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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晉源---民國61年畢業於逢甲大學水利工程學系，於63年

10月進入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服務期間為求實務與理論結

合，利用公餘時間鑽研學術領域，分別於73年及75年取得亞

洲理工學院運輸工程學系及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之工學碩

士。

　　陳局長除致力於公路業務之推展外，並曾任教於國防管理學

院企管系、中央警官大學警政研究所，期間發表多篇論文及著作；亦積極參與

或協助各學術團體，其熱忱普獲各界認同，並分別於94年9月及94年11月獲推

選為中華民國道路協會理事長及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理事長。

 經 歷：

    交通部公路總局局長(92.7.01迄今)

    交通部路政司司長(91.7.25至92.6.30)

    交通部公路總局副局長(84.3.31至91.7.24)

    台灣省交通處公路局正工程司、主任秘書(80.4.24至84.3.30)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派正工程司兼課長、副處長(76.6.1至80.4.23)

    交通部技正(69.10.15至76.5.31)

    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監工員、工程員、幫工程司(63.10.9至69.10.14)

壹、局長簡介

貳、訪談紀要

問：局長於公職生涯中，歷任高速公路局、

公路總局與台北市捷運局等交通單位，由基

層至局長，並曾任主管全國路政的交通部路

政司司長職務，在職涯各階段業務的執行與

推展上，一定有很多心得，是否可以提出來

與大家分享?

答：我在民國84年3月至91年7月擔任公路總局

副局長，推動的公路新建工程業務主要包括：

西濱快速公路香山以北路段於86年2月竣工通

車；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玉井線於87年6月竣

工通車；觀音大溪線、南寮竹東線、漢寶草屯

線、高雄潮州線部分路段於88年底竣工通車；

並完成省道台1線、台3線拓寬，及國道1號交流

道聯絡道改善等工作。

　　民國91年7月調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長，督導

推動「台灣鐵路貨物搬運公司民營化」，於91

整理／劉國慶  ‧  攝影／黃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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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31日順利完成該公司移轉民營；督導研

擬「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觀

光客倍增計畫」執行策略及細部執行計畫，並

圓滿達成任務；督導高速鐵路建設、鐵路地下

化、東部鐵路改善、國道省道新建養護等；並

策劃執行91年春節疏運計畫，圓滿達成疏運目

標。

　　民國92年7月接任公路總局局長迄今，主要

督導完成東西向快速公路觀音大溪線、後龍汶

水線、台西古坑線、高雄潮州線等全線竣工通

車，及漢寶草屯線八卦山隧道竣工通車；西濱

快速公路林口大園段、線西鹿港段、台西布袋

段竣工通車；高鐵桃園站、嘉義站、台南站橋

下聯外道路竣工通車等。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公路工程的新建與養

護工作外，在監理業務上提出以「親民」、

「便民」、「簡政」、「防弊」、「安全」為

主軸的五大目標，進行分年、分階段改革，並

在有限人力、經費下，總共完成1~7 階段140項

重大改革。

　　比較讓一般民眾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

「奉茶」這個小動作吧！一般民眾可能都認為

戶政事務所的奉茶問候，在為民服務上有長足

的進步，但是監理所的改革是在戶政事務所之

前，只是缺乏廣告與宣傳，比較不為人知罷

了。當初我提出這個構想的時候，在推動上也

遭遇了相當大的阻力，尤其是我請監理所的主

管，走出辦公室親自為民眾奉茶，令主管們難

以適應。但是，我對他們說：「時代不一樣

了，你們必須走出辦公室，親自了解民眾的想

法，聆聽民眾的心聲，這些不是在辦公室裡就

能辦到的。」推行一段時間之後，他們也比較

能體會我的想法。

　　早期民眾由南部到台北工作，還得把車開

回南部辦理驗車。為了減輕民眾奔波往返戶籍

所在地辦理監理業務的辛苦，陸續啟用第二代

公路監理電腦系統，並於85年3月完成公路監理

全國連線作業。連線後，公路監理之管理監督

更趨嚴謹，方便民眾越區辦理各項監理異動作

業，無需返回戶籍所在地申辦，大幅縮短民眾

辦理的時間。

　　接著，又推動夜間驗車與考照制度。因為

一般民眾在白天的上班時間，沒有空去辦這些

事情，所以這些措施的推動，引起相當大的廻

響。為了提升民眾驗車的意願，利用電腦遠端

監控，不但提升驗車品質，也讓民眾更有信

心。驗車時如果尾燈不亮，就幫忙換燈泡，燈

泡一個三元，一萬個也才三萬元，錢花的不多

但民眾滿意度相對提高。再來，繳納罰款也不

用到監理所辦理，將電腦和語音系統結合，民

眾只要利用電話就能繳納罰款，可以節省許多

不必要的時間花費。此外，還推動換行、駕照

免下車服務，車子開到窗口，只要遞給服務人

員，一到三分鐘就解決了。

　　早年的監理業務常被認為與黃牛掛鈎，最

近針對清廉度所做的調查，監理人員被評鑑為

第三名，相當不容易。這幾年透過改革，監理

業務進步很多，也讓我們的滿意度越來越高，

不僅得到政府銀斧獎的肯定，也獲得交通部滿

意度評鑑第二名的殊榮，僅次於中華電信。監

理業務的改革，主要就是從親民、便民的想法

出發，既然是政府做得到的，為什麼要讓民眾

的權利被剝削呢？所以這些措施在得到民眾的

廻響後，讓我很有成就感。

　　在監理業務上，我們將持續進行業務的改

善。現在準備推動第八階段的改革，將來到戶

政單位辦理地址變更，變更之後同步傳至監理

單位，我們就直接辦理換發行、駕照。未來也

可考慮將部分公權力的執行委託民間機構，政

府以CCTV與網路監督。

問：局長曾參與高速公路建設，督導西濱與

東西向快速公路之建設，並進行公路系統的

改善工作。若以高、快速運輸系統為人體的

主動脈，其他省縣鄉道為逐漸分枝的微血

管，公路總局所管轄之公路系統，如何配合

高速運輸系統如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兼顧

公路運輸的易行性與可及性，維持正常營運

與暢通?

答：台灣地區公路系統經歷政府數十年的投

資，路網已逐漸成形。尤其在國道1、3、5號公

路、西濱快速公路及十二條東西向快速公路的

陸續完工通車，高、快速公路輔以綿密的省、

縣、鄉道系統，我國公路已呈現層級分明、功

能完備的架構。

　　目前台灣西部走廊公路交通瓶頸主要發生

在台北－新竹、台中－彰化與台南－高雄等三

大都會區，主要的原因是三大都會區快速道路

系統未能充分開闢，造成都會區內之通勤旅次

利用高速公路，嚴重影響長程旅次快速通行的

原意，因此有必要大力推動三大都會區之快速

公路網，以發揮各級道路系統應有的服務功

能。

　　在整個西部走廊高、快速公路網完成後，

台灣西部走廊公路的建設大致上告一段落。以

交通部公路總局  陳晉源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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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人的角度來看，包含高速鐵路、台鐵、高

速公路、快速公路與一般公路，運輸系統基本

上大致構建完成。回想我當年(民國63年)參加中

山高速公路的建設，在高速公路尚未完成前，

要回高雄過年，從早上6點坐上車到晚上6點才

到家，由台北到高雄需要12個小時。高速公路

完成後，台北與高雄的時間距離變成4.5小時。

　　高鐵通車後，台北與高雄的時間距離更縮

短到1.5小時。未來的長途運輸，台鐵與國道

客運都將難以維持，高速鐵路班次愈來愈密集

後，一般的運輸工具都沒有辦法與高鐵競爭。

未來台灣西部走廊的運輸系統，長程旅次由高

鐵服務，中、短程旅次才由台鐵與國道客運服

務。不論是中央或地方，不論是高鐵、航空、

台鐵或客運業者，唯有相輔相成，以合作代替

競爭，才能避免資源浪費，創造真正的多贏。

公路客運不應與高鐵平行競爭，反而要與高鐵

相輔相成，建構台灣更均衡、多元化的交通運

輸系統。

　　高鐵車站除台北、板橋站因與鐵路及捷運

系統串連，聯外交通完善外，其餘各站都需客

運業者提供接駁運輸服務。高鐵公司共規劃了

39條聯外路線，其中嘉義車站到嘉義市路線，

以低底盤公車，希望把嘉義市輕軌捷運改設為

全國唯一的公車捷運示範道路(BRT)。除了聯外

交通系統的建置外，客運業者應進行票證、路

線及組織三階段的整合，以擴大客運業者經營

規模，降低資源浪費及成本開支。

　　目前高鐵聯外所有的路線，當初是由高鐵

局與高鐵公司規劃，然後交由公路總局負責執

行。因為搭乘高鐵的人時間價值較高，大部分

的乘客是由計程車、租賃車或專人接送，所以

運輸業者要進行必要的宣導，否則民眾根本不

知道你提供什麼服務。

問：台灣地區自民國60年代開始高速公路的

建設，後來並建設快速公路系統與進行公路

的改善工作，30年來公路建設有長足的進

步，全台公路網的架構與分布已相當完善。

近年來永續發展與環境生態保護的聲浪不

斷，對於公路建設有些不同的聲音，在這樣

的環境下未來公路運輸發展的方向為何?

答：國道5號公路蘇花段因環評問題而遲遲無

法推動，但是如果要以省道台9線蘇花段拓寬取

代，對環境的影響將更大。

　　國道5號與當初建設國道1號的規劃設計理

念已有相當大的差異，國道1號著眼於節省建設

經費，採用大挖大填的施工方法，對環境衝擊

很大。國道5號公路蘇花段的作法與北宜段類

似，只有橋墩座落的位置會受到破壞，隧道也

只有進出口會影響現況環境，其他都會盡量減

少對環境的衝擊，也就是說對環境的衝擊沒有

想像中的嚴重。

　　記得當年推動十大建設，曾經對北廻鐵路

的建設進行評估，依經濟分析結果效益並不

高，大家都說不需要興建。但是當花蓮、台東

遭遇風災及地震，即變成一座孤島，無法運送

民生必需品，基於民心及民生的需要，一定要

興建北廻鐵路。

　　從國家整體競爭力與花東地區運送民生物

資的需求，並避免花東地區遭遇風災就變成孤

島，現在不論是鐵路或者是公路都沒有辦法達

到全天候的要求，因此建設一個全天候的高、

快速公路是有其必要的。

　　省道台9線蘇花公路當初是沿著山壁所開鑿

的一條道路。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前，蘇花公路

都還滿穩定，可是在九二一之後，蘇花公路的

坡面整個受到擾動，因此比較容易落石，所以

易落石、易坍方路段改善計畫，被列為公路總

局年度重點工作計畫。

　　環保署環評委員目前要求交通部國道新建

工程局補件，其中一項就是由省道台9線蘇花公

路取代國道5號公路蘇花段做為替代方案，要求

重新進行評估。現在要改善蘇花公路，讓行車

平均速率達到30公里/小時，大概要投資180億

元；若要將行車速率提昇到60公里/小時以上，

大概要投資830億元。換句話說，要把蘇花公路

的行車速率提升到像省道或濱海公路的60公里

/小時，就需要投入830億元，而這樣的投資已

經接近國道5號公路蘇花段所需要的投資經費。

(左)黃洪才技術經理(左中)張荻薇副總經理(右中)陳晉源局長(右)劉國慶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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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若要改善蘇花公路，最困難的地方

是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不管速率提升為30或是

60公里/小時，都一定要對道路進行開挖，對環

境的衝擊遠比國道5號公路蘇花段來得大，所以

蘇花公路是無法取代國道5號公路蘇花段。

　　以今日的科技發展，公路建設沒有不能克

服的問題。由於民眾對環境議題日益重視，公

路工程師也應體認公路建設與自然和諧共存的

重要性。公路主管機關在推動相關建設計畫，

應更進一步花費心力，以減少公路建設對自然

與人文的傷害，與環境共存共榮、永續發展。

問：過去無法全線貫通的西濱及東西向快速

公路，以及九二一大地震後，遭受破壞的公

路系統，公路總局如何在快速公路上提高其

易行性，在山區公路上恢復其可及性?

答：我也有幸參與西濱提升為西濱快速公路計

畫的過程，當初認為很簡單，大概只需要八、

九百億元就可以完成一個封閉性的快速公路。

後來發現沒有那麼簡單，一個開放性的道路，

一下子變成封閉性道路，路經過我家卻不讓我

使用，實在沒有辦法接受，所以抗爭很厲害，

以致於造成西濱快速公路的功能大打折扣。當

初抗爭沒有高架的路段都後悔了，現在開始積

極爭取，包含東西快觀音大溪線起點段的平交

路口、西濱快苗栗縣大安路段的平交路口。

　　基本上西濱與東西向快速公路當初抗爭的

因素消失之後，還是要把它完整連接，例如國

道1、3號公路與東西向快速公路的連接，與西

濱銜接的東西向快速公路如北門玉井線、東石

嘉義線、漢寶草屯線，西濱快速公路主線路段

如白沙屯－通霄灣段、鹿港－大城段、布袋港

跨港橋、跨曾文溪橋，以及新竹、雲林部分平

面路段的高架化。

　　未來西濱快速公路高架化後，可以分散高

速公路的車流，運用交通管理的手段，重車儘

量走西濱快速公路，可以聯絡沿海的工業區、

商港、漁港及空港等。基本上大型、重型車輛

走西濱快速公路，可以讓高速公路的車流單純

化，依車流理論會比較安全。貨車走西濱快速

公路，不必再走高速公路，可以直接到貨運園

區，對市區交通干擾也會較少。

　　九二一大地震後，當初省道台8線從谷關到

德基之間斷了20多公里，本來在93年7月15日修

復準備通車，結果受七二水災影響又斷了。台8

線原本打算在修復搶通之前開放部分路段，我

們顧慮有幾個坡面會有落石，所以不敢開放給

一般觀光客。中橫已經穩定四、五十年，因為

兩次的地震而鬆動，無法搶通的原因是坡面鬆

動與河床淤積的問題。

　　中橫公路東勢－谷關段，由遭受洪水破壞

的情形，顯示大甲溪整治進度緩慢，河川淤

積，洪水將修復的道路再度破壞。如果不能解

決河川疏浚問題，同樣的問題還會重演，如果

風災再度出現，後果恐怕不堪設想。東勢谷關

間遭沖毀的東卯便橋，及10.6K馬鞍寮二百公尺

長的路基流失，由於河床淤積嚴重，已墊高最

多達二十公尺，公路總局先以河床暫做路基搶

通。

　　初步研判谷關德基段有八十餘處坍方、路

基缺口，如果復建困難、經費龐大，可能放棄

修復；但當地居民及產業的對外交通不會有問

題，只是行車時間會多出近一倍，可提升力行

產業道路為縣道，當作配套措施。梨山居民過

去利用台8甲線由西段進出，大約只要2.5小時，

現在繞行力行產業道路，約需5小時，但若提

升力行產業道路為縣道，改善彎度、坡度等問

題，行車時間應可縮短。

　　截至目前為止，以楓港大橋為例，所有出

狀況的道路橋梁，橋都沒有問題，主要是地方

政府沒有疏浚河川，導致道路被水沖掉。這幾

年公路總局將傾全力，修復維生性的橋梁，解

除潛在危險性的橋梁，高屏、里嶺大橋都快修

復完成，後續又列了50幾座老舊橋梁的改建。

公路總局也只能逐步去改善，要政府一下子編

那麼多的預算，也不太可能。

參、後記

　　陳局長性情溫文儒雅，在訪問的過程中，

平緩溫和的語調，娓娓道來讓人如沐春風。局

長於各級職務嚴守分際，深受長官、同儕肯定

與尊重，並不斷運用高度創意與卓越才能，如

期如質完成上級所交付各項任務，讓人由衷的

敬佩。 

　　局長強調「公路建設」沒有止境，配合國

家建設及體察民眾需求，未來仍有相當長的路

要走，即便量的成長已趨於飽和，質的提升卻

永無止境。「監理改革」沒有終點，時代一直

在進步，不容許停滯暫歇，即使業務的效率已

有改善，但服務的品質卻應不斷向上提升，交

出更亮麗的成績單。

(左)黃洪才技術經理(左中)陳晉源局長(右中)張荻薇副總經理(右)劉國慶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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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所長德治現任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所長，歷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長、參事、

道安委員會執行秘書、台灣鐵路管理局局長。學養兼俱的黃所長可謂資歷完

整、行政經驗豐富，對於運輸政策的制定，均能以前瞻的眼光、周密的思緒，

從不同的立場與角度思考，兼具理論與實務的可操作面，來為交通部釐訂均

衡、永續、效率、安全及智慧化的政策方針。

　　台灣過去在民國67年南北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帶動生活圈第一次空間革

命，客貨運輸之機動性由縣、市生活圈擴大至北、中、南、東之都會區域。而

隨著國道3號、12條東西向快速公路及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北宜高速公路陸續通

車，及高速鐵路於96年元月開始營運，臺灣地區已形成完整的高快速鐵、公路

運輸骨幹，民眾生活之機動性與可及性可由北、中、南、東之都會區域活動進

而擴大至台灣全區，成為一日生活圈。

　　但是不可否認的，早期由於政經環境特殊，交通建設過度側重在工程建

設，長期以經濟發展作為首要目的，卻輕忽了手段的選擇，未能兼顧環境保

護、社會公益等現代化國家發展目標，以致於在現階段轉型過程中，潛存了許

多經濟、環境、社會層面的課題，因此，本文就「邁向多元永續的交通運輸環

境」專訪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黃所長。

壹、前言

貳、訪談紀要

問：近年來由於世界各國對環境議題的關

注，加上京都議定書約定限制全球二氧化碳

等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交通運輸也朝向人本

運輸、永續運輸的理念發展。為促進「發展

永續運輸、追求健康台灣」願景之實現，運

研所在交通運輸政策擬定的理念與策略為

何?

答：任何國家的運輸系統發展都是由追求效率

為目標，但躋身至已開發國家的我們，除了關

心路段壅塞、瓶頸等問題之改善外，交通政策

還應重視人本、生活、安全、環保等多面向的

議題。
整理／張舜淵  ‧  攝影／黃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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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國土規劃與永續發展來看，運輸發展或

管理方案不應只考量經濟、迅速，永續的運輸

政策，更須兼顧經濟發展、環境生態保育及社

會公平等三個面向。同時，以順應世界潮流，

因應內在環境變遷及有限資源限制下，兼顧環

境融合，擘劃完整、舒適、便捷、安全的運輸

系統，並以 「提供民眾優質的行旅環境」、

「提供產業健全的物流環境」、「提供社會永

續的運輸環境」為整體發展目標，尚需兼顧安

全，且降低公害之目標。

　　具體的政策方向與策略說明如下：

一、以務實的做法賡續推動交通體制改革－

      提升國家競爭力

　　自1980年代以來，為

提升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世界各先進國家紛紛投入

政府再造與行政革新的行

列，其中，中央政府組織

的革新，顯然是各國政府

再造極為重要的一環。

　　交通部過去為辦理國

道 高 速 公 路 、 高 速 鐵 路

及鐵路立體化等重大交通

建設計畫，陸續成立了國工局、高鐵局、鐵工

局，希望透過專業技術的培養與經驗傳承，提

升公共工程的品質。過去20年間，在全體同仁

群策群力、犧牲奉獻下，對國內重大的交通建

設著有貢獻，而在相關的重大建設陸續完成之

際，如何讓專業人力能夠繼續為台灣的基礎建

設有所貢獻，為當前重要的課題。此外，目前

仍以既有行政體系運作的事業機構，其實已不

符現實社會環境的需要，必需要引入企業化的

活力，以因應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浪潮。因此，

有必要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行政院組織法(草案)」等規定，檢討整併交

通部及所屬機關組織架構。

二、以系統化的理念加強鐵公路基礎路網整建

(一)強化城際主幹線與地區運輸之整合

　　隨著中山高拓寬、二高後續計畫、

北宜高速公路、東西向暨西濱快速公路

陸續的完工通車，以及高速鐵路加入營

運，西部運輸走廊將可充分滿足高快速

的運輸需要。因此，未來此一運輸走廊

的發展策略應以國道及高鐵為經，區域

通勤鐵路、捷運及地方客運為緯，擴大

大眾運輸路網的服務範圍，以提高運輸

系統的服務效益。而不同運輸系統間之

轉運接駁課題應予以重視，尤其城際與

都會界面瓶頸，應積極結合各地方政府

及機關合作處理。

(二)加強運具的分工與整合

　　分工是為了效率，整合是為了服

務。高鐵營運雖對運輸事業造成衝擊，

但在政策上如能引導各運輸事業單位調

整市場區隔及經營方式，則可化危機為

轉機。過去臺北都會區捷運系統與公車

業者在票證、路線、轉乘服務等方面已

有相當成功的整合案例，因此，有必要

加強高鐵、臺鐵、國道客運等不同運輸

系統的分工區隔及運輸機能整合，包括

臺鐵轉型再生、國道客運服務的整合。

(三)推動區域通勤鐵路之改善

　　就運輸系統整合而言，高速鐵路加

入營運後，臺鐵西幹線必須調整其目標

市場，政策上不僅要擴展臺鐵的經營發

展空間，不致因運輸機能與高鐵有所重

疊而造成資源虛耗；另一方面，必須要

滿足民眾對優質、快速、便捷化軌道運

輸系統之服務需求。因此，臺鐵西幹線

之功能定位將調整為以中、短程運輸為

主、長程運輸為輔，並參考日本經驗拓

展200公里以內的運輸市場，包括生活圈

內之通勤客運服務及高鐵的轉乘接駁服

務等。而具體施政策略包括積極改善行

車安全、推動都會區段捷運化、興建臺

鐵與高鐵接軌之聯外鐵路、強化都會區

臺鐵車站轉運功能、以及活化臺鐵支線

等。

(四)持續檢討公路網的運輸效率，補強及

改善公路網的瓶頸

　　整體而言，西部走廊長程公路主要

幹線架構已然形成，未來公路建設將著

重在瓶頸路段的改善及完整路網銜接補

足與功能提升，利用國道、快速公路、

省縣道，以及都會區快速道路系統等，

提供民眾及貨物高機動性的公路服務

網，降低產業成本，提高產業整體競爭

力。

　　目前城際主幹線(高速公路)之瓶頸

路段主要為：桃園及高雄兩大都會區路

段。該路段主要鄰近國際海空港及大型

工業區，而這些產業區之發展帶動著國

家經濟的發展，因此，該區位聯外道路

系統之改善，將有助於提升國際競爭

力。實有必要透過工程建設與系統管理

之相互輔助，優先處理上述瓶頸路段，

讓整體路網的服務功能得以提升。

(五)有效應用科技及管理手段，提供優質

的運輸服務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黃德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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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應持續有效應用科技及管理

