點選取原

則，一旦發現不合適的影像控制區塊，

必須將之剔除，以維持成果之品質。

　　綜合兩種產製模式的優劣，考量生

產效率與成果品質，本研究建構影像控

制區塊之策略，將以自動生產模式為原

則，並透過人工檢核方式過濾不合適的

點位，其幾何分布不佳的地區，再由人

工點選的模式補建影像控制區塊，如表1

所示。

表1 航照影像控制區建置策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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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像控制區塊資料內容與貯存方式

(一)資料內容

　　「影像控制區塊」簡而言之即為記

錄中心點像元三維坐標之區塊影像。為

了便利後續應用，影像控制區塊應包含

內容為：幾何資訊、輻射資訊及其檔頭

資訊，各項目詳細內容可參考表2之敘

述。

表2 影像控制區塊資料輸出之相關資訊

(二)資料貯存方式

　　為因應後續應用時可快速尋找適用

範圍的資料，本研究於建置之初即以

1/5000像片基本圖之圖幅名稱為資料庫

之索引。採用巢狀資料夾之形式，將影

像控制區塊資料，依其坐標位置存放至

該目錄底下。如圖4所示，共3個影像

控制區塊之特徵點三維坐標落於圖幅號

96233090範圍內，故存放於96233090資

料夾底下。       

圖4 影像控制區塊資料庫之貯存範例

參、影像控制區塊建置系統介紹

　　本研究發展之影像控制區塊建置系統，係

利用已完成的空三解算之航照影像，開發系統

功能，以利人工或自動方式建置影像控制區

塊，系統流程如圖5所示。其系統功能架構可分

為「檔案」、「資料建立」、「資料處理」、

「資料展示」四大模組，圖6為本系統功能架構

全覽圖，茲就系統之四大模組分述如下。

            

圖5 影像控制區塊建置系統流程圖        

圖6 影像控制區塊建置系統功能架構圖

一、檔案

　　提供瀏覽或修改各類文字資料檔，目的為

檢查空三資料格式及資料內容。

二、資料建立

　　建立專案參數檔，主要是將已完成空三成

果輸入。包含外方位資料及相關輔助說明資

訊：如比例尺、掃瞄解析度、拍攝日期以及影

像解析度。本模組尚包括影像金字塔建置功

能，使操作者進行特徵點選取與瀏覽時可提升

操作效率，介面設計如圖7所示。

                                                       

      

      

                 圖7 建立專案參數設定之操作介面 

三、資料處理

　　資料處理包括內方位參數建立及人工建置

影像資料，建置方式說明如下：

(一)內方位參數建立

　　本系統之內方位參數的建置功能係

進行框標量測動作，以建立影像及相片

框標坐標系統之間的轉換關係，採用仿

射轉換(Affine Transform)進行轉換參數之

計算。圖8為本系統建立轉換參數之框標

量測操作介面示意圖。

            
圖8 框標量測之操作介面圖示

(二)建立特徵點

　　根據上述步驟，完成內、外方位資

料與影像的對應，亦即建立像點與透視

中心之關係。其後操作者即可任意在影

像上進行瀏覽，選取適合的特徵點位置

(圖9(a))。位置選定後，本系統將自動顯

示於其他影像上共軛點之近似位置，供

操作者快速點選特徵點位置(圖9(b))。完

成特徵點量測作業後，系統將自動以多

張影像之最小二乘前方交會方法，求解

出影像控制區塊所對應的三維幾何坐標

及其精度。

    

                    (a)影像瀏覽特徵點示意圖  

           

                        (b)共軛影像顯示與特徵點量測示意圖

                 圖9 人工建置影像控制區塊操作介面圖示

項目 內容

幾何資訊(*.ifo)

共軛點個數、像片特徵點量測中
誤差值、特徵點三維坐標及其精
度、影像比例尺、攝影日期、掃
瞄解析度、產製方式、屬性指標
值。

輻射資訊(*.raw)
即影像資訊，為影像中各波段之
訊號值。

檔頭資訊(*.hdr)

影像控制區塊資料庫路徑、輻射
資訊的長度及寬度、共軛點個
數、特徵點於原始之影像坐標、
建構輻射資訊之原始影像路徑。

Database

0461029

96233090 0000445

0000445.Ifo
00004451.hdr
00004451.raw
00004452.hdr
00004452.raw
00004453.hdr
00004453.raw
00004454.hdr
00004454.raw

9…………

0631124

Database

0461029

96233090 0000445

0000445.Ifo
00004451.hdr
00004451.raw
00004452.hdr
00004452.raw
00004453.hdr
00004453.raw
00004454.hdr
00004454.raw

9…………

0631124

檔案

建立特徵點資料

內方位參數建立

資料建立 專案參數設定

資料展示 加入屬性及展點

資料處理系統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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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6602

913660304

913660501913660503

913670301
913670303

913670402

913670503

  7126602

9136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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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展示

　　本系統資料展示模組包含下列三項功能，

其操作介面見圖10所示。

(一)展示功能：供操作者檢視影像控制區

塊的分佈情形。

(二)影像資訊檢視功能：供操作者檢視影

像控制區塊是否符合特徵點選取原則。

(三)屬性建構：供操作者輸入影像控制區

塊的屬性類別，如地上特徵點、建物點

等屬性資訊。

               圖10 資料展示模組操作介面示意圖

肆、應用於自動化空三之實驗與分
      析

　　本研究以兩組實際資料，測試本系統建置

之影像控制區塊，應用於自動化空三之可行性

及成效。實驗作法以影像控制區塊完全取代地

面控制點，進行待解算航照影像的定位作業。

其中待解算航照影像上的控制點量測作業，將

各採人工點選以及影像自動匹配(陳詹閔，2006)

的方式進行。

一、實驗配置

　　本研究取用兩實驗例，其一為影像控制區

塊與待解算影像具不同比例尺的都市區實驗資

料；另一則為相同之比例尺之農田區實驗資

料。詳細實驗配置如表3所示，影像控制區塊與

檢核點分布情況見圖11、圖12。

表3 實驗資料配置表

                           

(a)像片13-67 

(b)像片13-66

圖11 實驗一之控制點與檢核點分佈圖
         (紅點：控制點；藍點：檢核點)

     
(a)像片4_31

 

(b)像片4_32 

(c)像片4_33

圖12 實驗二之控制點與檢核點分佈圖

         (紅點：控制點；藍點：檢核點)

二、實驗成果

　　航照影像完成外方位參數解算後，以前方

交會計算之物空間坐標與檢核點地面坐標差

值，計算均方根誤差(RMSE)，作為定位精度的

指標。表4顯示以影像控制區塊進行航照影像定

位作業，可達到平面1個像元甚至於次像元精度

可達1個像元甚至於次像元之平面精度，可達1

個像元甚至於次像元之平面精度，及1~2像元之

高程精度。

表4 影像外方位定位成果之RMSE表

 

 

 

 

 

 

 

配置

實驗一資料
(都市區)

實驗二資料
(農田區)

實驗影
像資料

影像控
制區塊

實驗影
像資料

影像控
制區塊

數量 2張 63個 3張 22個

攝像
比例尺

1/17000 1/5000 1/10000 1/10000

像元
解析度 20 µ m 20 µ m 25 µ m 25 µ m

拍攝
時間

2003
12/12

2004
12/11

2002
10/19

2002
07/23

2
3

4

5

7

8

 2
 3

 4

 5

 7

 8
 9

10
11

12

13

 7

 8
 9

10
11

12

13

待 解 算
影 像 上
控 制 點
量 測 方
式

實驗一：都市區  (單位：
pixel

m )

X方向 Y方向 Z方向 ALL

人工
量測 60.0

204.0
23.0

079.0
71.0

243.0
96.0

327.0

自動
匹配 76.0

260.0
30.0
101.0

22.1
416.0

47.1
501.0

待 解 算
影 像 上
控 制 點
量 測 方
式

實驗二：農田區  (單位：
pixel

m )

X方向 Y方向 Z方向 ALL

人工
量測 06.1

266.0
09.1
273.0

26.1
315.0

98.1
495.0

自動
匹配 04.1

259.0
04.1
261.0

46.1
364.0

07.2
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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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成果分析

(一) 影像控制區塊的三維坐標相較於外

業測量之地面控制點，其精度顯然較

差。然而影響影像定位之因素，除控制

點精度外，尚包括控制點的分布與數

量。故本實驗以影像控制區塊，取代地

面測量的控制點，進行航照影像的定位

作業，係以較多控制點數量彌補其精度

不足的缺點。其定位精度由實驗成果得

知，可達到合理的定位成果。

(二)藉表4比較以人工量測影像上控制點

位置，以及自動匹配的方式進行之實驗

成果，得知其定位表現幾乎相當，惟在

實驗一(都市區)之高程定位表現，其自動

匹配模式略為不及人工量測模式。此成

果已驗證應用影像控制區塊，藉由影像

匹配技術，可將航照影像定位作業推向

自動化空三的作業模式。

伍、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將建置完成的影像控制區塊，經實

際資料測試後，證明以影像控制區塊取代地面

測量的控制點，進行航照影像的定位作業，確

實可得到預期成果。以取得效益而言，一個以

靜態GPS觀測之地面控制點，需要事先佈標及到

達點位施測的交通時間，並且要花費60~90分鐘

的觀測時間，才能獲取。若採用建置影像控制

區塊方式取得控制資料，以手動選取模式平均

每點約5分鐘，而自動生產模式僅需10秒鐘，即

可建構一個影像控制區塊。另外，發展影像控

制區塊的自動化優勢，可將待解算影像上控制

點量測作業，以自動匹配的方式進行，故相較

於影像工作站量測方式，可提升約8-10倍的執

行效率(陳詹閔，2006)。上述證實影像控制區塊

的建置作業，對於撙節外業測量經費、提升航

測作業效率以及邁向自動化作業應用等功效，

實有舉足輕重之影響。目前本研究之航照影像

控制區塊的建置系統已開發完成，展望未來之

目標如下：

一、嚴謹的數學模式：未來以最小二乘前方交

會模式解算特徵點三維坐標時，應考慮影像外

方位參數之誤差，改用非固定約制模式的平差

模型為系統解算核心，期以更嚴謹的數學模

式，獲取更精確成果。

二、穩健度分析：透過理論分析，探討以影像

控制區塊取代地面控制點為約制條件，其對航

測空三網形之影響，並解析此種作業模式，欲

與傳統空三作業模式達到相同精度成果時，影

像控制區塊能夠取代地面控制點之程度。

三、衛星影像之應用：擴大本系統之功能，發

展遙測衛星影像控制區塊建置系統，將衛星影

像定位作業亦推向自動化的作業方式。

四、資料庫建構：為發揮影像控制區塊應用層

面的最大效益，後續流通與供應系統資料庫的

建構，亦為不可或缺的工作項目。且透過有效

的資料管理、更新維護機制，才能使資料永續

利用，達到空間資訊智慧應用、有效管理、資

源共享與永續利用等目標，對國土資源規劃、

工程建設、災後救援等民生科技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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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力為工商業發展不可缺少之動力，隨著生活水準提

升，電力需求日益驟增，提供高穩定度與可靠度及優質電力

品質之電力系統亦趨迫切。台電輸電系統為回應社會大眾對

市容觀瞻之要求、輸電線安全距離疑慮及提昇輸電系統可靠

度，推動第六輸變電計畫，在輸電系統陸續將市區及近郊之

輸電線地下化，採用161kV特高壓及345kV超高壓級XLPE電力

電纜為輸電幹纜。近年來更由於電子電腦科技日益發達，帶

動光纖測溫及部分放電測試等技術亦蓬勃發展，各種智慧化

監控設備已應用於輸變電系統中，對系統之穩定與可靠度提

昇助益甚大。本文主要介紹目前已應用於輸變電系統之智慧

化監控系統，及運轉中161kV特高壓及345kV超高壓電力電纜

之溫度及絕緣測試系統等設備。

壹、前言

　　電力系統主要由發電、輸電、變電及配電

等系統構成，典型台電電力系統架構如圖1，為

有效提升各系統運轉效率、可靠度，並確保供

電品質，皆分別裝設電力監控系統(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CADA)於配電調

度中心(Distribution Dispatching Control Center, 

DDCC)、區域調度中心(Area Dispatching Control 

Center, ADCC)、中央調度中心(Center Dispatching 

Control Center, CDCC)。應用電力監控系統除可

節省電力維護管理人力及提升供電品質與用電

安全外，藉由電能管理可節約能源降低用電費

用。

　　輸電系統為電力系統重要供電環節，台電

公司為回應社會大眾對市容觀瞻之要求、安全

距離之疑慮及提高輸電可靠度，推動第六輸

變電計畫陸續將市區及近郊原架空輸電線改

建地下化，並採用以交連聚乙烯(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XLPE)為絕緣之交連PE電力電纜，

輸電電纜若導體溫度過高將導致絕緣劣化，引

起電力事故，電力電纜製造過程中若絕緣層有

微小空隙及異物將容易導致輸電運轉中發生故

障。目前，161kV特高壓及345kV超高壓電力

電纜已陸續裝設溫度監視及部分放電測試等設

備，避免輸電纜線超過正常運轉溫度，及早偵

測纜線絕緣有否異常，當有異常適時切離系

統，避免故障擴大影響供電品質。

貳、變電所電力監控系統

一、電力監控系統架構

    電力監控系統(SCADA)應包含完整的保護、

控制、監視和通訊等功能，藉由人機界面和套

裝控制軟體，以個人電腦執行變電所之控制，

套裝控制軟體功能包括完整之監視控制和資料

蒐集，及用於迴路控制和保護之智慧型電子裝

置(Intelligent Electronic Device, IED)。SCADA系

統可概分為下列幾部分：

(一)備援系統

　　備援系統包括電腦監控主機備援及

網路系統備援，監控主機為管理者對電

力設備進行監控的重要界面，而網路系

統則為資料傳送之重要媒介，都必須

穩定不易故障。監控主機通常採用複

聯式系統架構(Redundancy System)，網

路系統則採Dual Bus Redundancy或Ring 

Redundancy，採複聯式系統架構不管是軟

體或硬體發生錯誤時，系統仍能繼續且

正確地執行某特定工作。複聯式電腦系

統由於技術成熟及價格較具競爭力，近

十年來愈趨重要且普及。以往監控電腦

當機頂多重新開機，浪費點時間，現在

電腦普遍應用至商業、航管、軍事及工

業控制等，只要有些許故障，將嚴重造

成環境安全、鉅大財物損失甚至生命安

危。

　　複聯式系統之所以愈來愈重要乃因

電腦所需處理的問題愈來愈嚴厲。系統

1 2

1

3 4

G
AC

19kV~23kV

G/S E/S

P/S

S/S

69kV

220V/110V

11.4kV/220V-110V

11.4kV

11.4kV

D/S

22.8kV
22.8kV

22.8kV/220V-110V

圖1  典型台電電力系統架構圖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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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圖如圖2所示，網路上由兩台監控

電腦同時執行監控功能[1]，一台為運

轉主機，另一台為備援主機；運轉主機

為主要執行控制及監視之電腦，備援主

機則以監視為主，惟隨時偵測運轉主機

之狀況，一旦發現運轉主機故障，備援

主機立即轉接成為運轉主機執行控制及

監視功能，原運轉主機待修復後自動轉

換為備援主機，確保系統運作正常。

網路系統備援若採Dual Bus Redundancy 

Network，則由1條主傳輸網路及1條備援

傳輸網路組成，系統故障時自動切換，

若採Ring Redundancy Network則網路中任

何一節點故障，資料仍可由兩端線路傳

回系統，不受節點故障之影響。

(二)系統校時

    電腦設備系統時間取得方式包括如

下：

1.電腦內部計時電路

    每部個人電腦都有兩個時鐘，一為軟

體時鐘，另一為硬體時鐘；硬體時鐘靠

電源持續運作，軟體時鐘只於電腦啟動

時運作，每當電腦電源啟動時，軟體時

鐘會在一秒內向硬體時鐘對時。由於硬

體時鐘很容易受到各種外在環境因素的

影響，大部分電腦硬體時鐘每日誤差約

在5~15秒間，故電腦硬體時鐘並不適合

精確計時用，特別對於計時精度要求高

的電力監控領域。

2.網路[2]

　　網路上的時間協定包括：(1)Day 

Time Protocol (RFC-867)、(2)Time 

Protocol (RFC-868)、(3)Network Time 

Protocol (RFC-1305)、(4)Simple Network 

Time Protocol (RFC-2030)等。最早使用

的網路時間協定是RFC-867(port 13)和

RFC-868(port 37)。Day Time Protocol送

出的碼都是ASCII碼，可直接表示日期、

年份、時間及時區。Time Protocol送的

則是32 bit的binary number，以二進位

表示自西元1900年1月1日零時開始的秒

數，時區都是格林威治時區。而Day Time 

Protocol和Time Protocol都只能表示到

秒，且無估算網路的延遲。Network Time 

Protocol使用port 123，64 bit的binary 

number，前32 bit和Time Protocol一樣，

後32 bit用以表示秒以下的部分，並加

上網路傳遞延遲量的估計。理論上可以

精確到2-32秒，實際使用上廣域網路大約

50ms，在區域網路則可達1ms。

    在使用上若要求不高，建議採Time 

Protocol較簡單方便。若精確度要求在秒

以下，建議採SNTP(Simple Network Time 

Protocol)。如果是一群工作站需要同步或

做精密時間運算，應採NTP(Network Time 

Protocol)。

3.GPS

    以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衛星所發射之訊號，經接收

機接收及解碼後，作為電腦校正時間之

依據，其精度小於1ms。

    綜上所述，各種校時方式比較如表1。

由於電力監控對故障分析需詳細記錄跳

脫時間，所要求之反應時間在毫秒內，

依上述分析應採GPS校時。

表1  電力監控系統校時比較表

表2  常見通訊協定功能比較表

(三)遠端終端單元

　　現場電力系統數位、類比資料，

由遠端終端單元(Remote Terminal Unit, 

RTU)設備蒐集整理，經傳輸系統回傳

至控制中心主電腦資料庫，經由處理分

析可獲得受控設備運轉狀態。對於有異

常狀態的設備，管理操作人員可藉由主

電腦透過人機介面觸控畫面下達控制指

令，直接操控現場開關設備。

(四)多功能電表

　　可量取V、A、Hz、功率(kW/kvar)、

電量(kWh/kvarh)、功率因素及需量等。並

應具備標準通訊界面(如Modbus)，以利與

電腦設備整合。

(五)智慧型電子裝置(IED)

　 　 智 慧 型 電 子 裝 置 ( I n t e l l i g e n t 

Electronic Device, IED)一般安裝於電力

開關設備(Switchgear)內，具電驛保護

(Protection)、量測(Measuring)、控制

(Control)及通訊(Communication)等功能。

(六)通訊協定

　　常見用於電力系統之資料通訊協

定，包括IEC 60870-5-103、DNP 3.0、

Modbus等，須可快速大量即時(Rea l 

Time)處理資料，近年來由於乙太網路之

普遍與技術成熟，以乙太網路為平台之

標準通訊協定IEC 61850，其規範由最底

層之Device到最上層之電腦主機均已含

括，除傳輸速度提升外，還可有效改善

以往不同廠牌間不相容之問題，各通訊

協定之功能比較如表2。[3]

二、電力監控系統功能[1]

　　電力監控系統主要經由一套穩定可靠的電

腦系統、保護電驛、電力儀表操作設定與軟體

整合，提供實用、安全穩定且最佳化的電力監

控，如圖3所示。

　　自動化電力監控系統已成為電力品質管理

與控制及電力系統維護保養最佳工具，尤其在

考量快速、效率與節省人力成本及能源匱乏前

提下，更凸顯出裝置自動化電力監控系統的重

要性與必要性，以達到省人化(Cost Down)、用

電品質(Quality)、節約能源(Energy Saving)、用

電安全(Safety)等電力能源自動化管理之目的。

(一)省人化(Cost Down)

˙集中管理(Concentrate Management) 

GIGA Switch 
Hub2 

Workstation Alarm&Event 
Printer 

HOST(HOT) HOST(Stand By) 

GPSGIGASwitch 
Hub1 

圖2  複聯式電力監控系統架構[1]

校時方式 文件 UDP Port 資料格式 精確度
電腦內部時鐘 5~15秒
網路Day Time Protocol RFC-867 13 ASCII 秒
網路Time Protocol RFC-868 37 32 bit Binary Number 秒
網路Network Time Protocol RFC-1305 123 64 bit Binary Number 1~50 ms
網路Simple Network Time Protocol RFC-2030 123 64 bit Binary Number >50 ms
GPS 校時 <1 ms

IEC 60870-5-103 DNP Modbus IEC 61850

Control Center Level △ △(future)

Bay Level △ △ △ △
Remote setting △
Bandwidth 38.4Kb 38.4Kb 38.4Kb 10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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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抄表(Auto Metering Recording)

˙維護保養(Maintenance) 

˙故障順序記錄(Sequence of Event)

(二)用電品質(Quality)

˙電壓(Voltage) 

˙電流(Current)