手段，推動運輸系統管理、鼓勵大眾運

輸政策、預防交通事故、加強緊急應

變處理能力，及發展「智慧型運輸系

統」，以強化及改善原有運輸系統，充

分發揮各類道路應有功能與運轉效能，

期能提供安全、可靠、效率、永續之優

質服務。具體執行計畫可包括公路橋梁

耐震補強、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

理系統的建置、地方公共交通網的提

昇，及親和性道路指示標誌系統的重整

等。

三、以永續發展的觀點落實大眾運輸發展方 

      案－改善地方公共交通網

　　有鑒於台灣地區公共交通網不足，大眾運

具使用率偏低，造成道路交通擁擠，影響社會

經濟發展，為提昇大眾運輸服務品質，吸引及

培養民眾使用大眾運具習慣，以為日後推動軌

道運輸系統奠立契機，實有必要持續推動及落

實大眾運輸發展方案，以提昇大眾運輸經營環

境與服務品質，提供民眾更為安全、便利、人

性化的公共運輸服務。相關的策略如下：

(一)規劃整合鐵公路及市區客運路網 

　　因應高速鐵路班次增加及運量的提

升，檢視及規劃既有的公路及市區客運

路線，朝向以台鐵車站、高鐵車站、捷

運車站、航空站及客運轉運站為轉乘點

之整體路網型態，藉由接駁轉運服務以

集散旅客，發揮及戶運輸特性，從點對

點的服務擴大到面的服務。 

(二)提昇公共運輸票證及資訊服務效能 

　　依據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第六條規

定，輔導獎助汽車客運業裝設「交通IC

智慧卡」電子票證系統，逐步與捷運、

火車等相關運輸服務整合。另擇定大眾

運輸客運重要節點，進行班次、路線、

時刻表、票價、旅遊諮詢服務及購票資

訊之整合，並全面改善車站靜態與動態

資訊顯示系統，結合網際網路、地區有

線電視及大哥大電信技術，提供行前公

車資訊及車站公車到站資訊，縮減旅行

時間。

(三)補貼偏遠(離島)服務性路線營運虧損 

　　為促進大眾運輸發展，鼓勵大眾運

輸業者對服務性路線或偏遠、離島地區

提供運輸服務，依據發展大眾運輸條例

第十條規定，對於經營該等路線所致營

運虧損進行補貼，並配合相關軟、硬體

設施更新作業，藉以改善虧損狀況及維

持基本服務品質。

(四)健全營運服務評鑑制度 

　　藉由定期、公正、公開之營運評

鑑，客觀衡量及反映公路汽車客運業及

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服務現況，逐步提

昇服務品質，吸引民眾搭乘，並將作為

主管機關監督、獎懲與相關交通政策執

行之重要依據。

四、以人命優先的角度落實運輸安全管理－ 

      提升運輸服務品質

　　提升運輸服務品質首先要做的就是落實運

輸安全管理，主要的工作可分為「加強道路行

車安全」、「加強船舶航運安全」、「加強飛

航管制安全」與「加強鐵路行車安全」等四大

項。

(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有賴全民的配

合，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因此，交通

部持續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學校教育與

監理體系等管道，進行安全宣導，並製

作文宣與短片，以及充實交通安全入

口網站，讓民眾瞭解各項政策與措施。

同時，與內政部警政署合作，加強重大

違規之取締，以強化道路交通安全。尤

其在各界關心的大客車行車安全管理方

面，並須從人、車、路、公司管理及消

費者資訊等層面徹底檢討，全面維護乘

客安全。

(二)飛航安全管理

　　近年來交通部在強化飛航安全工作

上不遺餘力，根據統計，我國民用航空

運輸業之10年累計平均失事率，已由87

年的每百萬飛時2.76次下降至94年的0.85

次，而從國內6家民航業者於去年通過國

際航空運輸協會作業安全查核認證(IATA 

(左)劉國慶副理(左中)黃洪才技術經理(右中)張荻薇副總經理(右)黃德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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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Safety Audit，IOSA)，亦顯示

我們的努力已見成效。為再加強飛航安

全並防制國際恐怖攻擊，交通部將依據

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計畫，持續辦理航空

保安訓練與強化機場保安設施，以落實

機場安全管理。

(三)鐵路安全管理

　　鐵路運輸每班列車所載運的旅客眾

多，因此，鐵路安全管理非常重要，也

是交通部格外重視的課題之一。在傳統

鐵路方面，必須加強臺鐵平交道、車

站、列車督導考核，及員工在職教育訓

練，並強化設施之檢查、維修與改善。

同時，啟用臺鐵列車防護無線電設備，

以及各平交道緊急警告設施；至於高鐵

行車安全方面，為增進高鐵行車安全，

有必要督促台灣高鐵公司確保營運安全

及服務水準，並適時要求改正缺失。同

時，為再滿足社會各界的期待，交通部

將訂定高鐵營運安全與服務指標，建全

營運監理機制，以守護民眾乘車安全。

(四)船舶安全管理

　　為確保國內船舶載客安全，交通部

已成立載客船舶督檢小組，不定期實地

抽檢載客船舶安全管理事項，尤其是在

暑假及春節等特殊節日，加強抽查以有

效遏止違規超載，並進行修法，加強船

舶防火設備。此外，交通部亦研訂各類

水域船舶管理權責劃分表及標準作業程

序，以及加強與海巡機關之協調聯繫工

作，共同維護航行安全。

五、以國際化的觀點強化海空運輸服務－營 

　　造世界樞紐地位

　　臺灣位於亞太地區顯著的位置，加上國內

製造業與商務發展的需求，使得海空運輸發展

成為政府施政的重點之一，而經過長久的努

力，國內海空港已有相當水準之服務品質，為

使服務再臻完善，必須持續推動海空運輸相關

建設。

(一)港埠建設

　　積極推動各港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

計畫，使基隆、臺中、高雄、花蓮等各

國際商港發揮多港一體的效能外，並賡

續推動航港資訊系統5年整體發展計畫，

增進港埠軟硬體設施服務。

(二)自由貿易港區

　　目前各國際海港自由貿易港區計有

35家航商、業者進駐營運，桃園航空

自由貿易港區計有79家業者簽約進駐，

後續仍將致力輔導既有業者及招商新業

者進駐，並針對相關產業供應鏈業者加

強行銷，以及結合毗鄰海空港之產業園

區，共同發揮自由貿易港區全球運籌及

深層加值的功能。

六、以前瞻的眼光引進並整合創新科技－推

動智慧型運輸系統

　　近年來資訊應用與通訊技術的發展快速，

「智慧型運輸系統(ITS)」已由試驗與展示性質

逐漸轉變為實際運用於改善交通問題的工具及

運輸系統整合的重要部分，甚至成為世界交通

運輸系統的主流。而我國政府為鼓勵民間參與

國內ITS之發展，亦已於促參法施行細則第二條

第二項中將ITS納入並明訂：「智慧型運輸系

統，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結合資

訊、通信、電子、控制及管理等技術運用於各

種運輸軟硬體建設，以使整體交通運輸之營運

管理自動化，或提升運輸服務品質之系統」，

足見國內全面推動ITS的時機已經成熟。相關之

推動策略如下：

(一)交通服務ｅ網通

　　本計畫主要的目的在於建立城際、

都市及海空交通資訊示範中心，負責蒐

集包括高快速道路、省道、都市主要幹

道之行駛速率、事件資料與停車資訊，

以及國內與國際航空站班機到離資訊與

海運等相關便民交通資訊，並且推動各

示範中心統一窗口、統一資料格式建立

及資訊使用管理辦法，除方便民眾查詢

使用外，亦提供相關業者取得即時資

訊，便於其加值應用，促進交通資訊服

務及相關產業發展。具體措施包括「建

置路況蒐集設施」、「用路人通報路況

資訊系統建置」、「都會區幹道即時交

通資訊系統建置」、「運輸場站相關

旅客即時資訊服務及無線通訊環境建

置」、「整合式交通資訊平台維運」、

「即時交通資訊廣播及接收示範系統」

等。

(二)聰明公車與交通IC智慧卡

　　本計畫主要的目的係為推廣建置都

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及公路客運路線動

態資訊系統，提供大眾運輸使用者即時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黃德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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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大眾運輸資訊服務，同時鼓勵客

運業者採用智慧化車隊管理系統以提昇

公車服務之可靠性及穩定性，達到運輸

票證「一卡通用」之政策目標。具體措

施有「都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推廣建置

計畫」、「公路客運路線動態資訊系統

推廣建置計畫」、「大眾運輸車隊管理

系統推廣建置計畫」、「交通IC智慧卡

推廣建置計畫」等。

(三)智慧型都市交通控制系統

　　本計畫簡單的來說就是為了要達

成「都市交通控制系統即時化、動態

化」、「都市交通資訊全民化」、「運

輸系統交通資訊相互交換化」之目標。

具體措施包括補助縣市政府建置標準化

交通控制系統，建置的交控系統項目包

括交控系統規劃與設計、建置以交通部

所公佈之標準化軟體為基礎之交控中

心、建置以標準交通控制協定為基礎之

路口控制設備，以及建置交通資訊交換

平台等。此外，亦將同時進行都市交通

控制系統標準化軟體功能擴充、升級與

維護。

問：台灣地區自民國60年代開始高速公路的

建設，到90年代高速鐵路的完工通車，地面

運輸之鐵公路系統的主次要路網大致完備。

台灣地區運輸系統在既有的基礎下，未來交

通運輸系統硬體建設的發展方向為何?

答：過去各界對於公路建設有較多的疑慮，認

為公路建設將增加車輛持有與使用，並造成能

源消耗、污染排放、噪音與環保等問題，但就

整體政策的立場而言，我們認為在未來的發展

中有許多政策仍待持續推動，例如：未來公路

系統建設仍應必要配合國土開發及產業發展的

需要，適時的來研提相關計畫。同時，在硬體

建設方面應補強及改善整體路網規劃之缺失，

以健全路網結構、強化運作效能；在軟體建設

方面應持續有效應用科技及管理手段，以充分

發揮各類道路應有之功能與運轉效能。而軌道

運輸方面，因應高鐵班次的增加及運量的提

升，應積極加強臺鐵之體質改革與跨系統間接

駁轉乘服務之提升。

　　為創造臺灣地區永續、均衡與關懷的生活

環境，本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95年9月

7日召開「我國陸路交通政策展望研討會」就

當前之環境背景及未來可能面臨之種種課題進

行廣泛討論與交流，會中各界對於我國當前陸

路運輸建設之檢討與未來發展方向所提出之共

識，茲列述如下，與各界分享：

一、因應大環境變化對旅運需求造成之影

      響，交通政策應有更新一層的思維：

(一)未來陸路運輸發展需持續考量外部大

環境對運輸系統發展之影響，包括未來

國土發展理念、人口結構(如高齡化、少

子化)、居住與活動人口分佈、產業結構

變遷、以及社會價值觀改變等，以提供

符合未來國家發展與人民需求之服務。

(二)為有效推動交通運輸計畫，應持續進

行整體規劃，包括都會或區域整合，並

建立計畫評估機制；對於既有交通建設

計畫之執行情形應定期檢討，並檢視是

否符合現階段發展目標；對於重大運輸

瓶頸影響經濟發展者，應予優先處理。

至於大眾運輸系統之可發展程度，仍需

視地區發展特性，提供最適運具，否則

維護營運成本龐大且無效率。

(三)有關交通政策及建設計畫之推動，

對於相關軟體管理面之議題應重新予以

思考，包括：中央與地方之權責劃分、

城際道路與地區道路之分界、工程與管

理之取捨、私人運輸與大眾運輸之競

合等。而未來陸路運輸之發展方向，

除考量既有之移動性(mobility)、可及

性(accessibility)兩項指標外，更應針對

運輸系統之可靠性(reliability)、永續性

(sustainability)、安全性(safety)、社會

公平性(social equality)、及財務可行性

(financial affordability)等五項績效指標加

以評估。

(四)考量財源限制，應建立資源分配之評

估體系(包括社會公平、經濟效率、環境

保育)，並就系統之組織制度、及財務預

算等層面之可行性詳加考量。

二、有關陸路運輸系統之發展：

(一)在軌道系統方面

1.目前國內外發展趨勢雖為「捨公路，就

軌道」，惟軌道運輸並不等於全部的公

共運輸，尤其軌道系統的建設、營運、

維修等各項成本均極龐大，且需有相關

配套措施，這些問題在後續推動策略上

(左)黃洪才技術經理(中)張荻薇副總經理(右)黃德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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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審慎詳加評估。

2.軌道系統在新建設之餘，更要注重高

鐵、臺鐵、捷運、輕軌及BRT等軌道系統

在網路、組織、票證、費率、資訊、排

班等方面的整合。

3.有關運輸系統間之轉運接駁課題應加強

重視，尤其城際與都會界面瓶頸，交通

部需結合各地方政府及機關合作處理。

4.目前及未來臺鐵之功能不宜忽略，其

所扮演之角色、功能定位，必須因應新

的環境再作檢討，特別是組織架構之轉

型，以及經營效率的提昇，都是現階段

極重要的議題。

(二)在公路系統方面

1.未來公路或道路系統之推動，應自硬

體建設「量」的擴充轉換為軟體與硬體

「質」的提升，並應持續有效應用科技

及管理手段，如交通資訊管理、事件管

理、維護管理、品質管理等交通管理措

施，以充分發揮各類道路應有之功能與

運轉效能。

2.新一階段公路硬體建設計畫之重點應在

補強及改善整體路網規劃之缺失，以健

全路網結構，強化運作效能。

問：所長歷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長、台灣鐵路

管理局局長及運輸研究所所長等職務，對交

通運輸業務接觸的層面相當廣泛，在歷任職

務上的業務推展成就及心得，可否提供後進

參考? 

答：運輸系統的發展必須從不同的角度與面

向來思考，包括行政組織、技術層面、管理整

合等各種內外環境因素，而在政策研擬的過程

中，必須兼顧運輸需求、能源與環保、財政資

源限制等議題。

　　也就是說，未來的交通運輸系統發展必須

兼顧當前的重要課題及未來的發展趨勢。由民

眾日常生活的交通運輸經驗及社會各界關心的

交通問題，我們可以發掘當前重要的運輸課題

以及日後發展所應省思的重要議題。同時，透

過整體運輸規劃程序，並藉由各界不斷反覆探

討與研究，集思廣益來共同處理運輸系統發展

所面臨的各項問題與挑戰；相信結合產、官、

學界的智慧與群策群力，當可形成一股政府與

民間智庫相互激勵的力量，為台灣在新世紀的

運輸政策與交通建設奠定長遠的堅實基礎，並

為國家社會的永續發展建立新世紀的美好願

景。

問：交通運輸這個行業，雖然不是一個熱門

的行業，但是在臺灣經濟發展中扮演不可或

缺的角色，所長對有志參與交通運輸領域的

後進從業人員，有何期許與勉勵?

答：

•審視社會需求，全方位考量解決方案

•不畏辛苦充實自己，自然有發展機會

•高學經歷人員應走入基層

 

參、後記

　　34年次的黃所長，具有摩羯座的特質：

充滿智慧、思緒周密、意志力堅強、有實際的

人生歷煉，做事腳踏實地、有責任感、對人謙

遜、有獨樹一格的幽默感。

　　訪談過程充分感受到黃所長親切、和善、

平易近人且樂觀開朗的人格特質；對於國內未

來交通運輸的發展亦擬妥完整的執行計畫與推

動構想，於公，於私，皆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最

佳典範。

(左)黃洪才技術經理(左中)張荻薇副總經理(右中)黃德治所長(右)劉國慶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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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震災害潛勢、橋梁、道路、非線性迴歸分析、道路與橋梁災損輔助分析系統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副教授／張寬勇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副教授／宋裕祺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碩士／張永叡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技術經理／林明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工程師／吳劭威

　　本文蒐集歷年來台灣地區的地震資料與國內外相關文獻，以統計方法加以分類，透過

地震機率分析，建立「台灣橋梁易損性曲線圖」與「台灣地區延長公里損害數與震級的關

係」，再以非線性迴歸分析求得衰減率之參數值，據以劃分道路受震災害潛勢區，作為規劃

設計時耐震設計補強之參考，並可估算道路及橋梁之經濟損失及修復時間，使決策者可以釐

訂更適宜之救災策略。

　　「道路與橋梁災損輔助分析系統」是以「台灣橋梁易損性曲線圖」與「台灣地區延長公

里損害數與震級的關係」為基本架構所建立之視窗化程式，在輸入地震震央、規模、震源深

度等外在條件後，可推估道路與橋梁之損壞機率與修復成本，並可藉此檢核道路與橋梁之耐

震能力。

　　在工程規劃設計之初，若能利用本系統協助考量地震災害潛勢而慎選工址，避開地質敏

感區位，以減少工程建設因各類型災害而造成損失，可達到消災、減災及防災之目的。

壹、前言

　　現今科技雖然先進，但仍無法準確預測地

震發生時間，因此，在無法預防的情形下，對

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嚴重威脅與損失。正因地震

之發生屬於統計學機率問題，因此，本文乃以

地震機率分析開始，經由資料蒐集建立「道路

交通系統震災快速損失推估模式」， 並透過

程式語言撰寫成「道路與橋梁災損輔助分析系

統」，期望在無法以儀器準確預測地震災害的

情況下，藉由模擬震害災損之境況，瞭解震害

發生機率、道路橋梁毀損狀況與修復所需經

費。

　　道路系統受震的情況下，除了平面道路易

受災損外，節點上的橋梁也容易損壞中斷，因

此，「道路與橋梁災損輔助分析系統」主要分

為橋梁與道路兩部分探討。本文蒐集台灣地區

歷年地震資料，運用非線性迴歸分析，求得衰

減率參數值，並概略劃分台灣地震災害潛勢區

域，再透過「台灣橋梁易損性曲線圖」，依據

橋梁毀損輕重，探討不同地震之橋梁經濟損失

及修復時間。至於道路部分則以道路特性完成

「台灣地區延長公里損害數與震級的關係」，

據以推估地震發生時道路毀損程度。

　　本系統採用Visual Basic 6.0 （VB6）為

主要的開發平台，並以廣為使用的Microsoft 

Windows XP （Win XP）作業系統為系統的執行

環境。該系統主要分為「橋梁災損評估模式」

與「道路災損評估模式」兩種，透過視窗化方

式的呈現，工程師可透過視窗介面輸入地震相

關資料，以便系統推估分析，所得的結果以數

據輔以圖像的方式呈現，使用者可清楚瞭解分

析的結果，有助於工程規劃設計選址之參考，

1

2

3

4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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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地質災害敏感區，並作為適度強化耐震設

計之依據，進而達到道路消災、減災及防災之

目的。

 

貳、橋梁震害災損之建立

一、地震機率之分析

　　自然界所發生的現象多半符合常態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地震造成的尖峰地表

加速度（PGA）亦然，常態分布隨機變數之機率

分配方程式決定於平均值μ與標準偏差σ兩個

參數，而其機率密度函數（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如式(1)所示：

2

2

2
)(

2
1)(

x

exP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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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x  ，σ＞0，π＝3.1416

μ：尖峰地表加速度（PGA）蒐集樣本中之平均

　　值

σ：尖峰地表加速度（PGA）蒐集樣本中標準偏

　　差

　　由於各類橋梁倒塌的性質與狀況不同，為

使其能相互比較，必須對資料進行標準化（Data 

Normalization）。假設資料分布母體為常態分

布，經資料標準化z=（x-μ）/σ後，其標準常

態分布之機率密度函數 )(zPz 如式（2）所示：
2

2
1

2
1)(

z

z ezP
， ),(Z ----（2）

式中假設某一類型橋梁的各種損壞模式（輕度

損壞、中度損壞、嚴重損壞或崩塌）的機率屬

常態的分布，其分布的函數定義如式（3）所

示：

1)( dxxP
--------------------------------（3）

　　將常態分布曲線積分後，可得累積機率函

數曲線，其積分式如下：

dyxx
y

yFyYP
y

xx
Y 0

2

2
1exp

2
1)(

， xx ------------------------------（4）

　　其中 yx ln ，y為原始PGA蒐集樣本值；

以PGA為橫座標、累積機率為縱座標繪圖可得

圖1之累積機率函數曲線，當累積機率愈接近

100％時，其趨勢愈緩和，且漸漸收斂直至機率

達100％。

圖1 累積機率函數曲線

　　以橋梁之損壞為例，各種損壞模式下都有

其所屬的累積機率函數曲線，根據各災害層

級之累積損壞率，繪出易損性曲線（Fragility 

Curve），如圖2所示。各機率分布比例可用數學

式（5）表示。

)()(
)()()(
)()()(

)(1)(

444

44333

33222

221

dsDPEP
dsDPdsDPEP
dsDPdsDPEP

dsDPEP

         

（5）

其中 )( ii dsDP 為大於i損壞狀態下之發生機

率， ids 為某一損壞狀態。

二、橋梁地震損壞層級之劃分

　　本文將橋梁之損壞狀態訂為四階段，分別

為輕度損壞、中度損壞、嚴重損壞與崩塌，如

圖3所示。其各階段損壞狀態之定義如下：

(一)輕度損壞：意指橋梁結構其受力已

達降伏載重之80％。雖然通常在降伏點

即將進入塑性階段，橋梁雖不致發生損

壞，但為保守起見，考量橋梁之材料經

過長年使用後有劣化現象，對橋梁本身

結構之安全稍打折扣，故定義於到達降

伏載重之80％時為安全之極限，橋梁結

構開始產生輕微損壞。

(二)中度損壞：當橋梁到達理論降伏點

時，已產生肉眼可明顯發現之裂痕或損

壞現象，但尚不致影響橋梁行車安全。

我們將此臨界點視為輕微損壞之極限

點。

(三)嚴重損壞：當橋梁位移韌性（R）已

發揮到韌性容量（Ra）之2/3時，即視為

嚴重損壞階段。此時橋梁結構開始出現

顯著之破壞，可能的情形諸如橋墩混凝

土剝落致鋼筋裸露，甚至主筋挫曲、箍

筋斷裂或橋柱之剪力破壞等，結構已嚴

重受損，並有安全之虞。

(四)崩塌：當橋梁位移韌性（R）幾乎到

達容許韌性容量（Ra）時，橋梁隨時會

有崩塌或落橋等情形發生，在此視為崩

塌狀態。

　　各種損壞情況之判斷，並非單一標

準。當資料蒐集越多，所分析評斷出來

之標準會越準確且客觀。

圖3 橋梁各損壞程度之定義

三、道路橋梁地震經濟損失及修復時間之估
　　算

　　易損性曲線可應用於估算地震經濟損失或

修復時間，其方法是根據各損壞狀態所佔之比

例，而各比例所對應之修復費用及時間，以比

例關係相乘後再予疊加，即可得到某橋梁損壞

之經濟損失或復原時間。

　　在定義各損壞階段之修復費用及時間，必

須透過專家經驗的提供及相關資料蒐集，才能

做出較為合理或準確的預測與判斷。以下就地

震對橋梁造成之經濟損失及損壞修復與喪失功

能時間之預估作一介紹。

(一)橋梁之經濟損失

　　在此，我們將橋梁之經濟損失定義

為「損壞所需要之修復費用」，包含直

接費用與間接費用。藉著定義各損壞階

段所需之重建或修復費用，可算出每座

橋梁在地震來臨時之經濟損失。對照前

一節所定義災害層級之劃分，本文將橋

梁損壞狀態以ds＝1,2,3,4,5代表之，其中

1代表完好狀態；2代表輕度損壞；3代

表中度損壞；4代表嚴重損壞；5代表崩

塌。如此，橋梁經濟損失可以下式計算

之 [1]：

1

P4

P3

P2

圖2 易損性曲線圖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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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

ds
idsi CSCS
                            （6）

n

j
jidsjdsjiids RCSPMBTSTRFACICS

1
,,,,, (7）

　　上式中之橋梁使用類別與用途為

i（i=1,2 ,…,n），橋梁之結構形式為j

（j=1,2, . . . ,m）。 idsCS , 代表第i種使用

類別橋梁在ds損壞情況下的結構損壞成

本； iCS 為i種使用類別損失成本；CI
表區域成本調整指數； jiFA , 表橋面面

積； jdsPMBTSTR , 表j種橋梁發生ds地

震損壞程度之機率； jidsRCS ,, 為橋梁之

單位重建或修復成本。ds=1,2,3,4,5分別

表損壞之程度。

(二)橋梁之修復及喪失功能時間估計

　　在地震損壞之情境中，須瞭解橋梁

修復與功能喪失之時間，以便估計因交

通功能喪失所衍生之損失。所謂「功能

喪失」係指設施無法運作或發揮應有的

功能，此期間通常較建物修復時間為

短，因在結構物修復之期間，橋梁仍可

藉由其它方式搶通，例如：單線雙向通

車、簡易臨時便橋等，直到橋梁恢復其

原有功能為止。

　　橋梁修復時間包含：（1）取得修復

經費、完成設計之時間；（2）橋梁本

身修建之時間；（3）取得通車許可之

時間。影響功能恢復的時間因素非常複

雜，本程式採用與國科會與經濟部自美

國引進之地震風險損失評估決策支援工

具—HAZ-Taiwan相同的經驗調查方法，

藉由參數系統的建立以調整結構物修復

所估計之時間，結構物失去功能之時間

可以下式估計之 [1]： 

 