˙功因(Power Factor) 

˙諧波(Harmonics)

˙頻率(Frequency)

(三)節約能源(Energy Saving)

˙需量控制(Demand Control)

˙功因控制(P.F. Adjustment)

˙電力調度(Power Switching)

˙負載管裡(Load Management)

(四)用電安全(Safety)

˙操作保護(Operation Protection)

˙緊急供電(Emergency Manage)

˙警報處裡(Alarm Process)

˙自動卸載(Auto-Load Shedding)

           
 圖3  電力及監控系統設備

三、電力系統保護策略

(一)故障前處置

    採系統預防法，使用監控系統SOE透

過系統設備狀態資訊蒐集及判斷，做為

執行及安排系統設備維護點檢的依據，

以達到防範於未然，並降低系統故障的

機率。

˙故障位置顯示及警報。 

˙設備使用壽命預警功能。

˙類比量警報監視。 

˙事件順序及時間判別。

(二)故障後處置

    採系統隔離法，透過保護電驛做系統

故障清除及系統故障區間隔離，以達到

快速清除故障、杜絕事故擴大、防止設

備進一步損壞、保護財產及人員生命安

全。

四、電力系統保護目標

(一)改善供電品質，提高系統可靠度

(Improved power quality)。

(二)降低維護費用(Lower maintenance 

costs)。

(三)縮短停電時間(Reduced outage time)。

(四)快速復電(Faster power restoration)。

(五)投資報酬率最大化(Increased Invest)。

(六)增加營收(Increased revenues)。

(七)使用者滿意(Satisfied Users)。

五、電力系統保護監視對象

(一)GIS 

(二)匯流排 

(三)斷路器 

(四)CT / PT&輔機系統(油槽)

(五)PT fuse 

(六)保護電驛 

(七)電表 

(八)變壓器&冷卻系統

(九)電容器

(十)馬達

(十一)發電機

(十二)DC Charger

(十三)UPS

(十四)通訊迴路(主機&設備通訊迴路)

六、預知維護警報系統

    主要提高電力系統可靠度，使用智慧型保護

電驛，透過蒐集即時性的警報訊息，以降低定

期維護的需求及做為預知維護的依據，以避免

開關設備故障的發生。

(一)斷路器監視功能

˙斷路器接點損耗監視(接點壽命) 

˙斷路器彈簧儲能狀況監視

˙斷路器動作時程監視(操作機構異常監

　視)  

˙跳脫迴路異常監視

˙絕緣瓦斯壓力警報監視(監視絕緣瓦斯

　壓力是否正常)

(二)CT及PT迴路異常監視

(三)PT Power Fuse Failed異常監視 

(四)IED本體自我診斷監視 

(五)IED本體操作環境週溫監視

(六)IED參數異動監視警報

(七)IED通訊自我診斷監視

七、緊急停復電控制系統

(一)供電系統停電後緊急停復電流程

 ˙供電系統停電流程 

 ˙發電機啟動後，快速復電流程

 ˙供電系統恢復後，廠內快速復電流程

(二)兩種復電機制(可搭配為主用及備用)

 ˙Local端IED停復電機制：由監控系統

　統籌做停復電流程管理，並以IED(智慧

　型保護電驛）執行停復電流程。

˙中央監控型停復電機制：由監控系統

　統籌做停復電流程管理，並且執行停

　復電流程，以建立穩定的供電系統。 

八、GPS 時間同步

    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提供系統單一且標

準的時間同步方式，可充分掌握事故發生時的

時間順序。

九、監控軟體功能

(一)自動定位系統

    採用配電盤警報快速跳圖功能，結合

系統本身的警報功能，當警報事件發生

時，可直接跳入其電力細部圖、電力總

圖與平面圖以快速定位故障確實位置，

幫助維護人員快速排除故障問題，縮短

查詢的時間，能更快速處理警報事件，

提供現場操作人員迅速掌握發生事故的

配電盤所在位置，如圖4所示。

圖4  電力總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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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波(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THD)及

各次諧波值(最大到13次諧波)，如圖9所

示。

(二)配電盤位置圖與單線圖快速跳圖連結  

     功能

    平面圖即表示變電站開關室配電盤

配置圖，可明確標示出電力盤的相關位

置。點選其盤體可進入細部的電力單線

圖，如圖5所示。警報發生時，電力盤體

會變成紅色，讓使用者能透過Layout清楚

暸解警報發生位置。

(三)數位式保護電驛參數定期查詢監視功 

     能。

(四)保護電驛事故跳脫自動報表列印。

(五)故障報表資料庫

    自動記錄電驛跳脫時之數值，以利事

故分析，如圖6所示。

(六)暫態波形記錄器

    自動記錄電力系統異常被觸發時之暫

態波形，以利事故分析，如圖7所示。

(七)暫態波形記錄資料庫

    自動記錄每一筆電力系統異常被觸發

時之暫態波形，如圖8所示。

(八)低壓非線性負載故障偵測

1.現象：非線性負載(Converter/Inverter/

UPS/ Thyrister control)設備其元件故障

時，將導致電氣諧波值異常高，其驅動

機械設備雖異常振動，但仍持續運轉。

2.量測方式：以電錶量測各低壓迴路的總

3.圖控警報方式：

(1)諧波值Threshold警報及Event or Alarm 

Report，在非線性負載故障初期立即偵

測，並用以協助廠務人員予以排除故

障。

(2)各次諧波值條狀圖顯示。

(3)各次諧波趨勢圖記錄。

(九)電力品質監視系統

    配合IED或及多功能數位電表的電壓

/電流諧波量測功能，以即時監視電力

系統重要負載及各出入口的諧波污染狀

況，做即時警報及改善計畫的參考依

據，如圖10所示。

(十)系統自我診斷

    監控系統自我診斷是最重要的部分，

以監視系統實際運轉狀態，如圖11所

示。

圖5  配電盤電力單線圖[1]

圖6  故障資料庫[1]

圖7  暫態波形紀錄[1]

圖8  暫態波形資料庫[1]

圖9  低壓非線性負載

圖10  電力品質監視

圖11  系統自我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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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監視元件

(1)系統主機

(2)通訊主機

(3)通訊線路

(4)控制器(Relay/RTU/Meter等)

2.讓使用者清楚的暸解整個系統硬體架構

及通訊狀態。

3.針對每個設備，獨立偵測通訊狀態。

4.通訊中斷時，適時以警報聲響，提醒工

作人員。

參、輸電線溫度監測

    由於管路明挖施工須考量交通衝擊、環境破

壞及民怨等因素，都會區輸電線建設漸以涵洞

方式配置。涵洞中之電纜長期釋出少量熱量，

345kV 2500mm2約55w/m，161 kV 2000mm2約

17w/m[4]，台灣地處亞熱帶，尤其夏季的基溫

甚高，輸電電纜若長期積熱溫度太高，不但影

響電纜之壽命，且容易影響絕緣壽命形成電纜

事故。故在電力涵洞內及通風孔設置溫度偵測

器，監控涵洞內之溫度，當涵洞內之溫度達到

設定值時，立即啟動風機通風，藉以降低涵洞

內之溫度，所有涵洞及機房各項冷卻設備(含冷

卻水塔)、通風及空調系統均由監控系統監控，

以減少維修人員的負擔，並可即時掌控該輸電

線路所有訊息。

　　為確保輸電電纜鋪設後之供電安全與供電

品質，除在涵洞內設置偵溫光纖外，為能即時

瞭解電纜運轉溫度變化，電纜本身亦需附著偵

溫光纖以瞭解電纜導體溫度變化，國外在地下

電纜及海底電纜工程以光纖進行電纜安全之監

測已漸成趨勢。

一、光纖偵測原理

    光纖採石英材料所製成，為SiO2分子的結

合，當分子的熱量發生變化時，也會使得分子

晶格振盪產生變化，此時如果加入一光束於這

區域，就會發生光散射現象，一般稱為Raman 

scattering(拉曼現象)，若以頻譜觀看反射光會

發現除入射光本身的頻帶外，另外會因光散射

現象產生Anti-Stoke頻帶及Stoke頻帶，如圖12

所示，Anti Stoke對於溫度感應較大，Stoke頻帶

溫度感應較小，利用此二種頻帶特性，予以分

析計算即能計算出距離及溫度值[5]。光源注入

光纖後，經過一段距離光源會被以漫射方式反

射回來，此時可帶回許多資訊，例如光纖遭遇

斷裂或破損時，其漫射光之型態將與正常漫射

有所不同。因此，利用比較入射光源與其散漫

反射光之差異性，即可經由光電轉換器及用電

腦將周遭之溫度或特異情形分析計算出來，以

測量出該區域的溫度值及距離位置，如圖13所

示。

 二、光纖構造

    地下輸電線用之偵溫光纖基本構造如圖14所

示。軸芯(Core)位在包覆層(Cladding)的中央，光

束只在軸芯傳送，由於輸電線路長度較長，需

考量佈設拉力及避免遭外力破壞，故在包覆層

(Cladding)外會增設一層鎧裝層(Armour)，一般

以鋼管設計居多，而外皮(Coating)用來保護玻璃

光纖。光纖主要分為多模及單模型，如圖15所

示，多模型光纖的軸心較單模型大，故可容納

多條路徑供光束傳輸，但多模型因採折射方式

傳輸，長距離(15km以上)傳輸損失會較大，故

採取何種型式之光纖需考量地下輸電線長度。

三、光纖偵溫系統

(一)光纖偵溫系統架構

    光纖偵溫系統構成之三大要件為光

纖、分散式溫度感測處理器 (Distributed 

Temperature Sensor, DTS)及顯示電腦，以

光纖作為傳感器進行溫度多點量測，將

反射信號交由DTS搜集計算，再將計算

溫度相關資訊傳輸至顯示裝置，其偵溫

架構如圖16所示。涵洞內偵溫光纖一般

均附掛於涵洞上方，如圖17所示，電纜

溫度偵溫光纖裝設方式有兩種，一種為

貼附在電纜表面，如圖18所示，另一種

為配合電力電纜生產線與中性遮蔽層絞

合，考量施工及維護便利性目前以貼附

在電纜表面運用較多。在顯示電腦部分

以工業級圖控電腦為主，須考慮DTS資訊

顯示界面，顯示畫面如圖19所示，光纖

偵溫系統運用在地下輸電線涵洞及附著

於電纜表面上具下列幾項特點： 

圖12  光纖拉曼放射現象[5]

圖13  光纖偵測原理[5][1]故障偵測[1]

圖14  偵溫光纖斷面及外觀[6]現象[5]

圖15  多模型與單模型光纖傳輸路徑[6]現象[5]

圖16  光纖偵測原理[5]

圖18  電纜偵測光纖附掛纜線表面[7]     

圖17  電纜涵洞偵溫光纖 
         附掛位置[7]

圖19  溫度與距離之顯示畫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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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線可同時進行多點偵測，提高準確

率。

2.光纖為石英所構成，屬絕緣材料，不會

受到電磁感應影響。

3.施工安裝便利，不須維護保養。

4.溫度偵測範圍大，可由-200℃~300℃，

距離可達約15km。

5.量測精確率可達±1℃。

(二)光纖偵溫系統智慧型功能

    由於輸電線於送電運轉時於每一層

構造將產生熱阻，故較新之DTS系統將

輸電線運轉時所產生之熱阻計算建立模

組化，以換算電纜導體運轉溫度，如圖

20所示，再推估導體送電容量，藉由此

DTS顯示畫面可以單線圖方式清楚呈現

目前電纜溫度及送電容量變化，如圖21

所示，並可累計資訊建立資料庫以利比

對[8]。當溫度或送電容量過高時則發出

警告訊號至監控系統以利電力調度，此

智慧型功能未來將可提高電力輸送可靠

度，輸電線智慧型溫度偵測系統如圖22

所示。

肆、輸電線部分放電測試

　　高壓電力電纜製造完成出廠時，為確保品

質除作交流耐壓測試亦須作部分放電(Partial 

Discharge, PD)測試，工廠之測試廠房有防干擾

設施，PD測試之靈敏度較高，IEC62067規範規

定345kV電纜加壓1.5倍額定對地運轉電壓時，

放電量不可高於5pC(pico coloumb)。但電纜經

佈設、安裝及接續後，若施工過程中稍有不

慎，可能形成電纜系統事故，故竣工時現場部

分放電測試為地下輸電線事故之預防對策方法

之一。竣工時之耐壓試驗，可能無法測出絕緣

體中微小空隙及異物，電纜正式送電運轉半年

至１年後絕緣可能破壞，輸電線部分放電測試

乃希望電纜或接續裝置發生絕緣破壞前，藉此

測試預先瞭解電纜絕緣問題以及時處理。

一、部分放電測試原理及作業設備

    電纜、接續匣及終端匣運至工地安裝後，為

確保其絕緣特性，亦施作PD測試，惟現場干擾

訊號較多，容許之測試靈敏度較低，現場PD測

試系統原理及作業設備說明如下：

(一)測試原理

    裝於電纜之金屬薄板(metallic sheets)

或金屬箔片(metallic foil)均引接至PD檢

測器(detector)。金屬薄板、金屬箔片及

電纜導體對接續匣之箱匣(enclosure)與金

屬遮蔽層(metal sheath)間形成等效電容，

若絕緣層有任何空洞裂化，其產生之放

電電流於等效電容與PD檢測器間形成一

環流，放電電流流經PD檢測器時，所擷

取之放電訊號將傳送至PD測試儀器，

PD測試之等效電路及分析原理如圖23所

示。

(二)PD感測元件種類

    佈設於涵洞或管路之電纜絕緣接續

匣，其PD測試所需之放電訊號感測元件

(Sensor)裝設方式有兩種，第一種如圖24

所示，直接將金屬薄板(metallic sheets)

嵌置於絕緣接續匣(insulated joint)內，第

二種如圖25所示，將金屬箔片(metallic 

foil)纏繞於絕緣接續匣外。

(三)測試系統設備種類

    現場PD測試方式有携帶式及集中式，

分析比較如下：

1.携帶式

携帶式其PD測試儀器為手提式，需至

現場量測。可携帶型之部分放電檢測設

備，因可容易且緊密地設置於接續匣旁

或其附近，無須將訊號傳輸至遠端集中

監視器，故費用較低，更因可直接將訊

號檢測出，故檢測出之訊號具高感度且

無衰減現象。除可適時除去隨時變化之

週邊雜訊外，亦可因應現場環境作適切

之調整，故可謂最佳之檢測方法，其作

業情況如圖26所示。

圖22  輸電線智慧型溫度偵測系統[8]

圖20  電纜熱阻分佈[8]

圖21  輸電線送電容量及溫度監視[8]

圖23  PD測試之等效電路及分析原理[9]

圖24  嵌入式PD Sensor[9]

圖25  外置式PD Sensor[10]

圖26  携帶式測試作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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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集中式

頻譜分析儀、示波器及個人電腦等裝

設 於 遠 方 測 試 室 ， 現 場 各 P D 檢 測 器

(detector)之訊號，經由光纖通信設備集

中傳送至PD測試儀器，各處所測試出之

每相放電強度及放電脈波數可由個人電

腦顯示，放電波形可由示波器觀察，其

頻譜亦可由頻譜分析儀瞭解，其作業情

況如圖27所示。

 

 

二、部分放電測試作業效益檢討

    345kV輸電線為台電重要輸電骨幹，為確保

供電可靠度，若裝設集中式PD測試設備，運轉

中得予連續測試電纜與接續匣之絕緣性能，初

期測試週期可較長，例如每1小時測試一次，若

某一處放電量有增加趨勢，則可縮短其測試週

期，待發現放電量已達危險值，即可立即調度

停電檢查，以增加供電可靠度。惟集中式PD作

業因擷取的訊號資料是連續性，故相對終端儲

存設備容量需加以考量，且累積的訊號資料如

何精確判讀是現在最大的課題，如圖28、29所

示。

    目前台電345kV地下輸電線規定PD實施時機

為(1)竣工時、(2)竣工後6個月、(3)竣工後每1年

定期檢查一次，於5年保固期共須實施7次部分

放電試驗以提升電纜系統的可靠度，此種試驗

方式已較國外輸電線工程嚴格，以電力系統模

式與台電相近之日本為例，一般輸電線並未執

行PD試驗，於新開發之電纜規格或較重要之輸

電線才會以携帶式PD作業方式進行監控，此種

方式值得參考。

三、部分放電測試於電力智慧監控之運用

    電纜及接續匣之細微缺陷，竣工時之耐壓試

驗，可能無法測出絕緣體中之空隙及異物，待

電纜正式運轉半年至１年後始可能發生絕緣破

壞現象，此對運轉中線路之可靠度影響甚鉅，

PD檢測為輸電線事故防範對策之一。於新開發

或重要線路採集中型作長期PD監控，雖所需人

力、設備及成本較高，但可將PD訊號傳達至監

控中心並由專人追蹤分析，亦可達到輸電線事

故預防目標，如圖30所示。

伍、結語

　　電力監控系統的應用對電力系統供電品

質、可靠度與穩定度提升助益甚大，惟目前大

型電力系統故障異常時，電力監控系統所蒐集

之資料，電力工程人員大都仍需以人為方式

判斷，未來監控軟體若能導入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協助電力工程人員作更精確迅速之故

障分析判斷，應更能發揮電力監控功能。

　　電纜部分放電測試，對明確重大電纜異常

狀況易於判讀，惟應用於送電運轉中之輸電

線，作電纜事故前之預警判斷，仍有甚大之困

難課題待解決處理突破，目前許多專家學者、

廠商已導入類神經網路技術(Neural Network 

Technlogy)，期能預警性之部分放電測試技術有

更突破性之進展。

圖27  集中式測試作業[7]

圖28  PD訊號顯示背景雜訊畫面[10]

圖29  PD訊號顯示畫面[10]

圖30  輸電線事故預防偵測系統架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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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繼式無線電系統(Trunked Radio System, TRS)不同於

第二代及第三代公眾行動電話系統，屬於專用行動無線電

系統(Private Mobile Radio, PMR)，主要提供調度通訊服

務，亦稱為無線調度通訊系統，運用於公共運輸、國防、

海巡、警政、廠區、保全、緊急救難、貨運、企業專用等

通訊服務範圍。

　　中繼式無線電系統可分為傳統型及多頻道中繼型。傳

統型大多為單頻類比系統，僅提供語音通信功能，多頻道

中繼型則利用多頻道提供語音及非語音等通信服務，1980

年代中繼式無線電系統逐漸朝向數位化網路發展。本文將

介紹台灣鐵路管理局傳統型既有站車無線電系統及完成目

前全世界最大鐵路應用之數位多頻道中繼無線電系統之過

程。

壹、前言

　　近年來台灣鐵路管理局致力於加強行車安

全之對策、服務水準之提昇及承載運量之增加

等方面之工作，相關改善工程已陸續施工中或

完工；自鐵路電氣化後，因列車密度及速度均

提高甚多，為確保行車調度安全及提高行車效

率，亟需可靠便捷且具機動性之通訊系統，而

台灣鐵路管理局現有既設系統業已運轉有年，

為健全鐵路行車基本設施，消除行車安全死

角，確保運輸安全，提昇營運效率，乃積極推

動「鐵路行車保安設備改善計畫」，其中之一

子計畫為新設「行車調度無線電話系統」(簡稱

本系統)，其主要目的為支援台灣鐵路管理局未

來「綜合調度業務集中化」行車調度中心及旅

客資訊中心之業務，以提昇行車安全與營運效

率。本系統至少包括下列五項用途：

一、沿線鐵路設施緊急搶修及維修

二、行車事故及傷患急救等緊急服務

三、行車調度

四、站、場調車、路警保安等鐵路業務專用

五、調度中心與列車間之行車命令傳送

貳、既有台鐵無線電系統

一、系統架構

    台鐵既有無線電話系統之功能限於兩相鄰站

間、站與列車間及站間列車之通訊、以及站間

維修人員與車站及司機員間之連絡，既有無線

電話系統包含站車無線電話系統、台北地下化

區間無線電話系統及板橋車站無線電系統。站

車無線電話系統(圖1)為傳統式收發同頻半雙工

無線電系統配置四個UHF頻道(470MHz、寬頻

25KHz)，於沿線各車站設置25瓦桌上台、各型

動力機車上安裝25瓦車上台及手持4瓦手機，

各設備透過無線電頻道進行通訊。台北地下化

區間無線電話系統及板橋車站無線電系統為異

頻半雙工無線電系統，於台北地下段配合雙向

中繼器及漏波同軸電纜，利用基地台收發異

頻作為中繼，設置有四組收發異頻(485MHz、

494MHz、寬頻25KHz)收發訊機之基地台，配合

UHF收發訊機、漏波同軸電纜及室內外天線，提

供各終端設備間之通訊。

二、系統運作模式

    既有無線電系統分別由台北、彰化、高雄及

花蓮調度所管轄，包含語音及數據通訊功能，

運作模式如下：

(一)語音通訊

    語音通訊需由調度員透過有線調度電

話系統與車站人員通話，再由車站人員

透過站車無線電話系統與司機員通話。

(二)數據通訊

    調度員下達行車命令透過有線調度

電話系統傳真至車站，當列車進站停靠

1 2

1

3
4

5

圖1  站車無線電話系統架構示意圖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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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再由車站人員將行車命令紙本交給