5

2
,

ds
idsi TSTS

                       

n

j
jidsjdsjiids TimePMBTSTRFACITS

1
,,,,,  （8）

　　

　 　 上 式 中 idsTS , 代 表 第 i 種 使 用 類

別橋梁在ds損壞情況下的結構修護時

間； iTS 為i種使用類別修復時間；

jidsTime ,, 為 橋 梁 之 單 位 修 護 時 間 。

ds=1,2,3,4,5分別表示損壞之程度。

 

參、道路地震災損之建立

　　受限於台灣地區地震道路災損資料之不

足，本文蒐集同屬環太平洋地震帶之日本資

料，例如發生於1978年日本宮城縣的沖地震而

造成的道路損害真實情況，統計每道路1 km的

損害數和震級的關係如表1所示。日本建設省

（1995）統計阪神‧淡路大地震災難時，神戶

市內的國道2號、國道43號道路（第4種地盤）1 

km的損害數，在震級6弱以上的地區每道路延長

公里的損害數約為0.217處/km。

表1 每道路延長1 km的損害數和震級的關係 [2]

　　分析上表地盤種類，第1-3種地盤相當於山

地、台地、扇形地，第4種地盤相當於自然堤

防、沙洲、谷底平坦地、三角洲、舊河道、填

平地，對應同一震度於不同地盤條件所產生的

道路損害數，其差異產生之主要原因在於各道

路之地盤條件、邊坡狀況之不同，容易影響道

路破壞率，故道路主管機關或分析單位應先針

對欲分析之道路進行災後道路損壞數調查與記

錄。

　　根據日本每道路延長1 km的損害數和震

級的關係，再以公路總局第五區工程處轄區路

線調查所得到之破壞率，分析易崩塌山地的地

震破壞率，將偏差歧異度較高的資料項目去除

後，可得到各震度與地盤類別對應之單位長度

損害數，如表2所示。 

表2 地表最大加速度與每道路延長1km的損害數

　　礙於現今台灣地區地震後道路災損資料並

不完整，故參考日本的經驗，期望後續有關單

位在地震災害發生時能記錄相關資料（災損路

段總公里數、總公里數有多少處坍方），使台

灣地區之道路地震災損破壞率之經驗公式更臻

完備。

 

肆、道路與橋梁災損輔助分析系統

　　台灣地區平原面積僅佔20％，早年為求經

濟發展，在有限的區域內開闢道路，道路密度

之高令人咋舌，但因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

經年頻繁且不可預測的地震災害為道路建設的

安全埋下不定時炸彈。

　　對於如何在地震發生後評估道路之災損情

形，及某特定地點之橋梁是否仍為安全，已成

為一個倍受關注之課題。欲瞭解道路與橋梁受

地震作用後的損失，則須先瞭解道路與橋梁所

在地之尖峰地表加速度（PGA），惟道路與橋梁

所在地常缺乏PGA量測資料，因此，往往需要

透過推估以獲得所需資料。有鑑於此，設計一

套簡易之「道路與橋梁災損輔助分析系統」，

可在輸入地震外力條件（震央、規模、震源深

度）之下，推估計算出道路與橋梁之損壞機率

與修復成本，並有效地輔助工程師進行道路與

橋梁之耐震能力評估，是程式設計最大的目

的。

一、程式簡介

　　「道路與橋梁災損輔助分析系統」是以

Visual Basic 6.0為開發平台、Microsoft Windows 

XP為作業系統設計之程式，工程師可輸入地震

相關的資料，透過系統推估，將結果以數據輔

以圖像的方式呈現，使用者可清楚地瞭解分析

的結果，據以使用。

　　另外，為便利工址PGA之推估，故建立一套

「PGA輔助分析系統」，系統主要區分為橋梁災

損評估模式與道路災損評估模式，災損評估模

式中又可分為指定工址PGA推估模式與災損機率

推估模式，各模式操作說明概述如下：

(一)橋梁災損評估模式

（單位：處/km）

日本
震度

地盤種類

1-2種 3種 4種

山地、台地 扇形地

自然堤防、沙
洲、谷底平坦
地、三角洲、舊
河道、填平地

4 0.00 0.00 0.00

5弱 0.03 0.04 0.06

5強 0.05 0.07 0.12

6弱 0.07 0.10 0.16

6強以上 0.09 0.13 0.20

註：資料來源修改自[2]。

  

 

  （單位：處/km）

台灣震度 最大加速度

地盤種別

山地、
台地

扇形地

自然堤
防、沙
洲、谷底
平坦地、
三角洲、
舊河道、
填平地

具崩塌
潛勢
山地*

4級
(含)以下

80 gal以下 0.00 0.00 0.00 0.00

5 80～250gal 0.03 0.04 0.06 1.59

6 250～400gal 0.05 0.07 0.12 2.65

7 400gal以上 0.09 0.13 0.20 3.71

註：具崩塌潛勢山地損害數係由公路總局調查資料分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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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定工址PGA推估模式

指定工址PGA推估模式，如圖4可分為以

下幾個區域：

˙座標資料輸入區：輸入橋梁座標以及

震央座標，使用者可選擇採用經緯座標

（Longitude and Latitude）或TM2座標

（Coordinates），系統將依使用者選定的

座標系統自行進行轉換。

˙地震基本資料輸入區：系統已內建四

筆國內曾發生過的大型地震資料，包括

1964年白河地震、1972年瑞穗地震、

1999年921地震及2002年331地震，供使

用者參考引用，使用者亦可以自行設定

其它地震資料，輸入該地震之規模以及

震源深度等相關資料即可。

˙輸出區：系統將推估所得之PGA值、地

震相關資料、參考測站等資訊顯示於此

區中，便利使用者檢視分析之結果。

˙繪圖區：利用圖像的方式，將工址、

震央及測站位置呈現於台灣地圖上，讓

使用者一目了然，使用者亦可透過滑鼠

在此區域中以點選方式設定震央及工址

位置。

圖4 指定工址PGA推估模式          

2.橋梁損壞機率推估模式

　　橋梁損壞機率推估模式如圖5，可

分為以下幾個區域，其中座標資料輸入

區、地震基本資料輸入區與繪圖區之功

能及操作方式，皆與指定工址PGA推估模

式相同，茲僅將不同之區域介紹如下：

˙橋梁參數設定區：此處可設定橋梁橋

面面積、區域成本調整指數，及橋梁

各損壞階段參數值（含地表加速度、變

異係數、單位維修成本、單位維修時

間），以作為程式分析之用。

˙輸出區：系統將推估所得之PGA值、地

震相關資料、橋梁破壞機率、橋梁在地

震作用後所需修繕費用與修復時間，及

參考測站等資訊，顯示於本區中，便利

使用者檢視分析之結果。

˙易損性曲線繪圖區：程式分析之易損

性曲線將繪於此區，四條黑色曲線分別

表示橋梁各破壞階段之機率密度函數與

累積機率曲線；紅色直線則表示橋址之

推估PGA值。

(二)道路災損評估模式

　　道路災損評估模式如圖6，可分為地

震參數設定區、道路地盤種類設定區、

道路路線設定區、輸出區與繪圖區，茲

將各分區功能介紹如下：

˙地震參數設定區： 與橋梁災損評估模

式相同。

˙道路地盤種類設定區：設定道路所處

位置之地盤種類，系統提供四種不同地

盤種類與對應之道路破壞參數，使用者

亦可自行設定道路破壞參數。

˙道路路線設定區：設定道路起點與終

點。系統提供部分公路路線座標位置供

選擇，使用者亦可經由直接輸入或繪圖

的方式來設定道路之路線。

˙繪圖區：本區可設定震央座標與繪製

路線。假如使用者需要自行設定地震參

數與道路路線時，必須先設定震央座

標，再設定路線座標。設定路線時可直

接輸入起點與終點之座標，亦可於繪圖

區繪製路線。本評估程式僅支援繪製單

一斜率之直線。

˙輸出區：所有計算結果將會在此顯

示，其中包括參考地震、地震規模、道

路起點、終點與推估道路損壞情形。

二、橋梁案例分析

　　模擬台灣地區某橋梁受震後之災損評估，

假設某日某時於嘉南地區發生規模7.3之地震，

其深度為10公里，大橋詳細之耐震能力評估所

能承受之降伏加速度（Ay）以及崩塌臨界點之

加速度（Ac），如表3所示。

表3 模擬橋梁之耐震評估資料

　　推估結果將於下方輸出區、繪圖區以及易

損性曲線繪圖區顯示。在模擬地震作用下，橋

梁位置之推估PGA值、周遭參考測站、各級損壞

之機率及所需修繕時間與費用，便於使用者檢

視分析成果，模擬成果如圖7所示。

三、道路案例分析

　　設定地震參數之方法與前項評估模式相

同，本案例針對台三線苗栗至南投路段進行分

析（如圖8所示），因系統有內建部分國道、省

道路線可供選擇，故可直接輸入路線編號及里

程數即可進行分析，若為虛擬路線可透過直接

輸入座標或繪圖的方式來劃定區位。

　　透過本程式的模擬，所獲得的成果可作為

以下之用途：

(一)新建道路選線或工法選擇之參考。

(二)檢核既有道路與橋梁耐震能力。

(三)推估道路與橋梁營運後之損壞機率與

修復成本。

(四)模擬道路受震可能之破壞數量

(五)模擬不同震央深度、地震規模及地盤

種類對設定路線之影響大小。

圖5 橋梁損壞機率推估模式 圖6 道路災損評估模式 圖8 道路災損評估成果圖7 橋梁災損評估成果

橋名
橋面面積
（M2）

結構分類
柱降伏
Ay（g）

柱崩塌
 Ac（g）

某大橋 2850 連續多柱 0.524 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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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一、地震災害易損性曲線分析方法中，以經驗

分析法最為詳實可靠，其主要理由為此方法乃

藉由震後相當數量的災後調查資料，採集真實

地震資料所獲得之結果，但其困難處則是需要

調查完整且清楚之建物屬性關係（建物種類、

建造年代、破壞情形、樓層、面積……等），

故只適用於震害資料充足之地區。若能建立上

述資料，就可利用統計分析法或其它方式轉換

成易損曲線，並作為近斷層建物補強與設計之

參考依據；而理論分析法則可彌補經驗分析法

所需大量之災後調查資料的不足。但上述兩種

方法所求得之損壞曲線卻隱含了許多無法一一

定量的分析因素在內，如結構組成、施工品

質、材料良莠及土壤與結構互制行為…等。

二、本文將橋梁之損壞狀態訂為四級，分別為

輕度損壞、中度損壞、嚴重損壞與崩塌，惟各

種損壞情況之判斷並非單一標準，當資料蒐集

越多，所分析評斷出來之標準會更加準確且客

觀。

三、日本道路採用地震調查資料計算之破壞參

數值，其參數值考慮以地盤液化為依據，並未

考慮道路邊坡崩塌因素；而台灣山坡地崩塌受

地震影響甚大，其效應應予以考慮。

四、地震破壞機率與道路之地盤條件、邊坡狀

況及構造有關，各路線之道路地震破壞率皆不

相同，故應針對欲分析之道路事先進行簡易資

料蒐集，提高地震破壞率分析的準確性，以掌

握道路受震之損壞潛勢，進行必要減災及應變

措施。

五、透過開發簡易之PGA推估輔助分析系統，

在給定的地震條件（震央、規模、震源深度）

之下，經過推估後能獲得橋梁崩塌的臨界加速

度，即能定出在不同損壞狀況下其PGA範圍，並

繪製出不同損壞程度之常態分布曲線，積分後

可獲得相關機率曲線，根據地震PGA值，可找出

不同損壞程度之發生機率，以有效地輔助工程

師進行橋梁之耐震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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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路設計、視窗程式、演算法、AutoCAD、Visual Fortran、VBA、LISP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協理／堵一強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技術經理／黃洪才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技術經理／李元唐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工程師／李盈慧

　　公路幾何設計（Geometric Design）在整體公路設計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且為其他設

計項目的基礎，實務上通常由工程師依其知識經驗及相關設計規範為之。然而公路幾何設計

考慮因素複雜，且需要處理大量的運算，因此，常需投入大量的人力、時間及成本。隨著資

訊科技日新月異，電腦計算功能日益強大，為有效提昇設計效率及品質，前中華顧問工程司

專任顧問鄧曜輝先生自行研發路線幾何設計軟體，廣為本公司路線工程師使用與好評，也經

歷許多工程規劃設計作業之驗證，為本公司珍貴之資產。惟美中不足的是該路線設計程式早

期所採用的DOS介面，造成初學者較難學習與使用。

    近年來本公司作業系統已全面升級為Windows XP，由於原開發之路線設計程式操作介面

不夠人性化及效率低，已不符現今電腦使用標準。有鑑於此，乃嘗試撰寫路線設計視窗程式

與相關繪圖模組，盼能藉由電腦強大的演算能力及視窗程式的人性化介面，將設計與繪圖工

作化繁為簡。除此之外，視窗程式亦將搭配引導式的使用者介面，並因應不同業主的圖面需

求而有不同的選項，期能藉由一套具有導引功能及不同圖面選項的路線設計軟體，讓工程師

進行設計工作時能事半功倍。本程式於開發完成後繼以實際案例進行測試並檢核，結果成效

良好。

壹、前言

　　本公司自民國58年成立後，即參與高速

公路工程設計，從事路線設計工作歷時三十餘

年，對於路線設計之理論與實務有極深入之研

究，且鑒於個人電腦發展之普遍性與高性能，

針對路線工作需要，自力開發路線幾何設計程

式[5]，不僅廣為本公司內公路工程師所普遍使

用，並深獲好評，連高鐵、鐵道及捷運部門也

運用該系列程式進行軌道線形之設計，可說是

本公司使用最為廣泛的路線設計程式。然為因

應本公司推動電腦化與無紙化作業，及作業系

統改用Windows XP，致使原開發之路線設計程

式操作介面不夠人性化及效率偏低，已不符現

今電腦使用標準。爰此，進行路線設計視窗程

式之開發。

貳、工作範圍及內容

    本程式開發作業預期達成之初步目標，為使

路線設計程式完全相容於本公司選用之Windows 

作 業 系 統 ， 因 此 ， 成 果 軟 體 將 必 須 至 少 與

Windows 95以上版本相容，應用系統工具選擇

AutoCAD 2000以上版本。相關軟體需求如表1所

示。

表1 相關軟體需求

1

2

3

4

1 2 3 4

系統開發
軟體

使用者圖形
化表單[1]

1.AutoCAD VBA

2.Visual Lisp

3.Object ARX

後端應用程
式元件[2]、
[3]、[4]、[6]

1.Visual Fortran

2.Visual Basic

3.Visual Lisp

系統展示
軟體

AutoCAD2000以上版本

相容作業
系統

Windows 95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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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混合語言程式之架構與開發技術，以

AutoCAD為操作界面，並以原DOS系統下撰寫

之設計程式為理論核心，利用Visual Fortran及

AutoCAD提供之外部開發語言VBA、LISP等，整

合為一個完整的AutoCAD外掛應用程式。預期達

成的目標包括：

一、系統介面整合，消弭介面障礙並簡化作業

流程。

二、I/O視窗化，建立人性化作業系統。

三、提高繪圖自動化比例，強化本公司之市場

競爭力。

四、新增相關功能，擴大應用層面並提升作業

系統附加價值。

參、路線設計視窗程式功能介紹

    本作業以鄧曜輝顧問自行研發、撰寫之DOS

版路線設計程式為基礎，進一步提供視窗化輸

入介面，拉近與使用者間之距離。視窗程式包

括平面設計( H14A )、縱斷面設計( PROFILE )、

橫斷面設計( XSEC )、原地形處理( TERRN )、設

計資料繪圖( DCAD )以及3D建模( 3D MODEL )

六大模組，命名為HighwayDesign。如圖1所示，

HighwayDesign附掛於AutoCAD上，提供H14A、

PROFILE、XSEC、TERRN、DCAD、3D MODEL…

等功能。各模組功能詳述於後。

         圖1 公路設計程式功能表

一、平面設計( H14A )

    在公路的幾何設計中，平面線形( Horizontal 

Alignment )的設計工作通常需在橫斷面( Cross 

Section )與縱斷面線形( Vertical Alignment )設計

工作之前完成，為縱橫斷面設計工作之基礎。

公路的平面線形中常用的線形組成元素為直

線、圓曲線以及緩和曲線三種。

    圖2為平面線形設計視窗表單，視窗右側可

選擇線形種類以及緩和曲線資料。線形種類

包括30卡(Two Points Fixed)、31卡(One Point 

Fixed)以及32卡(Two Points Free)，如圖3所示。

緩和曲線資料部份，使用者可選擇適用的種類

以及輸入方式。程式提供的緩和曲線種類包括

Spiral、三次拋物線、正弦半波曲線三種，輸入

方式有以參數A值輸入及以緩和曲線長度輸入兩

種。使用者可自行填入路線編號及起始里程或

不填(程式內定路線編號為1，起始里程為0)。資

料填寫完畢後，將顯示於左側欄位中。除此之

外，本模組亦提供進階設計功能，包括定點分

析、路權樁座標計算、重訂里程、路線連接成

連續里程、兩線交點、兩線相對距離等功能，

使用者可依設計需求填寫。

圖2 平面線形設計表單

  
圖3 30、31、32卡設計表單

二、縱斷面設計( PROFILE )

    與平面設計相比，縱斷面設計之演算較為單

純。平面曲線以六項元素(STA、E、N、 、R、

A)描述；縱斷面僅需四項(STA、EL、G、K)。坡

度G為常數時，表示一直線，不同坡度之直線間

插以豎曲線，常用之豎曲線為二次拋物線，其

坡度之變化率為常數，以1/K表示。

                                              圖4 縱斷面設計表單

    圖4為縱斷面設計視窗表單，協助使用者填

寫設計資料。視窗上方提供兩種設計資料輸入

方式，包括讀取既有之縱面資料檔案，以及使

用者重新輸入。執行後，啟動『檢視線形』功

能，可檢視縱斷面線形輸出檔(*.OUT)。

三、橫斷面設計( XSEC )

    公路設計需先進行平面中心線以及縱斷面PG

線之設計，兩者均為二維空間之線形，平、縱

面線形設計完成之後進行橫斷面設計。橫斷面

設計為以平面中心線及縱斷面PG線為控制，將

其他設計因子如超高、路寬、中央分隔帶、邊

溝、邊坡、原地面等組合成三維空間之實體斷

面。工程上常以橫斷面圖及工程數量表現工程

成果。

    圖5為橫斷面設計視窗表單。XSEC橫斷面

設計功能包括超高設計、路寬設計、橫斷面設

計、路面變化設計、分隔帶變化設計、邊溝設

計、挖方設計、填方設計、人行道設計、原地

形斷面等10項。

圖5 橫斷面設計表單  

(一)超高設計

圖6 路面超高設計

     
路面超高設計視窗如圖6，路面超

高係依照平面線形資料及設計速率 dv
而決定。路面超高之變化除需符合平曲

線曲率之變化外，尚需考慮路面排水之

影響，在正常路拱與反向路拱之間遵守

最大超高漸變率或最小超高漸變長度之

規定。本程式提供自動設計超高功能，

並檢驗超高漸變段長度是否符合規定。

建議設計超高時先使用程式自動設計，

再檢核輸出結果是否符合需求來進行調

整。

1

3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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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寬設計

       圖7 路寬設計

     路寬設計資料包括路寬變化點的里

程、左側路肩寬度、左側路面寬度、右

側路肩寬度、右側路面寬度，如圖7所

示。使用者於視窗中依序輸入各項資料

後，按下『執行』，程式即會自動設計

路寬，並於路寬變化段以線性漸變方式

作變化。

(三)橫斷面設計

     
 圖8 橫斷面設計

     橫斷面設計視窗功能分為『起始設

定』及『標準設定』兩大部分，如圖8

所示。『起始設定』包括設定橫斷面圖

繪製比例、第一個斷面基準點、兩相鄰

斷面間距、橫斷面繪製格式設定等。

『標準設定』包括填方時原地面清除之

深度、填土夠高時原地面可免清除之深

度、坡腳外增加之清除寬度、最後一層

邊坡之最小高度(小於此高度則最後一層

歸併至前一層，取消一個平台)、開挖斷

面單側無邊溝時之最小橫向排水坡度(H/

V)。

     對於公路設計之初學者，本程式提供

預設值作為參考。預設值為一般公路設

計最常使用的設計參數，使用者可依需

求斟酌選用。

(四)路面變化設計

          圖9 路面變化設計

    路面變化設計視窗如圖9，公路橫斷

面中之路冠(縱面基點PG)兩側路面各具不

同橫坡。正常路拱均以 NCE 向外向下傾

斜，路冠處為最高點。一般雙車道公路

或多車道但不分隔之公路路冠(縱面基點

PG)通常與平面中心線合而為一，但亦可

能有偏心支距。含中央分隔帶之公路，

分隔帶兩側各有路冠(縱面基點PG)，基

點兩側各具左、右路面與路肩。本程式

提供『說明』功能，簡述各符號代表意

義。

(五)分隔帶變化設計

    兩相鄰路面間有一個分隔帶，本程式

最多可設定四個路面，故最多可有三個

分隔帶。圖10為分隔帶變化設計視窗，

視窗右側為分隔帶示意圖，分隔帶兩側

路肩依據上述路面變化設計設定。

                                             圖10 分隔帶變化設計

(六)邊溝變化設計

                                                圖11 邊溝變化設計

     邊溝變化設計視窗如圖11，填方段

道路兩旁邊溝位於坡腳線之外，邊溝與

路堤之關連性不大。先完成路堤設計，

再於坡腳線外設計邊溝通常不致產生困

擾。惟挖方段道路兩旁，路肩與挖方邊

坡之間是否需設置水溝或水溝斷面尺寸

等資料須先行決定，才能設計挖方橫斷

面與計算數量。

     本程式不考慮設置填方段邊溝，應另

於排水工程中考慮。挖方段則應依排水

需求先決定水溝斷面及溝底至路肩之最

小高差等基本資料作為輸入。

(七)挖、填方邊坡變化設計

 

                                 
圖12 挖、填方邊坡變化設計

     挖、填方邊坡變化設計視窗如圖12，

設定挖方邊坡有兩種輸入方式：一為左

右側挖方邊坡不同，分別設計；另一為

左右側挖方邊坡相同，共同設計，使用

者可依設計需求選用。挖方邊坡自邊溝

之外側起算，依設計坡度向上延伸，邊

坡太高時宜分為數階，兩階之間設置平

台，每階可能以相同尺寸循環設置，亦

可能各階不同。最後一階與原地面相

交，高度由程式自動計算。填方邊坡之

輸入方式及設計概念同挖方邊坡，不再

贅述。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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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行道設計

     人行道設計視窗如圖13，人行道設計

分為左側及右側人行道設計兩部份。人

行道設計自路肩外起算，使用者依據尺

寸需求輸入視窗表單即可。

     圖13 人行道設計

(九)原地形斷面設計

     原地形斷面設計視窗如圖14，於路

線之法線方向測量原地面變化點之高程

與支距可繪製成原地形斷面圖，此為設

計道路橫斷面與土方計算之重要依據。

通常每隔20公尺或25公尺整樁需測一斷

面，地形變化點應再加樁增測橫斷面，

因此，橫斷面之測量工作相當繁重。有

時為了節省時間可在地形圖上直接讀取

支距及高程資料，但此作法精度較差。

若地形資料已於電腦上先建立數位地形

模型，則可依據各里程樁之座標及法線

方向求得原地形之橫斷面，可節省不少

作業時間。

   圖14 原地形斷面設計

四、原地形處理( TERRN )

   
   圖15 原地形處理功能

    原地形處理程式(TERRN)之主要功能為製作

數化地形資料。後續可利用此數化資料繪製地

形、縱斷面以及橫斷面圖檔及輸出文字檔、計

算挖填土方量，並比較原地形與設計後地形之

高程差及計算挖填方數量。

    AutoCAD下拉式功能選單如圖15所示。

TERRN提供的功能包括(1)製作數化地形(2)繪製

地形 (3)繪製縱斷面或輸出文字資料(4)繪製橫

斷面或輸出文字資料(5)比較兩數化地形之高程

差。其執行步驟詳述如下。

步驟1：SETUP

    此部份程式會自動將執行環境設定完成。

步驟2：DWG→MPT

    執行前，開啟原地形圖檔(需經由工程師事

先加工修整，僅剩單點及PolyLine)。執行後，

可在同一資料夾內獲得此圖檔之文字輸出檔。

輸出檔內容包括(1)N值(2)E值(3)高程(4)判別單

點或是PolyLine的零壹整數變數(當座標屬於單

點，則該數值為0；當座標屬於PolyLine，則該

數值為1)。

步驟3：製作數化地形

    圖16為製作數化地形資料設計視窗。執行

此功能時，先以瀏覽方式選取原地形資料之路

徑，再選取原地形資料格式，並依各資料格式

填入所需資料。最後填入每一點之分析半徑(大

小視資料密度而定)。除此之外，『範圍擷取』

功能可指定分析的資料範圍，於大量資料中擷

選所需。

                                       
圖16 製作數化地形資料

步驟4：繪製地形

圖17 繪製地形

    如圖17所示，本功能將TRN分析結果作正式

輸出，可選擇輸出成文字檔或DWG圖檔。

提供原地形資料輸出格式包括以下六種：

(1)等高線

(2)三角網(如圖17所示)

(3)依Grid所設距離(平面)以註記高程數字

佈上格點

(4)指定位置加註高程

(5)設定格點區間進行坡度分級

(6)設一區域邊界，且自邊界依設定加上

邊坡坡腳線

1

1

17

1

17



2
專
題
報
導

54 │No.75│ July, 2007 

2
專
題
報
導

No.75│ July, 2007 │55 

步驟5：繪製原地形縱、橫斷面或文字輸出縱、   

           橫斷面資料

    本功能將TRN分析結果沿設計路線作縱斷

面、橫斷面資料輸出，如圖18所示。輸出格式

有.DWG及文字輸出檔兩種。執行此功能前需先

成功執行平面線形(H14A)，並取得.STO檔。

圖18 TERRN輸出縱、橫斷面

步驟6：比較原地形與設計後數化地形之高程差

　　如圖19所示，利用此功能可對設計後地形

與原始地形進行高程比較，並計算設計後挖填

方數量及用地總面積。

圖19 數位地形高程比較

五、設計資料繪圖程式( DCAD )

　　設計工作於設計階段需將設計計算成果繪

製成圖，繪圖員常以手動方式在AutoCAD上量取

並標註各項設計資料，如IP點長度、方位角…

等，皆屬制式化繁複的工作，不但耗時費力，

更易因疏忽而產生錯誤。因此，本程式發展自

動繪製圖表功能，更進一步研究依不同的業主

選項，可繪製不同的成圖格式，期能提升繪圖

效率與品質。詳述如下。

(一)繪製IP資料圖表

    此部份功能分為兩項，分別是圖面標示IP以

及繪製IP點佈設表。設計表單及輸出成果如圖

20所示。

 

圖20 IP資料圖表

1.圖面標示IP：此功能可在圖面上標示出IP點位

置，並依里程先後標示出IP點的編號。

2.繪製IP點佈設表：此功能可按IP編號依序列

出各個IP點的詳細資料，包括：路線編號、IP

編號、里程、N座標、E座標、方位角、R值、

A1、A2、Lt、Lc、Ls以及Es長度，使用者可依

需求勾選欲輸出的項目。

(二)繪製平面控制點資料

　　此部分功能包括繪製Plan-Center、Plan-

Station、Plan-MP以及MP資料表。以『瀏覽』方

式指定檔案來源、輸入路線編號並設定起終點

後，選擇出圖比例及勾選功能選項。設計表單

及輸出成果如圖21所示。

   

                                                  圖21 MP資料圖表

(三)繪製縱斷面資料

 

                              圖22 縱斷面繪圖視窗表單及成果

    繪製縱斷面圖功能主要分為主功能及附屬功

能兩項，分述如下。

1.主功能：以瀏覽方式輸入平、縱面線形

資料及原地形資料檔案路徑，並填寫路

線編號、圖面輸出的XY比例、縱坡資料

間距、高程格框最小值、最大值以及高

程框間隔。平曲線方面，使用者可選擇

『依曲率半徑R繪製』或『依曲率1/R繪

製』。若此縱坡不包括橋梁，直接執行

即可；若包括橋梁段，則須再繼續填寫

附屬功能資料。

2.附屬功能：包括繪製墩柱及梁深兩項。

墩柱里程及寬度可以直接輸入方式填寫

或以瀏覽方式選取墩柱資料檔案路徑，

程式會依縱坡設計資料自動繪製墩柱及

梁深。除此之外，橋梁梁深形式還可選

擇零次曲線、一次曲線或二次曲線等漸

變形式。縱斷面繪圖視窗表單及成果如

圖22所示。

六、3D建模( 3D MODEL )

　　建置3D模型需使用較多資料，此程式由一

系列子程式組成，分別有新建標準橫斷面檔、

下載標準橫斷面檔、新建路線橫斷面檔、3D建

模及繪製標線等。相關檔案及執行成果如圖23

所示。使用者除了製作公路模型以利競標簡報

外，還可以利用3D建模所建立的公路模型進

行設計檢核是否有不合理之處。估計除可節省

動畫製作所需費用外，還可節省無形的設計成

本。

1

   
18 TERRN

1

   
18 TERRN

1

20 IP

1

    

21 MP

1

    

21 M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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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3D建模相關檔案及部份成果

　　在建立模型之時，需要許多斷面檔(*.XSC)

或圖塊(*.DWG)，但往往這些圖檔的重複性很

高，故本文提出資料平台構想，供使用者彼此

交換資料檔，其流程如圖24所示。程式將自動

比對資料平台與個人電腦中斷面資料檔，並將

資料平台上新增斷面列出資料，再由使用者決

定是否下載。

  

                            圖24 交換資料流程

　　以台北縣特二號道路為例，模型全長約5.5

公里，包含上下層橋、四段匝道、兩段地面道

路，共計有22變化斷面，約五萬個斷面及圖塊

組成。建模成果如圖25所示。

肆、結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路線設

計視窗程式致力於提供人性化介面，讓工程

師在設計工作上能有所助益，並大量節省繪

圖的人力。目前平面設計(H14A)、縱坡設計

(PROFILE)、橫斷面設計(XSEC)、原地形處理

(TERRN)、設計繪圖(DCAD)、3D建模(3D Model)

六大模組已開發完成，並於工作上實際作業，

明顯提升工作效率及品質。除此之外，本程式

尚提供許多工程繪圖小程式，及公路路線設計

規範查詢的功能，並提升設計繪圖效率，讓工

程師只需開啟AutoCAD軟體就能進行設計。

    目前，市面上亦有許多功能類似的軟體，

包括AutoDesk所開發的Civil 3D及Land DeskTop

等，均提供設計線形的功能，也各具優缺點。

因此，未來在維護視窗程式模組之餘，期能取

他人之長補己之短，繼續開發其他附加功能，

使本公司視窗程式開發能更加完備。

1

1

   
圖25 臺北縣特二號道路建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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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例假日及平常日上下午尖峰時段的國道經

常性出現擁擠車潮，需要進行交通管理與疏

導。交通管理策略執行時，往往需要投注可觀

之人力、技術及經費，若未經方案測試與評估

即貿然施行，可能耗費龐大的社會成本。

　　藉由交通模擬模式模擬路網車流情況，以

協助訂定相關交通管理策略，為目前較為可行

的作法之一。模擬軟體能夠重複地模擬各種道

路交通狀況，且能評估實施各種交通管理策略

後之效用。

　　本研究期望利用交通模擬模式，將高乘載

交控策略績效影響予以量化分析，進而瞭解施

行策略所產生之影響，以作為交通控制策略擬

定之依據。本研究選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引進

　　高乘載管制可提高平均每車乘載率，在人旅次不變情況下減少車流量，提高車

輛旅行速率、節省旅行時間。目前國內已於春節等連續假期實施專用路權之高乘載

管制，將整條高速公路均限制高乘載車輛行駛；然對於與高速公路共用路權之高乘

載專用設施則尚未採行。

　　本研究以微觀車流模擬方法探討高速公路實施高乘載管制之效益。模式建立之

主要程序包括路網構建及旅次需求二部分，路網構建涵括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旅

次需求除建立全日旅次矩陣外，亦配合模擬軟體建立分時車輛釋放率。除此之外，

重要車流參數亦引用已經過校估與驗證，適用於台灣地區高快速路網之參數。本研

究期能藉此微觀模式之建立提升交通管理技術，並尋求更有效率之控制策略，以發

揮整體路網運能。

之PARAMICS微觀車流模擬軟體[1,2]，因其具

備「應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之功能，使用者可依需求自行

撰寫外掛程式，與PARAMICS原有程式結合，增

加軟體使用彈性及功能。

　　以下將逐一說明模式建立之路網、旅次需

求預測、參數校估、模擬分析等步驟。

貳、模擬路網範圍與交通分區建立

　　模擬範圍包含高公局南區交控中心所轄路

網內之國道公路系統與快速道路系統[3]，詳如

表1所示。建立之路網包含高速公路主線、交流

道、匝道及其與連絡道路銜接之第一個路口，

南區路網與所建立之模擬路網如圖1所示。在路

網構建時，需蒐集高速公路及地區道路相關之

關鍵詞：高乘載管制(HOV)、微觀模擬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交管組／代組長／康志福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電機部／技術經理／林啟豊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正工程師／鍾明恂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工程師／李鈺雯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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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特性資料，如：車道數、車道寬、高程及

中央分隔島寬度等資料，並依PARAMICS所需格

式進行分類。PARAMICS模式提供車種、車寬、

最高速限、加速率…等共十六項車種特性設定

供使用者調整。本模擬路網將車輛種類區分為

機車、小型車、大客車、大貨車及聯結車。

　　交通分區(Zone)主要根據路網範圍中之道路

分布設定，配合運輸需求資料庫之資料精度，

以鄉鎮為最小分區。交通分區於路網構建完成

之後設置，每個分區代表一個起點或迄點。本

計畫之交通分區配合範圍內高快速公路之匝道

出入口與端點進行設定，共劃分為130個分區，

位置多位於交流道下連絡道路兩側，並考慮地

區道路路網型態斟酌增加分區。

 
表1　模擬路網範圍

參、旅次需求與分布型態建立

    PARAMICS模擬器於模擬路網建立後，必

須輸入交通分區、旅次需求及旅次分布型態

(Profile)等三個檔案，始可進行交通模擬。旅次

需求在建立全日之旅次起迄表，同時為求模擬

精度，各交通分區之車輛釋放率亦相當重要，

本研究設定5分鐘作為車輛指派至路網時之釋放

率時間間隔。

一、旅次需求

    本研究之旅次起迄矩陣係採用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於民國88年完成之「第三期臺灣地區整

體運輸系統規劃－整體運輸系統供需預測與分

析」[4]所建立之運量預測模式為基礎，並以現

況流量資料加以修正與檢核。為使模擬符合實

際狀況，故進行平假日通過屏柵線之預測交通

量與實際調查值的檢核，務求誤差在±10%以

內。此外，因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高快速路

網，故特別再針對收費站各車種通過量之預測

值與實際值校估，同樣要求誤差須於±10%以

內。

二、旅次分布型態建立

    旅次分布型態構建過程，需先推估各路段車

種機率-時間曲線、各交通分區釋出率、及各交

通分區未來年釋出率曲線，說明如下。

(一) 推估各路段車種機率-時間曲線

    依據國道主線VD偵測所得交通量資

料，與地區道路實際調查所得交通量資

料，以每5分鐘流量對全日流量之比例，

製作各路段車種之機率–時間分布圖，

以國道三號北上212.2K處之VD為例，其

小型車之機率–時間分布如圖2所示。利

用迴歸分析可將機率–時間分布圖配適

為一多項式，此多項式即為機率–時間

曲線。一般而言，旅次分布具晨昏峰特

性，故為保有此雙峰特性，並可依此曲

線推估未調查時段之旅次比率，將分布

曲線進行一元六次多項式之迴歸分析， 

tPa 為路段A對時間t之配適曲線，其

一般式如下所示：
6

6
5

5
4

4
3

3
2

2
1

10 tttttttPa

 

圖2　國道三號北向212.2K小型車機率-時間曲線

註：X軸為時間軸，刻度「0」表示上午0時，刻度       
      「200」表「第200分鐘」。
 

　　依上述方法可配適所有調查路段之機率–

時間分布曲線。

(二) 推估各交通分區釋出率

    假設各交通分區之釋出率反映於周邊

道路之流率，則各交通分區釋出率與路

段流率之間存在一時間差之關係。故可

將各交通分區釋出率曲線推估如下：

1. 假設各交通分區現況釋出率曲線方程

式為 tPi
， i 為交通分區。

2. 以最近該交通分區之路段 a 所配適出

的機率–時間分布曲線 tPa 作為釋出

率初始推估值。

3. 依據現況路網，量測交通分區集合 I
至路段集合 A 之旅行時間矩陣 AIT 。

假設 ja 為交通分區 i 周邊與釋出率相

關之主要路段集合 iA 其中一路段，由

AIT 可得交通分區 i 至路段 ja 之旅行

時間
i
a j

t 。

 4. 故交通分區 i 現況釋出率曲線方程式

tPi
可推估為下式：

 

(三) 各交通分區未來年釋出率曲線推估

    假設用路人將因未來年端點可及性

提高而延後其出發時間，故未來年之釋

出率必須依因可及性提高所縮短的時間

差，而調整其釋出率曲線。

    如現況年交通分區 i 之釋出率曲線為 

tPi
， tP iˆ 代表未來年之曲線，故

可依據未來年交通分區集合 I 至路段集

合 A 之旅行時間矩陣 AIT̂ ，量測交通

分區 i 與該路段 ja 現況與未來旅行時

間之差值
i
a j

t̂ ，故

Nj
N

ttP
tP

i
j

jj
a

i
aa

i ,...,2,1,

ˆ
ˆ A

，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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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系統編號 起點 迄點

國1 大林交流道 高雄端

國3 梅山交流道 林邊端

國8 台南端 新化端

國10 左營端 旗山端

快速道路編號 起點 迄點

台82 崙仔頂交流道 水上系統交流道

台84 渡頭交流道 玉井端

台86 台南端 關廟交流道

台88 五甲系統交流道 潮州端

圖1　
實際路網與建立之模擬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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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五甲系統與高雄端等四個交流道。

(二) 模擬時間

    下午尖峰17：00～19：00。

(三) 高乘載路段

 1. 路段A：五甲系統交流道至高雄交流

道間，約1.5公里。

 2. 路段B：高雄交流道至鼎金系統交流

道間，約2.6公里。

 3. 路段C：鼎金系統交流道以北約2.5公

里主線路段。

(四) 高乘載車道

    以最內側車道為高乘載車道，中途不

可變換車道，以模擬實體分隔之高乘載

專用車道情形。

二、模擬策略

(一) 基本設定

    鑑於過去台灣地區並無實體分隔之高

乘載管制車道設施，本研究擬以模擬分

析方式探討高速公路實施高乘載管制策

略所可能產生的變化。模擬路網設定為

南一高，因交流道區域不宜設置高乘載

管制路段，故本研究在交流道間共設定

三個高乘載管制路段，並依據策略模擬

有無高乘載(HOV)設施下，分析不同的車

流情形。

    依據相關文獻研究，可能的高乘載管

制方案包含下列數種：

1. 方案一：兩人以上(含兩人)可行駛於管 

               制車道

2. 方案二：三人以上(含三人)可行駛於管

               制車道

3. 方案三：四人以上(含四人)可行駛於管

               制車道

    由於現況並無實施實體分隔HOV管制

之案例，故無法得知可能轉移之車輛比

例。本研究假設施行該策略時，所有符

合管制條件之車輛均會行駛於高乘載車

道。本研究採用「桃園地區(高、快速公

路及交流道連絡道路)整體路網運輸供需

及路網建設推動之探討」[6]，針對主線

承載人數分布之實際調查，擬定相關承

載人數分布比例方案如下：

 1. 零方案：無HOV車道

 2. 方案一：43%車輛行駛專用車道

 3. 方案二：17%車輛行駛專用車道

 4. 方案三：5%車輛行駛專用車道

(二) 實施策略

 1. 無HOV：零方案

 2. 有HOV：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

(三) 績效評比項目

    高乘載管制策略具有下列優點：

 1. 提高主線車流速率

 2. 提高旅行時間之準點性

 3. 增加高速公路旅客運量 

 4. 提高車輛乘載率

 5. 減少總延車公里數

 6. 減少用路人旅行時間

 7. 減少用路人之操作成本

 8. 減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空氣品質

 9. 減少耗油

    以上均可作為模擬分析方法的重要績

效項目，由於乘載率與乘載人數(使用專

用車道的人數或交通量)為本研究之控制

變因，故不納入績效評比的項目，而本

研究主要將以整體路網速率與旅行時間

作為評估項目。

三、分析結果

(一) 整體路網績效

    不同方案分別模擬17：00～19：00兩

個小時的資料，扣除暖機時間半小時，

所採用的資料為17：30～19：00，以每

五分鐘一個時階，共18個時階的資料進

行分析。由圖4可知，零方案、方案一及

方案三差異較不明顯，而方案二在18：

00前平均速率均低於其他方案，但是

18：00之後平均速率逐漸提升並漸趨平

穩，顯示方案二不會因為進入尖峰時間

後，車輛增加而開始產生壅塞，而其他

方案則會因為壅塞而使整體路網的行車

速率降低。

    依據圖4與圖5顯示，零方案於模擬的

兩個小時中，所得平均速率最低，約35

公里/小時；方案二的平均速率最高，約

63公里/小時，顯示方案二的策略(17％車

輛使用HOV專用車道)能使整體路網的績

效最佳。

圖4  各方案每五分鐘行駛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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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各方案整體平均速率比較圖

表2　參數校估結果

校估參數
PARAMICS

預設值

校估後所得之

參數值

Mean target headway (sec) 1.0 1.113

Mean reaction time (sec) 1.0 0.996

Minimum gap (m) 2.0 2.789

圖3　未來年機率-時間曲線

註：X軸為時間軸，刻度「0」表示上午0時，刻度 
     「200」表「第200分鐘」。

   

肆、車流參數校估與驗證

　　PARAMICS模擬軟體係由英國研發而成，考

量國內外車流行為之差異性，為使PARAMICS

的模擬結果更趨近實際交通狀況，須針對模擬

模式中的車流與人因參數進行校估與驗證。本

研究參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國道

東部公路蘇澳吉安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規劃」

[5]，運用國道一號安定交流道南北兩側雙向路

段的偵測器資料校估驗證所得之參數，如表2所

示，作為模擬模式之參數輸入。

伍、模式之應用

一、模擬路網基本資料

(一) 高乘載管制實施路網範圍

    國道一號南區路網鼎金系統交流道至

高雄端，全長約18公里，共有鼎金、高

資料來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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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高乘載管制路段績效

1. 路段A

　　由路段A不同方案之旅行時間與交通

量資料顯示，隨著模擬時間增加，通過

該路段的車輛數未必隨之增加，由於本

研究以每五分鐘進行一次觀察，資料顯

示當交通量為零，且旅行時間亦為零的

時階，表示車輛已經完全壅塞，所以該

時階內無完整通過該路段的車輛，故旅

行時間無法以偵測值估計，其值為零。

　　由圖6與圖7顯示，方案三在18：20

之後均呈現高度擁擠，而沒有任何車輛

通過的狀態，故在路段A方案三的路段績

效遠低於零方案的績效。綜合結論以方

案二的績效較佳，通過路段的旅行時間

較低，且通過的車輛數最多，顯示該路

段有較佳的服務水準。

2. 路段B

　　由圖8及圖9顯示，高乘載管制策略

於路段B造成的影響不大，在旅行時間與

通過車輛數上，各方案之差異小。通過

路段B所花費的旅行時間仍是以零方案與

方案三較多，且車輛數較少，顯示此路

段於零方案與實行方案三策略時，車流

較為擁擠，所以通過的車輛數少，且需

較長的時間，路段績效較差；方案一及

方案二則可通過較多之車輛數，且所需

之旅行時間較低。整體而言，以方案一

與方案二之績效較佳，與整體路網之分

析結果相符。

3. 路段C

　　由圖10與圖11可發現，路段C的分析

結果與路段B雷同，以方案一和方案二績

效較佳，而本路段雖以方案一之旅行時

間最少，但方案一通過車輛數略少於方

案二，因此方案一和方案二的績效差異

不大。

陸、結語

　　綜合上述研究顯示，高乘載管制策略對路

網運轉是否有所助益的關鍵，在於使用HOV車

道的交通量。本研究建立之模擬模式中，假設

專用車道可兩人以上行駛占43％，三人以上占

17％，四人以上占5％，分析結果證明當南一高

路網行駛專用車道的交通量達17％時，能提升

整體路網效率。但實際上實施高乘載管制策略

後，對於駕駛人是否選擇行駛專用車道並無強

制性，因此，未必可達相同績效。此外，實施

高乘載管制策略尚需考量其他面向，如道路實

體條件、駕駛人接受度及執法…等問題均待研

究克服。且現各高快速路網已全面整合實施匝

道儀控管制，同樣可達主線車輛數管制及車行

順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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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各時階通過路段C之車輛數

圖6 通過路段A所需要之旅行時間

圖7  各時階通過路段A之車輛數

圖8  通過路段B所需要之旅行時間

圖9  各時階通過路段B之車輛數

圖10  通過路段C所需要之旅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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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DTM（數值地形模型）、DEM（數值高程模型）、DSM（數值地表模型）

內政部／地政司／科長／王成機

內政部／地政司／技士／陳思仁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資深協理／管長青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技術經理／鄭宏逵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副理／林耀宗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計畫工程師／吳錫賢

　　
公路工程規劃初始，針對沿線之社經與環境作基本資料調查收集，包含：地形、地質、水文、

氣候、產業、交通......等，以利後續辦理路線規劃與環境影響評估。其中「地形」為最重要的基礎資

料，公路工程師以地形圖之等高線瞭解現場地貌，係選線之重要參考資訊，並配合設計公路縱橫斷

面。地形的表達可由數值地型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簡稱DTM）搭配各式軟體展現。DTM是一

種使用規則網格表現地形高低起伏之基礎資料，每個網格點記錄該位置之座標與高程； DTM依其定

義又可區分為「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簡稱DEM）與「數值地表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簡稱DSM）。DTM網格間距影響所能表現的地形細緻程度，以往台灣地區DTM之網格