司機員。

三、集中化調度目標

    台鐵既有無線電系統調度員無法使用無線

電話與司機員直接聯絡，任何行車指令須經由

有線調度電話下達給車站，再由車站無線電話

系統轉達給司機，調度所指令下達效率不佳，

亦無法提供跨站呼叫通訊及個別通話。在通訊

品質方面台鐵沿線受地形、地貌之影響，隧道

區及山區，因基地台訊號無法涵蓋之通訊死角

需待改善。新設無線電話系統需能發揮系統頻

率效率支援鐵路業務、維修及緊急搶修、站、

場調車與緊急服務等功能，取代既有無線電系

統，以滿足支援台鐵調度集中化目標。

參、中繼式無線電系統

一、中繼式無線電系統

    中繼式無線電通訊系統(Trunking Radio 

Communication System)亦稱為「集群調度系統」

（Trunked Dispatching System），系統特性為

頻道共用，利用動態分配空閒頻道的技術，使

頻道接續時間快，等待時間短，頻道利用效率

高，以滿足少數頻道提供大量使用者間通訊需

求。

　　中繼式無線電系統的控制器，可將數個頻

道形成一群可自動在群內搜索可用頻道給使用

者使用，而傳統型只在其指配的專屬頻道上等

待其空閒後才可使用，故多頻道中繼式無線電

平均每頻道可提供的用戶數，較傳統型為多且

效率較高。中繼式無線電通訊系統因使用者需

求，通常需具備個別呼叫、群組呼叫、動態重

組、忙線排列、優先排序分級、限時裝置、自

動回呼、遺失禁用等功能。

　　目前中繼式無線電話系統訊號傳送時，依

其調變技術可分為類比及數位調變兩大系統。

類比中繼無線電系統於1970年代末期逐漸完

成系統標準訂定，數位系統於1980年代末期開

始進行系統標準訂定，採用數位系統為世界潮

流。

二、類比與數位系統差異性

    數位通訊系統為配合訊號和通路之特性，

依有效處理程序輸入訊號傳送至目的地之系

統，其步驟至少包含訊號自訊號端經格式化、

調變、發射、接收、解調變、格式化至接收

端。無線電通訊系統從發展之初即以類比調

變方式開始，將語音訊號以AM(Ampl i tude 

Modulation)或FM(Frequency Modulation)調

變 方 式 發 射 、 接 收 ， 目 前 數 位 調 變 方 式 包

含QAM(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π/4DQPSK(Differential Quantization Phase Shift 

Keying)、GMSK(Gaussian Minimum Sift keying)及

16QAM(Quadrature Amplitude )等技術。

(一)類比通訊系統

    類比訊號(圖2)是在任何時間都有連

續的數值，如調幅、調頻廣播，在傳

送過程中影響通訊品質的因素為雜訊衰

減，類比通訊系統目標為高訊號雜訊比

(Signal-to-Noise Ratio, SNR)，SNR越高通

訊品質越好。

(二)數位通訊系統

    數位訊號(圖3)是非連續的數值，如行

動電話、乙太網路，在傳送過程中影響

通訊品質的因素為誤碼率，數位通訊系

統目標為低誤碼率 (Bit Error Rate, BER)，

BER越低通訊品質越好。

 (三)數位系統優點

    類比訊號在傳輸過程中(圖4)[2]，距離

越遠因訊號失真及衰減訊號品質越差，

數位系統訊號在傳輸過程，經數位放大

後仍可維持良好之訊號品質，除此之外

數位系統具有下列優點：

 1.節省頻寬，如TETRA(Terrestrial Trunked 

Radio)系統25KHz頻寬可傳送四個頻道。

 2.數據傳送頻寬高。

 3.具有保密功能。

 4.訊號在傳送過程中不易受到干擾。

 5.較佳之收訊品質(圖5)[3]。

 

圖2  類比訊號 

圖3  數位訊號

 

圖4  訊號衰減與再生 

圖5  數位收訊品質

三、系統發展趨勢

(一)類比系統

    類比系統於1980年代末期逐漸完成系

統標準訂定，類比派遣式無線電系統至

少有MPT-1327及APCO-16等標準。

1. MPT-1327

MPT-1327是由DTI(British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於1988年發展完成之

類比派遣式無線電系統標準，應用於公

共領域，屬開放式系統，MPT-1327主要

規格如表1。

2. APCO-16

APCO -16是由APCO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P u b l i c  s a f e t y 

Communications Officials International, 

I n c . ) 所 制 訂 ， 符 合 北 美 T I A 標 準

( T e l e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  I n d u s t r y 

Association)。APCO於1977年開始發

展類比無線電系統標準應用於公共安

全領域，並於1979年完成標準制訂，

APCO-16主要規格如表2。

(二)數位系統

    數位系統於1980年代末期有顯著之

進展，數位派遣式無線電系統至少有

APCO-25、ARIB、GSM-R、TETRAPOL、

TETRA等標準。

1

t t

Digitized Voie

Analog Voice
Audio 
Quality

Distance of Mobile From 
Base Transmitter

Poor

Fair

Good

1

t t

Digitized Voie

Analog Voice
Audio 
Quality

Distance of Mobile From 
Base Transmitter

Poor

Fair

Good

1

t t

Digitized Voie

Analog Voice
Audio 
Quality

Distance of Mobile From 
Base Transmitter

Poor

Fair

Good

1

t t

Digitized Voie

Analog Voice
Audio 
Quality

Distance of Mobile From 
Base Transmitter

Poor

Fair

Good

表1  MPT-1327主要規格

頻寬 12.5KHz

頻帶 400-470MHz、50-530MHz

調變方式 FFSK

調變速率 1.2Kbps

表2  APCO-16主要規格

頻寬 12.5KHz/25KHz

頻帶 VHF/UHF/800MHz

調變方式 DFM

調變速率 3.6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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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CO-25

    APCO-25是由APCO International所制

訂，符合北美TIA標準，屬開放式系統，

APCO於1989年開始發展數位無線電系統

標準應用於公共安全領域，APCO-25主要

規格如表3。

2. ARIB

    日本無線電產業協會ARIB(Association 

of Radio Industries and Businesses)於1994

年制訂完成「公共業務用數位行動通訊

系統」標準，屬開放式系統，應用於公

共業務領域，ARIB主要規格如表4。

3. GSM-R

    GSM-R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R a i l w a y )  由 國 際 鐵 路 聯 盟 U I C 

(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之成

員於1992年著手進行新規格之討論，

稱 為 「 歐 洲 整 合 鐵 路 無 線 電 強 化 網

路」(European Integrated Railway Radio 

Enhanced Network, EIRENE)，制訂滿足歐

洲鐵路行動通訊需求之無線電系統，屬

開放式系統。

    EIRENE集團負責規格之發展，其

與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 (Eu ropea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s Institute)

協定及歐洲鐵路網路行動無線電公會

(Mobile Radio for Railways Networks in 

Europe, MORANE)合作，GSM-R主要規格

如表5。

4. TETRAPOL

    TETRAPOL是1994年於法國註冊之

協會，TETRAPOL符合歐洲電信標準

協會ETSI(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s Institute)協定，TETRAPOL主要

規格如表6。

5. TETRA

T E T R A 是 由 歐 洲 E T S I ( E u r o p e a 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制

訂，ETSI於1991年開始制訂數位無線電

系統應用於公共領域，屬開放式系統，

TETRA主要規格如表7。

 

肆、轉播站位置選擇與盲區對策

一、傳播原理

    無線電傳播的原理在於藉由變動的電場及磁

場交互感應而產生的電磁波傳遞至遠端。假如

傳送的路徑上沒有任何的障礙物，則可以視為

直射，但是無線電波的傳遞可能會暫時受障礙

物的屏蔽，或反射所產生的多重路徑效應，多

重路徑效應會造成訊號放大或衰減，導致通訊

品質不良。為降低影響無線電波傳輸的因素，

當規劃轉播站選址時，必須考量下列因素：

(一)所在地區整體特性，是城市、郊區或

是空曠的開放地區。

(二)發送端傳送天線與接收端接收天線的

高度。

(三)無線電載波頻率。

(四)無線電發射機與接收機之間相對的距

離（轉播站與手機間的距離）。

(五)量測地區內建築物平均的高度、街道

寬度、建築物之間疏密的程度等。

(六)道路的走向，是否會阻礙電磁波的傳

送，或者是一個通道的效益讓信號更容

易地傳送。

(七)室內的房間隔間性質（固定水泥牆

或活動隔間板），會影響電磁波信號衰

減。

二、傳播路徑損失模型

    傳播路徑損失現象有較常使用的模型包含自

由空間傳播模型、對數距離路徑損失模型及Hata

模型。其中Hata Model是以距離和發射機天線

的高度為依據，經由無數次實地量測的結果，

再藉由資料統計所組合而成的經驗公式，校正

這個損失需要以建築物在接收位置附近的百分

率、路徑類型（陸地、海洋、混合）和大地不

規則度為依據，主要用於大城市和郊區環境的

傳播損失和場強預測。這些資料是由被廣泛應

用的Okumura模型修正而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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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Hata推導之Propagation Model公式

如下[3]：

    LUA=A+Blog(d) (urban area)

    LSA=A+Blog(d)-C (suburban area)

    LOA=A+Blog(d)-D (open area)

    A=69.55+26.16log(fc)-13.82log(ht)-a(hr)

    B=44.9-6.55log(ht)

    C=2[log(fc /28)]2+5.4

    D=4.78(log(fc))2-18.33log(fc)+40.94

    fc：載波頻率(150MHz 至1500MHz)

    ht：為有效的傳送端天線高度(指基地台)，範

圍從30公尺至200公尺

    hr：為有效接收天線的高度(指手機)，範圍從

1公尺至10公尺

    d：為傳送天線與接收天線的距離，範圍從1

公里至30公里

    a(hr): 為一個修正係數，此修正係數的大小和

基地台的覆蓋區域相關，也是手機有效天線高

度的函數，

例如在小至中型城市的大小下，a(hr)可表示

為：

    a(hr)=(1.1log(fc)-0.7)hr-(1.56log(fc)-0.8) dB

    若傳送訊號的載波頻率fc≧300 MHz 時，    

    a(hr)則為：

    a(hr)=3.2(log(11.75 hr))2-4.97dB

三、電波實測方式

    依據傳播路徑損失模型及台鐵區間內之地

形、地理環境，進行受訊不良地區之檢討。針

對山區、沿線有高樓大廈等因電波不易傳送到

之地方推定，並以等高線圖就地形高低、曲

折、地下化區段以及隧道等部分，先予進行研

析與彙整，預選轉播站位置後，再進行電波電

場強度測試前之分析。

表3  APCO-25主要規格

頻寬
136-174MHz、
400-500MHz、800MHz

頻帶 QPSK-c

調變方式 FDMA

多工方式 9.6Kbps

調變速率
136-174MHz、
400-500MHz、800MHz

表4  ARIB主要規格

頻寬 25KHz/4 Channel

頻帶 400MHz

調變方式 TDMA

多工方式
M16QAM,π/4 
DQPSK,16QAM

調變速率 6.4-7.5Kbps

表5  GSM-R主要規格
頻寬 200KHz/8 Channel

頻帶 876-880MHz

調變方式 GMSK

表6  TETRAPOL主要規格

頻寬 25KHz/4 Channel

頻帶 380～512MHz

調變方式 FDMA

多工方式 GMSK

調變速率 8Kbps/12.5KHz

  表7  TETRA主要規格

頻寬 25KHz/4 Channel

頻帶
380-400MHz、
410-430MHz

多工方式 TDMA

調變方式 π/4 DQPSK

調變速率 28.8Kbps/25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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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測試方法

1.發射位置測試

到達預選之轉播站位置後，利用台鐵車

站既有建築物屋頂設置發射天線，以其

天線中心點至地面距離接近15~20公尺之

高度要求。

2.於設置發射天線之屋頂位置，利用無線

電訊號監測系統，先行掃描測試450MHz

之頻段，調查有無干擾電波頻率與強

度。

3.接收位置測試

4.載波電場強度測試

以場強接收儀測量接收端之載波電場強

度，保持接收天線在2.3M之高度測試，

利用場測系統之自動化高精確快速取樣

測量(200 Samples/sec)，以火車行駛鐵路

主線、沿線連續測量至每一測試點(10公

里以內間距)設定測量取樣平均間隔為5公

尺，若以平均時速40Km/hour計算，則每

一波長可獲得1146個取樣值，其8個測試

點之每點平均強度值即由143個取樣值所

計算求得測試接收點之訊號強度，分析

計算路徑損失，判別該地區受地形影響

所造成之電波損失程度及通訊盲區，俾

供電波涵蓋範圍之預估。

5.干擾電場強度測試

執行載波電場強度測試之前，先作干擾

雜訊電場強度測試。主要目的是偵測在

各測試點之干擾雜訊強度，評估其對通

訊品質之影響。

(二)測試結果分析

    依據測試資料，研判受測地點之電場

強度，評選轉播站及盲區。為達到主線

涵蓋率95%，預估470MHz頻段之類比

系統，台鐵主線需設置124個轉播站，

400MHz數位系統需設置145個轉播站。

四、盲區對策

(一)隧道區因應對策

　　在隧道附近機房設立轉播站，發射

時利用射頻光收發訊設備將射頻訊號傳

至隧道內，經解調後利用中繼放大器將

訊號放大後送至隧道內漏波同軸電纜，

接收時將隧道內接收的訊號經漏波同軸

電纜，經射頻光收發訊設備，再經光纜

傳至隧道機房，經中繼放大器將訊號送

至接收機，隧道盲區因應對策如圖6。

(二)路邊訊號盲區因應對策

　　若因地形或其他建築物影響時對策

如下：

1.在可接收轉播站訊號的地點，加裝路邊

無線電中繼器來延伸電波涵蓋範圍，如

圖7。

2.若在轉播站訊號無法涵蓋的地點，則增

設轉播站，以解決通訊死角。

伍、系統功能

一、系統選用

    本系統在招標階段除國內GSM-R頻率指配給

民間行動通訊業者使用外，開放不同頻率之數

位與類比中繼無線電系統競標，最後由得標廠

商採用Motorola TETRA全數位式中繼無線電系

統。

二、計畫範圍

    本系統工作範圍主要為建置主線電波涵蓋率

95%系統，鐵路範圍1,100公里包含鐵路主線、

支線、臨港線及全長約160公里隧道區、拆除

既有台鐵站車無線電話系統，除了完成新建行

車調度無線電話系統之新設轉播站外，尚須維

持既有無線電系統之正常運作，因此必須考量

新舊系統之切換作業，以避免影響既有設備之

運作。經過測試後，新建系統之設備及使用頻

率，不會與既有之系統產生干擾。故新建系統

得以不會與既有系統干擾下進行安裝與測試，

且既有系統設備之拆除俟新建系統完成驗收啟

用後陸續進行。

三、通訊需求

    通訊係指本系統內所有終端用戶，包含行動

台、手機及固定台，均可透過終端設備及系統

的運轉操作，建立與其他任何終端用戶及台鐵

內部自動電話用戶之間的訊息溝通聯絡。台鐵

行車調度業務功能分為二項，一為行車業務語

音通訊(圖8)，二為行車業務資訊通訊(圖9)。

 

圖8  行動業務語音通訊功能

 圖9  行動業務資訊通訊功能

(一)頻道配置

    本系統經交通部電信總局指配之頻

LCX LCX750M 750M750M750M

4C   O.F4C   O.F.

4C   O.F4C   O.F.

圖6  隧道盲區因應對策示意圖

 
圖7  路邊盲區因應對策示意圖

4C   O.F4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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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共9對收發頻率(Tx：396MHz、Rx：

386MHz)及3個(396.675MHz)直通頻率，

頻寬25KHz。

(二)轉播站需求

    包含主線、調車場、支線、臨港線每

個轉播站配置N個頻道(N=3～7)，須滿足

下列需求：

1.系統至少可提供N-1個語音頻道，N-1

個通訊頻道中得配置一個專用頻道供綜

合調度所與動力機車車上台語音通訊使

用。

2.系統須具備一個資訊頻道，空中波調變

速率至少4800bps，資訊傳輸速率(Data 

Throughput)至少2400bps。

3.不論語音頻道或資訊頻道使用時，皆不

得影響系統控制訊號傳送。

四、行車業務語音通訊

(一)調度通話

    調度通話是使用於列車調度所的調度

員與列車司機員之間的通訊。除了具有

一對一之個別通訊功能外，同時應具有

可執行對複數的列車呼叫之廣播呼叫功

能、群呼叫功能、緊急時通訊中的插話

通訊之緊急通話功能。

(二)調度員對司機員之通話

1.個別呼叫：調度所調度員對司機對話可

撥列車車次(1-6碼，含英文及阿拉伯數

字)，以進行個別通話。

2.群呼叫：轉播站是被複數的區域所分

配，調度員可選擇區域對屬於該區域的

轉播站之全部在線列車以群呼形式進行

通話。

3.廣播呼叫：調度所的調度員對管轄內所

有轉播站之所有在線的列車以廣播之形

式進行通話。

4.緊急呼叫：緊急時通訊中的插話通訊之

緊急發訊功能。

(三)司機員對調度員之通話

1.自動呼叫

司機員按下通話需求鍵通知對應之調度

員請求通話，在完成通話連線後再進行

通話。

2.緊急呼叫

在緊急情況下司機員按下調度電話機的

「緊急」鈕的話，會強制切斷其他通話

或對調度員執行來話插話顯示，以利司

機員與調度員進行緊急通話。

3.主線／支、臨港線模式

列車在主線與支線/臨港線進出時，動力

機車車上台可透過調度轄區辨視器辨認

位置，以供本系統確認列車所在位置及

自動判讀所屬轉播通訊頻率。

(四)其他語音通訊功能為系統內所有終端

用戶均可與系統內所有用戶及預設之台

鐵內部自動電話分機透過語音進行雙向

通訊。

五、行車業務資訊通訊

    系統內具有資訊收發功能之行動台及固定台

終端用戶之間，可進行數據資訊的通訊。資訊

通訊內容為：

(一)列車防護無線電警報訊號

    當動力機車車上台之列車防護無線電

發射及接收訊號時，動力機車車上台可

將該列車車次號碼傳送至綜合調度所，

以供系統紀錄、查詢及管理。

(二)列車車次編號資訊

    司機員須以手動操作由無線電話操作

台輸入列車車次編號，並由動力機車車

上台自動傳回綜合調度所，以供系統註

冊、紀錄、查詢及管理。

(三)行車命令

    提供調度台傳送命令至動力機車車上

台及桌上台。調度所人員於行車命令傳

送後可自動儲存於調度台主機內，當車

上台於收到該筆資料可自動儲存行車命

令資料。行車命令可傳送中英文字、阿

拉伯數字及注音符號。

(四)行車管理系統資訊

    提供未來行車管理系統機車調度台、

動力機車車上台及桌上台間維修資訊通

訊。

(五)旅客資訊

    提供未來旅客資訊系統旅客資訊台與

動力機車上台旅客資訊通訊。

陸、系統架構

　　本系統主要由無線電話設備、中央調度系

統、傳輸系統、戶外機櫃、管道與纜線及鋼結

構等系統構成(圖10)，分述如下：

一、無線電設備

(一)功能

    無線電話設備主要提供用戶使用無線

電終端設備間與轉播站之收發來達成通

訊之目的。轉播站則依話務需求配置4或

7頻道，其中一個頻道為控制頻道，其餘

為語音或數據頻率，並透過天線做為無

線電波的發射及接收，對於電波無法涵

蓋之盲區、地下段及隧道區，則將轉播

站的射頻訊號，經由UHF射頻光收發設

備、中繼器、天線及漏波同軸電纜等設

備的傳送、轉發，以達到主線電波涵蓋

率95%的之要求。

(二)組成

    無線電話設備包括153套轉播站(圖

11)、1130套車上台(圖12)、91套桌上台

(圖13)、5,400手機(圖14)、294套UHF射

頻光收發設備、中繼器(圖15、16)天線及

147公里漏波同軸電纜(圖17)等設備。

二、中央調度系統

(一)功能

    為本系統運作管理之核心設備，經

由（台北）綜合調度所內之調度台，提

供調度員與列車行車相關之即時通訊，

並提供本系統語音數據頻道的交換、記

錄之外，並透過工作站及人機介面之終

端機對所有無線電話設備及整體無線網

路，進行控制、監視、警報、維護及性

能之管理與遠端遙控，主要設備設置於

台北台鐵大樓四樓無線電機房及台中機

房之備援設備。

(二)組成

1.中央調度設備

包含系統控制設備1套、系統控制設備伺

服器2套及調度系統伺服器2套。

2.調度台

台北綜合調度所(圖18)包括北、中、南、

東四個調度區間，15個調度轄區之行車

調度台、4個行車領班台、4個機車調度

台、4個電力調度台、1套工務調度台、1

套電務調度台、1個旅客調度台及1個位

於災害應變中心的調度台。

三、傳輸系統

(一)功能

    提供調度所E1多工機、設備監視多

工機、E1多工機與轉播站連線，收集各

轉播站訊號。具有自動備援路徑保護功

能，與台鐵同步光纖傳輸網路連接，當

本系統任一處光纜斷線或故障時，E1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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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機可透過自動備援路徑保護功能，將