間距為40公尺。近來DTM於各行各業之應用不但需求面增加，且要求提供更高精度、更高解析度之

DTM，例如防救災規劃、衛星影像糾正、坡地水土保持、河川防洪整治、國有林地維護、地質潛勢分

析、公路規劃設計等。內政部爰自2004年起辦理「高精度及高解析度數值地型模型測製工作」，至

2006年已完成台灣地區網格間距5公尺之數值地形模型測製。經過作業程序之品質控管，以及監審作

業之查核驗證，本案成果提供各界使用，得以確保品質與資源效用。本文係介紹高精度及高解析度

DTM之製程與品質標準，並說明DTM在公路工程上之應用實例。

壹、前言

　　台灣地處西太平洋，屬高山海島型態，河

川多短促而湍急，加以季節性氣候因素影響，

終年雨量不均，常有遇雨成災、不雨成旱之

苦。加以地質結構脆弱、集水區過度開發，水

土保持機能薄弱，以致自然災害發生頻率提

高。自然災害的防治，先決要件即在於對環境

基本資料的掌握，以作為分析預判的參考，而

地形資料又為環境基本資料之首。為建立完善

的防災機制而進行的各項研究規劃：包含水文

模擬、逕流模式推估、環境變位監測等，都需

要「高精度」及「高解析度」的DTM來作為分

析研究的基礎資料。

　　DTM依據定義的不同，又可區分為「數

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簡稱

DEM）與「數值地表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簡稱DSM）。DEM為不含地表植被及人

工構造物時，地球表面自然地貌起伏的數值模

型，而DSM則包含了地表最上層人工構造、植

被等覆蓋物。

　　台灣地區舊有網格間距為40公尺之DEM資

料，為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在

早期所測製，採用航測方式以傳統解析立體測

圖儀掃描量測而得。以當今之應用需求而言，

此DEM資料應就「精

確度」與「解析度」

的提升來更新製作，

並考量以最新技術縮

短DEM資料更新之週

期。由於數值航測影

像匹配技術的發展，

藉由航測標準作業流

程可快速產製DSM，

供未來各式應用。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圖1  作業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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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面控制測量

　　依據空中三角測量所需控制點分布原則，

於概略位置選取適當地面特徵點，量測其座標

與高程後作為控制點使用，控制成果分布如圖4。

(一)控制系統

1.平面控制採用台灣大地基準TWD97二

度分帶橫梅氏座標系統。

2.高程控制採用台灣地區TWVD2001一等

水準系統。

(二)已知點檢測

1.本案引用已知點均採用內政部頒定之

一等、二等及三等衛星控制點與台灣

地區一等水準點（一等一級及一等二

級），已知點檢測無誤後方能作為引測

依據。

2.選點原則：衛星控制點均勻分布於測

區，以15至20公里之距離選擇一點為原

則。已知水準點均勻分布於測區，距離

以10至15公里選擇點對為原則。

3.檢測標準：平面控制檢測應達三等衛

星控制點施測標準，邊長標準誤差不得

大於15mm+3ppm，95%信心區間不得大

於30mm+6ppm。高程控制以直接水準往

返觀測，精度應達±7mm√k（k為公里

數）。

(三)平面控制

    採用GPS靜態測量，使用10部GPS進

行測量，其中3部為固定站；為儀器機

動性調整，另有2部GPS儀器作為備用。

觀測取樣間隔為15秒一筆，每一觀測時

段為90分鐘。作業規劃時點位精度因子

（PDOP）值均小於10。

(四)高程控制

1.經直接水準檢測合格之一等水準點測

段中，各挑選一點作為GPS高程引測之

用。

2.各控制點高程經GPS計算所得高程為

　　本公司承辦「高精度及高解析度數值地型

模型測製工作案」第一作業區，範圍涵蓋嘉義

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縣市、台東

縣市、花蓮縣市（如圖1），計1834幅1/5000基

本圖圖幅範圍，完成總面積近13000平方公里。

實際成果包含：網格間距5公尺之DEM、網格間

距5公尺之DSM及1/5000彩色正射影像。

貳、航測準備程序

　　本案工作程序依據航空攝影測量標準程序

辦理，工作流程如圖2。航測準備程序之目的在

於完成空中三角測量，以重建可供量測之立體

模型，據以產製DEM/DSM資料。為求成果品質

完善，各項準備程序皆經過品質管制之機制層

層把關，避免誤差累積。

     

                       

  圖2  工作流程圖

一、航照影像檢查

　　本案航照影像由農航所提供，使用RMKTOP

專用航空像機，焦距15公分；拍攝時間為

2002~2004年，攝影比例尺約為1/17000，

高山地區為確保影像重疊攝影比例尺調整為

1/20000。2002~2003年影像之掃描解析度為

21μm（地面解析度36公分），2004年影像之

掃描解析度為14μm（地面解析度24公分）。

選片原則以像片清晰為優先，其次以年份較新

者考量。空中三角測量作業展開前，應就取得

橢球高，為將橢球高化算為水準正高系

統，先以強制附合平差之座標成果輸入

至內政部台灣地區重力模組，計算各點

位大地起伏值，將橢球高扣除大地起伏

值後即為正高系統（近似值）。

3.檢查已知水準點上高程誤差，此誤差

之平均值一般介於-10公分至10公分之

間，計算成果採用最小二乘配置方程式

計算以消除此誤差量，並重新計算新點

高程，最後高程計算之中誤差小於13公

分。

三、空中三角測量

　　本案空中三角測量依據測製時程，將其分

為三大區及四個離島進行空三平差作業。其中

第二區因考量控制點分布而向北（第二作業

區）及向東（第一作業區第三批）擴大空三平

差範圍。由於山區控制點佈設不易，除使用農

航所提供之控制點外，亦使用GPS投影中心座標

資料加入空中三角平差作業。平差過程中如GPS

投影中心改正數較大，則使用原始GPS觀測資料

與內政部衛星追蹤站觀測資料重新解算各投影

中心座標。

(一)內方位檢查

1.框標間距離變形檢核：先將框標量測值

針對率定座標進行四參數轉換，再進行

各框標距離伸縮量之計算，各框標間之

距離共28組。

2.框標量測中誤差檢核：在框標量測後，

以六參數計算RMSE。

(二)像片連結點量測資料檢查

1.空中三角像片連接點應均勻分布每一像

片之九個標準點位置。

2.像片連接點以地面自然點為選定原則，

如屋角、道路轉角等可供明顯量測之

處。

(三)控制點量測資料檢查
圖4  控制點分布圖

之航照影像進行檢核工作，以確保後續流程之

製作品質，相關檢查均依表單填寫成紀錄。標

準檢核項目如下：

(一)航照影像檢查

    本案將航照影像投影中心座標於

ArcGIS中進行展點，並套疊1/25000經

建版地圖影像作為參考，經由影像與圖

面交互比對，可明確畫定影像涵蓋範圍

（如圖3），同時，查驗影像之前後重疊

與左右重疊是否滿足測製需求。

(二)影像掃描品質

    檢查影像八個框標點是否清晰可辨，

是否有遺漏之情形，以免影響內方位之

量測。其次檢查是否含雲，以及色調是

否正常，是否有過亮與過暗之情形。

    

       圖3  航照影像檢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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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地形與植被類別參數表[1]

控制點應於相鄰像片均進行量測，方可

確保空三平差附合至地面控制點之正確

性。控制點量測情形之檢查以圖形化之

方式進行檢查。

(四)控制點量測資料檢查

 平差後所得之觀測中誤差，於平地

不得超過10μm，於密林地不得超過

13μm。強制附合至地面控制點後，中

誤差之增加量應以不超過上值之20%，

否則應重新檢核地面控制點之正確性。

參、DEM測製

　　DEM係指除去植物覆蓋及人工建物後，由

地球表面礦物質最上層所形成的天然表面。

但是以土石構築之人工構造物，如堤、塹、

壩、溝渠、道路等土方結構物，雖非地表天然

表面，但若其尺寸大過DEM解析力所能明確表

達者，則其上層表面亦屬於DEM。DEM測製使

用航測影像工作站，進行地形特徵點、線的量

測，據以計算規則網格點高程。

一、地形類別定義

　　依據不同的地形類別應規劃不同的萃取原

則，內政部測製規範定義地形類別如下：

(一)平地：地表坡度在2°以下的地區。

(二)丘陵地：地表坡度在2°～6°之間

的地區。

(三)山地：地表坡度在6°～25°之間的

地區。

(四)陡峭山地：地表坡度在25°以上的

地區。

二、DEM規則網格內插計算

(一)對於人工萃取的地形特徵資料（如

圖5），以本公司自行研發之數值地形計

算軟體「TERRN」進行DEM規則網格之內

差計算。TERRN之理論基礎係架構於不規

則三角網（Triangulated Irregular Network,

簡稱TIN），利用大量的3D點位重建TIN

來表達地形起伏情況。

(二)採用TIN的因素在於可充分且合理表

達地形結構的脈絡，同時可展現3D趨勢

面的變化特徵，對於離散點分布不均的

影響亦能充分考量。當以密集的地形特

徵資料構成TIN之後，則可重新內插計

算為規則網格資料，而輸出格式可設定

為文字檔或AutoCAD等高線圖檔（如圖

6）。

      

        
  圖5  測製地形特徵之DWG成圖  

        
    

         圖6  TERRN計算等高線

肆、DSM測製

　　DSM代表地球上固定物體最上層表面，包

含人工永久性建物及植物覆蓋。受解析力之限

制，最上層表面之長、寬皆大於網格間距二

倍，且高度亦大於DSM規範精度三倍者，始視

為覆蓋面之一部分，此面僅以網格離散點近似

圓滑表示。

一、DSM自動匹配

    DSM資料主要以Inpho公司之Match-T影像匹

配軟體製作，自動匹配等間距規則網格點之高

程值，由於自動匹配是以地形最上層之覆蓋面

為準，其成果即為DSM。Match-T為兼具「數值

匹配」與「特徵匹配」之軟體，其匹配成效於

密林區有顯著提升，以密林區而言，其匹配成

功率約有八成以上。

二、DSM網格編修

     匹配完成後仍應輔以人工檢核編修錯誤的匹

配點位，以確保網格資料的代表性與正確性。

建物區之編修重點在於密集網格點位對於人工

結構物、道路與空地的表現；而在密林區應注

意匹配點是否理想地貼於覆蓋物表面。DSM編

修將直接於LPS影像工作站上執行，所利用的編

修工具包含「點編輯」、「區域編輯」、「地

形編輯」三大類。圖7顯示DSM編修後之成果範

例，如轉為3D方式觀察並將DEM與DSM合併比

較，即可明顯看出二者因定義不同而產生的差

異（如圖8）。

伍、DTM品質標準

　　DEM與DSM之品質依地形類別及地表植被

覆蓋情形而定。平面中誤差在平地及丘陵地為

0.5m，在山地及陡峭山地為0.8m。高程中誤差

之最大允許值，以 tcba 之公式訂

定之，其中a為常數，b為地形類別係數，c為植

被覆蓋係數，t為植被平均高度。本案訂定DEM

之a = 0.5m，DSM之a = 0.7m，而b、c值如表1所

列。

圖7  DSM編修成果範例圖

圖8  DEM與DSM比較圖

地形類別 b值（DEM, DSM）

平地 0

丘陵地 0.2

山地 0.9

陡峭山地 2

植被類別 c值（DEM） c值（DSM）

裸露地 0 0

半裸露地 0.05 0.15

林地 0.15 0.10

密林 0.2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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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實測DEM/DSM成果，各點位附近半徑

50m範圍內，其坡度與覆蓋再依表1所定義之參

數計算資料品質，推算各點位DEM之中誤差，

以瞭解精度分級情形如圖9。其中淺綠色代表

0~1m，深綠色代表1~5m，橘色代表5~10m，黃

色代表10~20m（極少），可提供未來DEM/DSM

資料使用者瞭解資料品質之參考。

陸、DTM之公路工程應用

　　公路工程規劃初始，針對沿線環境作基本

資料調查收集，以利後續辦理可行性評估與路

線規劃。其中「地形」為最重要的基礎資料，

由初步規劃訂出所需測量之範圍，公路工程師

以地形圖之等高線瞭解現場地貌，係選線之重

要參考資訊，並配合設計公路縱橫斷面。當高

精度及高解析度DTM建置完成之後，可透過3D

立體地形輔助路線選定（如圖10、11），提供

路線設計更豐富的背景資訊，增加了規劃設計

的廣度、深度、幅度。

二、DEM輔助公路設計之3D飛行模擬

    公路的規格與型式可透過設計模型於3D模

擬軟體展現（例如：3D Max等），除設計模型

外，需要加入場景以瞭解公路設施與環境之相

對關係，而場景可使用航照正射影像[2]與DEM

套疊加以重建，作為3D模擬之背景資料（如圖

14）。

    以「中山高速公路員林大林段拓寬工程」為

例，使用1/5000航照正射影像圖8張以及5m網格

DEM，可表現高速公路與交流道之路堤，場景

中並加入設計資料，展現拓寬後路堤與收費站

等實景（圖15）。3D場景建立後，即可依據設

計之平滑軌跡，進行飛行模擬動畫製作，動畫

播放速率依據NTSC標準規格，以每秒30個畫格

（30FPS, frame per second）設定，以避免視覺

暫留時間不足而發生之遲滯現象。

圖10  DEM輔助選線示意圖   

     

圖11  DSM所表達之公路與建物分布

一、DSM輔助公路設計

    DSM資料表達了地形最上層的起伏情形，如

圖11所示，舉凡公路、交流道、山脈、建物聚

落等皆可充分表現。使用Surfer軟體可將規則網

格資料轉換為3D立體圖形（圖12），亦可透過

「TERRN」軟體轉換為AutoCAD可使用之DWG網

面資料（圖13），進一步作為後續設計參考，

包含：縱斷面設計、橫斷面設計、土方計算等

工作。

圖9  DEM精度分級圖

圖12  Surfer處理之DSM 3D表面 

圖13  AutoCAD之3D網面

圖14  DEM套疊航照正射影像重建3D場景



2
專
題
報
導

74 │No.75│ July, 2007 

2
專
題
報
導

No.75│ July, 2007 │75 

圖15  DEM與高速公路拓寬工程應用實例

    公路設計之3D飛行模擬為DEM與航照正射

影像之加值產品，其目的在於透過視覺化的動

畫，表現工程設計融入現有環境之實體印象，

以提升方案之解釋能力。動畫中亦可加入文字

說明、特效、旁白等輔助說明，提供方案篩選

與決策之參考。

柒、結論

一、高精度與高解析度DTM順利完成，台灣地

區已建立全面性的基礎環境資料，可進一步應

用於衛星影像糾正、環境監控、工程規劃、土

地利用、農林調查、科學教育等相關科學與民

生用途。

二、高精度與高解析度DTM之高程精度，以平

地而言已提升至1~5m之間，山區則控制在5~20m

之間，實際數值尚需考量所在位置之坡度、地

表覆蓋情形作調整。

三、由於高精度與高解析度DTM資料之網格間

距已提升為5公尺，加以高程精度提高，可充

分擴大在公路工程之應用層面，例如：路線選

擇、土方計算、3D飛行模擬等加值。

四、往後高精度與高解析度DTM資料將開放流

通，可預期多元化的應用項目將日漸增多，惟

使用者應對資料之精度、網格解析度等基本資

訊進行瞭解，以確實發揮DTM之效益。

參考文獻

1.內政部，高精度及高解析度數值地型模型測製

規範（草案），台北(2003)。

2.內政部，彩色正射影像鑲嵌圖製作規範（草

案），台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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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橋下空間、橋下綠化、道路景觀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正工程師／鄒盈薰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工程師／蕭又青

　　在土地資源有限的台灣，道路構築形式逐漸從平面式的布設，朝向立體化的配置，因

此，橋下空間的利用成為都市或自然地區經常需要面對的課題；本文所指「橋下空間」為高

架道路下方空間之泛稱，其空間往往連續而綿長，與一般跨河川橋樑之橋下空間環境不同，

本文僅就高架道路下方經常用作景觀空間利用所面臨的議題作為探討內容，從橋下使用者對

空間的感受，以及綠化處理時植栽對環境的需求二個方向為主，期望從對空間不同的分析角

度，尋求橋下空間最適切的景觀處理方式。

壹、前言

　　「橋是路的延伸」，當道路受到河川山谷

阻隔時，人們便開始築橋以連通道路，因此，

橋梁為道路系統中的一部分。台灣的橋梁早期

發展主要為因應大小河川密布的地形，然而，

現今採用橋梁設計往往是考慮提高土地使用效

率，或減輕環境衝擊、避免棲地切割等因素。

因此，道路無論經過鄉村或都市，高架道路的

構築形式已成為道路建設的重要考慮方案。

　　以臺北市市民高架道路為例，該道路係利

用鄭州路及原有鐵路地下化後的騰空路廊，興

建東西向橫越台北市區中央地帶之高架道路。

地面作為地區道路、橋下景觀的空間；地下則

作為鐵路隧道、地下停車場、共同管道及商店

街等複合使用，此為都市土地高度利用的經典

案例。

　　在寸土寸金的台灣，土地資源取得不易，

高架道路下方的空間（以下稱為橋下空間）利

用，是當前道路設計時應同時考慮的重要課

題；同時，橋下有如「半室內空間」，其環境

條件有別於一般戶外自然空間。橋下空間利用

方式最多者為人為活動使用以及景觀使用，因

此，橋下空間的設計應釐清使用者對空間的感

受，以及採用綠化手法時須特別考量橋下缺乏

日照、雨水等環境條件；唯有清楚掌握立地條

件，才可能發展出適當的設計及正確的維護管

理策略。

 

貳、橋下空間利用的演變

　　台北市區最早之橋下空間利用應屬1973年

啟用之光華陸橋下之光華商場，亦為台北市第

一處公有市場；而後，1982年建國高架橋下的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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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假日花市（如圖1），及1988年假日玉市等

興起另一波平日作為停車場使用，假日則形成

商業活動人潮之複合使用方式。

圖1 建國高架橋下假日花市

　　都會區高架橋之橋下空間利用仍以停車使

用佔大多數，部分地區因應附近社區需求設置

籃球場（板橋大漢橋）、溜冰場（捷運淡水

線）、社區居民活動中心（環河快速道路）

等；景觀綠化設計亦是常用之手法，若高架橋

路側於規劃設計階段留設有緩衝綠帶（建國高

架橋），或沿線土地使用緊鄰公園用地（如圖

2）則可考量整體景觀綠化，呈現優美之都市景

觀。

圖2 高架橋結合緊鄰公園用地

　　非都會區之高架橋下空間早期為利於管

理，以鐵絲網圍籬作為路權內外區隔，路權內

空間大多閒置。後因用路人逐漸重視道路景觀

與生態環保，故開始以綠化植栽取代鐵絲網圍

籬。以下就都市地區和自然地區之高架橋下空

間做一演變過程說明：

一、都市地區

　　由於都市化地區用地難求，為提高土地使

用效率，通常橋下空間考量沿線之活動類型、

設施需求及結構物共構等條件，尋求最符合經

濟效益之使用模式。內政部營建署於92年6月訂

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詳表1），明定高架道路及道路用地可做多目

標使用之項目及設置條件；以台北市建國高架

橋為例，其橋下空間之利用最為豐富，計有大

小型車停車場、加油站、清潔隊、洗車中心、

市場、假日商場等多達十一種使用類型。

表1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1]

　　近年來因居民對生活品質、都市景觀及橋

梁美質之要求日益提昇，新興之高架道路的橋

下空間利用幾乎已排除鄰避設施（如：資源回

收站、環保局垃圾車、水肥車之停放等）之入

駐，取而代之的景觀空間設計為：植栽綠化、

造景設計、水景設計、人行道鋪面、夜間照

明、公共藝術展示（如圖3）、休憩廣場，甚而

設置自行車道和慢跑道等活動空間；即使設置

停車場，亦盡量地下化（例如：市民大道）或

於外側牆面施以彩繪（例如：建國高架道路-和

平東路至仁愛路之間路段）。

圖3 市民大道高架橋下公共藝術展示空間

二、自然地區

　　路線經過非都市計畫區時，橋下空間通常

因使用度不高及考量未來維護管理不易，故多

以綠化為主。

　　然而高架橋橋下因陽光、雨水不足，環境

條件較不適合植物生長（如圖4），且為防止橋

下空間被佔用，早期多設置鐵絲網圍籬以界定

路權（如圖5）。

　　近年由於生態觀念的導入，逐漸思考透過

生態工程之手法減輕對自然環境之影響，如：

利用橋下空間做為橋面逕流水之水質淨化處理

空間，以補充地下水，積極作法可改善橋下植

栽缺水的環境，或創造溼地生態成為新的棲

地。

　　台北市公園路燈管理處已選擇市民大道金

山北路至松江路段、環東基河快速道路興安國

宅至行善路段及新明路至潭美國小段，作為高

架橋橋面雨水導引再利用於綠帶澆灌示範，並

結合橋梁排水設計，相信可有效提升節水及環

境保護品質。

　　橋下空間亦可鼓勵社區參與，結合休閒產

業、遊憩觀光及生態保育，改造並活化閒置空

間，例如國道3號橋下空間由大湖社區與高速公

路局簽定認養契約，將橋下空間規劃為親水公

園與社區居民活動廣場，並於入口處加強社區

意象表達，橋下空間成為兩旁居民出入及農耕

活動之生活動線，創造生產、生活、生態三贏

之橋下空間利用[2]。

　　因此，橋下空間之利用程度視管理單位的

圖4 橋下空間植物生長條件不佳

圖5 以鐵絲網圍籬界定路權範圍

用地
類別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備註

高架

道路

下層作下列使用：

1. 公園

2. 停車場

3. 洗車業

4. 倉庫

5. 商場

6. 消防隊

7. 加油（氣）站

8. 警察派出所

9. 集會所、民眾 
   活動中心

10.抽水站

11.天然氣整壓站
    及遮斷設施

12.公車站務設施 
    及調度站

13.其他政府必要 
    之機關

14.變電所及其必
    要機電設施

15.電信機房

16.資源回收站

17.上下水道系統
    相關設施

18. 休閒運動設施

1. 各種鐵、公路高架路

    段下層。

2. 不得妨礙交通，並應
  有完善之通風、消 
   防、景觀、衛生及安 
    全設備。 

3. 天然氣整壓站應為屋 
   內型整壓站或地下型 

    整壓站。

4. 應先徵得該道路管理 
    機關同意。 

5. 商場使用限日常用品
   零售業、一般零售業
  （不包括汽車零件修
   理）、日常服務業
  （不包括洗染）、一
   般事務所。

休閒運動設施

之使用同「公

園用地」之使

用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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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方式與環境條件之限制，且結構體所形成

的空間感受、路線方位和橋梁量體與周圍環境

之比例影響甚大。

參、道路景觀空間分析方法

一、橋下景觀空間檢核

　　興建高架道路不但對行人、沿線居民之動

線形成阻礙，亦使用路人之視覺空間造成切

割。道路景觀空間係由兩側土地使用現況（建

築物、農田或森林）、平面道路及高架橋所組

成，因此，道路之寬度、結構物（橋梁或建築

物）量體（寬度與高度）及路面劃分比例，均

會影響使用者之觀感；文獻資料顯示前述三種

景觀空間構成因子可用下列公式檢核其壓迫

感、圍繞感之程度及景觀氣氛之表達[3]：

(一)壓迫感：人行道至橋梁結構體水平距

離（D）與結構體高度（H）之比值（如

圖6）

D與H之比值可作為壓迫感指標，當兩者

比值越小時，壓迫感越強烈，通常D/H﹤

2時行人就會產生壓迫感；因此，留設足

夠之側向淨空間將有助於行人與沿線居

民之視覺感受與降低心理之衝擊。

 (二)圍繞感：道路寬度（W）與建築物高

度（A）之比值（如圖7）

　　良好之圍繞感將塑造具親和力之道

路景觀空間，即提供一視覺均衡、街面

整齊及舒適的駕駛體驗環境。影響圍繞

感之因素為道路寬度及兩側結構物高度

之比值(W/A)，比值結果太大則予人太過

空曠、缺乏安全感之感受，比值過小則

呈現壓迫感，因此，適宜之比值為1～3

之間。

(三)景觀氣氛：人行道寬（P）與路權線

至橋梁結構體水平距離（C）之比值（如

圖8）

　　橋下道路整體景觀氣氛係以結構體

垂直面間之人行道寬幅與車道寬幅比例

決定之；良好的比例配置可提供行人步

行時之安全感及悠閒感，建議比值(P/C)

為1：6。

　　配合上述景觀空間檢核要素，若能先布設

符合不具壓迫感、具有圍繞感、悠閒及安全感

之道路空間，再從事景觀設計時必能達到事半

功倍之效。

二、植栽空間檢核

　　高架橋下進行植栽計畫時，植栽生長良好

與否為影響道路景觀最重要之因素。因此，經

相關資料整理後發現，植物生長之控制因子不

外乎日照、水分、覆土深、基底條件和空氣污

染；其中日照條件為直接影響橋下植栽品質之

因子，且較不易以人為控制方式達成，故本文

僅就日照條件的分析方式加以探討。

　　影響橋下空間日照的因子，分為人為因子

與自然因子，人為因子包含橋梁本身結構體的

高度(梁身)、寬度、橋梁布線方位、道路兩旁建

築物的高度與距離；自然因子則為太陽的高度

角與方位角，影響太陽高度角與方位角的因素

有：季節(d)、時間(h)及緯度(l)。

(一)人為因子

　　橋下日照範圍隨橋梁布線角度而

異，台灣為南北縱向山岳地形，河川則

以東西橫向流貫，橋梁主要以橫向及縱

向跨越為主，故橋梁布線的方向以南北

向及東西向為主要探討對象。

　　橋梁高度影響橋下受日照範圍佔橋

下總面積的比例，橋梁高度越高，橋下

受日照範圍的比例越高，反之，則越

低。橋梁寬度則成反比，橋寬越窄，橋

下受日照範圍的比例越高，反之，則越

低。

(二)自然因子

　　地球以66.5度的傾斜角繞著太陽公

轉，形成一年中太陽直射地球的範圍

更動，而產生春、夏、秋、冬四季的更

替，我們一般以冬、夏至及春、秋分來

探討日照與陰影的關係。春、秋兩個生

長季為植物生命力最旺盛的季節，需要

足夠的日照，故應以春、秋分作為分析

的主要參考數據。

　　由於台灣位於北半球，且北迴歸線經過嘉

義，故以北緯23.5度為代表。

　　確定上述因子的目的在於求得橋下空間日

照時數、日照面積，以作為橋下空間設計的依

據。圖9、圖10為以固定橋梁高度及寬度所計算

之時辰與橋下正投影線至日照範圍之垂直距離

對照表作為參考。

圖7 道路空間示意圖(二)

圖8 道路空間示意圖(三)

6a 道路尚未興建高架橋前狀況 6b 道路興建高架橋後產生壓迫感

圖6  道路空間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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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近藤三雄所編列之「高架橋下日照條

件水準設定概要與綠化管理對策表」中(表2)，

可對照出若以最低維護成本考量，則橋下植物

生長之日照時間須為4小時以上。各季節之理想

日照時數分別為：夏至―上午6時至下午18時，

春、秋分―上午7時至下午17時，冬至―上午8

時至下午16時來計算，以橋高10公尺為範例，

可得出一日內實際可受四小時日照直射至橋下

正投影線之距離(若數值大於橋寬，則為橋下全

域皆可接受日照)，如表3所示。

　　自表3中可看出橋梁布線方向為南北向之橋

下在春、秋分時兩側至少皆有約2公尺之範圍可

直接接受四小時以上日照，兩側分別接受上午

及午後的日光，四季皆可接受日照，惟冬至不

足3小時，故冬至日照範圍以0計；橋梁布線方

向為東西向之橋下在春、秋分時接受日照的範

圍為南側約3公尺，但夏至太陽方位角偏北，春

秋分及冬至則偏南(如圖11)，各季可接受日照

的時間為全日，但範圍僅集中於單側，照射不

均，故南北縱向布線方向之橋下綠化日照條件

優於東西橫向布線方向。

圖11 台灣地區日徑圖 ( 北緯23.5°)

肆、橋下空間實例分析

　　以下就環東大道(東西向)及洲美快速道路

(南北向)二處高架橋案例，以上述方式檢核其橋

下空間之景觀設計及成效。

　　環東大道係沿基隆河堤防構築之快速道

路，除跨河段外，結構物大多沿河岸興建，就

道路用路者之外部景觀而言，沿途可欣賞河岸

風光，近、中、遠景均屬良好之開闊視野，內

部景觀則因框型結構及雙層橋而有壓迫感；視

覺衝擊感較大者應為周圍環境之住戶及地方平

面道路之用路者，鄰近低樓層住戶與高架橋間

因有平面道路分隔，尚不致產生壓迫感，惟原

堤防僅阻斷了3-4樓欣賞河域景觀，高架道路興

建後則影響至7-8樓層之住戶。

　　環東大道橋高11.6M，結構體至人行道水

平距離為13M，檢核其D/H比值，用路者於行經

本路段時會有壓迫感；又因人行道並未設置綠

帶，且路邊停車情況嚴重，整體道路空間形成

擁擠感受（圖12）。

　　環東大道案例所選擇之橋梁段布設角度接

近東西向，對照表3及圖13現況照片可看出南

側之日照條件優於北側，目前南側鄰路邊分別

列植喬木及灌木；北側堤防邊則種植耐陰性爬

藤植物，僅少許日光及雨水供應其生長所需，

橋下正中央則因缺乏日照、雨水供應致無法植

生。

　　洲美快速道路是沿淡水河洲美堤防興建之

高架道路，為台北市區通往關渡、淡水之快速

道路，結構體部分與堤防共構，北投焚化廠附

近之高架橋橋下空間設有人行步道、自行車道

及景觀綠化設施，並結合堤防外河濱高灘地之

自行車和慢跑道形成整體休憩路線。

日照
狀況

日照條件
植物生長
條件評估

半陰性植物生育
日照條件評估

綠化對策 維護管理對策
天空率* 日(可)照

時間
活力狀態 樹貌狀態

1
35%
以上

4小時
以上

可使用陽性樹，植
物可正常生長

生長狀況佳 可發揮潛力
一般方式綠
化即可

以一般方式維護管
理即可

2 25- 34% 2.5- 4時
可使用陰性或半陰
性樹種，可正常生
長

生長狀況尚可
可以表現原有樹
型

將此當作陰
地來處理

將強化維護管理的
工作

3 14- 24% 1- 2.5時
可使用陰性樹種，
但生長可能較差

生長狀況較差
可生長但無法表
現原有樹型

考慮以小喬
木、灌木或
地被為主體

除維護管理外並減
少環境壓力　

4 5- 14% 1/3- 1時
要使用極耐陰樹
種，現況維持較
難，需精細規劃

生長狀況很差 樹貌有頹敗感
要使用耐陰
性強的樹種
或草種

除仔細維護管理外
並在植栽生長衰退
時予以適當換植與
補植

5 4%以下
1/3時
以下

不可能綠化 瀕死狀態 樹貌明顯頹敗
使用綠化以
外的方式來
美化

　

橋梁布線方向
一日內可受四小時以上日照直射至橋下正投影線之距離(單位：公尺)

夏至 春、秋分 冬至

南北向
東側 西側 東側 西側 東側 西側

4.1(上午) 4.1(下午) 2.3(上午) 2.3(下午) 0(上午) 0(下午)

東西向
北側 南側 北側 南側 北側 南側

2.3(全日) 0(全日) 0(全日) 3.4(全日) 0(全日) 9(全日)

圖9 南北向橋高10公尺橋寬20公尺 
      冬夏至、春秋分陰影對照圖

圖10 東西向橋高10公尺橋寬20公尺 
       冬夏至、春秋分 陰影對照圖

表2 高架橋下日照條件水準設定概要與綠化管理對策表[5]

表3  一日內可受四小時日照直射至橋下正投影線之距離季節對照表

圖12 環東高架橋下現況

夏至 春、秋分 冬至

圖13 環東高架橋下植栽綠化現況

註：天空率是人站在都市道路上垂直仰望所看見的天空比例，計算技術上利用球面投影幾何來模擬魚眼鏡頭的效果，天空率可說是把人主觀   
     感受轉化成數據的一種規範工具。日本政府於2003年1月1日開始實施天空率限制政策，來取代過去使用的道路斜線緩和指標，利用這樣  
       的新概念，來保存天空的面積與日照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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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美快速道路橋寬18.5M、橋高13.5M，橋

下人行道及綠帶平均寬約為10M，單側為洲美堤

防，與堤防間之高差以自然邊坡銜接；因橋面

寬度較大在橋梁下方之使用者略感壓迫，惟兩

側環境分別為關渡平原及洲美堤防，關渡平原

側僅有零星建築物且高度均未超過四層樓，較

大的建築量體僅有北投焚化廠，而洲美堤防高

度約5.4M，對用路者而言圍繞感尚屬良好；整

體景觀氣氛則因北投焚化廠側設置人行道，故

僅就結構體至路權線範圍進行比較，人行道寬

為4M，結構體至路權邊界水平寬度為13M，P/C

比值仍可提供行人良好之悠閒感與安全感；且

因與堤內河濱自行車道串連，假日時之使用率

高，形成台北近郊優良之休憩空間。（圖14）

　　洲美快速道路之橋梁段布設角度接近南北

向，對照表3，東西兩側之日照條件相同，皆可

植生，惟部分路段兩側之環境條件相異，而有

不同的植生狀況。圖15因橋下中央缺乏日照及

雨水，植生困難，生長欠佳，照片中央為替換

原先因生長不良而新補植之植栽，西側堤防背

陽斜坡上之植草亦呈現乾枯狀態，相較於圖16

橋下西側因可直接接受日照及雨水，植生狀況

十分良好，通常耐陰植物對水分的需求比一般

植物為高，雨水或人工灌溉能提高植物的生長

效果。

 

 

伍、結語

　　高架道路下方空間之利用雖已行之有年，

但何者才是最佳範例則應因地制宜；植生綠化

為處理方式之一，都會區中為減少橋體視覺衝

擊，柔化剛硬混凝土量體，橋下綠化的需求

高，一般而言，為減輕維護管理的負擔，接受

日照的範圍及雨水的供應成為重要的考量因

素，卻非唯一的條件。以享有城市花園美名的

新加坡為例(圖17、18)，其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就是良好的綠化環境，但這不是自然的巧合，

而是精心規劃建設的結果，由此可知，為達到

綠化效果，必須付出相對的維護管理成本。

　　台灣地狹人稠，又因特殊的自然環境具有

生態多樣化的特性，由於環境意識日漸抬頭，

工程開發常面對人文、生態之議題而陷入兩

難，將生態理念融入工程設計的觀念及落實，

成為生態界及工程界共同研究發展的目標。例

如，近年來學者專家大力推動雨水回收再利

用，將BMPs* 想法落實於道路工程、橋梁工程

設計中，以期達到水質之淨化處理、補充地下

水，創造溼地生態之機會。

　　至於，利用橋下設置人行、自行車道已有

初步成效，如捷運淡水線之自行車道使用率

高，對串連至鄰近綠地系統、學校、遊憩景點

亦逐漸形成路網，以主要幹道為主，連通其他

通學通勤動線，路軌綠色交通網之形成亦指日

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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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環東高架橋下植栽綠化現況

圖16 環東高架橋下植栽綠化現況

17 ( )

圖18 新加坡橋下綠化案例(二)

圖17 新加坡橋下綠化案例(一)

註：BMPs指最佳管理作業（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最早開始應用於 

     水庫集水區內污染量削減，主要係利用集水→除污（油污、磷）→污水

     不外流之觀念，將沉砂池、滯洪池、排水溝等工程環境改善，達到水質

     淨化、補充地下水之生態目的。

圖14 洲美快速道路高架橋下方空間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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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邊坡保護工法、加勁擋土牆、加勁邊坡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技術經理／林明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計畫工程師／林錦宏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正工程師／楊介碩

　　台灣地區綿密之公路系統為台灣全島提供便捷快速之交通服務，然因山多平地少，地

質條件大多不佳，多數公路須行經環境惡劣之山區，或地質軟弱之平原地區。為使公路能提

供全天候之服務，避免因颱風或地震等因素造成邊坡破壞而影響交通功能，故須針對公路邊

坡的特性，採取相關之邊坡保護措施。

　　本文先介紹目前台灣地區公路工程常用之邊坡擋土保護工法，再針對較符合生態景觀

兼節省用地目的之護坡工法―「加勁擋土牆」及「加勁邊坡」，說明其設計與施工之程序，

及工程品質檢核時應注意之事項。並列舉三處採用本工法且現已完工通車之案例，說明其設

計施工過程及成效，俾供後續公路工程邊坡保護設計施工參考。

壹、前言

　　台灣地區目前已完工通車之兩條南北高速

公路(包括4條環線)、北宜高速公路，以及已

大部分完工通車之12條東西向快速公路及西

濱快速公路，為台灣西部地區構築一快速運輸

網絡。再加上遍佈全台綿密的省道、縣道公路

系統，更為台灣全島提供無遠弗屆且便捷快速

之交通服務。然因台灣本島除局部平原外，多

數地區地形起伏變化大，地質條件不佳，致使

公路無可避免地須行經環境惡劣之山區。而地

勢平緩之平原地區亦大多有地質軟弱現象，常

有沉陷及承載力不足之疑慮。因而，為避免颱

風、豪雨或地震等天然災害造成公路邊坡的崩

塌滑動，進而影響交通之暢通，公路邊坡的保

護確有其不可輕忽之重要性。

　　公路邊坡穩定保護工程之設計與施工，必

須考慮地形、地質及氣象等現地條件，同時，

必須兼顧景觀與生態，以選擇符合安全、經濟

與耐久性之護坡工法。然因材料與施工方式之

多樣性，使得公路邊坡整治工法種類眾多，其

考量因素錯綜複雜，互有牽連，因而選擇不

易。如何周全地考量有效的護坡方式，實有深

加探究的必要。

　　本文將先就目前工程界常用之邊坡保護工

法作一概略介紹，以瞭解其使用情形。並考量

現今護坡工法需以維持生態環境、增進視覺景

觀為優先考量重點，故特別介紹較符合此要

求之護坡工法－「加勁擋土牆」及「加勁邊

坡」。加勁土壤結構由於具有「節省用地」及

「較佳抗震性」等特點，相當符合當今公路工

程設計之一般需求，故其使用已有漸趨普遍之

趨勢。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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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亦將列舉三處採用加勁土壤結構之案

例進行探討，此三處案例分別位於西濱快速公

路苗栗通霄路段新建工程擋土牆、北宜高速公

路頭城收費站增設匝道工程擋土牆，以及省道

台11線里程151K邊坡坍方復舊整治工程。希藉

由案例之說明，以瞭解「加勁擋土牆」及「加

勁邊坡」使用於各種狀況之處理情形，俾供後

續採用參考。

貳、邊坡穩定處理工法

　　就公路邊坡之穩定處理而言，除考量不同

致災因子、破壞模式、土地利用、生態景觀、

經濟性及施工可行性等設計因素外，亦應將各

階段處理優先順序及施工時程等納入評估，因

地制宜選定不同的整治對策與最適工法，以達

成穩定邊坡之目的。影響邊坡穩定之因素多且

複雜，加以多項因素條件不斷隨時間而產生變

化，因此，邊坡穩定工法為符合現場條件、經

濟性、安全性、耐久性、施工可行性及景觀維

護等要求，國內外所發展出之方法不計其數。

圖1為周功台(1997年)[1]針對在邊坡表層及深層

(內部)滑動條件下，各種穩定工法適用性的示意

圖，圖中顯示邊坡穩定工法若依學術理論領域

劃分，則可包括三大類：「生物性」、「物理

性」及「化學性」。各類方法所可能獲致之穩

定效果，因邊坡之破壞機制不同，其適用性有

相當程度之差異。例如：生物性之植生工法僅

適用於邊坡表層之穩定；而物理性的地錨工法

及化學性之灌漿工法，所發揮之穩定效果可達

邊坡內部相當深度。

圖1  邊坡穩定工法之分類[1]

　　圖1亦根據邊坡穩定工法之處理範圍，將

各工法分為「邊坡表層穩定工法」及「邊坡內

部穩定工法」兩大類型。依各工法之整治方向

與功能可分為：坡面表層防護、坡內強化改善

及坡面擋土結構設施三類。其中「坡面表層防

護」以坡面侵蝕、風化及表層崩落之局部穩定

為主；「坡內強化改善」以增強土岩之剪力強

度及降低地下水位，使得邊坡下滑力減少，達

到穩定之功能；「坡面擋土結構設施」則係藉

由擋土結構物增加抗滑力，以抵抗邊坡滑動，

穩定邊坡。由於坡面擋土結構設施已有完整之

工程設計標準，並可進行各工法間之穩定效用

分析評估與優劣比較，故較常被採用。

　　由圖1可知在進行邊坡表層滑動穩定處理

時，可使用植生工法、被覆工法、噴漿工法、

格子樑工法、落石防護工法、蛇籠工法、組合

擋土工法…等；而對於邊坡內部深層滑動穩定

處理工法，則可考慮採用抗滑樁、加勁邊坡、

地錨工法…等。其中「加勁邊坡或擋土牆」與

「坡內排水」等二項工法，對於邊坡表層與內

部之穩定皆有相當之助益，尤其邊坡之「橫向

排水工法」由於施工簡易及經費低，且對於一

般邊坡淺層或深層的排水功能均佳，故長期以

來廣泛應用於坡地整治工程，藉由排除及降低

滲入滑動體內部的地下水以穩定邊坡。

　　圖1雖列出多種邊坡穩定工法，但考量施工

之安全性、可行性與經濟性，以及施工機具與

材料之普遍性，目前公路工程邊坡較常採用之

護坡工法有：「地錨RC格梁護坡」、「自由型

格子梁護坡」、「加勁擋土牆或邊坡工法」、

「RC擋土牆護坡」及「掛網噴凝土護坡」等五

種工法。綜合此五種護坡工法之適用性及優缺

點、配合各工法之完工照片與示意圖，整理如

表1所示，由表中可初步瞭解不同護坡工法之使

用時機及成效。

　　中華大學土木系黃開明(2003年)[3] 為得知

不同工作性質人員對各種護坡工法重要性的認

知，曾針對包括設計與監造等工程人員進行訪

談，所調查之結果整理如表2所示。由調查結果

顯示，不同的訪問調查對象得到了不同的調查

結果，顯示工法重要性的認知可能會受到不同

工作環境的影響，而產生不同的評選效果。

　　由於現今護坡工程除強調穩定邊坡之安全

外，並須兼顧生態與景觀之維護與改善，而

「加勁擋土牆或邊坡工法」較RC擋土牆更可符

合此項要求，故本文後續特別針對「加勁擋土

牆或加勁邊坡工法」加以介紹說明，並列舉三

處實際施作案例供分享參考。

 

 

表1  常用邊坡保護工法之型式與優缺點比較

護坡工法 工法照片與示意圖 適用情形與優缺點比較

地錨(錨筋) RC

格梁護坡[2]

適用性：

1.坡面岩質風化程度較輕

2適用於平整之坡面

3.順向坡須採地錨穩定坡面

優點：

1.混凝土之品質較易控制且單價低

2.施工迅速

3.框內可填沃土植草，增加美觀

4.地錨(錨筋)可穩定邊坡

缺點：

1.不適用於崎嶇不平之坡面

2.施工較不具彈性

3.較不適用於高度大且陡之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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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坡工法 工法照片與示意圖 適用情形與優缺點比較

自由型格子梁

護坡[2]

適用性：

1.可用於不平整之坡面

2.逆向坡或層面傾角較小者

優點：

1.適於崎嶇不平之坡面，並可防止坡面風

化及侵蝕

2.可採用鋼線網代替模板增加施工彈性

3.施工迅速

4.框內可填植生袋植草，增加美觀

5.可配合岩栓﹑地錨增加邊坡穩定

缺點：

1.噴凝土格子梁強度較低

2.噴凝土格子梁表面粗糙

護坡工法 工法照片與示意圖 適用情形與優缺點比較

加勁擋土牆或

邊坡工法[2]

適用性：

1.加勁路堤、道路拓寬、崩坍修復、落石

防護、隔音牆、隧道洞口處理

2.高擋土牆、維護坡面生態景觀、路基加

勁

優點：

1.單價不因牆高而明顯變化

2.牆面可採預鑄板(剛性)或植生(柔性)，

有利於生態環境景觀的維護

3.整體穩定性較佳，且有利於路堤邊坡之

穩定

4.牆體耐震性佳，容許沉陷量較大

5.牆面排水效果佳

缺點：

1.施工進度較慢，採剛性面板時，所需之

施工精度較高

2.平均單價較RC擋土牆稍高(擋土牆無樁

基礎時)

3.牆面變形較大

4.回填材料之要求較高，若現地土方不符

要求時，無法達消化土方之功能

5.牆體之加勁回填材料若浸泡於水中，可

能造成強度降低

護坡工法 工法照片與示意圖 適用情形與優缺點比較

RC擋土牆護坡

適用性：

1.可用於開挖邊坡坡腳穩定

2.道路拓寬時可提供用地或穩定填方坡腳

並節省用地

優點：

1.施工快速，施工機具材料普遍，品質較

易掌握

2.牆高較低時，單價較便宜

3.牆體變形量較小

4.牆體施工所需之用地寬度較少

缺點：

1.牆面呆板，不利生態景觀

2.隨著牆高的增加，造價增加甚鉅，且牆

高太高時，須設樁基礎

3.容許沉陷量較小

4.牆面排水性較差

護坡工法 工法照片與示意圖 適用情形與優缺點比較

掛網噴凝土護坡

[2]

適用性：

1.易受風化侵蝕且地層膠結不良之邊坡

2.坡度較陡之邊坡(V:H=1:0.4~1:1)

3.較不衝擊當地景觀之處

4.地質不適合植生之坡面

優點：

1.無須養護

2.可配合岩栓、錨筋增加邊坡穩定

3.可填塞岩縫或膠結不連續面

缺點：

1.綠化不易無法滿足景觀需求

2.噴凝土易受氣候或坡面變形影響而龜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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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勁擋土牆及加勁邊坡工法