訊號傳回中央調度系統。

(二)組成

    主要設備包含1套調度所E1多工機、

153套E1多工機。

四、戶外機櫃

(一)功能

    基於無法提供轉播站設備安裝環境之

設置，需具有不助燃及抗天候特性，以

提供轉播站設備保持正常運作環境。

(二)組成

    本系統包含60套戶外機櫃，採用FRP

材質複成三層結構板材(圖19)。

五、管道與纜線

(一)功能

    主要係指將台鐵主線沿線轉播站訊號

連接至SDH機房，及中繼器之設備訊號連

線至轉播站。

(二)組成

    合計佈放48芯及24芯之鎧裝充膠單模

光纜將達1,100公里。

六、鋼結構

(一)功能

    主要是提供轉播站於各種地形之天線

架設，一般車站屋頂安裝8公尺拉線式鋼

架；若電波涵蓋範圍較小之轉播站，則

安裝3公尺壁掛式鋼架；16公尺直立式鋼

架則架設於無法架設8公尺拉線式鋼架之

處。

(二)組成

    本系統設置有16公尺直立式鋼架19

座、8公尺拉線式鋼架106座及3公尺壁掛

式鋼架166座等三種型式鋼架。

柒、結論

　　TETRA為先進全數位中繼器無線電系統，提

供包含數位語音與最佳化封包數據之通訊運作

模式，數位語音通訊模式可提供個別呼叫全雙

工通訊、群呼叫半雙工通訊，以及系統故障時

無線電終端設備間之半雙工直通通訊，數據通

訊模式可提供控制訊號及數據資料傳送。近年

來數位式TETRA系統已普遍運用於專屬公共運

輸及安全領域，目前全世界最大TETRA網路建

置為韓國政府無線電網路，超過300套轉播站及

42,000終端用戶，應用於全韓國警政、消防、

林務、公共行政無線通訊使用。台鐵行車調度

無線電系統為目前世界上最大TETRA網路應用於

鐵路範圍。

　　台鐵已建置完成中央行車控制系統，將台

北、彰化、高雄、台東調度所集中於台鐵大樓

4樓綜合調度所，集中辦理各種調度作業，如

行車調度、電力調度、機車調度、線上維修調

度、資訊發佈等。本系統可支援集中調度業

務，將來行車指令可由調度員直接下達給司機

員，不必像目前一樣要由行車副站長轉達之

「站本位」行車制度。另一方面，在為達到未

來行車制度轉換成如先進國家所使用之「車本

位」行車制度，也就是說行車運轉由調度員、

司機員及列車長等辦理，提高運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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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監造服務，其累積豐碩可貴之成果經驗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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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歷年來督導及承辦

之各級長官於規設階段協助協調運務、工務、

機務、電務等單位新舊系統切換及運轉模式整

合，並於施工階段各單位鼎力協助會勘、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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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車上台 圖13  桌上台 
  

圖14  手機

圖16  路邊中繼器 圖17  漏波同軸電纜圖15  隧道區中繼器

圖18  台北綜合調度所配置圖

圖10  行車調度無線電話系統整體架構圖

圖11  轉播站

圖19  戶外型機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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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控制（Intelligent control,IC）是人工智慧、控制理

論、系統理論與資訊理論等知識的高度集合，智能控制所

包含的類型很多，其中以類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

work，ANN）的智能控制最適合應用於潔淨室、實驗室或動

物室等特殊環境，這些環境的空調通風系統因其不確定性、

非線性、控制參數的多輸入及多輸出等問題，非用一般數學

模式即可解析各運轉參數間複雜的關係，而利用類神經網路

智能控制，來決定空調通風系統最優化（Optimization）的控

制程序模式，可獲得極佳的控制效能表現。

　　本文主要論述智能控制的基本概念、智能控制的構成原

理與介紹生物神經元模型、人工神經元模型以及類神經網路

結合適應控制在空調通風系統領域上之應用實例等。在營建

產業美國Green Building Council的LEED評鑑系統（相當於我

國綠建築標章的評鑑）鼓勵採用智能控制系統於建築工程設

計，並給予加分的獎勵。可預見未來趨勢的導引，隨著微處

理機運算技術的持續進步及控制軟體的迅速發展，相信智能

控制技術必將迎向一應用領域更寬廣、層面更普及的新時

代。

壹、前言

　　在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與進步的動力驅使

下，由於各種工程系統的發展規模與控制需求

的複雜性趨於更大更高，促使對控制系統的各

種性能表現的要求更遠超越傳統控制所能提

供，因此智能控制（Intelligent Control, IC）

是近幾年來快速發展的一門新興學科，是人工

智慧、控制理論、系統理論與資訊理論等知識

的高度集合，也是目前自動控制技術的最高階

段，它簡化了繁雜的模式建立程序，使控制演

繹運算更簡單，最重要的是明顯提升了控制系

統的精確度、反應速度、穩定度與品質表現。

尤其智能控制在環境控制系統之應用上，因控

制性能表現的改進，提供一更安全、潔淨的作

業環境及節能效果，並延長設備使用壽命等，

智能控制所包含的類型很多，其中以類神經網

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的智能控

制應用於工業潔淨室、生物潔淨室或實驗室、

動物室等特殊環境最具成效，這些特殊環境的

空調通風系統的不確定性、非線性、控制參數

的多輸入及多輸出等問題，實無法用一般數學

模式來解析各運轉參數間的關係，而利用類神

經網路智能控制，可透過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的技巧，來決定空調通風系統的最優

化（Optimization）程序模式。另對人體感受冷

熱舒適度控制的應用，因必須考量的環境控制

變數包括：室內溫度、流動風速、室內相對濕

度、平均輻射溫度、衣著程度及人員活動強度

等，以神經網路技術為基礎之智慧型熱舒適控

制器（Intelligent Thermal Comfort Controller），

可提供吾人更優質的舒適度、室內空氣品質與

節能控制效果。

　　本文主要論述智能控制的基本概念、智能

控制的構成原理與介紹生物神經元模型、人工

神經元模型、類神經網路結合適應控制在實驗

室空調通風系統、以及人體感受冷熱舒適度控

制之應用實例等，期望本文能提供相關業界對

智能控制的發展與應用領域有一基本認知。

貳、智能控制系統的基本概念

　　何謂智能控制？有關智能控制的定義、理

論及結構等，目前尚未有一致性的系統描述，

然而從工程控制的角度及定性，智能控制系統

應具有相當程度擬人化(Anthropomorphic)的思考

與學習功能，且能不斷地適應環境的變化，以

處理多種訊息並減少不確定性，亦能以安全可

靠的方式進行規劃、產生及執行控制動作，從

而達成整體系統最佳化的控制性能表現。依據

1971年學者G.N.Saridis的觀點，智能控制是人工

智慧、自動控制與作業研究等三個主要學門集

合的產物，或稱智能控制的「三元結構」（如

圖1所示），其以交集形式表示如式（1）：

IC＝AI∩AC∩OR ………………（1）

式中，各子集含義，分別為：

IC ：智能控制（Intelligence Control）

AI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 ：自動控制（Automatic Control）

OR ：作業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

2

1

2

1

圖1 智能控制的三元結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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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人工智慧是一種知識處理系統，具

有仿人的記憶、學習、資訊處理、瞭解形式語

言及啟發性推理等功能；自動控制為一種動態

回饋，用以描述系統的動力學特性；作業研究

則是一種定量優化的方法，諸如：線性規劃、

管理調度、優化決策及多目標優化方法等。綜

前所述，智能控制即是一種不需要或儘可能不

需人為干預而可獨立驅動與控制設備，進而達

成吾人預設目標的控制過程。

　　智能控制既是一多學門知識領域的集合，

依據知識的相互滲透與交集的不同，目前已發

展出不下十種不同類型，而較常應用於空調

通風系統的有：專家控制系統（Expert Control 

System）、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系統及類

神經網路控制（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 Based 

Control）系統；其中，尤以神經網路控制的運

用研究與產品發表最為熱烈，而本文亦以其為

主，藉其論述在空調通風系統之應用。

參、生物神經元模型概述

　　一般人腦約含有1012個生物神經元，且分為

上千種類型，而每個神經元又大約與103~104個

其他神經元互相連接，構成非常錯綜複雜又靈

活多變的神經網路，雖然每個神經元構造看似

簡單，但大量神經元之間複雜的連接，卻可演

化出人類極為豐富的行為模式與變化多端的反

應模式。由圖2生物神經元（Neuron）的基本結

構，顯示生物神經元係由細胞核（Nucleus）、

樹狀突（Dendrites）及軸索（Axon）所構成。

細胞核功能為神經元的代謝中心，將收集到的

訊號加總處理後，再經一次非線性轉換，以產

生一個新的脈波信號。細胞核周邊生長許多樹

狀突，係為神經元的主要信息接收器（輸入

端）。軸索則係由細胞核延伸出一多節管狀的

纖維組織，主要職司信息傳遞，其傳遞的方向

如圖2所示，即由軸索起點向末端移動，而軸索

末端又分出許多末梢（輸出端），再與其他神

經元輸入端樹狀突構成連結節點，稱為神經節

（Synapse，如圖中紅色圓圈所示）。神經節是

神經網路的記憶體，代表兩個神經細胞間的聯

結強度，此聯結強度可以一個數值表示，稱之

為加權值，由此產生神經脈波的流動（Direction 

of Impulse），其功能恰如將信息由前一個神經

元傳遞至下一個神經元，以此類推形成對後面

的神經元產生連續影響。

　　當神經網路進行學習時，外界刺激神經細

胞所產生的電流，將會改變神經節上的加權

值，此過程反覆的進行，最後將趨於穩定，此

即表示學習已告完成。若神經網路是處於認知

或辨識的過程，外界刺激所產生的電流，在進

入神經網路後，會與貯存在神經節上的加權值

作簡單的運算處理，若處理後的信號係為可辨

識，則外界事物即成為神經網路可認知或辨識

的事物。

　　神經元以生物控制論的觀點言之，可視為

基本單元且具有控制與信息處理能力，其重要

特性與功能如下：

一、時間與空間的整合：神經元對不同時間傳

入同一軸索末梢的神經脈波，具有時間整合功

能；同時神經元對同一時間傳入不同軸索末梢

的神經脈波，具有空間整合功能。

二、激發與抑制：神經元具有兩個常規的工作

狀態，即激發與抑制，當神經元接收脈波時，

其細胞膜的電位將升高，若電位升高至動作

電位的閾限值（Threshold Value）（約40~50 

mV），細胞變成激發狀態而產生神經脈波並由

軸索輸出；反之，若細胞膜的電位下降至動作

電位的閾限值時，細胞變成抑制狀態而無神經

脈波輸出。此現象類比於邏輯電路的「0-1」律

即「開-閉」狀態。

三、脈波與電位的信號轉換：如前所述，神經

節是前後兩個神經元的界面，在此界面之前，

沿軸索的纖維組織所傳遞的神經脈波係為「離

散的」（Discrete）信號，然此信號在通過神經

節時，將被轉換為「連續的」電位信號。

四、學習、遺忘及疲勞：由於結構可塑性神經

節的傳遞作用可增強、減弱和飽和，所以神經

細胞具有相對的學習或遺忘功能，而因傳遞飽

和效應也會產生疲勞反應，此均為人的常態表

現。

肆、類神經網路

　　所謂類神經網路（以下簡稱神經網路）是

指由大量與生物神經細胞相類似的人工神經元

相互連結而成的網路，為一種平行計算系統，

包含硬體與軟體。以神經網路為基礎的控制

器，則由神經元、處理元件、電子元件及光電

元件組成，其可模仿人體腦神經的活動，並建

立腦神經活動的數學模型，具有某些智能與

仿人的控制功能，類似人腦具有自適應性、

辨識學習與非線性映照（Mir ro r）、魯棒性

（Robustness）與容錯（Fault tolerance）能力

等，此等神經網路的特性如應用於控制領域，

將使智能控制系統的智商更高，對於諸如模式

識別、語音識別、信號處理、知識處理、感測

技術、機器人及生物工程等發展及應用，亦將

產生深遠的影響。

伍、人工神經元與神經網路模型

　　人工神經元為生物神經元的模擬與簡化，

亦為神經網路控制的基本處理單元，圖3所示

為一簡單的多輸入、單輸出的人工神經元結構

模型〔3〕，模型中χj ( j＝1,2,˙˙,n )為接收

自其他神經元的輸入信號，ωji表示從神經元j

至神經元i對各輸入信號的加權係數（Weighting 

Factor），θi為閾限值，

1

（˙）為激發函

數。輸出端的激發函數又稱為變換函數，其決

定神經元的輸出為1或0，而神經元的輸出狀態

則取決於神經元的輸入信號之總和（Σ）是否

大於或小於內部設定之閾限值（θi）。

1

（ ˙ ） 函 數 一 般 具 有 非 線 性 特 性 ， 圖 4

（a）、4（b）為閾限值型的激發函數，圖4

（c）為雙曲線型的激發函數。

  
                       圖3 人工神經元結構模型

     圖2 生物神經元（Neuron）基本結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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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典型的激發函數

　　依據神經元所構成之拓樸架構（Topology）

之不同，目前已有數十種神經網路模型的研

究與應用，其中較常用於智能控制為多層前

饋型神經網路（Multi-layer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圖5所示為具誤差反向傳播功能

（Back Propagation）之多層前饋型神經網路

〔4〕，其在模型辨識、圖像處理、系統辨識、

優化計算、最優預測及適應控制等領域應用較

為廣泛。前饋型神經網路通常為多層排列，分

為輸入層、隱蔽層（可不只一層）及輸出層，

每一層的神經元只接受上一層的神經元的輸入

信號；換言之，信號為單向流動且無回饋所構

成的環路，前饋型神經網路提供一種非線性靜

態映照關係，透過簡單非線性處理單元的複合

映照，將可獲得繁雜的非線性處理能力。

    
           圖5 誤差反向傳播之多層前饋型神經網路

　　誤差反向傳播神經網路的學習過程或稱運

算法則（Algorithm）是由正向傳播運算與反向

傳播運算兩部分組成，在正向傳播過程中，輸

入信號自輸入層經隱蔽層逐層處理後再傳向輸

出層，而每一層神經元的狀態只影響下一層神

經元的狀態。在輸出層輸出信號與期望值作比

較後，若有誤差則將誤差沿原本的路徑反向折

回，藉修改各層間各輸入節點所給定的加權係

數，使誤差收斂減小直至達原先所給定的誤差

範圍內為止。

陸、神經網路在智能控制系統的應
      用

　　所謂神經網路控制係指在控制系統中對於

難以精確建立模型的複雜非線性受控對象，應

用神經網路技術進行神經網路模型辨識，或進

行優化運算、推理、故障診斷等功能，此等功

能將可為智能控制系統解決複雜程序控制所遭

遇的問題。以下為神經網路控制如何與智能控

制系統結合使用之概要說明：

一、神經網路自適應控制其系統結構如圖6所

示。當系統模型參數變化時，神經網路對系統

模型參數，自動進行線上評估，再將評估後參

數傳送至控制器執行對系統的控制。

                        
圖6 神經網路自適應控制

二、神經網路比例微分積分（PID）控制。利

用神經網路線上調定PID控制器的控制增益

（Gain）參數，提高控制器對系統及環境的適

應能力與控制效果。

三、神經網路與專家系統結合之控制，其系統

結構如圖7所示。專家系統是一種知識表達並適

用於邏輯推理，而神經網路是一種輸入與輸出

的映照關係且適用於直覺推理，故兩者結合之

控制分工各司所長，可產生最佳控制效果。

             圖7 神經網路與專家系統結合之控制

四、神經網路與模糊（Fuzzy）控制系統結合之

控制，其系統結構如圖8所示。模糊系統是仿

傚人的模糊邏輯思維，在不確定環境下作出決

策，但學習能力較弱，而神經網路自身的結構

特性，允許在處理資訊過程中，具有線上學習

與容錯的功能，故兩者結合之控制自然強化模

糊控制效果。在冷凍空調領域，模糊系統已成

功的商業化並應用於採用變頻控制之冰箱及空

調機等家電產品。以空調系統為例，利用神經

網路不斷學習及記憶使用者需求之功能，預設

於控制程序中，並依據空間的溫度感測器所測

得室內外溫度、溫度變化率及房間使用與否狀

況等數據，即時將實測數據與大量經驗數據相

比較，再應用模糊控制系統使受變頻控制之壓

縮機轉速、送風機轉速及電子冷媒膨脹控制閥

等，作出快速且最優化的調節反應。

         圖8 神經網路與模糊控制系統結合之控制

柒、神經網路智能控制系統在實驗
　　室環境控制之應用

　　採用可變風量控制之實驗室空調通風系

統，是一典型的具不確定性、非線性、控制參

數多輸入及多輸出的典型控制範例，所謂「不

確定性」是指受控系統及其環境的數學模型不

是完全確定的，其中包括諸如冷房負荷突然

增加、在共通風管內風壓由於其他實驗室的

使用狀況突然變化、排氣櫃開啟或關閉操作

時，以及瞬間房門開啟等未知因素與隨機因

素；而實驗室內環境之受控變數（Controlled 

variables），包括：相對壓差、氣流量、溫度及

相對濕度等。圖9、圖10及圖11分別為實驗室相

對壓差與氣流量控制示意圖、溫度控制示意圖

及相對濕度控制示意圖〔5〕。

        圖9 實驗室相對壓差及氣流量控制示意圖〔5〕

                圖10 實驗室溫度控制示意圖〔5〕

             圖11 實驗室相對濕度控制示意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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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可變風量之控制系統，傳統以PID控制

迴路處理，如圖12所示〔5〕，然而為維持鄰

室預設相對壓差及受其送/排風量匹配控制（Air 

flow tracking control）變化影響，導致原本穩定

之溫度及濕度控制系統亦受到干擾，而必須作

修正以使各受控變數重新恢復穩定狀態，但解

析此控制系統結構係為各受控參數獨立之控制

迴路，如圖13所示，當該控制系統面臨外在操

作條件的變化，勢將難以提供最優化的性能表

現。

  
圖12 以PID控制迴路處理之實驗室空調通風系統〔5〕

                      圖13 獨立式控制迴路〔5〕

　　因採用傳統PID控制模式，PID控制器的控

制增益（Gain）參數Kp、Ki、Kd之設定調整，

是獲得穩定與快速控制反應之基礎，而控制增

益參數為系統內定值(Default Values)，然而此

等選項參數每次的調定，通常僅適合於單一操

作條件，且存在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的關係，

即非簡單的「線性組合」，故當系統面對其他

操作條件時，將無法達到最優化的控制效果，

而受控變數亦變成持續振盪難以穩定或反應

遲鈍。為改善傳統PID控制性能缺失，目前市

場已有免建立程序模型（Model Free Adaptive, 

MFA）之適應控制器，其摒除傳統建立數學模

型以自動調整PID控制參數的技術，而改採多層

神經網路技術。圖14為最基本的單輸入/單輸出

（SISO）程序之MFA控制系統架構，圖中r（t）

為設定控制參數，x（t）為受控程序之輸出，

MFA控制器除產生輸出上信號u（t）外，尚具

有學習記憶能力，可連續量測性能表現、反應

時間與控制誤差；可適應外在操作條件的變化

       
圖14 單一迴路之MFA控制系統架構〔6〕

d（t）（例如：季節變換、隨機性的擾動、雜

訊干擾等），持續計算受控程序變數y（t）【x

（t）＋d（t）】及動態調整誤差修正量e（t）

【r（t）－y（t）】，相對於PID控制迴路的持續

振盪現象，由神經網路加持的適應控制，可以

獲得準確、快速反應與終年長期持續穩定的最

佳控制效果。圖15所示為MFA控制與一般PID控

制之性能表現比較，即可發現PID控制持續振盪

難以穩定，而Adaptive控制很快就穩定且準確地

達到設定點。

     圖15 MFA控制與PID控制之性能表現比較〔6〕

　　神經網路自適應控制系統之結構如圖16所

示，該系統係由受控HVAC系統、回饋控制器與

神經網路前饋控制器所組成。前饋控制器具有

線上鑑別（Identification）環節，可依據系統輸

入輸出數據，先對受控系統進行不斷的鑑別，

再依據所得模型參數與事先指定的性能指標，

於線上選擇最佳控制法則，並使控制系統迅速

適應新的擾動（Disturbance），且逐漸趨於最佳

性能指標。此控制系統結構係將各受控變數，

形成連結之控制迴路如圖17所示，當相對壓差

控制因受干擾無法維持時，首要係穩定送/排風

量匹配控制，同時調制溫濕度控制，否則將會

顧此失彼並使各受控參數持續振盪難以穩定。

圖18為PID控制與神經網路自適應控制於控制性

能之差異比較。

    圖16 神經網路自適應控制系統結構〔5〕

                 
圖17 連結式控制迴路〔5〕

    圖18 受變頻器驅動之送/排風量匹配控制性能表現
           差異（PID vs ANN＋Adaptive control）〔6〕
 

　　

另以水側控制閥之流量操作為例，說明PID控制

與神經網路自適應控制之性能差異比較如圖19

所示，可知流量與熱交換盤管之輸出量存在一

「非線性關係」〔6〕。

               
                  

圖19 流量與熱輸出之關係

　　一般採用PID控制於調整Kp、Ki、Kd等增

益參數時，僅能針對曲線中間較近似「線性關

係」段進行設定調整，且控制性能尚稱滿意，

但若系統操作點落在圖19中左下端區段時，即

表示低負載控制閥近乎關閉，為維持受控參數

於設定點，反因增益參數太大而造成持續振盪

現象；同理，若系統操作點落在圖19中右上端

區段時，則表示低負載控制閥近乎全開，為維

持受控參數於設定點，反因增益參數不夠大而

造成反應遲鈍現象。反觀之，如採用神經網路

自適應控制，因具有程序線性度因子（Process 

linearity factor）內定選項參數之調整功能(如圖

20所示)，將可動態的適應系統特性變更及自動

補償「非線性度」，藉以調整輸出之修正信號

及確保控制閥在全開至全關的操作範圍內，均

可維持受控參數於設定點。

                圖20 程序線性度因子設定功能〔6〕

捌、神經網路在人體對環境舒適度
      控制之應用

　　目前大多數的環境舒適度控制，仍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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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室內溫度與相對濕度，對一般居室或辦公環

境，應可達成滿意的控制表現，但諸如大空間

體育館之空調通風系統，因觀眾人數龐大又密

集，且人員活動狀態因空間用途不同而有很大

的變異，例如從靜坐、輕微走動到劇烈的肢體

動作，故為滿足觀眾對舒適度之要求，在選定

室內環境條件之設計基準時，必須考量室內溫

度、流動風速、室內相對濕度、平均輻射溫

度、衣著與活動強度（Activity level）等環境控

制變數。

　　國際標準組織（ISO）及美國冷凍空調工程

師學會(ASHRAE)，對於人體感受冷熱之舒適條

件均訂有標準（ISO Standard 7730 & ASHRAE 

Standard 55），並定義兩個與環境冷熱舒適

度有關的指標，即預測平均票選值（Predicted 

Mean Vote ,  PMV）與預測不滿意度百分比

（Predicted Percent Dissatisfied, PPD）。PMV

指標，係將人體主觀的感受環境冷熱之舒適度

（Thermal sensation scale）量化為七個刻度等

級，其與PPD之間的對應關係如圖21所示（例

如PMV指標為1.6時，不滿意度百分比高達約

70%）。

　　所謂PMV指標值，是在一可變條件的環境

控制室內，由一定數量的男女老幼受測者，依

其自身主觀的對環境冷熱之舒適度反應，並參

照表1票選為+2, +3,或－1等，再取其結果之平

均值。PPD值，則用以評估人體對某一環境條件

下所感受的不滿意程度，並以受測人數之百分

比計算。表1為ASHRAE Standard 55〔8〕建議在

一般舒適需求下，可接受之PPD值與PMV指標範

圍。

               圖21 PMV與PPD之對應關係〔7〕

表1 可接受之熱環境舒適標準

圖22 運用神經網路控制器進行環境冷熱舒適度控制之系 
       統方塊圖〔7〕

　　圖22所示為運用前饋神經網路控制器，建

立PMV計算模型，以進行環境冷熱舒適度控制

的系統方塊圖〔7〕。圖中，神經網路控制係

依據環境舒適度指標進行空調系統運轉狀態控

制，當控制系統感測器測得回風溫度與濕度隨

時間之變化率、外氣溫度、送風量等參數後，

加上設定溫度，即在神經網路進行學習而獲取

舒適度實際值，另一方面控制系統感測器測得

Thermal Sensation Model所需之室溫、室內相對

濕度、輻射溫度、空氣流速，並計入衣著程度

與人員活動強度（最後兩個參數因無法直接測

得，故均預先設定常數）等，亦可算出舒適度

期望值，這兩個值均在電腦內空調環境模擬程

序中進行運算與對比，然後再依據差異對空調

通風HV系統發出修正最佳化運轉指令集（包括

對溫度、風量及風速的自動調整）。此種以神

經網路技術為基礎之智慧型熱舒適控制器，除

可提供吾人更優質的舒適度、室內空氣品質與

節能控制效果外，對於諸如巨蛋室內體育館大

空間等複雜環境冷熱舒適度之控制，以及自然

通風與機械通風系統之運轉策略，亦能有效整

合，且提供科學化、人性化及高度智慧化之解

決對策。

玖、結語

　　神經網路是模仿人腦神經的活動，建立腦

神經活動的一種數學模型，依據神經細胞電化

學家實驗發現，神經網路上電流傳送速度，大

約是每秒激發100次，相當於每秒在大腦皮層中

的知識交換便達1016次之多，如此龐大數量的

運算實在非常驚人，因此，每個神經細胞的運

算雖然非常簡單，但當這麼多的運算同時進行

時，卻非常可觀，這也就是為什麼神經網路可

以仿人進行思考、學習、記憶與智慧運算，並

非常適合運用於解決特殊製程區、實驗室或潔

淨室等較難掌握系統不確定性、非線性、時變

性、多輸入、多輸出與輸入變數間相互影響等

複雜控制特性之環境，尤其對一般採用PID控制

在調整Kp、Ki、Kd等增益參數時，所遇到的問

題與麻煩，藉由神經網路結合的智能控制包括

自適應控制、專家系模糊控制等，均可對控制

性能的改善、提升節能效益、延長系統設備使

用壽命，甚或因而提高產品的良率等均有極為

顯著的成效。

　　早在1985年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即成立智能控制專業委員會，致力於

智能控制理論的探討、應用技術的開發，二十

多年來有極大的發展，不僅已進入工程化、實

用化階段，廠商開發相關的控制產品亦已成功

的應用於不同領域上。在美國營建產業Green 

Building Council的LEED評鑑系統（相當於我國

綠建築標章的評鑑），對於採用智能控制系統

產品的建築工程設計，甚至給予加分的獎勵，

可知未來趨勢的導引，隨著微處理機運算技術

的進步及控制軟體的迅速發展，深信智能控制

技術必將迎向應用領域更為寬廣、層面更為普

及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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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內傳統排煙系統之設計，多係依據「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28條及188-190條規定，致其排煙

量及相關風管尺寸，完全取決於排煙區劃面積，然而卻忽略

空間配置、不同燃燒物發煙量及特殊挑高無法設置防煙垂壁

等個別但複雜之火災差異因素，故本文特就無法適用「各類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等條列式法規之特殊場所，茲

舉地下捷運車站之軌道區為例，就其火災之煙控策略，以流

體力學之先進數值計算方法，進行性能式煙控系統分析，內

容含括車站(含軌道區)幾何模型格點測試分析之精確計算及探

討軌道區不同位置火災之影響等，且經由模擬結果顯示，印

證先進與智慧化煙控運轉策略之運用，在車站(含軌道區)發生

火災時，可確保乘客之避難逃生安全。

壹、前言

　　近年來，各國發生令人震驚的地鐵災難事

故，就屬火災最為嚴重；諸如1995年10月28

日亞塞拜然(Azerbaijan)首都巴古(Baku)市營地

下車站火災，約300人喪生，傷患約270人；

1987年11月18日英國倫敦王十字(King's Cross)

地下車站火災，起因於旅客吸煙時，火柴掉落

至電扶梯之齒輪，引燃油脂和內部許多易燃及

有毒材料，造成31人死亡與27人重傷；2003

年2月18日韓國大邱市(DaeGu)地下捷運車站火

災，造成近200人死亡。檢討前述事件造成人

員重大傷亡之主要原因，皆為煙控系統失效所

致。火災發生時，煙塵往往導致能見度低而增

加逃生難度及危險性，更有可能讓人窒息死

亡，直接影響旅客是否得以安全避難，故採用

煙控系統，將可有效發揮避難作用，提供安全

逃生避難環境。本文特以三維計算流體力學模

擬程式(CFD)，針對地下捷運車站火災之發生，

進行煙控模擬分析，探討公共區域配置對於旅

客逃生安全之影響，且藉以擬定對應之煙控策

略，而模擬所採用之工具為美國國家標準和技

術研究所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開發的FDS(Fire Dynamics 

Simulator)V4.03進行模擬[1,2]。FDS應用範圍

為低馬赫數之流場，可分析與火災相關之溫度

場、速度場、濃度場及其模擬計算，FDS提供之

物理模式應用說明如下。

　　FDS 火災模擬軟體，是以數值方法求解控

制方程式，包括模擬煙塵流動與熱量傳遞數學

模式，此等方程式係由Navier-Stokes方程式推導

而來，包括符合質量守恆的質量方程式、動量

守恆的動量方程式，以及能量守恆的能量方程

式等，詳如公式(1)~(4)[3]。

(1)連續方程式(Conservation of Mass)

 0)( 

 u

t
..........................................................(1)

(2)動量方程式(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fguuu p

t ........................(2)

(3)能量方程式(Conservation of Energy)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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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Dph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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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化學種方程式(Conservation of Species)

    lllll WYDYY
t



  u ...................(4)

其中，

D=擴散係數(m2/s)

f =外力向量(重力向量除外)(kg/s2/m)

h =流體熱焓(kJ)

g =重力向量(m/s2)

k =流體熱導度(W/m/K)

q ′′′ =單位體積內的釋熱率(kW/m3)

rq =輻射熱通率向量(kW/m2)

T =流體溫度(K)

t =時間(s)

u =流體速度(m/s)

lW ′′′ =單位體積內化學種l的產生率(-)

lY =化學種l的質量分率(-)

ρ =流體密度(kg/m3)

 τ =黏性應力張量(kg/s2/m)

貳、格點獨立測試

　　Fire Dynamics Simulator (Version 4)– 

User’s Guide [3]一文所述之燃燒現象為目前最

完備的物理及化學方程式，且已應用於FDS模擬

1 2

1

3

４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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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軟體，但燃燒係自然界最複雜的物理現象

之一，故仍無法百分之百預測燃燒趨勢。

　　燃燒問題不僅僅包含物理上的熱輻射、化

學上的氧化作用、連鎖反應等，另因可燃物不

同，而有不同的熱性質與不同的燃燒行為，如

氣體的混合、液體的蒸發、固體的融解等等，

且依據現今計算流體力學軟體的能力，仍無法

提供完全準確的預測數值；縱使運用最精密實

驗室進行燃燒實驗，其誤差仍然存在，故針對

捷運地下車站模擬，採用FDS的計算能力，可找

出合理的誤差範圍，並以計算流體力學模式，

亦可得到合理的分析及預測。

　　分析模型係以地下三層之捷運地下車站為

例，將失火電聯車停於月台層進行模擬，同時

簡化風機運轉條件，不運轉隧道相關通風機與

排煙機等設備，以減少因流場過度擾動所導致

增加計算收斂之變數，但變化火場附近之格點

尺寸，以測試格點精度對數值計算結果之影

響。

　　火場附近之格點配置，擬定H=0.20m、

0.25 m、0.30m三個案例，以進行格點獨立測

試。案例1 (H=0.20m)，格點總數796,656；

案例2 (H=0.25m)，格點總數731,856；案例3 

(H=0.30m)，格點總數506,256。本模擬直接取火

源中心為原點，觀測Z軸方向設定11個觀測點，

在不同格點配置下，計算其模擬結果之溫度差

異。

圖1　格點分析模型及測試點分配圖

　　測試點以Z方向之加密範圍作等距配置如圖

1所示，約以每0.5m設一觀測點，其範圍包含電

聯車下方火源附近、電聯車廂內部、電聯車廂

上方之軌道區空間及樓板頂板附近。加密區域

外之溫度變動幅度不大，且與格點粗細無關，

因此格點尺寸之設定，以保持站體內各種設置

(如旅客詢問處(PAO)、電梯、管道間、樓梯等)

之最小幾何精度為基準(如0.65m、0.5m、0.25m

等)。

　　CFD模擬時間，設定為300秒，其中包含火

源成長期與設定釋熱等。依火災成長曲線，火

源大小為10MW，於230.9秒成長至設定值，時

間至300秒後結束模擬，取11點進行觀測，依據

計算結果部分圖面加繪誤差帶，而誤差帶之設

定，以每5秒取一瞬時溫度予以繪圖，另將每10

秒之溫度計算值平均後，再行繪圖，以減小因

流場變動而使圖面讀取困難。

　　FDS在數值計算方法上，主要採大渦流模

擬LES (Large Eddy Simulation)模式。對計算疊

代時間(Time Step)，程式係依據CFL穩定條件

( Courant-Friedrichs-Lewy Stability Condition)計

算得到速度數值，自動進行疊代時間δt (Time 

Step)之調整，使計算過程之CFL數均小於1，以

達到數值方法計算之收斂。

     圖2 模擬時間300秒，不同高度之溫度計算結果

 

   圖3 高度Z=4.5m處，不同模擬時間瞬時溫度計算結果

　　圖2為模擬時間300秒瞬間溫度，顯示火源

中心軸上各點模擬結果之整體趨勢，網格精度

H=0.20m與0.25m之計算結果，差異大致符合±

15%範圍，網格精度為H=0.30m，則與前二案例

差異超過±15%。

　　在高度為0.0~3.75m間，屬電聯車內之空

間，故其溫度受外界流場擾動較小，且不受火

場之煙柱影響。在網格精度H=0.20m與0.25m顯

然有頗高之一致性，網格精度H=0.30m則與前二

案例差別較大。

　　在高度為3.75~4.5m間，屬電聯車上方之軌

道空間，與火源中心之距離更遠，但其溫度易

受外界流場擾動影響。圖3為高度4.5m不同模

擬時間之瞬時溫度計算結果。電聯車上方空間

之溫度變化，相較於網格精度H=0.20與0.25m案

例之計算結果，均有較高之一致性，網格精度

H=0.30m，則與前二案例有明顯差別。

　　為兼顧網格精度與配合現今硬體之計算能

力，火場附近之格點尺寸，經由上述分析，採

H=0.25m進行模擬。

參、模擬模型說明

　　本文係以典型地下捷運車站之排煙系統進

行煙控性能模擬[6]，模擬之火災地點位於車站

月台層之軌道區，並以FDS 4.03版建立穿堂層、

中間層、月台層等各層公共區模型，藉以進行

火災模擬，茲說明如下。

　　模型係以多區塊(Mutil-Block)方式建立，

包含車站之三個出入口、穿堂層公共區、平常

用樓梯、緊急用樓梯、月台層公共區、上行軌

道及一列130m長之電聯車等。模型共分為12個

區塊，網格總數為731,856個。各區塊採均勻格

點，依據前述格點獨立測試之結論，於火源附

近之格點尺寸設為0.25m。對於如樓板、連續

壁、無障礙電梯、旅客詢問處(PAO)、樓梯等空

間，則定義為一長方體之計算區域，並以實心

固體網格輸入。另本電腦模擬亦建立月台層與

穿堂層公共區之送風口、排煙口等風口模型，

如圖4所示。

　　防煙垂壁位置之輸入，係以薄壁網格，自

天花板面下垂0.5m深度。月台層公共區則分為

5個防煙區劃。所有模擬均假設站體除出入口、

排煙口及送風口外，其餘部分均為密閉且無洩

漏情形。

　　地下車站之月台層公共區兩座樓梯平常營

運時為乘客使用，另有兩座緊急樓梯，在正常

營運狀況下，並不使用，但緊急情況發生時，

乘客可自行推開防火門供避難使用。本電腦模

擬亦將此四座樓梯完整納入。

　　上行軌道停有一部電聯車，其車體尺寸約

4
圖4 模擬用之地下車站模型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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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30m(L) × 3m(W) × 3.75m(H)。電聯車之外

殼，除考量旅客乘坐空間外，並將車輛底板下

方之轉向架、車輪等部分，以固體網格表示。

軌道區電聯車、OTE風管、排煙風管之配置，均

依實際配置建立。

　　電聯車之車廂內空間為流體，電聯車外殼

為鐵質，係由固體網格所圍成。於整個模擬過

程中，月台側之車門均維持開啟狀態，而另一

側則維持關閉狀態。6節車廂單側共有24扇車

門。電聯車所有車門開啟位置處，則無前述固

體網格。

　　以火災所在的一個車廂長度，於其車窗

與月台門玻璃中心位置，設定溫度觀測點

(&HEAT)，當其溫度達到200℃時，玻璃因熱膨

脹受力，程式自動設定該處固體網格消失，代

表該處破裂。列車溫度觀測點設定位置示意如

圖5所示。

　　本文係以電聯車底盤發生火災且停靠於月

台層軌道區，並以火源中心分別於電聯車前方

起算第3、第2及第1節車廂，分三個案例進行模

擬，探討對人員逃生之影響。

一、火源

　　模擬火災發生於軌道側，並假設火災係由

車輛潤滑油脂所造成，即選擇FDS程式內建資

料並指定火源燃燒物為原油(Crude Oil)，其燃

燒物產生之比例，依資料庫內定值設定，煙塵

(Soot)為0.10，另參考文獻[7]雅典地鐵車站火災

模擬，最大釋熱量定為10MW，而火源成長係

數取α＝0.04689。因非穩態火源之潛伏期，其

時間依各情境不同，很難有合理假設，故不探

討此一段期間之效應，且FDS程式亦無移動格

點(Moving Grid)之計算模式，模擬期間格點無

法移動位置，故本模擬設定時間為0時。火災成

長型式採美國國家防火協會NFPA(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Inc.)之「T-Square」模

式，非穩態火源於時間為0時，規模為0開始，

依平方曲線快速(Fast)成長。火源於461.8秒達

到預設火災釋熱量，並持續138秒，到模擬時間

600秒計算結束。

　　程式實際計算之釋熱曲線例如圖6所示，圖

中HRR(Heat Release Rate)及Rad LOSS分別表示

總釋熱量及輻射釋熱量。

 

二、排煙口

　　穿堂層及月台層公共區係依據「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並考慮安全係

數，再配置排煙機，穿堂層之排煙機容量為

15m3/s，月台層為15m3/s。在僅開啟單區排煙口

時，系統運轉風量會小於兩區排煙口同時開啟

之條件，而實際排煙量與風管配置、平衡調整

等因素有關，單區排煙量以風機75%(11.25m3/s)

設計容量進行模擬，兩區以上之排煙風量以風

機設計容量進行排煙。

　　模擬結果顯示，軌道火災之緊急模式運轉

後，煙塵僅在月台層擴散，並不會漫延至穿堂

層。表1為月台層之排煙區劃及排煙機容量說

明。因FDS V4模擬程式，並未具有偵煙感應

連動模式，因此偵煙器感應動作時間之設定，

必須另賦予合理之假設。偵煙探測器設置依據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22條規

定，裝置面高度未滿四公尺時，一種或二種探

測器之有效探測範圍為150m2(換算成7m半徑之

圓)，亦即表示偵煙探測器與任一位置火源之直

線水平距離不超過7m。依此原則並保守估計，

能見度觀測點位置，設定為距防煙垂壁位置水

平距離7m之車站中心線上，FDS程式中之能見

度觀測點位置，如圖7以 "×" 表示，並於圖上

表示防煙區劃之編號及面積，其中區劃ZONE-

P01U有兩個觀測點，分別以P01U1、P01U2表

示。偵煙器(Detector)之動作時間，經預先執行

程式且數次觀察能見度(Visibility)，以判斷排煙

風門開啟順序與時間。本模擬取整數設定偵煙

器感應啟動點為S=20m，以觀察能見度之變化，

作為判斷偵煙器感應之依據。

　　藉由預先執行能見度觀測點之模擬結果，

再保守考慮煙塵蓄積及訊號反應延遲時間，用

以設定排煙風門開啟順序及時間，故反應延遲

時間設定為20秒設備開始運轉，至30秒時設

備達到設定容量運轉，可減緩邊界條件變動對

程式計算收斂之影響。各區劃之排煙風機依前

述方式動作排煙，再觀察下一區劃之反應，經

多次執行後，將觀測點位置能見度，隨時間變

化，以設定排煙風機之運轉時間設定。

　　月台、穿堂層公共區空調系統初期為加壓

送風，而排煙設備運轉後，空調系統配合停止

送風。

三、出入口、樓梯開孔及溫度設定

　　假設穿堂層樓板出入口A、B、C開孔與外

界大氣相通，其壓力值為大氣壓力。7、8號緊

 圖5 列車溫度觀測點設定位置示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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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7 車站軌道區各案例火源位置示意

圖6 模擬軌道區電聯車火災釋熱曲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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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車站月台層防煙區劃與排煙量

排煙區劃

排煙
機設

計容量
(m3/s)