　　加勁擋土牆或加勁邊坡工法於1980年代開

始使用，而後逐漸成為歐美日等先進國家邊坡

工程採用的重要工法之一。台灣地區之加勁土

壤結構形式以多階的加勁邊坡為多，約占國內

加勁土壤結構數量的2/3。以下將就國內加勁擋

土牆及邊坡之加勁材料，及設計、施工與應用

進行說明。

　　加勁擋土牆或加勁邊坡(以下簡稱「加勁土

壤結構」)，係由面板、回包袋、加勁材、夯實

回填土壤及繫接材料所組成之重力式擋土構造

物。其中面板或回包袋係防止各層加勁材間之

土壤流失鬆落；加勁材埋置於回填土壤之間，

以其材料強度及與土壤間之摩擦力提供土壤變

形之抵抗力，用以改善土壤的力學性質。

　　依目前各相關規範之定義，加勁擋土牆或

加勁邊坡係以坡面角度高於或低於70°作為區

分[4]。加勁邊坡除毋需考量側向土壓力之影

響，以及牆面之面板設置外，設計上，內部及

外部穩定皆須考量。依相關經驗，當坡面大於

70°時，加勁材提供大部分阻抗；而當坡面小

於70°時，則回填材料提供大部分維持內部穩

定所需之阻抗。

　　加勁土壤結構設計施工之首要考量重點包

括：加勁材料之種類與力學性質、回填土材料

的選擇、加勁擋土結構分析與設計、施工方式

之考量以及施工品質之檢核[5]。各項考量重點

之內容概述如下。

一、加勁材料

　　一般用於加勁土壤結構之加勁材料可分為

「非金屬」與「金屬」兩大類。非金屬類加勁

材以地工合成材料為主，其中較常用為「地工

織物」與「地工格網」；金屬類加勁材有鈑

條、鋼片、鋼筋或鋼棒等，視其環境因素、設

計年限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表面處理方式。

(一)非金屬加勁材

　　非金屬加勁材以地工合成材為主，

地工合成材之構造主要為聚合物纖維所

組成、其材質主要有聚乙烯(PE)、聚丙烯

(PP)、聚酯(PET)等，其力學性質受聚合

物纖維特性之影響極大。較常用為「地

工織物」與「地工格網」，其性質概述

如下：

1.地工織物

　　地工織物是地工合成材中最早被應

用，也是使用最多的材料，由於構成之

材料為聚合物纖維，故具有優良抗腐

蝕、侵蝕能力，具有較高耐久性。惟紫

外線會損傷地工織物中聚合物纖維之結

構，雖已表面處理，增強其抗紫外線功

能，但仍應避免其曝曬於陽光下。

2.地工格網

　　地工格網(geogrid)相對於地工織物而

言，具有較高之勁度，且因其網格孔徑

較大，適用於具有較大粒徑顆粒之回填

土壤。較常使用之加勁格網材料為聚酯

纖維束(PET)並披覆聚氯乙烯(PVC)或聚乙

烯(PE)護膜之抗紫外線處理，網孔形狀可

為方形、長方形或條形。其設計所需考

量之特性包括：抗張強度、變形模數、

結點強度及摩擦特性等。

(二)金屬加勁材

　　金屬加勁材有鈑條、鋼片、鋼筋或

鋼棒等，應用於加勁土體時具有變形量

小、強度大等特點。以往常用鋼鈑條作

為加勁材，但鋼鈑條受土壤中之酸、

鹼、電化作用之影響，會有腐蝕現象，

嚴重影響其強度與耐久性。最近工程所

採用之金屬加勁材，多已改採耐久性及

抗腐蝕性較佳之「鍍鋅鋼筋網」。

二、回填材料

　　加勁土壤結構所使用之回填料以級配良

好、顆粒不易破碎之土壤為佳，然往往因主客

觀因素限制，常就地取材以現地挖方作為回填

料。

　　由於國內優良土壤料源短缺及棄土困難，

台灣地區之加勁土壤邊坡多採用現地土壤作為

回填料，甚至沉泥、頁岩或泥岩皆加以使用，

其土壤性質常與理想顆粒性質有所差異。各相

關規範規定加勁邊坡回填土壤材料所需之規格

要求整理如表3所示，本表係針對加勁邊坡而

言，若為加勁擋土牆，則其規格的要求更高。

當使用之回填土材料PI值大於10時，則建議儘

量採保守設計為宜。此外，各規範幾乎皆規定

每層回填層之鋪築厚度不得大於30公分，且應

確實逐層夯實。

表2  邊坡保護工法重要性之訪談調查結果統計表[3]

訪談對象
護坡工法

全體工程人員

(包括設計與監造)
設計人員 監造人員

地錨RC格梁護坡 21.5% 20.7% 22.9%

自由型格子梁護坡 20.2% 20.1% 20.5%

加勁擋土牆或    邊坡工法 20.7% 21.7% 18.5%

RC擋土牆護坡 19.6% 19.5% 19.9%

掛網噴凝土護坡 18.0% 18.0% 18.2%

註：資料來源[3]

表3  加勁邊坡回填土壤材料相關規定一覽表[4]

FHWA

(美國聯邦公路總局)

AASHTO

(美國州公路及運

輸官員協會)

加勁擋土結構設計及

施工手冊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45°<βs <70° βs<45° 加勁邊坡 50°< βs < 70° βs<50°

最大粒徑 ≦200 mm ≦200 mm ≦19 mm － －
LL(%) － ≦50 － － －
PI(%) ≦15 ≦25 ≦20 ≦15 ≦25

篩

分

析

通

過

%

125 mm 100 100 － 100 100
102 mm

(4 in)
－ － － － －

20 mm

(3/4 in)
－ － 75~100 － －

4.75 mm

(#4)
20~100 0~100 20~100 20~100 0~100

0.425 mm

(#40)
0~70 0~100 0~60 0~70 0~100

0.075 mm

(#200)
0~30 0~100 0~50 0~50 0~100

註：表中之βs代表加勁邊坡之坡面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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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程序

　　加勁土壤結構所需之設計流程大致如圖

3所示，詳細分析設計步驟及規定可參考相

關規範，如FHWA(美國聯邦公路總局)[6]及

AASHTO(美國州公路及運輸官員協會)[7]等。

四、施工程序

　　影響加勁土壤結構施工構築品質之因素包

括有：基礎土壤、回填材料、加勁材料、牆

面、繫接接頭、排水、現地環境、使用目的、

構築速率……等。主要之施工步驟包括：

(一)基礎地層之整地與處理：將加勁擋土

結構位置之基礎土壤中不適用之土壤移

除，包括有機土、植生、滑動土石堆與

其他不宜材料均須移除，必要時須夯實

基層土壤。

(二)於基礎地層上埋設透水材料或排水

管。

(三)鋪築並夯實回填材料至第一層加勁材

高度。

(四)於回填材料上鋪展第一層加勁材，並

堆疊土包或繫接面板。

(五)於加勁材上鋪築並夯實回填材料，

直至次層加勁材高度。若採柔性加勁牆

時，夯實回填至土包一半高度時，須進

行回包作業。

(六)重覆步驟(四)、(五)，依序完成每一

層之填築，直至預定牆高為止。

加勁土壤結構之施築步驟如圖4所示，該

等照片係以柔性加勁擋土牆之施工步驟

為例。

五、施工品質檢核

　　一個完善之加勁土壤結構施工，需要有一

充分且良好之工作計畫，提供完整詳盡之規

範，以供監造人員與承包商作為遵循之依據。

　　一般而言，加勁土壤結構施工過程中須加

強檢核之項目包括混凝土面板、加勁材與其連

接構件、回填粒料之規格、地工織物材質與接

合方式、施工品質要求…等。詳細之施工品質

檢核內容，請詳見FHWA及AASHTO之相關規

定。

 

 

肆、加勁擋土牆及加勁邊坡案例

一、西濱快速公路苗栗通霄路段RC擋土牆變
      更為加勁擋土牆案例

　 　 本 工 程 位 置 位 於 西 濱 快 速 公 路 里 程

123K~124K附近，屬苗栗縣通霄鎮，由於本路段

因增設通霄交流道連絡道之地方道路穿越箱涵

(如圖5)，為配合車行箱涵之淨高需求，須調高

主線及連絡道鄰近穿越箱涵路段之路面高程，

致使箱涵附近之RC懸臂式擋土牆高度須配合增

高，擋土牆加高後之基礎承載力因而不足，須

採用樁基礎，將造成工程經費大幅增加。且RC

擋土牆加高後，對當地景觀有不良之影響。因

此，基於經濟性、安全性與符合景觀之考量，

故有以「剛性面板加勁式擋土牆」取代RC擋

土牆之方案。惟採用加勁式擋土牆，仍有安全

性、施工性、增加用地、採用材料等因素須加

以評估，故曾一度考量放棄。

1

3 [8]

圖4  加勁土壤結構施工程序示意照片[9]

圖3  加勁土壤結構分析設計流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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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連絡道下方增設地方道路穿越箱涵平面位置示意圖
       [12]

(一)本工程「RC擋土牆」變更為「加勁擋

土牆」之困難點評估與解決措施

1.施工工期之評估

　　根據以往施工經驗，並詢問曾有實

際施工案例之廠商，採剛性RC面板加柔

性加勁材之加勁擋土牆施工進度約為每

天施作20M2之牆面面積(以7人為一組之

工作面估計)，根據前述之施工進度估

計，各處加勁擋土牆之施工時程均較原

設計之RC擋土牆增加。然而，由於本工

程擋土牆之施工時程非屬要徑，故採用

加勁擋土牆雖增加局部工程施工時程，

但對整體工程之時程而言不致有太大之

影響，應不致影響完工進度。

2.加勁擋土牆回填材料來源之評估

　　加勁擋土牆回填材料經滾壓夯實

後，與加勁材及面板結合為一類似剛體

之穩定結構，因此，回填材料之選擇為

加勁擋土結構設計時之重要考慮因素。

　　加勁擋土牆之穩定機制主要是由背

填土與加勁材之摩擦互制作用所構成。

因而，選擇回填材料時除須注意回填材

料之排水性、承載力、變形及浸水軟化

等工程特性外，尚須考慮回填材料與加

勁材間之界面性質。

　　根據美國聯邦公路總局(FHWA)對於

加勁擋土牆之背填材料限制，其主要規

定項目如表4所示。

　　依據本路段調查階段之地質探查報

告中之鑽探試驗結果顯示，本路段地表

附近之地層主要為卵礫石夾粉土質細

砂，或為粉土質砂層。由室內試驗結果

顯示，地表附近之粉土質砂層通過#200

篩之通過百分比大部份皆小於15%，可

符合要求。然通過#40篩之通過百分比則

大多超過80~90%，有細砂含量過多之情

形。另，由於地表之地層多屬於卵礫石

或粉土質砂，故大多屬無塑性指數(N.P.)

之地層，其中里程126K+100~129K+500

之卵礫石層所夾土層之塑性指數為6，尚

符合表4之規定。此外，地表附近之卵礫

石層若能篩選粒徑小於15公分之石粒，

則可作為加勁擋土牆之背填材料。

　　經以上評估，本路段之開挖土方基

本上其材料性質尚可符合加勁擋土牆背

填材料之要求，惟其材料顆粒之粒徑須

再經篩選，使級配粒徑分佈可合乎表4之

要求。

3.加勁擋土牆加勁材料規格評估

　　為減少施工時程，本計畫擬採用具

有成品且易於施工之柔性加勁材，其材

質為聚酯纖維束(PET)，外覆可抗紫外

線處理之聚氯乙烯(PVC)或聚乙烯(PE)護

膜。其抗拉強度大於150KN/M，最大延

伸率20%以下，延伸率5%時之抗拉強度

大於50KN/M以上。

　　經詢問多家廠商，本案擬採用之加

勁材，至少有四家廠商可生產合乎規定

之產品，故應無獨家生產之情事。惟各

家廠商之產品所採用之材料或添加物略

有不同，其工程性質亦有所差異，故於

施工規範擬定時，係以採用一般性之材

料為原則，且其各項工程性質均可符合

設計及規範要求。

(二)本工程加勁擋土牆之實際施作成果

　　經以上評估之後，業主裁示決定以

加勁擋土牆取代原設計須增加高度之RC

擋土牆，所採用之加勁擋土牆係以剛性

RC面板加柔性加勁材之加勁擋土牆施

作。加勁擋土牆之剖面及立面示意圖如

圖6所示，其實際完成後之現場照片如圖

7所示。

         表4  加勁擋土牆背填材料之相關規定[6]

項  目 規定及限制 限制之原因

粒徑限制

150mm(6＂)：通過百分比100%
#40篩：通過百分比0~60%
#200篩：通過百分比0~15%

粒徑過大可能磨損傷害加勁材，細顆粒
含量過多則有不易夯實、排水性差及易
吸水軟化等缺點。

塑性指數 <6
塑性指數過高可能有較大潛變、不易夯
實及易吸水軟化等缺點。

有機土壤 不得含有機土壤 有機土壤之工程品質無法掌握。

圖6  剛性面板加勁擋土牆剖面及立面示意圖[12]

圖7  剛性面板加勁擋土牆現場完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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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宜高速公路頭城收費站已完工加勁擋
      土牆加高案例

　　因北宜高速公路頭城收費站須增設匝道計

程收費，故須新增設收費匝道(平面位置如圖8

所示)，其中有一新增收費匝道恰位於已完成之

剛性面板加勁擋土牆上方，由於受到匝道線形

及縱剖面高程之限制，故該已完成之加勁擋土

牆須予以加高。原有加勁擋土牆與加高後加勁

擋土牆之立面如圖9所示。本加勁擋土牆係採用

「剛性面板」加「剛性加勁材(鍍鋅鋼筋網)」設

計。

 

圖8  頭城收費站原有加勁擋土牆加高位置[10][13]

圖9  頭城收費站原有加勁擋土牆加高之立面示意圖[13]

(一)原有加勁擋土牆加高之施工程序

　　本案例將原有加勁擋土牆加高之施工程序

共分為四段處理(如圖9所示)，第一段加勁擋土

牆因其原牆高所採用之加勁材長度尚符合加高

後之所需，故直接於其牆頂繼續回填施作加勁

牆，直至預定所需牆高。第二段由於原有加勁

擋土牆牆高較低，若逕於其上增加牆高，則因

其牆後之加勁材長度不足而有設計標準不足之

虞，故此段原有加勁擋土牆須挖除，重新採較

長之加勁材施築。加勁牆拆除時，其臨時開挖

坡面以斜坡明挖方式處理。而第三段之新建擋

土牆因其牆後方有橋台基礎結構，故無法施拉

加勁材，改以RC擋土牆加基樁方式施作，RC擋

土牆牆面以造型模板施築，以求景觀一致。而

最右端之第四段加勁牆位置，因新設匝道橋後

已無須施作擋土牆，故原加勁牆予以拆除。本

工程剛性面板加勁擋土牆現場施工照片如圖10

及圖11所示。

 

圖11  頭城收費站剛性面板加勁擋土牆牆背施工照片

(二)原有加勁擋土牆加高完成後之現況

　　經過前述之施工程序，增高完成後之剛性

面板加勁擋土牆，其現況照片如圖12所示。由

此完成後之現況照片，可看出新舊加勁擋土牆

面板具有不同之色澤及明暗程度。

圖12  頭城收費站剛性面板加勁擋土牆加高後之現況照片

三、省道台11線151K+820~151K+907以加勁
      邊坡穩定坍滑坡面案例[11]

　　本案例為省道台11線於台東縣加母子路

段，邊坡發生坍滑後，以柔性加勁邊坡配合相

關排水措施，進行邊坡整治工程的案例。

(一)工程概況

1.柔性加勁邊坡：70m長，15m高。及頂

部一座擋土壩：64m長，2m高。

2.拍漿溝：359 m長。

3.洩槽：67m長。

4.集水井：4座。

5.噴植草種植生：4,443 m2。

6.排水溝：70m長。

(二)完工後概況

　　柔性加勁邊坡施築完成後，其坡面均以噴

植草種植生，草種以混合草種噴植，並加入一

些花種，於施工完成後植生即迅速生長，幾乎

可完全恢復邊坡坍滑前之景觀。有關本工程位

置原坡面於邊坡發生坍滑後之現場照片如圖13

所示，於施作柔性加勁擋土牆整治後之完工照

片則如圖14所示，可明顯看出其成效。惟因本

照片拍攝於完工後不久，故其植生尚未生長茂

密。

伍、結 語

　　為確保公路提供順暢快捷的交通服務，除

賴完善的設計與施工品質外，更須日後持續的

監測與維護，使道路功能得以維持。而造成公

路交通中斷之主要原因，常是道路邊坡發生坍

滑破壞，致使土石掉落堆積於路面上而影響通

行。公路邊坡災害除妨礙交通外，甚至對生命

財產安全產生嚴重危害。故妥善合宜的道路邊

坡保護措施設計與施工，是公路工程中重要的

一環，也是發揮公路效益不可或缺的因素。

　　本文首先介紹目前工程界常用的幾種邊坡

保護工法，說明其適用情形。並由於環保意識

高漲，揚棄傳統混凝土結構物，符合生態景觀

與具有良好抗震性的「加勁擋土護坡工法」隨

之崛起。本文僅對「加勁擋土護坡工法」之材

質、設計流程與施工程序作初步說明，並以三

處實際施作完成之案例，佐證在多地震之台灣

地區實是最適合採用的邊坡保護工法。冀望經

由本文之拋磚引玉，引起更多對加勁擋土護坡

工法設計標準與施工規範深入探討之研究，以

建立適合台灣地區的施工品質檢核標準，使加

勁擋土護坡工法之設計與施工更臻完善。 
圖10  頭城收費站剛性面板加勁擋土牆立面施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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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成本效益（Cost-Benefit Analysis）、影子價格（Shadow Price）、

            願意支付價格（Willingness- to- Pay）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副理／林貴貞

　　經濟效益分析雖已成為國內評估公共建設重要之一環，然而經濟成本因取

得困難，經濟效益項目是否完整，計量效益之方法或貨幣化之理論基礎是否得

宜，均造成經濟效益評估之難度，而致國內進行經濟效益分析常發生許多錯誤

樣態，本文借鏡國外實務界常採行之方式供國內評估經濟分析之參考。

壹、經濟效益之重要性

　　近年來受到政策上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之影響，國人逐漸認知到公共建設財務分

析之重要性，並且對評估報告中之財務分析內

容、架構、所使用方法、指標有較明確之認

識；反觀經濟效益分析則因資料取得不易、且

其量化方法由理論轉換成實務做法非常困難及

分歧，導致國內目前在評價公共建設之經濟效

益上仍具爭議性。

　　事實上國內所謂之經濟效益分析，其實即

為大家耳熟能詳之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成本效益分析常被政策分析家用來

評估一項公共建設是否符合經濟效益，亦即從

社會總體的觀點來探討公共建設之正當性，最

常為實務界運用來檢視公共政策的分析工具之

一。成本效益可以用在一項政策形成前的預評

估（pre-evaluation）、亦可以為檢視政策實施後

的事後評估（impact evaluation）。不管是以事

前或事後的分析，其立論基礎均是從當代福利

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的角度出發，然因

各公共建設本質之特性不一，如交通建設之捷

運建設、能源市場之再生能源、資本支出之債

券市場、都市計畫之土地開發案、社會及教育

政策之社教建設等，運用在實務上因個案計量

效益及成本之實務做法的確差異甚大，而常衍

生結果論爭議，例如蘇花高是否要建？或之前

國內亦曾熱絡討論興建水庫之正當性？

　　基於上述，本文主要以交通建設為例，說

明經濟效益實務做法上應注意要項，並介紹

世界銀行所發展經濟效益分析之實務方法論

（Project Appraisal and Management）[1]，以

及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所發布

之經濟效益指導綱領（Cost-Benefit Analysis of 

Major Project）[2]，供國內讀者參考。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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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因財務與經濟分析所引用之理論基礎不

同，此兩種分析方法在定義成本與效益之內涵

上有下列不同之差異，亦是導致許多評估者在

進行經濟效益分析時常發生錯誤，甚至混淆財

務與經濟之觀念，主要原因是經濟成本(價格)難

以取得，故一般會從財務成本轉換，而導致混

淆財務與經濟之觀念。

(一)財務成本≠經濟成本 

    經濟分析是基於「有」和「無」

（With and Without）之觀念分析。所

有投資計畫都會使用有限資源投入以產

出有價值的商品或勞務（產出），若

「無」此計畫，這些投入和產出對於

整個經濟之影響與「有」此計畫是不

同的，經濟分析即認定並估算「有」

此計畫與「無」此計畫之成本效益，

「有」、「無」計畫間之淨效益差額即

為該計畫對經濟所產生之淨效益增量

（Incremental Net Benefits），然而分析

者常會混淆「有」「無」概念與「前」

「後」之觀念，導致無法正確評估經濟

之淨效益。對於此「有」「無」之概

念，可以圖1加以說明，其中若假設縱軸

Q為產值、橫軸為時間；to、te為計畫期

間；曲線AC代表無此計畫之淨產值；而

曲線AB 為有此計畫之淨產值；所謂計算

計畫之「有、無」淨產值是估算ABC之面

積，而非估算ABD之面積，ABD之面積是

指計畫之「前、後」。

貳、經濟效益之演進概述

　　成本效益分析應用於公共建設之發展歷

史可追溯至1808年，當年美國財政部長Albert 

Gallatin 建議水資源計畫要作成本效益分析；

而後至20世紀初，美國相關部會要求重大計畫

應作經濟分析，於1936年美國國會在洪水控制

法（Flood Control Act of 1936），授權農業部

對洪水控制計畫應作成本效益分析；1939年美

國墾務局根據開墾計畫法（Reclamation Project 

Act of 1939）要求改善河川、商業釣魚及休閒

活動之計畫要作成本效益分析。

　　1946年美國聯邦河流委員會正式成立成本

效益委員會；1952年美國預算局鼓勵編製預算

時應以成本效益分析為參考。至1981年美國雷

根總統12291號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新的管制都

要執行成本效益分析，使得成本效益分析成為

美國政府決策之重要工具，之後歷任總統都陸

續簽署行政命令推動成本效益分析。

　　1960年代之後，成本效益分析應用擴散

至美國以外的國家。英國首先應用成本效益分

析在交通運輸計畫，且於1967年英國政府白

皮書，正式授予成本效益分析應用至國營事業

的投資方案評估。而加拿大交通局於1994年

提出Guide to Benefit-Cost Analysis in Transport 

Canada[3]為交通建設投資決策之參考及依據。

1997年歐盟執委會則公佈經濟效益指導綱領，

提供官方及顧問機構於評估公共建設經濟效益

時之參考。

　　
至於我國，預算法於1998年修訂後，亦強

調及重視成本效益分析報告之重要性。預算法

第34條規定「重要公共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

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

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

始得編列概算及預算案，並送立法院備查」。

另「92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

4項第9款規定「各機關在歲出概算額度內編製

概算時，應切實把握零基預算之精神檢討所有

計畫之成本效益，排列優先次序，………」；

第5項第8款亦規定「各公營事業與非營業特種

基金應審慎規劃及評估固定資產投資計畫，檢

討已執行計畫進度績效，據以核實編列年度預

算。新興計畫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與替代方案

及其成本效益分析，並妥適規劃財源籌措及資

金運用」。

　　「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第5章

第25條規定「有關公共建設、科技發展及社會

發展個案計畫之擬編，應加強財務規劃，對於

具有自償性者，需列明自償比率；並須對所需

經費及成本效益詳加評估」。

　　綜合上述可知，我國「預算法」、「總預

算編製原則」、「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皆

規定資本支出計畫必須執行成本效益分析，故

今後我國在推動重大公共建設應注意要加入經

濟效益分析才算完整之評估。

叁、常見之經濟效益謬誤觀念

　　就理論而言，成本效益分析之基礎為經濟

學，著重效率、追求分配公平性或追求柏拉圖

效率（Pareto Efficiency），其基本假設奠基於

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消費者是理性的、願意支

付價格（Willingness- to- Pay）、應用消費者

剩餘、生產者剩餘、社會剩餘及機會成本的概

念，以測量與政策相關之各種成本和效益。以

下茲就經濟分析與財務分析之差異，以及常見

之經濟分析爭議課題作一說明。

一、經濟分析與財務分析之差異

    雖然財務與經濟分析均採成本效益之定量分

析方法，同時，亦均追求投資計畫之效益極大

　　故由上述觀念得知，雖然財務與經

濟分析所採用之評估方法之理論基礎極

為類似，但二者最大不同點在於定義成

本及效益之觀點截然不同，故財務成本

與經濟成本是截然不同，而實務上因財

務成本較易取得，故通常是由財務成本

轉換為經濟成本。

　　實際上，估算經濟成本之步驟是

以財務分析中之成本作為基礎，將財

務價值轉換為經濟價值，其步驟為：

（1）重新定義計畫的成本，將屬於

（或不屬於）經濟成本之因素從財務帳

中予以納入（或排除）；（2）將投入

與產出，採用經濟價格加以調整，需

調整之財務項目約為：沉沒成本（Sunk 

Cost）、準備金（Contingencies）、

移轉性支付（Transferal Payment）、

消費者剩餘（Consumer's Surplus）、

外部效果（External Effect）、國際效

果（International Effect）、損耗性貼

水（Depletion Premium）以及週轉金

（Working Capital）等項目。

(二)財務收入≠經濟效益

　　財務分析乃是估算計畫參與者產生

之財務所得淨收入，而經濟分析是估算

計畫之社會淨收入。財務分析中所有資

料係以會計帳面價值為基準，所有的成

本和收入均根據國內市場價格計算，故

評估財務價格乃根據會計價值求得。而

經濟分析是採用財務分析中的帳面價值

為基礎，再將收入與成本調整為經濟價

格，然反映經濟資源所需使用之成本與

效益，由於市場價格常受政府政策或稅

收等外在因素影響而被扭曲，故為反映

真正社會價值的經濟價格，需調整部份

價格，經調整後之價格稱為影子價格

(shadow price)。

ot et

圖1 「有」和「無」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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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折現率≠經濟折現率