月台層區劃 P01D P02D P03U P02U P01U

15區劃面積(m2) 285 176 203 176 285

法規要求排煙量(m3/s)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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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樓梯，於緊急時自行開啟，各在月台層有2樘

緊急門及穿堂層有1樘。本模擬於t=0∼4分鐘，

人員避難離開月台期間保持開啟，時間t=240秒

後，因無人員通過而自動關閉。

　　外氣溫度設定為32.4℃，另設定計算起始

條件溫度，分別為隧道區40℃、電聯車車廂內

25℃、月台層28℃及穿堂層30℃。

四、風機運轉設定

　　車站上下行端共有4台隧道通風機(TVF)，每

台容量為60m3/s，依據NFPA-130 (2003版[8])規

定，隧道通風系統須於180秒內達到全量操作模

式之風量，故假設此4台TVF同時運轉排煙，應

在模擬時間180秒時達到設定風量。

　　月台下方排氣UPE(Under Platform Exhaust)

位於月台下方，每一側軌道風量為24m3/s；軌

道上方排氣OTE(Over Track Exhaust)位於電聯

車上方，每一側軌道風量為16m3/s。於正常模

式下，兩者皆維持常態運轉。軌道側排氣風機

(TEF)風量為20m3/s/台，每一車站有4台TEF，故

總風量為80m3/s，分別接至電聯車上方OTE排氣

及位於月台下方之UPE排氣。

　　月台層及穿堂層之空調送排風，於排煙機

啟動前，模式為停止回風及繼續送風與協助加

壓。穿堂層之送風量為17.55m3/s，月台層為

13.71m3/s，並依送風口配置建立模型。

　　實際明挖覆蓋段之地下車站前後端，係與

數百公尺潛盾隧道及其他地下車站連接，基於

三維模型網格數目及所需計算時間之考慮，

本模型予以簡化，省略車站前後端之潛盾隧

道，而以一維地鐵環境模擬程式(SES, Subway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Program)[9]，分別進

行計算。4台隧道通風機(TVF)、4台軌道側排氣

風機(TEF)、相關排煙機及空調送風口之運轉與

否，影響兩端潛盾隧道及車站各出入口之風量

分佈。

　　TVF運轉前，僅TEF運轉條件時，其風量分

佈計算結果，於下行端機房側之隧道進氣量為

13m3/s，上行端機房側之隧道風量分布為9.9m3/

s。在運轉4台TVF、4台TEF與SEF後，所得風量

分布計算結果，將作為FDS之邊界條件輸入，其

下行端機房側之隧道進氣量為60.6m3/s，上行端

機房側之隧道進氣量為54.7m3/s，且設定為固定

風速之邊界條件。

五、依NFPA-130 (2003版)建議之環境參數

(一)溫度：取60℃，作為人員避難期間之

上限。

(二)煙之能見度(visibility)：在有照明

(80lux)的避難標誌，能辨視的距離為

30m，門及牆壁能辨視的距離為10m，能

見度要求應大於10m。

(三)氣流CO濃度：在數秒內允許之最高

濃度為2,000ppm，最初6分鐘暴露平均濃

度不大於1,500ppm，最初15分鐘暴露平

均濃度不大於800ppm，其餘條件暴露平

均濃度不大於50ppm。本模擬採濃度小於

1,500ppm。

(四)輻射強度：基準為q=6.3kW/m2，但本

模擬之火源假設位置，均位於電聯車下

方，且人員是經由月台層公共區避難，

直接受到輻射熱影響已大大減低，故不

針對此一參數進行檢討。

肆、模擬結果

　　模擬結果配合各項環境要求，列出溫度、

CO濃度、能見度、速度。火源中心處之短向剖

面，用以表示人員逃生經過火場附近之斷面；

而車站中心線之長向剖面，為車站逃生路徑與

樓梯之分布。月台層及樓梯部分圖上有黑色格

線，係用以判斷計算值之離地高度，而水平方

向為均勻間隔，大小為0.25m。穿堂層之格線距

離為0.5m。

　　本文分析電聯車底盤發生火災且停於月台

層軌道區，列車火源中心位置分別於電聯車前

方起算第3、第2及第1節車廂，即火源位置分別

距離月台中心線8、35、57m，以該三案例進行

模擬，探討電聯車火災對人員逃生之影響。

　　圖8、12及16，分別為案例一∼三車站中心

線長向之能見度模擬結果，要求值為10m，即圖

中藍色(深色)之區域。火場位置刻意配置在開啟

之車門與月台門處，故此剖面圖可知，煙係直

接由電聯車與月台之有限間隙竄入月台區。在

t=94秒時，能見度觀測點之能見度達到20m，表

示有部分煙塵擴散至月台上；在t=122秒時，依

表2所設定之排煙設備，以設定風量進行排煙，

同時月台之加壓送風停止運轉，由模擬之結果

可看出，在設備動作進行排煙後，於公共區有

煙擴散，係排煙機排煙時所造成負壓之結果，

且對5、6號樓梯間區域能見度略有影響，但

1.8m高度以下之區域，其能見度均達10m以上，

惟以人員避難時間估算，此時已沒有人員停留

於此一區域，故此一結果並無礙人員避難。在

TVF運轉後，造成大量外氣由穿堂層流向月台

層，減緩此一擴散之現象。其後，即使火場逐

漸發展至最大規模，煙又逐漸侵入此一區域，

但可看出煙塵之分布，僅在5、6號樓梯間之區

域，無法擴散5、6號樓梯前或往上至穿堂層。 
       表2 排煙系統之運轉順序表

穿堂劃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排煙區劃 P02U P03U P02D P01U P02U P01U P02U

時間(s) 122 124 123

排煙量(m3/s) - 11.25 - 11.25 - 11.25 -

時間(s) 165 215 -

排煙量(m3/s) 7.5 7.5 - 7.5 7.5 - -

時間(s) 420 -

排煙量(m3/s) 7.5 7.5 11.25 - -

圖8　案例一t=600s能見度長向剖面

圖12 案例二t=600s能見度長向剖面

圖16 案例三t=600s能見度長向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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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案例一t=600s溫度短向剖面

圖13 案例二t=600s溫度短向剖面

圖17 案例三t=600s溫度短向剖面

　　圖9、13、17分別為案例一∼三火場附近短

向溫度分布，火場之最高溫度出現在軌道區頂

板及火源附近，約為1000℃，而在月台中心附

近，因兩端末TVF吸力相同且外氣流難以到達，

故天花板下方附近，溫度最大值約為250℃。由

模擬結果可知，電聯車之部分車窗及部分月台

屏門，因溫度超過200℃而自動破裂，惟在月台

上，人員避難逃生之空間，則大部份在60℃以

內。

　　圖10、14、18分別為案例一∼三在t=600

秒時，車站中心線之長向CO濃度分布所繪出

0-1500ppm之濃度，由模擬結果可知除在火源附

近及軌道區有較高濃度外，在月台區人員可能

通過之區域，CO濃度分布均遠小於6分鐘暴露平

均濃度要求之1,500ppm。

　　圖11、15、19分別為案例1~3在t=600秒

時，車站中心線之長向速度剖面。由此剖面

圖，可知在t>180秒時， 4台TVF風機排煙開始

運轉，大量外氣經由出入口進入，且在樓梯開

孔處之速度大於2.5 m/s，足以造成逆向風速，

使月台層之煙塵無法向上漫延至穿堂層。

　　依據前述計算結果，10m能見度係為最重要

之參數，其決定人員可安全避難之允許時間。

 

伍、結論

一、在CFD分析中，能見度(10m)為最重要之參

數，其決定人員安全避難之允許時間，而本文

所模擬三個案例，均可提供人員充份的避難時

間。

二、由本文模擬結果可知，除於火源附近及軌

道區外，月台區人員可能通過之區域，CO濃

度分布均遠小於6分鐘暴露平均濃度所要求之

1,500ppm。

三、軌道區出現之最高溫度，案例一在軌道區

頂板、火源附近，案例二及三，在火源附近，

而最高溫度均約為1000℃。

四、地下車站運轉4台TVF風機，外氣係由出入

口經穿堂層流入月台層，流往軌道區，而在非

挑空型設計之車站，樓梯開孔處風速可大於2.5 

m/s，足以造成逆向風速，使月台層之煙塵無

法往上漫延至穿堂層，故人員只要到達月台樓

梯開孔後，即不會受到煙塵影響，並可從容避

難。

圖10 案例一t=600s CO長向剖面

圖14 案例二t=600s CO長向剖面

圖18 案例三t=600s CO長向剖面

圖11 案例一t=600s速度長向剖面

圖15 案例二t=600s速度長向剖面

圖19 案例三t=600s速度長向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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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台層與穿堂層之開孔面積，係影響緊急

排煙系統效能之重要因素，當系統進行緊急排

煙時，月台之加壓送風同時停止運轉，由模擬

結果可知在設備進行排煙後，月台區變為負

壓，導引軌道氣流流入月台內，煙在公共區之

擴散，故月台上之排煙機雖可排除煙塵，卻無

法避免間接造成此一效果，但在t>180秒，TVF

運轉排煙後，由出入口流入大量外氣，造成流

場之變化，即可消除煙塵擴散現象，且造成人

員逃生路徑之逆向風速，阻擋煙塵往上擴散。

由此可知，TVF之運轉，因其容量遠大於月台

層之排煙風機，故對車站之排煙扮演非常重要

角色，在緊急狀況發生時，行控中心人員在確

認事故狀況後，應儘速依隧道通風模式進行排

煙，如此可幫助旅客爭取更多的避難黃金時

間，並使煙控系統發揮最大功效。

後記

　　本案相關之捷運車站月台旁軌道區全尺寸

排煙測試，已於96年5月初現地進行實煙驗證，

測試結果顯示，煙控系統確實發揮功效，排煙

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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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著國內科技產業之全球化與全民生活品味之精緻

化，對於建築與非建築構造物之建設要求，除滿足使用機能

之基本需求外，更要求融合科技、智慧、創新、休閒、藝術

與人文，建築師致力推出各式創意建築與藝術造景，追求極

緻視覺美學及工匠意境，不斷樹立特色建築與區域地標，所

呈現出之特殊造型已完全跳脫出傳統功能性建築之結構設計

操作手法；「規則」、「對稱」、「均勻」及「連續」等單

純、簡化式結構系統規劃與設計思維必須以予以調整，以古

典力學理論為基礎，系統性思考解析、化繁為簡、流暢之力

流探討，結合先進數位３D圖形輸入商業套裝結構分析軟體之

應用，兼以適切之專家判斷設計出符合建築設計原創性之精

緻構造。本文以本工程司歷年規劃設計之入口意象大門及景

觀高架水塔等特殊造型構造物列舉數項為例，介紹自設計創

意至成品完成之結構設計考量方式、3D結構分析軟體應用經

驗分享，以供業界參考。

壹、前言

　　值此高倍速資訊科技時代，傳統營建產業

之建築結構設計技術服務工作，乘載於此科技

洪流之上高度演進，結構分析設計的方式不僅

早已由手算法發展成商業套裝軟體程式，例

如：ETABS、SAP、STTAD、MIDAS…等。

　　商業套裝結構分析設計程式所需之資料輸

入模式，更已由文字輸入形式演進至圖形輸入

形式(詳圖1)，除大量簡化使用者之人工輸入

(Key in)作業量，節省作業需時，增加工作效

率，並且經由圖形輸入之可視性，提高設計者

對於高度複雜、繁雜或非軸對稱構造物的作業

性，不僅易於除錯、降低出錯率，更能化抽象

為實體，增加臨場感。而分析設計結果亦已由

文字報表方式演進至2D及3D圖形顯示輸出，

不僅具有人性化之輸出顯示模式介面處理，提

供操作者設定客製化之輸出顯示選項、圖示方

式、圖示顏色及標註…等，以圖形、顏色充分

展示分析應力(P、M、V)及設計結果(stress ratio)

詳圖2，更可藉由3D動畫方式直接解讀結構動態

分析位移(mode shape)結果(詳圖3)，提供從業工

作者高度的便利性與解讀性。

　　3D立體模擬分析設計軟體程式雖提供設計

者一便利、高效能作業工具，但使用是否得當

以及分析設計輸出結果之研判，仍需專業工程

師之專業運用與判斷。

　　本文將分別以「景觀高架水塔建築」及

「入口意象建築」特殊構造物為例，分別列舉

介紹3D立體模擬結構分析設計軟體程式之應用

情形提供參考。

1
2

1

3 1 3D1 3D
圖1 3D幾何及荷重圖形輸入例

圖2  構件應力圖形輸出例

圖3  振態圖形輸出例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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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景觀高架水塔建築應用例

　　本工程司所完成規劃設計之景觀高架水

塔，諸如：聖杯、揚帆、羽化、眾志成城、IC+

晶圓、南瀛國鼎等(詳圖4~圖9)，不僅外觀形狀

各異且變化大，結構構造與支承系統亦多所變

化，茲列舉眾志成城、IC+晶圓、南瀛國鼎三座

景觀水塔為例說明如后。

一、建築設計概述

(一) 「眾志成城」高架水塔(詳圖10)

    為表達科技人才及資訊由四面八方匯

集在科學園區的宏大願景，由傳統單一

龐然巨積的水塔量體造型演化至機械主

義之思考，解構傳統單一巨積水塔量體

的迷思。機械框架以360°環繞的向心組

合，象徵萬眾一心，圓心對著地標光塔 

(垂直動線、頂部瞭望台)，表示科技起

飛，眾志成城。

    而太陽能光電板如同盔甲般披覆在

水塔外殼，提供夜間景觀的環保電力，

使光塔釋出光芒。隱喻著科技研發的整

備，提昇競爭力，立足台中，放眼世界

的指標。

(二) 「IC+晶圓」高架水塔(詳圖11)

    高架水塔造型以IC+晶圓設計，即以橫

向圓筒水塔與環形支撐及柱列為主體造

型進行設計。外牆以鋼材氟碳素表面塗

裝為裝修材料，灰白色的環形支撐、柱

列及金屬玻璃帷幕牆樓梯間搭配天藍色

的橫向圓筒水塔，配合夜間燈光效果，

塑造成為園區地標。造型特色如下：

1.打破傳統水塔以單塔與雙塔之構成觀

念，配合基地以長條線狀發展。

2.以柱列之序列為手法，造成水塔下方

具穿透性之長廊空間效果，形成特殊地

標。

3.上方橫向圓筒構成水塔，並與環形結構

構成晶圓之意象，下方柱列表達IC之元

件意象。

4.採光亮潔淨之建材表達科技之特質。

5.隨光線陰影投射於地面形成IC形狀之陰

影效果。

6.配合高架水塔IC+晶圓設計之造型呈現

整體照明效果，夜間照明運用不同光源

色溫的組合，使柱列、環形支撐與橫向

圓筒水塔、樓梯間等建築元素與人行尺

度空間層次分明，並加強地標建物之視

覺辨認，提供過往行人、車流明顯之視

覺焦點。

(三) 「南瀛國鼎」高架水塔(詳圖12)

    國鼎之意象形塑工業園區地標，三角

鑽石型態象徵穩固、紮根之磐石基礎往

外拓展、往上成長。

    三角形之穩定結構、契合基地之三角

形地形，以各內角60度的正六角形往外

放射，象徵全方向360度的拓展意涵。

    水塔設計以清水混凝土素材構築素

雅的自然表情，呈現堅挺力拔、向上突

破、創新的造型，表達本區千錘百鍊、

堅固璀璨的科技、研發屬性。

圖4  聖 杯

圖5  揚 帆

圖6  羽 化  

圖7  眾志成城

圖8  IC+晶圓

圖9  南瀛國鼎

(+0 +20m) (+20 +27m) (+27 +39.5m)

(+0 +20m) (+20 +27m) (+27 +39.5m)

(+0 +20m) (+20 +27m) (+27 +39.5m)

圖10.3 「眾志成城」透視圖 圖10.4 「眾志成城」透視圖 圖11.3 「IC+晶圓」透視圖

圖10.1 「眾志成城」上視圖 圖10.2 「眾志成城」立面圖 圖11.1 「IC+晶圓」長向立面圖 圖11.2 「IC+晶圓」短向立面圖

圖11.4 「IC+晶圓」現況照片

圖12.1 「南瀛國鼎」上視圖

圖12.2 「南瀛國鼎」透視圖

  圖12.3

 「南瀛國鼎」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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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設計考量及軟體應用

(一) 「眾志成城」高架水塔

    「眾志成城」為RC造3,000T高架水

塔，主結構系統係由外徑8.5公尺、壁厚

1.4公尺之圓筒狀核心及12支放射狀RC柱

所構成，外圍設有5支放射狀鋼斜柱以鉸

接固定於支撐構架上，外掛太陽能板，

核心之圓筒狀RC牆頂部設有廣告塔及鋼

管塔尖，塔尖高度約70公尺，基礎採3.0

公尺厚平版筏式基礎。

    設計時採用SAP程式，分析模擬(詳圖

13.1)，考慮靜載重(詳圖13.2)、活載重、

地震力、水壓力(詳圖13.3)、溫度等之作

用，地震動力分析則採用反應譜分析法

(詳圖13.4)進行設計。分析結果則可充份

利用圖形輸出直接顥示於電腦螢幕上(詳

圖13.5)或列印輸出，藉由圖形區塊顏色

顯示的差異可輕易判斷出各結構構材所

受應力之大小與分佈情形；構件變位量

更可由變化圖中直接點取讀出，遠較文

字報表數據輸出模式便利而直接，有助

於設計者對於分析結果的判讀與修訂分

析的進行。

(二) 「IC+晶圓」高架水塔

    本水塔設計容量為3000T，水塔結構主要以

七組鋼環梁及十四支鋼柱支撐高架水塔(詳圖

14.1)，鋼環梁尺寸為箱型梁130*90cm，鋼柱為

箱型柱尺寸130*90cm，鋼板厚度為38mm，水

塔環壁以18mm厚鋼板環繞而成，配合H型鋼加

勁小梁分散水壓力，水塔前後壁鋼板設置加勁

版補強。鋼柱深埋入柱頭及平版基礎中，平版

基礎厚度為210cm，平面尺寸為42.6m*23.4m，

平版底面以直徑150cm之全套管基樁支撐，長

35m，共52支。鋼材採用CNS SN490與ASTM 

A36兩種材料。

    結構系統為梁柱構架系統，水重量傳遞至筒

壁鋼板，藉由鋼材高抗拉之特點，將水重量轉

換成拉力而傳遞至鋼小梁與環梁，環梁與柱固

接將力量傳遞至鋼柱再下傳至基礎。分析時筒

壁以shell元素分析(詳圖14.2)，除考慮靜態水壓

外，亦將動態水壓輸入至鋼筒壁進行分析，地

震時水潑濺(sloshing)現象(詳圖14.3)對筒壁造成

之動態水壓是分析之重點，為減緩潑濺現象，

於前後筒壁內側利用加勁版作為消能裝置，水

波遭遇擋板時發生破碎之現象而使能量散失消

耗，藉此以免地震過後結構物仍不停搖晃造成

危險。

SAP2000 3D

圖13.1 SAP2000分析3D模擬圖

圖13.2 垂直荷載作用圖

圖13.3 靜水側壓力作用圖

圖13.4 動力分析振態圖

圖13.5 結構分析結果圖形
          輸出顯示例

圖14.1 主體構架3D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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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物儲水3,000T，為最大重量之來

源，結構物因為重量大故設計時由地震

力控制，且因鋼結構較軟，設計時需一

併考量所有進出水塔管線之伸縮接頭變

形限制及開口補強設計，以免造成漏水

現象。

(三) 「南瀛國鼎」高架水塔

    2,000T高架水塔高度約38.5m，主要

以RC剛構架承受垂直載重並配合外圍牆

以抗扭(詳圖15.1)，為抑制柱及牆之細長

比於其中央處設有RIGID DIAPHRAM，

基礎採2.0m厚平版筏基四周設約5m之懸

臂以擴展基礎增加穩定性，荷重加載、

分析振態、變位及應力圖形輸出例如圖

15.2~15.5。

參、入口意象建築應用例

一、建築設計概述

    神采飛揚、舞動活力，企圖形塑出線形帶狀

之入口意象，離心力與重力動態平衡，延伸入

口意象時空暫留(詳圖16.1)。

二、結構設計考量及軟體應用

    本彩帶總長450公尺，概分為三跨，每跨長

約110至120公尺，高度最高30公尺，剖面單元

寬12公尺，面材覆蓋沖孔鋁板(詳圖16.2)，應業

主要求不希望有空間桁架中之斜撐出現，所以

彩帶結構系統規劃為構架系統，利用圓形鋼管

鋼接形成構架承受結構體自重及外在之風力，

結構體因為重量輕引致之地震力相對於風力而

言較小，屬於風控制結構物。

1

1

 (2nd mode)  (1st mode)

1

X

1

圖14.2 筒壁shell元素分割圖

圖14.3 地震時水潑濺現象

圖15.1 3D結構模擬

圖15.2 垂直荷載及水力作用圖

圖15.3 振態分析

圖15.4 水箱側壁及整體構架變形圖例

圖15.5 側牆應力分佈圖例

圖16.1 神采飛揚、舞動活力，塑造出 

        線形帶狀之入口意象

1

彩帶狀散步道

主體彩帶構架

親水木棧平台

活水淺灘

陽光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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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帶標準剖面如圖16.3所示，橫向寬約

12m，縱向主桿件為直徑50-60cm之圓鋼管，剖

面則規劃為30cm之圓鋼管，各鋼管接頭為鋼接

設計傳遞彎矩與軸力，分析3D模型建立時須確

認桿件確實已相互連接，否則會造成結構局部

不穩定狀況出現，分析採用SAP2000 分析，圖

16.4所示為分析檔中桿件之構架立體圖，圖16.5

為動力分析振態圖。

    圓鋼管具有雙向勁度一致之優點，缺點則

是接頭局部應力集中現象顯著，若忽略考慮此

現象將使接頭處管壁因應力集中而發生凹陷，

造成桿件變形過大甚至不穩定現象發生，此因

素常控制桿件尺寸之設計，管壁若太厚雖可減

緩應力集中現象，但將使材料自重過重而不經

濟，常使用之解決手法為套管增厚或設置內加

勁環以增強局部斷面強度，但此手法需考量施

工可行性及經費之問題。

    本案預計產生大量現場焊接工作，圓管焊接

屬於焊接等級最高之一級，施工品質及精準度

非常重要，放樣及製作桿件時需考慮現場吊裝

單元、臨時支撐位置及施工變形等影響，藉由

前期審慎之規劃與檢核將使後續現場之問題減

到最低。

肆、結語

    建築師致力推出各式創意建築與藝術造景，

追求極緻視覺美學及工匠意境，不斷樹立特色

建築與區域地標，呈現出獨特造型，結構設計

工作應以滿足建築設計創意與機能為依歸，奠

基以古典力學，採行系統性思考解析、化繁為

簡，並善用最先進之３D圖形輸入商業套裝結構

分析軟體，可有效縮減作業人力與時間，提高

工作效能，兼以專家經驗判斷，可設計出符合

設計原創性之精緻構造。

    篇幅所限未得展現全貌，謹以本工程司規劃

設計之入口意象大門及景觀高架水塔數例特殊

造型構造物擇要集結說明，自設計創意至成品

完成之結構設計考量方式，以及應用3D結構分

析軟體經驗提供分享。

 (1st & 2s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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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2(a) 彩帶整體構架及平面佈置

圖16.3 彩帶標準剖面圖

圖16.4 分析構架模擬立體圖

圖16.5 為動力分析振態圖

平面圖

東向立面圖圖16.2(b) 彩帶整體構架及平面佈置

圖16.2(c) 彩帶整體構架及平面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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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千里眼即時路況資訊網」為本工程司創立之全國

第一座民營即時交通資訊網站，本網站歷經七次改版，不斷

提昇交通資訊服務與品質，已成為交通資訊重要入口網站，

並建立起跨區域的交通資訊中心。

　　經歷多年的研究發展，交通千里眼所研發的資訊技術，

已在國內多個政府部門交通資訊網站中實現。除了網站直接

用戶外，國內多家手機業者、服務供應商亦仰賴交通千里

眼所提供之交通資訊，以滿足廣大使用者之需求。本文針對

交通千里眼研發設計的交通資訊相關技術與研發成果作一介

紹，使讀者能對交通千里眼的交通資訊整合能力有所瞭解，

最後闡述交通千里眼未來的發展規劃方向。

壹、前言

　　「交通千里眼」為本工程司創立之全國第

一座民營即時交通資訊網站，本網站歷經七次

改版，不斷提昇交通資訊服務與品質，已成為

交通資訊重要入口網站，並建立起跨區域的交

通資訊中心。「交通千里眼」資訊系統之架構

主要區分為資料蒐集、資料處理及資訊發布等

三部分：資料蒐集之來源，主要透過政府公部

門提供經費來建置交通資訊蒐集設備，或是以

設置於大眾運輸工具上的車載設備蒐集車輛行

駛資訊，或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全國路況中心

取得各類即時事件資訊等；完整的資料處理流

程包括資料蒐集、資料融合、資料分析、資料

儲存以及資訊的發布；資訊發布的方式，主要

以網站瀏覽為主 (「交通千里眼即時路況資訊

網 www.e-traffic.com.tw 」含手機與PDA版本)，

其次為藉由各大手機、車機合作伙伴提供的各

種交通資訊查詢服務（遠傳i-mode、中華電信

emome、亞太Qma、威寶行動網、神達Mio路況

即時通、倚天等等）作為散播的管道。

　　目前國內即時交通資訊提供之管道甚多，

交通部與各縣市也在近幾年來陸續推動及完成

一系列與交通資訊相關之計畫，使得交通資訊

來源數倍於過往。然而面對繁雜眾多的交通資

訊來源，在處理上往往不如我們想像中容易，

這其中需要交通、軟體、系統架構與資料庫等

多層面的技術來處理與克服眾多問題。

貳、交通資訊整合需求分析

一、 交通資訊提供來源

　　交通資訊之蒐集來源大體上需透過政府

公部門提供經費來建置交通資訊蒐集設備，同

時結合大眾運輸工具車載設備提供車輛行駛資

訊，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全國路況中心提供事

件資訊等，並透過異質資料融合、資料分析與

資料儲存等資料處理流程求出最佳的路段績效

資訊，最後再進行資訊發布。透過民間機構整

合公部門交通資訊來源，配合用路人需求而設

計出適合各種情境下使用的即時交通資訊系

統，並建立即時交通資訊系統之商業營運模

式。

　　目前國內交通資訊提供之管道，多以網頁

的方式呈現。以「交通千里眼」資訊系統為

例，主要結合了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全國路況資

訊中心、國道高速公路局、各縣市交通局、交

通控制中心、交通大隊、公車動態資訊中心、

停車管理中心、中央氣象局等單位。這些單位

除提供網頁查詢以外，亦提供如XML、CSV、

Key-Value Pairs字串、標準通訊協定、MJPEG

及JPG等格式的資料。也因此「交通千里眼」

才能透過模組化的資訊收集子系統，蒐集各類

交通資訊，包括公車動態資訊、高速公路路況

資訊、東西向快速道路路況資訊、全國路況資

訊中心事件資訊、交通局施工事件資訊、警察

局交通大隊事件資訊、環保局空氣污染指數資

訊、中央氣象局氣象資訊、加油站資訊、停車

場資訊、停車剩餘格位數資訊、車輛偵測器資

訊及路口CCTV影像資訊等。

二、 交通資訊整合之困難性

（一）資訊來源眾多、無單一整合平台

對於國內各即時交通資訊系統之交通資

訊提供來源眾多（見圖1），唯缺乏資

訊來源整合之能量，對於統一的資訊來

2

1

2

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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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道極為欠缺。且每種資訊來源資料

格式有異，大部分交通資訊來源更是不

能立即應用，如公車速率轉路段績效，

需要經由專業的交通與資訊工程師來處

理，方能轉化成路段績效。

（二）交通資料格式與內容差異甚大，

         程式撰寫與系統管理維護不易

　　由於系統有大量擷取交通資料的需

求，每次新增資料來源時，即需設計相

關應用程式來對應。如此一來，隨著所

開放的即時交通資訊越來越多，這些應

用程式也越來越多，造成維謢與管理上

的困難與不便(如圖2)。

　　為了克服交通資訊整合之困難，有

效管理交通資料蒐集與處理之執行，交

通千里眼工作團隊於95年底成功研發

「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智慧型路

段績效決策模組」，有效解決交通資訊

整合與管理之各項問題。

參、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

　　交通資訊中心利用許多「服務」來達成資

料蒐集、分析與儲存，每個服務都有許多不同

的功能，來源、處理方式也都不同，我們以資

訊中心目前的3個服務範例說明如表1。

　　由表1來看，我們可以瞭解每個服務都具

有不同的功能與目的，但它們都需要被定時執

行，以完成各種資料處理工作，也因此資訊中

心如何妥善管理各個服務並且定時執行該服務

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一、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之原理

　　我們設計出「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來達

成這樣需求(如圖3、圖4)，本模組之特色如下：

(一)統一由WEB介面管控所有服務，包含

服務的啟動與關閉，設定服務名稱、更

新時間、頻率與來源等。

(二)由一個「應用程式伺服器」進行程式

載入、運作與停止，當服務待命不執行

時，該服務即「消失」，相關服務資料

則儲存在資料庫中。

(三)當服務執行失敗，由「應用程式伺服

器」統一寄送警示通知系統管理者。

(四)新增服務時，程式設計師只需設計執

行內容，時間排程與擷取資料可由前端

介面動態輸入。

二、 程式設計架構

　　要達成「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必須在程

式設計上有所改進，並配合先進的軟體工程概

念，本模組採用了下列幾項軟體工程技術：

(一) 序列化排程資料庫 (將排程物件序列

      化成一筆資料)

　　目前即時交通資料之提供格式主要

可分為XML格式、Key-Value Pairs格式與

CSV格式。即使是相同類型的即時交通資

料，不同的資料提供者所提供的資料格

式仍可能差異甚大，主要原因為目前國

內對即時交通資料仍未制定統一的資料

交換格式與綱要(Schema)。為了同時擷

取這些不同格式的資料，必須為各資料

來源一一撰寫其擷取程式，並且制定一

維護管理機制，以管控各擷取程式的運

作。

圖1 眾多的交通資訊來源

圖2 一種資訊來源對應一個或多個程式

服務名稱 服務說明 主要功能

台北市
CMS、路段
績效

台北市交控中心
CMS、路段績效
擷取。

系統每隔5分鐘擷
取台北市交控中
心資料並儲存資
料。

台北市公車
速率轉換
路段績效

將台北公車速率
轉換路段績效，
公車資料每30
秒紀錄一次，績
效融合5分鐘一
次。

每5分鐘將融合過
後的路段績效資
訊，紀錄至資料
庫。

路段
績效統計

路段績效融合與
VD、BUS等資訊
彙整(含歷史紀
錄)

將資訊中心所有
收集到的路段績
效、VD、CMS等
相關資料，每隔5
分鐘統計融合一
次，並將資訊對
應到實際道路，
同時將上次的紀
錄儲存到路段績
效歷史資料中。

表1 資訊中心服務範例說明

圖3 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UML架構圖

4圖4  個別服務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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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CollectData

CollectXXXXXData

　　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使用物件導

向資料庫序列化技術(Object-Oriented 

Database Serialization)作為排程管控的核

心機制。物件導向資料庫序列化技術之

原理為將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中的物件類

別與資料庫之資料表產生連結關係(Data 

Binding)，並利用序列化技術進行即時儲

存或資料變更。如此一來，智慧型排程

管理模組可利用Sysschedule物件來與資

料庫作連結，並取得所有服務詳細資料

（圖5）。

　　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將一項擷取資

料或處理資料的作業視為一項排程工作

(Scheduled Task)，並透過物件導向資料

庫序列化技術即時存取於資料庫中，對

於排程工作的管控能力可大幅提昇。

(二) 設計模式導向 

　　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為交通千理眼

資料定時運作機制的核心，由於系統有

大量擷取交通資料的需求，因此導入相

關的設計模式(Design Pattern)，使其具有

可輕易擴充排程程式的特性。並搭配物

件導向資料庫序列化技術，使各資料擷

取排程程式易於管理與維護。

　　每支需要被排程的程式只要實作

CollectData介面(收集交通資料主介面)，

再由Sysschedule物件取得該程式名稱，利

用Composite Pattern觀念執行對應程式中

之go(Sysschedule schedule)方法，大幅簡

化程式架構（圖6）。

(三)智慧化排程引擎

　 　 應 用 程 式 伺 服 器 自 啟 動 後 ，

ScheduleExecu te r（多執行緒程式名

稱）程式，每隔30秒執行一次，透過

Sysschedule物件自動讀取所有資料庫中

的服務資料，判斷服務各項狀態並啟動

該服務，當服務失敗或上次服務啟動時

間超過警示時間，ScheduleExecuter將會

自動寄發電子郵件給該服務設定的管理

人，以便進行障礙排除。

三、 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之管理介面

　　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提供一個網頁管理介

面，以統一管控所有執行或暫停中的服務。只

要有適當權限的帳號密碼，管理者可從遠端來

設定服務的啟動與關閉，服務名稱、更新時

間、頻率、服務管理者電子郵件與資料來源網

址等眾多資訊(圖7)。

 

 

肆、智慧型路段績效決策模組

一、自動化路段績效判別

　　「交通千里眼」為一即時交通資訊之整合

平台，主要匯整資料之一為各縣市之即時路段

績效。雖然許多縣市政府交通局已建置即時交

通資訊網，但其所發布之即時路段資料卻略有

不同，大致上可歸納成路段績效、偵測器資料

及公車動態GPS資料三類。「交通千里眼」智慧

型路段績效決策模組可擷取上述三項資料，並

自動判斷該引用何種資料來源作為路段績效之

來源。

　　智慧型路段績效決策模組可動態決定所擷

取到的路段績效資料是否可直接採用，若經判

斷為不採用，則系統可改使用以車輛偵測器或

公車GPS資料計算出的路段績效作為新的路段績

效，以更符合使用者需求或實際狀況。

　　圖8為智慧型路段績效決策模組之運作機

制，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負責各種即時交通資

料的下載作業，並且定時啟動智慧型路段績效

決策模組。一個縣市即時交通資訊系統所提供

的即時交通資料可能包含路段績效、車輛偵測

器資料及公車GPS資料，而智慧型路段績效決策

模組於擷取公車GPS資料後，會定時執行公車速

率轉換路段績效，同時在擷取即時交通資訊系

統發布的路段績效後，亦會對該路段績效做驗

證的動作。模組利用路段屬性對所擷取之路段

績效進行驗證，若驗證通過則直接將該路段績

效儲存至資料庫中，反之若驗證未通過，則系

統將利用該路段的車輛偵測器資料與公車速率

資料進行資料融合，再將融合後的路段績效儲

存至資料庫中。

圖5 Sysschedule物件與資料庫連接示意圖

圖6 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設計模式示意圖

圖7 交通資訊中心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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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智慧型路段績效決策之Pseudocode。

R=路段資料物件

SPUB=由交通資訊系統發布之路段績效

SVD=由車輛偵測器所得之路段績效

SBUS=由公車GPS資料所算出之路段績效

If R.ValidateSpeed(SPUB) Then

R.SetSpeed(SPUB)

Else

R.SetSpeed(SpeedFusion(SVD, SBUSS))

End If

二、公車速率轉換路段績效

    公車速率轉換路段績效之目的為藉由公車

動態系統所擷取到之公車即時定位資料，推估

當時所在路段的速率。車輛偵測器所具有的可

靠性與準確性雖然是較準確的路段績效評估方

式，但成本也較為高昂；利用設置於公車上的

車機GPS資料來推估路段行車速率，雖然準確度

稍差，但可以彌補偵測器布設不足狀況下之另

外資料來源。

    公車速率轉換路段績效主要可分為四個步

驟：

(一) 解析公車資料

　　針對每一筆公車資料，擷取相關之

車機序號、GPS座標、方向角、速度、公

車路線。而由於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所發

布之地理座標大多屬於WGS84之經緯度

格式，配合電子地圖常用之座標系統必

須將其座標運算單位進行轉換NE格式，

以利後續的運用。

(二) 過濾重複資料

　　由於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所發布之公

車資料為當下系統所紀錄每一部公車之

最後一筆回傳資料(部分系統並未包含公

車GPS時間)，此意味著部分公車資料尚

未更新而與上次擷取資料重複 (如有提供

GPS時間將能避免此問題)，所以須針對

重複未更新之公車資料進行過濾。過濾

重複資料是攸關準確性的關鍵點，如果

重複資料過多，經由資料融合後所佔的

比重也就相對較大，此將勢必影響到整

個推估出來的結果。

(三) 過濾歷史資料

　　由於路段績效的速率推估需考量到

即時性以及有效性，因此必須考量到資

料的有效期限。在經過蒐集週期、蒐集

量、計算時間等多方面評估後，採用的

資料有效期限宜適當取之，因此公車資

料超過此有效期限者應過濾其資料。

(四) 公車與路段之對應

　　經由前步驟資料處理後將得到有效

之公車平均速率，接下來必須將公車平

均速率對應到所屬的路段位置，以利後

續的推估，公車與路段之對應可分為下

面五個步驟。

1. 初步篩選該公車是否位於各路段起

始點或終點之垂直或水平距離小於三公

里，以便於快速濾除非所屬之路段。

2. 判斷公車是否位於路段起始點與終點

之間，因而進一步判斷公車是否位於所

屬於路段範圍內。

3. 判斷公車對於此路段之距離是否小於

其他路段(初始100m)，以便尋找最接近

該公車之路段。

4. 判斷公車之方向是否與路段相隔45度

以內，以利於判斷同一馬路上不同行駛

方向之路段。

5. 經由1 ~ 4 反覆比較公車與各路段之關

係，得到最接近之路段。

伍、系統效益

　　「交通千里眼」集結交通資訊提供管道之

能量，進行交通資料會整之工作，如此一來合

作伙伴即能透過匯整處理之資訊來源進行加值

發布，不須另外進行資料融合與處理。

　　本系統建置以來，為本工程司帶來許多有

形無形收益，包含如下：

一、全國第一家跨區域整合交通資訊

　　透過「智慧型排程管理模組」、「智慧型

路段績效決策模組」，「交通千里眼」資訊中

心有別於官方在各縣市所建置的網站，我們擷

取各縣市交通資訊再彙整成單一資料庫，提供

跨區域、跨縣市、跨運具之整合交通資訊。

二、帶動技術與品質提升

　　交通資訊中心所應用之技術與資料，均已

順利移轉至多項專案，省卻單項技術研發成

本，並提供先進之交通資訊服務，如各縣市即

時交通資訊網、台灣桃園機場運輸走廊、高鐵

複合運輸查詢、高雄世運等多項專案計畫。

三、 內容供應商(CP)加值服務

　　自95年「交通千里眼」資訊中心系統建置

後，目前資訊中心內已囊括多項資訊，如高速

公路、全國路況與台北都會區交通資訊等等，

目前已和車機與內容供應商大廠倚天資訊、神

達電腦建立合作關係，進行資料交換測試，預

計96年初「交通千里眼」資訊中心將透過合作

伙伴將資訊提供給其用戶，未來也將陸續與其

它加值服務業者建立合作關係，為將來收費合

作爭取先機。

圖8 智慧型路段績效決策模組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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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展望

一、目前3G與無線通信方式仍在推廣，將來行

政院新十大建設M台灣計畫（預計經費370億

元）全島無線環境布建成功，交通資訊平台勢

必成為各家內容供應商之主要經營項目。

二、根據國外研究機構Strategy Analytics最

近 剛 出 爐 的 研 究 調 查 顯 示 ， 車 用 資 通 系 統

（Telematics）裝置於2007年將達到200億美元

的市場產值。而根據Forrestor Research估計，

Telematics產業的市場產值在2006年將可達200

億美元，這與Strategy Analytics的估計相近，可

見汽車Telematics的市場潛能。

　　上述描述均顯示未來對於交通資訊的種種

需求與商機，但也由於交通資訊供應有本文所

述及之各項技術與專業問題，對於內容供應

商、車機廠商而言，一直是無法跨越的門檻。

「交通千里眼」交通資訊中心透過相關合作與

服務的不斷擴充加強，將是一個充滿商機的發

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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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世界年會是一個每年舉辦、集合全球ITS專家、學

者、官員及相關規劃人員的大型研討會及展覽，第13屆ITS

世界年會於2006年10月8日至12日在英國倫敦舉行。本文

將介紹本屆研討會及展覽會特色，並分析國際間ITS發展的

趨勢；其次摘錄本文作者分別發表的論文，前者論文是探

討應用手機通訊作為道路收費的方式，後者論文則為本工

程司在台中市的公車優先號誌測試系統之成果介紹；本文

並針對主辦城市倫敦ITS系統的發展加以回顧與分析，包括

交通管理、電子票證、公車優先、交通執法及擁擠收費等

系統，另對於倫敦大眾運輸系統(主要為公車及地鐵系統)的

營運特色亦有所涵蓋；最後提出本次世界年會的參訪心得

與建議，希望未來對國內ITS發展策略的擬定有所助益。

　　
壹、前言

　　ITS世界年會(ITS World Congress)是一個每

年舉辦、集合全球ITS專家、學者、官員及相

關規劃人員的大型研討會及展覽，每年輪流由

美洲、歐洲、亞太國家輪流主辦，2005年為美

國舊金山主辦，2006年則輪到歐洲國家英國主

辦，2007年由中國北京主辦。ITS世界年會的

規模甚大，每年均吸引數千人參與，據統計本

屆共有來自75個國家、約8000人參加，展覽攤

位達270個。本次會議主要由四個單位－英國

運輸部、貿易與工業部、倫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及ITS UK組成的UK Steering Group主

辦，我國的參加人數約有20餘人，包含台北市

交通局、高雄市交通局、運研所、高公局、公

路總局、車測中心、資策會、鼎漢顧問、華夏

科技等單位以及各大學教授與其學生。研討會

與展覽會場地位於倫敦東郊的EXCEL會議中心，

EXCEL地處泰晤士河畔，以Docklands輕軌線

(Docklands Light Rail, DLR)連接市中心，交通尚

稱方便。EXCEL會場外觀如圖1所示。

圖1 2006 ITS世界年會會場
     (倫敦 EXCEL Convention  Center)

　　大會開幕儀式於10/8(日)下午5時舉行，由

英國運輸部長Douglas Alexander發表主要演說，

Alexander部長的演說提到在21世紀的運輸領

域主要遇到三大挑戰，第一是運輸工具污染對

於全球環境的影響，第二為經濟成長導致道路

壅塞，第三則是恐怖活動對於英國及其他各國

運輸系統造成的負面影響，這些問題均為全球

性，各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些問題有

賴於先進的運輸科技與管理手段(即ITS)加以解

決，而且需要大膽的作法，這就是本次會議的

主要議題：人類不斷在追求更快速、更便宜及

更可靠的運輸系統，速度、容量及成本一直是

主要的關鍵因素，而上述三大挑戰使得我們必

須發展一個考量永續經營及保障安全的運輸環

境。

貳、論文研討會

　　本次年會安排的研討會分為執行研討

(Executive Session)、互動研討(Interactive 

Session)、技術/科學研討(Technical/Science 

Session)及特別研討(Special Session)，舉辦時間

由10/9(一)至10/12(四)，每場研討舉行90分鐘，

安排3~5個主講者不等，本文兩位筆者於技術/科

學研討分別發表一篇技術論文，分述如下：

一、Road Pricing with a Fundamental 
      Approach- Charging by Mobile Phone Use

　　該論文由黃文鑑經理於TS142 Road Pricing- 

Business Process II的場次發表，主要探討應用

手機通訊作為道路收費的方式。傳統電子收費

不外是裝設車載設備(On-board Unit, OBU)用以接

受車輛信號，而不論路側或是車上設備得要耗

費大量的經費，加上民眾未必認同收費方式，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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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不裝設，故無法有效抑制車輛上路。英國

倫敦為最早採用車牌辨識收費，其簡單方便的

系統，讓都市道路收費得以實現。如果採用相

同方式，應用手機移動時基地台轉移來收取擁

擠費用，亦是可行方法。本研究即利用手機移

動所需之基地台轉換，可換算旅行區域、旅行

時段及旅行方向，用以收取道路使用費用。雖

然本項技術無法排除搭乘大眾運輸民眾，亦及

無法向無手機之駕駛收費，但是利用大量補助

大眾運輸系統及擴大徵收層面，猶如空污費加

入汽油價金、污水處理費加入水費等，將有效

收取系統營運費用，間接鼓勵民眾少用車，多

用大眾運輸系統，達到徵收道路使用費，減少

道路需求之境界。此一研究亦討論如何增加基

地台紀錄使用者之功能，建立後台清算平台，

多數與會人士提問討論，並認為在未來手機更

加普遍之時，利用手機使用收取費用為可行之

方法。

二、Bus Signal Priority by Utilizing On-board 
      Units of Bus Real-time Information System

該論文由林維信工程師於Public Transport VI 

(TS060)的場次發表，該論文主要說明本工程司

於94年度與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及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共同進行的公車優先號誌示範系統的測試

成果，該計畫係利用台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

的公車即時位置與車速資料，即時傳送至交控

中心後，交控中心判斷其位置後傳送至特定路

口號誌控制器，控制器再依據事先擬定的判斷

邏輯給予公車優先通行權，以節省公車在路口

停等的時間，系統架構如圖2，該測試結果顯示

公車動態資訊系統能夠滿足公車優先號誌的資

訊需求，因此未來實施公車優先通行號誌僅需

利用既有公車動態資訊系統的車上設備(GPS車

機)與傳輸網路(GPRS通訊)，並配合修改號誌控

制器韌體，所需軟硬體成本不高。此外，該論

文亦測試公車近端設站(即公車站設在路口停止

線上游50公尺以內)對於實施公車優先號誌造成

的影響，結果顯示因公車停站上下客時間長短

變異甚大且不易預估，故公車到達路口時間無

法準確預估，因此本方式不適用於公車於路口

近端設站。

　　有鑒於國內各大都市均已建置公車動態資

訊系統(如台北市、台北縣、台中市、台南市、

高雄市、高雄縣⋯等等)，若能將既有公車動態

資訊系統的車上設備與通訊傳輸網路應用在公

車優先號誌，將可大幅改善公車的營運速度，

額外產生的成本有限。

圖2  台中市公車優先號誌示範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1)

參、展覽會

　　本屆年會的展覽攤位多達270個(會場照片

如圖3)，由於佔地理之便，攤位最多的國家為

英國，其他歐洲國家的攤位也不少，就亞洲國

家而言，日本、中國、韓國等國的攤位最為醒

目，其中日本與韓國除了政府單位或ITS協會參

展外，還有許多知名車廠、通訊大廠及電子廠

商參展，如Toyota、Honda、SK、Panasonic、

Hitachi、NEC⋯等等，以韓國為例，ITS Korea整

合國內各政府單位與民間廠商統一成立一個大

型攤位參展，並且彙整出版一份ITS in Korea展

覽手冊，厚達百頁以上，介紹韓國ITS發展及各

廠商產品與服務，中國則因未來將主辦2007 ITS

世界年會及2008奧運會，因此以ITS China的名

義參展，攤位亦十分具有規模，本次年會我國

包括公、民營單位卻沒有任何參展攤位，缺少

國際宣傳機會，十分可惜。

肆、倫敦ITS系統介紹

　　本文分為四部分介紹倫敦ITS系統：交

通管理系統、擁擠收費(Congestion Pricing，

又稱道路收費)、Oyster電子票證及公車ITS系

統，資料來源包括ITS年會舉辦之技術參觀

(Technical Visit)、展覽會場展示資料、網路資

料蒐集以及在倫敦市區往來時的觀察。

一、交通管理系統

　　大倫敦都會區由倫敦市及周圍32個都市所

組成，為減少彼此間的行政協調作業，於2000

年成立一個稱為Transport for London(TfL, http://

www.tfl.gov.uk/tfl/)之交通管理單位，負責管理

都會區之交通事務，TfL主要工作分為三部分：

一為倫敦地鐵系統及DLR輕軌系統的營運，二為

國家鐵路系統(National Rail，由十餘家民營公

司營運)在倫敦地區的營運協調，三為地面交通

(Surface Transport)管理，包括道路交通管理、公

車系統、街車(Tram)系統、渡輪系統、擁擠收費

....等等。

　　在交通管理方面，TfL僅管理580公里長

的主要幹道，但是負責管理大倫敦地區的所有

4801個交通號誌(含2429個路口號誌及2372個

行人號誌)，這些號誌及道路交通的管理由倫

敦交通控制中心(London Traffic Control Centre, 

LTCC)負責，LTCC可連線控制的路口號誌超過全

Signal Controller

Traffic Operation Center (TOC) Bus Center

bus real-time information (GPS data)

Bus ID, speed, location

priority request

Signal Controller

Traffic Operation Center (TOC) Bus Center

bus real-time information (GPS data)

Bus ID, speed, location

priority request

圖3  展覽會場

抵制不裝設，故無法有效抑制車輛上路。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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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一半以上，其中約1200個號誌是由SCOOT

先進號誌系統所控制，LTCC現況如圖4。LTCC

結合交通管理與交通警察人力，利用由車輛偵

測器與路況監視攝影機組成的交通資訊系統所

提供的資訊，交通管理人員可以遠端進行號誌

時制調整(Retiming)以反應實際交通狀況，當狀

況嚴重時，由LTCC內之交通警察通知附近巡邏

員警至現場與週遭道路執行”區域交通控制”

(Area Traffic Control, ATC)，並利用資訊可變標

誌及網站(trafficalerts.tfl.gov.uk)通知一般大眾。

在標準建立

上，英國政

府交通部門

為確保高服

務品質、環

境永續、可

靠及安全之

交通系統，

特別在交通

路網管理上

推 出 U T M C 

(Urban Traffic 

Management and Control) 研究計畫，本項計畫

始於1997年，主要目標為整合獨立路口號誌運

作方式轉為路網有效運轉。在2000年後，英國

主要都市紛紛加入UTMC建設計畫，並鼓勵地方

政府、設備廠商合作供應符合UTMC標準之交通

控制設備，此計畫在2004年時轉變成為UTMC工

作小組，定期開會討論標準適用性與排除建置

障礙，其大量推廣至各都市之成果，已逐漸改

善英國都市之交通環境。台灣在運研所之協助

下，推動交通部標準通訊協定V3.0版以及標準

化控制軟體，已經有如UTMC之規模，目前包含

台北縣、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皆

有相同之控制軟體，惟在控制邏輯上仍採用定

時時制控制，尚未進階到全動態控制，仍待改

善發展。

　　交通管理的另一個重點為交通執法，倫敦

交通執法執行得相當徹底，主要執法項目包括

違規使用公車專用道、禁止路邊停車區、路口

禁止臨停區(Yellow Box Junction)及闖紅燈等行

為，倫敦為了交通執法之故，布設數以千計的

CCTV，卻也因此受到許多人權團體指控侵犯個

人隱私。執法用CCTV分為下列種類：

(一)路側固定式CCTV：主要搜集公車專

用道、禁止停車區、路口禁止臨停區之

違規、違規轉

彎及闖紅燈的

車輛照片。

(二)路側移動

式CCTV：可

輕易裝設及拆

卸，以監控適

當地點。

( 三 ) 公 車

CCTV：主要

搜集公車專用

道違規使用車

輛照片，至2006年6月止共有1053輛公

車裝設有取締用CCTV。

(四)智慧車(Smart Car，如圖5)：隸屬於

TfL的小型執法車輛，車頂裝設CCTV作為

違規舉證之用。

　　根據實施CCTV執法的效益評估報告顯示，

在實施路側固定式CCTV執法取締12個月後，公

車專用道的違規事件降低53%，此外，利用違

規照片的舉證減少爭議，亦可降低民眾申訴的

比例及申訴成功率。

二、擁擠收費

　　倫敦市中心道路壅塞十分嚴重，道路平均

速率僅有8英哩/小時，因此倫敦擁擠收費的目

的就是改善市中心區的交通，並將擁擠收費的

收益投入至大眾運輸系統的改善，以提昇大眾

運輸效率並降低民眾反彈。根據實施前的預測

報告，實施擁擠收費後，每天大約有20,000人

改採大眾運輸工具，將使得市中心區的交通

流量減少10~15%，所造成的交通延滯則降低

20~30%。

　　倫敦市中心區的擁擠收費自2003年2月開始

實施，週一至週五的上午七時至下午六時半執

行，每天收費8英鎊(約合台幣500元)，擁擠收費

區域內的居民則僅需0.8英鎊。倫敦的擁擠收費

系統採用攝影機收費與執法，而非如新加坡採

用車上單元(OBU)的收費方式，其作法是在實施

擁擠收費周圍所有道路的進入方向設置攝影機(

共233個點、688個攝影機)，每輛經過車輛拍攝

出的影像經由光纖傳回中心後，利用自動車牌

辨識(Automatic Number Plate Recognition)技術

來擷取車牌號碼，再跟已經繳費或免繳費車輛

的車號名單相比對，若該影像之車輛已經繳費

或免繳費則刪除該影像，若否則保留該影像，

當未繳費車輛至當日午夜12點仍未繳費則開立

繳費通知書及罰單。

　　目前TfL正在測試採用OBU的偵測系統，此

外，從德國VPS(Vehicle Positioning System)電子

收費系統的經驗，也考量利用GPS車機作為未來

的發展方向。圖6為標示在地面的擁擠收費標誌

與標線。

三、Oyster電子票證

　　倫敦大眾運輸電子票證系統稱為Oyster，

Oyster卡的使用範圍包括政府營運的地鐵、市區

巴士、街車、輕軌、渡輪及國家鐵路，雖然國

家鐵路的營運範圍遍及全國，但Oyster卡的使用

範圍僅限於大倫敦地區。

　　Oyster卡採用Philips Mifare非接觸式IC卡

片，自2003年6月開始正式發行，至2006年中

已發行超過500萬張卡。為提升Oyster卡使用

率，當局給予Oyster卡很多優惠，例如用現金購

買地鐵單程票為3英鎊，使用Oyster卡僅需1.5英

鎊(起迄點限市中心區)，Oyster卡除了一般的儲

值卡功能外，同一張卡還可整合最多三種不同

乘車證(Pass)，避免乘客同時需要。

　　Oyster卡具有多種加值方式：車站加值機、

圖4  倫敦交通控制中心(London Traffic Control Centre, LTCC)

圖5  倫敦CCTV執法智慧車

圖6  倫敦擁擠收費標誌與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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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加值及電話加值，採用網路或電話加值

者，24小時候才會生效。Oyster卡也具有自動加

值(Auto Top-up)功能，民眾可利用網路或其他方

式設定，當Oyster卡餘額少於5英鎊時，系統會

在Oyster卡驗票時自動加值20或40英鎊，Oyster

網站亦可查詢最多八週前的卡片使用狀況。整

體而言，Oyster電子票證系

統提供的功能甚多，已超越

國際間大部分的電子票證系

統。

四、公車ITS系統

　　倫敦的公車系統是全世

界最大及最複雜的大眾運輸

系統之一，倫敦公車自1987

年以來即開始進行公車優先

號誌系統以降低路口號誌所

造成的延滯時間，目前倫敦

地區已有1450個地點實施

公車優先。倫敦最早的公車

優先號誌系統採用感應器

(Transponder)/環路線圈(Loop 

Detector)方式，即裝有感應

器的公車與路面埋設的環路

線圈相互感應，使得路口號

誌控制器得到公車接近路口

的訊號，以公車方向的綠燈

時間延長或紅燈時間縮短方

式，使公車快速通過路口，

由於環路線圈常常損壞故

障，公車優先號誌系統後來改用設置在路側的

信號柱(Beacon)進行偵測，但本系統的建置與維

護費用仍十分昂貴，因此自2005年開始逐漸汰

換信號柱而採用GPS的偵測方式－稱為iBUS計畫

(計畫金額約1億2千英鎊，期間自2005至2015年

)，該計畫採用西門子VDO公司的系統設備，包

括車上電腦(稱為iBIS plus)、行車紀錄單元及車

門開關偵測器，該系統之設備與運作方式如圖7

所示，車上GPS模組自動偵測公車位置座標，當

公車接近路口時，將訊號經由Radio Link網路傳

送到路口號誌控制器，控制器據以調整號誌時

制，另一方面，GPS訊號亦經由GPRS網路傳送

到控制中心，控制中心除了得到公車優先號誌

控制執行結果外，亦可將公車到達站牌預測時

間傳送到公車站牌，提供候車民眾參考。

 

　　除了公車優先號誌系統外，iBUS還利用

網站、公車LED智慧站牌、車上LED資訊及

SMS(Short Message Services，簡訊服務)等方式

提供乘客即時公車到站資訊，倫敦的公車LED智

慧站牌稱為”COUNTDOWN”系統，原因是其

提供公車到達的倒數分鐘數，目前該系統約有

2000具LED站牌。此外，iBUS亦提供公車兩種

攝影機，一種是針對公車專用道違規車輛的攝

影，當路側偵測系統偵測到公車駛入專用道時

會自動啟動錄影設備，公車回站後再將影像上

傳，由管理人員檢視是否有違規車輛以進行執

法開單；另一種則針對車內進行攝影，保障駕

駛員及乘客之人身安全，目前全倫敦所有公車

均已裝設車內攝影機。

　　倫敦的公車專用道系統(London Bus Priority 

Network)對於公車速率提升有很大幫助，目前共

有超過70條公車專用車道，並配合嚴密的執法

系統以防止一般車輛濫用。其他有助提升公車

服務品質的措施還包括：

(一)Pay Before You Aboard：為減少乘客

上下車時間，倫敦市中心區自2003年開

始實施上車前付費措施，在公車站設置

自動售票機(如圖8)，禁止於車上現金付

費(但可用Oyster卡付費)

(二)安排總數約10000名的駕駛與督導

員進行在職訓練，課程包括標準駕駛

行為、乘客互動方式、殘障法案提示

(disability equality awareness)以及服務控

制技巧等。

　　由於近年來對於巴士服務品質的提升，如

公車動態資訊、公車優先號誌、公車專用道等

措施，目前公車系統的載客人數為自1968年以

來的最高點，自1999年以來提升40%，公車系

統的效率提升可說是十分顯著，可作為國內各

大都市提升公車品質的參考借鏡。倫敦公車智

慧型站牌如圖9所示，站牌以LED顯示板組成，

共分四欄資訊：順序、路線號碼、目的地及到

站時間，智慧型站牌一次最多可顯示四班公車

資訊，最先到站(排序1)公車資訊顯示在最上

列，若公車資訊多於四班時，第一列公車資訊

不會改變，其他公車資訊則以輪放方式顯示，

例如有九班公車資訊需要顯示時，以1234、

1567、189、1234、1567、189...等等之順序輪

放顯示，顯示方式有別於國內公車動態資訊系

統。

伍、心得與建議

　　筆者參加本次ITS世界年會，所獲新知、技

術與感想良多，可供國內發展ITS做為借鏡：

圖7  倫敦公車iBUS系統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3)

圖8  倫敦公車站自動售票機

圖9  公車動態資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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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與韓國在ITS方面的進步令人刮目
      相看，我國應急起直追

　　除了先進國家外，部分開發中國家對於ITS

的研發與建置不遺餘力，尤以中國與韓國的做

法最令人注目，中國為舉辦2008北京奧運會及

2010上海世博會，正致力於各大都市的ITS基礎

建設，例如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大眾運輸

電子票證系統、公車動態資訊系統、都市交通

管理系統等，近來已逐漸展現成果；韓國近來

由於通訊與資訊產品逐漸成熟，因此在手持通

訊設備及車上導航設備上的發展突飛猛進，已

能與先進國家如日本、德國的產品並駕齊驅。

上述兩個國家在經費補助與各單位整合方面，

都有政府方面的強力支持，才能達到上述成

果，這方面相當值得我國交通及經濟主管單位

加以重視。

二、發展個人化及行動化服務為ITS的主流
      趨勢

　　在本次ITS年會展覽會場中可以發現，結合

行動服務的ITS個人化資訊提供業已成為ITS的主

流發展，包括手機、PDA、車上導航系統等設

備，由加值業者彙整各種資訊(交通、旅遊、住

宿、購物、娛樂...)後提供消費者個人化資訊，

以滿足消費者在外查詢資訊的需求。國內較為

著名者為PaPaGo與裕隆ToGo路況導航服務，其

他業者規模仍屬有限，相關市場仍有許多發展

空間，建議國內在交通資訊提供的服務上應逐

漸朝向個人化與行動化的方向發展，除了繼續

在交通資訊網站領域上擴充服務範圍外，在手

持式設備及車上導航系統方面應積極研發，以

符合未來的發展趨勢。

三、倫敦交通管理單位充分展現解決市區壅
       塞的決心，相關單位應予以效法

　　倫敦是一個千年古城，人口眾多而道路基

礎條件不佳(如道路狹窄)，為保持市區道路順

暢，交通管理當局利用許多激進方式改善交

通。第一是嚴格執法，利用廣佈在市區道路、

公車及執法車輛上的攝影機進行違規取締；第

二則是收取道路擁擠費(擁擠收費)，以高成本及

強制的手段使民眾放棄使用私人運具；第三則

是廣泛設置公車優先號誌及公車動態資訊系統

以鼓勵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倫敦的例子說

明即使在民意高漲的英國社會，還是可以為了

交通改善而犧牲個人隱私及方便性，並且願意

付出高額代價使用私人運具，其管理政策與執

法方式值得國內交通政策的制定與研擬單位作

為借鏡。

　　此外，倫敦DfL及LTCC整合各行政區的交通

與運輸管理事務，有效提升都會區交通運作效

率，我國各大都會區亦存在行政轄區不同而產

生的整合問題，許多交界地區時常因溝通不良

而造成壅塞，如縣市間橋梁、高速公路交流道

地區、號誌路口無法連鎖等，近來才逐漸有不

同交控中心間資訊交換(Center to Center, C2C)的

初步做法開始進行，但在資訊交換後的策略執

行上仍存在許多本位主義，使得資訊交換的效

果有限，建議國內各都會區參考倫敦作法，成

立一個區域性的交通管理單位，協調彼此間的

爭議並訂定相關作業原則，以整體運作考量來

改善都會區交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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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期「中華技術」正式與大家見面了，這一期是由

本工程司機電事業群下各技術部門主導撰寫，內容精彩可

期，希望各先進們不吝指教。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

第37條第1項之規定轉投資設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中華顧問原有之業績及業務均由台灣世曦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概括繼受，而「中華技術」則仍由「財團法

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出版，讀者投稿並不受影響。

　　而將於今年七月份出刊的七十五期「中華技術」，將由

「台灣世曦」公司土建事業群主導，以「公路工程技術發

展」為主題，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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