　　依理論，折現率為機會成本之概

念，因此，實務上估算機會成本之方法

有四種，替代方法之經濟報酬率（the 

Economic Rate of Return on Alternative 

Marginal Projects）、或者向國外借款之

實質資金成本（the Real Cost of Foreign 

Borrowing）、或資本市場之實質報酬率

（the Real Rate of Return in the Capital 

Market）、或為投資資金價格（Overall 

Estimate of the Economic Price of 

Capital）；以我國經濟部國營會為例，

在審定國營事業之固定資產計畫時所採

用之折現率，以該國營事業之資金成本

率為折現值。

　　然經濟效益分析著重從國家資源之

角度來評析該公共政策是否要推動，故

其所引用之折現值與財務分析以報酬率

之角度的確是不同，國際上對此討論非

常多，至今仍沒有定論，諸如此類問

題，像世界銀行等相關機構則以列述指

導原則（Guideline）的方式來處理或檢

核，如就財務分析而言，對A類（高所

得）貸款國的股東權益報酬率採25﹪至

27﹪來設算等，但經濟效益分析則從

一國之社會資源機會成本來設算，通常

其採用之折現值會較低，若規劃報告書

之定位僅探討計畫之可行性，而不涉及

資金來源，則依亞洲開發銀行所出版之

Guidelines for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jects[4]建議，最適折現率為10﹪至

12﹪。

二、經濟分析之常見爭議

　　瞭解經濟效益之理論基礎後，進一步說明

其實務做法。一般而言，經濟效益之實務做法

應分為四步驟：首先須界定（Identification）

規 劃 計 畫 可 能 產 生 之 增 量 成 本 與 效 益 、

其 次 儘 可 能 將 增 量 成 本 與 效 益 予 以 量 化

（Quantification），接續儘可能將成本與效益

貨幣化（Valuation），最後以經濟評估方法比

較貨幣化之成本與效益，以研判計畫之經濟可

行性。

　　玆舉交通建設為例，世界各國均認為交通

建設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石，並攸關人民福

祉，而參考歐盟執委會投資計畫成本效益分析

準則，交通建設之社會經濟目標至少應包含以

下項目：

（一）藉由新建交通設施減少受限於既

有交通設施規模所造成之壅塞問題；

（二）透過既有交通設施之改善措施，

增加旅運速度、減少營運成本及抑制肇

事發生；

（三）將既有旅運需求轉移至特定交通

模式，以減少原有交通模式對環境之影

響；

（四）整體路網運輸之健全；

（五）計畫周邊區域之可及性改善。

　　簡而言之，各國均希望交通建設係透過增

加運輸供給或移轉運輸需求，解決壅塞、旅運

時間過長或增進其安全性來增加整體社會之效

益。那該如何計量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除經濟成本(價格)難取得外，最

具爭議性及困難點，為如何計量效益，至少有

下列課題值得大家思考：

（一）效益量化或貨幣化之方法是否洽當

　　例如時間價值貨幣化該以何族群為

取樣標的？

（二）效益項目之完整性

     交通建設是否應計算觀光效益？是否

要考量土地增值效益？土地效益何時該

計入？是該公共建設啟動時還是計畫宣

告時？

（三）效益彼此之間是否有重複計算之慮

　　例如計入土地效益，是否還需計入

產業效益？

（四）外部成本如何內生化

　　　例如，環境生態是否要內生化？

（五）取樣之資料是否洽當

      如各運具之行車成本、乘載率是否

會因地制宜而有不同？

　　上述之課題若於計算經濟效益未能釐清，

可能會誤以為交通建設一定會促進地區發展而

高估該公共建設之經濟效益。參酌國外案例雖

未必會提供國內肯定之答案，但至少可讓國內

有一依循方向以玆學習。表1所整理的為國內較

熟習之美國與歐盟經濟效益項目比較，首先就

評估期間而言，不論是美國聯邦高速公路管理

局或是歐盟執委會之研究，其評估期間約為30

年。而在國內審查會議中常被質疑之折現率，

就表1而言，歐、美公路建設之折現率介於5至

6%，若以國民所得來比較，歐美均高於我國，

但其公路建設之經濟折現率似乎較我國為低。

在效益項目方面，歐美主要為以行車時間節

省、減少肇事率為主，反觀國內最常計入之觀

光效益或土地效益，美國或歐盟似乎採取較為

保守估計；而評估指標，也以淨現值(NPV)、內

部報酬率(IRR)和益本比

(B/C)作為評估專案之指

標。

肆、結論

　　綜觀國內外之實證研

究報告、及參閱國外經濟

分析文獻，歸納執行經濟

分析研究時應注意之事項

有：

一、輸入規劃資料階段：

應區分經濟成本與財務成

本之不同；

二、經濟效益貨幣化階

段：應審慎選擇合宜之經

濟參數以轉換效益項目為貨幣化單位；

三、評估經濟分析階段：所選用之折現率是否

會造成經濟效益高估之疑慮。

      依理論，界定經濟規劃資料後，需區分可

量化與不可量化之成本與效益；可量化成本主

要檢核其項目及設算方法，就項目而言若為新

建規劃案有興建成本、營運成本、重增置成本

等，所謂設算方法是指求算經濟成本時，如何

取得經濟成本之價格資料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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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美國與歐盟公路經濟效益項目比較

項目 美國聯邦高速公路管理局 歐盟執委會

評估期間 道路約為30-40年，橋梁評估期間則更長。 25-30年

折現率
1. 以政府債券利率為基礎並與評估期間長度一致之年期

2. 公路投資專案大多使用3~5%

3. 美國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建議使用7%

一般以資金之機會成本

估算，長期來說約為6%

效益項目 1. 與計畫區域相關效益：

a. 減少肇事成本：以旅行者為了降低受傷或死亡風險所願意

支付之金額預估，包含醫藥、財產、法律及其他與肇事相關

成本。

b. 減少車輛使用成本：包含汽油消費、輪胎磨損及破洞。

2. 與設施營運相關效益：

a .  旅行時間成本：以旅行者薪資水準或願意支付成本

(Willingness- to- Pay, WTP)；美國交通部(USDOT)建議以

50%平均薪資來預估

b. 延遲成本

3. 外部性效益

1. 旅行時間節省：以使

用者之平均經濟收入預

估之。

2. 肇事減少效益：以醫

療成本及損失之收入，

或是人類的生命價值(平

均收入及對生命的期待)

來預估。

3. 外部性效益：如新產

業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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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辦理「淡海新市鎮聯外輕軌運輸系統可

行性研究暨初步規劃」乙案，借鏡國外新市鎮開

發導入新交通系統之經驗，了解輕軌運輸系統技

術發展的現況與趨勢，考察國情與本國相近，且

軌道系統發達之日本，汲取日本相關軌道運輸系

統規劃、設計與營運經驗，以做為推動淡海輕軌

計畫之參考。

　　
世界各國為因應不同都市規模之交通需求，

發展出各式各樣的軌道系統，其中輕軌運輸系統

為適合台灣中小型都市( 人口約50萬人以下)之

軌道運輸系統。近年來政府施政以「環境永續並

兼顧經濟發展」為目標，優先發

展大眾運輸之政策已付諸行動，

以改善都會區交通，打造優質生

活環境，並提昇市民的生活品質

為目標。

壹、前言

　　近年來公部門推動之重大交通建

設計畫，大多集中在軌道運輸。軌道

建設之蓬勃發展可歸因於台北都會區

捷運建設的完工通車，其新穎、清

潔、安全、準點、迅速之特質，不僅

改善都會區的交通，也打造優質的生

活環境，大幅提昇台北都會區的都市

交通運轉與民眾生活品質。

　　本公司目前正受高速鐵路工程局

委託辦理「淡海新市鎮聯外輕軌運輸

系統可行性研究暨初步規劃」，為汲

取國外新市鎮開發導入軌道運輸系統

之規劃、設計與營運經驗，於民國95

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為期十天，考察

國情與本國較為相近，且軌道系統極

為發達之日本，作為淡海輕軌研究與

規劃之參考。本文將依所參訪之系統

分為「新市鎮交通系統」、「輕軌系

統」、「都市捷運延伸建設」三大部

分說明如后。

貳、新市鎮交通系統

　　本次參訪的新市鎮交通系統包

括：百合海鷗線、橫濱新都市交通金

澤海傍線、Linimo磁浮系統東部丘陵線

與名古屋ガイドウエイバス株式會社

Guideway Bus等四條路線，以下簡要介

紹各系統之內容特色與技術特性。

一、百合海鷗線

　　百合海鷗線位於東京都臨海區，

路線名稱為「東京臨海新交通臨海

線」，由JR山手線新橋站至豐洲(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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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長14.7公里。東京都政府為開發竹芝、日

之出及臨海副都心等地區，決定興建中運量新

交通系統並成立百合海鷗株式會社(Yurikamome 

INC.)。該株式會社由東京都政府與民間業者共

同出資於1988年4月成立，由東京都政府出資

67%，民間銀行(14家)及其他出資33%，負責興

建營運。

　　新交通臨海線(百合海鷗線) 為一無人

駕駛之中運量AGT系統(Automated Guideway 

T r an s i t )，如圖2所示，由JR山手線新橋站

(Shimbashi)起，經竹芝(Takeshiba)、日之出

(Hinode)，藉彩虹大橋(Rainbow Bridge)跨越海

域，至臨海副都心，再經台場(Daiba)、青海

(Aomi)、有明(Ariake)到豐洲(Toyosu)，路線長

14.7公里，設置16處車站。全線車站之售票、

月台進出等作業皆以自動化處理，除少數車站

因特殊需求外，基本上車站是完全無需看管。

　　新交通臨海線(百合海鷗線)採雙軌高架之

自動導軌膠輪系統，軌距1,700mm，路權寬7.5

公尺，為確保爆胎時之行車安全，膠輪內裝有

鋼圈。主線最小平面半徑45公尺，機廠進出線

最小半徑30公尺；主線最大縱坡度5.0%，機廠

進出線則為6.0%，在跨越灣域之彩虹大橋引道

端，因考慮輪船出入，為維持橋梁與海平面淨

高約60公尺，以布設環道方式，達到路線爬昇

高度。

圖1 東京都臨海副都心百合海鷗線示意圖(紅色線) [1]

二、橫濱新都市交通金澤海傍線 

　　橫濱市為東京的副都心及重要的港口，為

改善都市生活環境品質，將市區之工廠逐漸遷

移至臨海港口，利用淺海地區填海造地，計畫

容納20萬之居住及就業人口。為滿足交通需

求，由日本國土交通省、橫濱市政府及橫濱新

都市交通株式會社合作，於1984年11月動工興

建橫濱新都市交通金澤海傍線，1989年7月完

工，營運迄今已有17年的歷史。

　　路線所經範圍共有面積660公頃之新生地，

現有公司630家，約有19,000名員工，及30,000

名居住人口，沿線更有金澤產業振興中心、市

立大學附屬醫院、金澤高科技中心等公共設

施，及海的公園、八景島、野島公園及金澤八

景的平潟灣、稱名寺、金澤文庫等著名史跡，

吸引相當多的遊客。

　　橫濱新都市交通金澤海傍線(Seaside Line)位

於橫濱東側臨海地區(路線位置如圖3)，是連接

JR鐵路新杉田站與京濱急行線金澤八景站間之

新交通路線，屬中運量自動導軌膠輪系統，全

長約11公里，共設置14個車站。沿線大部分為

高架型式之專屬路權，最高速度60 km/h，運轉

速度約25 km/h，行駛一趟之時間約25分鐘。最

大縱坡度主線4.0%，機廠進出線6.0%；最小平

面半徑主線50公尺，機廠進出線30公尺；最大

超高8%。為配合臨海景觀，高架橋梁曲線設計

優美(如圖4)，並為便於乘客觀賞風景，車輛前

圖3 橫濱金澤海傍線路線位置圖(紅線) [3] 

圖4 橫濱金澤海傍線橋梁與車輛型式 [4,5]

圖2 東京都臨海副都心百合海鷗車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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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稍有傾斜，玻璃延伸至側面，側面玻璃並儘

量加大以擴展視野，電聯車之色彩採用藍色，

以展現橫濱的特色，電聯車外觀如圖4。 

三、磁浮系統Linimo東部丘陵線

　　Linimo東部丘陵線位於名古屋東部丘陵地

帶的「愛知學術研究開發區」，為愛知縣政府

長期規劃開發，以學術研究為主之新興區域，

近年來該地區之建設已日見完善，2005年國際

博覽會的召開，更進一步推動該地區之發展。

　　Linimo(東部丘陵線)由愛知高速交通株式會

社興建營運，該會社由政府出資 52%，民間出

資48%，其中愛知縣政府佔30%股份為最大股

東。為辦理2005年國際博覽會，愛知高速交通

株式會社考量安全性與實用性，採用HSST(High 

Speed Surface Transport)磁浮系統。2005年通車

營運後，成為世界上第一條商業化的磁浮捷運

系統，其特色為車輛藉由磁力懸浮，可降低車

輛與軌道摩擦之噪音及振動。

　　東部丘陵線長度8.9公里，建設經費高達

997億日圓(約285億台幣)，採車路分離方式興

建。土建工程及用地部分約佔641億日圓，全部

由政府負擔；其餘356億日圓則由政府與民間組

成之愛知高速交通株式會社出資71.2億日圓，餘

為貸款。

　　東部丘陵線所採用之系統為HSST-100L

型，車輛設備如圖5，最小迴轉半徑50m、最

大坡度7%，一列車由3輛車廂組成，列車總長

43.3m，車體長14.0m(中間車13.5m)、寬2.6m、

高3.45m，一列車可乘載244人(座位104人)。車

身為鋁合金製造，車門單側2處(每一輛車)，採

Ｕ型常電導電磁石懸浮裝置(如圖6)，懸浮高度

8mm。列車為ATO無人自動駕駛，推進裝置為

線性感應馬達VVVF變頻器控制，最大速率100 

km/h。枕木上安裝鋼軌(如圖6)，在其下方的車

身上裝上Ｕ形電磁石，與鋼軌相對。Linimo軌

道高架複線與分歧裝置如圖7所示。

四、名古屋ガイドウエイバス株式會社
       Guideway Bus路線

　　名古屋市劃分為16個行政區，市政府為紓

解名古屋市過於擁擠之現況，計畫開發守山區

為副都心。近年來靠近大曾根站之守山區已具

副都心規模，由於守山區來往名古屋市區之交

通極為壅塞，政府部門評估後決定建造導軌公

車系統，於副都心區採高架專用路權，於郊區

則以公車專用道方式營運(路線與區位如圖8)。

　　整體計畫自建設省擬定開發計畫至營運通

車歷時16年，實際施工期間為5年。名古屋導

軌公車株式會社特許營運該高架「田代志段味

線」導軌公車路段，現有車輛計25輛，其中7

圖5 Linimo線磁浮車輛外觀與內部設計 [6]

圖7 Linimo軌道圖 [6]

圖6 Linimo車輛磁石裝置與通電車輛浮起示意圖 [7]

6a.車身下方裝置Ｕ形電磁石

6b.通電時磁石向鋼軌方向吸引車輛浮起

8a.「田代志段味線」導軌公車路線與區位

8b.「田代志段味線」導軌公車高架與平面路段

圖8 「田代志段味線」路線示意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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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軌道採側式內軌條方式，軌距2.5

公尺，利用車輛側輪及導軌導向，車上配有緊

急無線電裝置與優先號誌系統，軌道型式與車

輛運行如圖9所示。導軌公車系統使用GB-1000

型車種(如圖10與圖11)，車長10.75公尺，車高

3.12公尺，前端車寬2.5公尺，後端車寬2.49公

尺，座位28人，立位46人，配有駕駛員1人，合

計可搭載75人。

輛有無障礙設施。一部車輛之造價約4,000萬日

幣。田代志段味線Guideway Bus系統係一種複合

式之雙系統，分別適用於軌道與公車規範，被

日本視為新交通運輸系統之一環，屬於中運量系

統，運量介於地鐵系統與公車之間。在高架段部

分採A型路權高架式導軌系統，高架系統相關安

全設備具有運行、車站、設備監視系統與緊急無

線電設備、異常通報裝置。

參、輕軌運輸系統

一、廣島市輕軌運輸系統

　　廣島市位於西日本山陽地區的中南部，結

合周邊地區形成廣島都市圈。目前人口數約113

萬人，在市中心約50萬人，主要大眾運輸工具

為巴士、鐵路、電車，並無地鐵。廣島輕軌系

統於1912年開始營運，電車路線如圖12所示，

計有7條。因大部分路線相重疊，路線總長僅

35.1公里，其中市內線19公里，2號線由廣電西

廣島∼廣電宮島口段為市外，屬於鐵道路段，

長16.1公里。全部為雙軌，路權為共用路權（C

型），列車行駛須遵守號誌，禁止汽車進入軌

道區內。鐵路與路面電車之軌距均為1,435mm，

路線之最小轉彎半徑為20m。

　　廣島輕軌於1999年6月自德國西門子引進超

低底盤車輛Green mover，朝現代化的LRT系統發

展。日本政府著眼於國內市場之需求，與國外

市場之潛力，由國土交通省補助50%經費，結

合日本8家鐵路車輛關聯公司，開發窄軌超低底

盤LRV車輛，於2005年正式上線營運。目前廣

島電鐵擁有傳統輕軌電車204輛客車，其中，屬

低底盤LRV車輛有16組，共60輛車。廣島輕軌

低底盤車輛如圖13所示。

　　廣島輕軌系統為目前日本旅客運量最具規

模之地區輕軌系統，為避免旅客流失，亦積極

進行相關改善措施，包括改善車站站體(如圖

14a)、設置行駛資訊系統(圖14b、14c)，引進低

圖9  Guideway Bus軌道與車輛運行概況

圖10  GB-1000型車輛外形與尺寸 [8]

圖11  GB-1000型車輛設備與導輪

11a.車輛外觀 11b.車輛內部

11c.前導輪 11d. 內襯鋁合金鋼圈

9a.高架導軌(一) 9b.高架導軌(二)

9c.導軌公車運行(一) 9d.導軌公車運行(二)

圖12 廣島輕軌路線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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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盤車輛、改善轉乘動線與銜接方式、並設置

路口優先號誌等。

　　加強改善與各運輸系統銜接轉乘，如西廣

島站與橫川站等，廣島站為電車與宮島鐵路之

轉乘站，改建前如圖15a，改建後如圖15b所

示，以大屋頂壟罩各月台，提高旅客轉乘之舒

適度，並減少轉乘步行距離。

　　橫川站(如圖16)為廣島電鐵7號與8號路線之

終點，並可與JR線山陽本線轉乘。改建前廣島

電鐵車站位於JR橫川站站前廣場前之道路(如圖

16a)，旅客必須跨過車道才能搭車，步行距離

達250公尺；改建後(如圖16b)， 廣島電鐵車站

延伸至站前廣場西側設置，旅客毋須跨過車道

便能互相轉乘，步行距離縮短至50公尺，大幅

提高旅客轉乘之舒適度與便利性。

　　改善廣島電鐵之路軌舖面設計，如廣島港

站月台植栽外，並以樹脂固定軌道之方式進行

植栽，對環境及噪音防制有很大幫助，如圖17

與圖18。

　　雖然廣島輕軌引進相關改善措施，並未使

旅客運量明顯提升，但業者對環保、軌道運輸

之堅持，仍以提高對旅客服務品質為傲。最重

要之後盾為該會社除受政府之補助外，同時進

行巴士運送、不動產等多角化經營，可以其他

收入支應。

二、岡山電氣軌道株式會社及電車路線參訪

　　岡山市位於日本中國地區中部鄰近瀨戶內

海，是岡山縣的行政和經濟中心，也是山陽地

區的中心城市，為連接山陰、四國的交通樞

紐。岡山市人口66.5萬人，人口密度5597人

/km2。

　　服務岡山市民眾之輕軌電車由岡山電氣軌

道株式會社經營，該會社於1910年成立，1912

年開始營運，路線長4.7Km，為全日本經營路面

電車路線最短的事業公司。目前路線包括東山

線與清輝橋線共2條，路網如圖19所示，兩條路

線有3座車站共用。

　　配合2002年引進的MOMO號低底盤車輛，

為能確實達到無障礙空間需求，將月台高自原

有150mm提高至260mm，減少與車輛踏步的高

差，並於月台端加設坡道。車站月台並設有旅

客資訊顯示系統，提供車輛行車位置與到站時

間等資訊，如圖20所示。

　　2002年向加拿大龐巴第購置一款低底盤新

車，根據市民投票結果依該地著名的桃太郎童

圖13 廣島輕軌低底盤車輛 [9]

圖14 廣島輕軌相關改善措施 [9]

圖17  樹脂固定軌道 [9]14a. 廣島輕軌新設月台

14b. 車站行駛資訊系統 14c. 網站上車輛位置即時資訊圖

13a. 西門子Green Mover 5000型
超低底盤車輛

13b. 日製Green Mover 5100型
超低底盤車輛

15b. 改建後15a. 改建前

圖15 廣電西廣島站月台改建前後 [9]

圖16 橫川站廣場與車站改建前後 [9]

16a. ＪＲ�橫川站前廣場整備前 16b. 橫川站電鐵車站整備後

圖18  各種舖面設計車輛噪音比較 [9]

圖19  岡山輕軌路線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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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龐巴第製造外，車身與內裝仍由日本本

地製造。為降低公害，內裝均採原木，不但具

有質感，也成為吸引民眾搭乘的秘密武器。該

車於車體與車內皆裝有監視器，利於駕駛員觀

察其他車輛靠近情形，並可掌握旅客上下車情

況，增加安全性。

　　岡山輕軌在引入LRV MOMO車輛時，結合廣

告行銷手法，並製作精美與別出心裁之周邊商

品，另人印象深刻。每一部車都有不同之造形

與顏色，成為街頭美麗的移動風景。

肆、都市捷運延伸建設

　　日本大阪市「中之島」位於市中心區南

側，將上游之大川(Okawa River)一分為二，成

為夾於堂島川(Dojimagawa River)與土左窟川

(Tosaborigawa River)中間之一座島嶼，東西向長

度約3公里，是大阪地區的行政、經濟、文化之

中心，並計畫推動國立美術館及國際會議場等

重要建設，使得該島之地位更形重要。

　　大阪中之島新線工程為京阪本線之延伸，

自京阪本線之天滿橋站岔出，以地下方式依序

新設新北濱站、大江橋站、渡邊橋站及玉江橋

站等四站，新建路線長約2.9Km(圖22)，預計將

於2008年興建完成，於2009年啟用。中之島新

線路線長度不到3公里，需穿越多處公路橋梁、

地下鐵路線及水路，沿線高樓林立，除一般車

站採明挖覆蓋及車站間以潛盾

隧道施工與國內捷運相仿外，

本次參訪較為特別且值得一書

的工程課題有下列兩項：

一、相鄰潛盾隧道之近距離
      施工

　　中之島新線工程工區分6

個施工區，其中第4施工區(圖

23)潛盾隧道段(外徑6.7公尺)長

615公尺，明挖覆蓋車站177公

尺，全段位於中之島內，一側

緊鄰堂島川堤防，另一側為中

央公會堂、中之島圖書館、大

阪市役所及日本銀行等重要建

築物，大江橋下方尚與地鐵御

堂筋線橫交，可見其工程困難

度。鄰近大江橋之大江橋站深

與御堂筋線新舊隧道僅相距3.1

公尺(圖24)，由於兩側施工條

件受到限制，上下行潛盾隧道僅相距1.3公尺，

均低於國內保持1個隧道直徑之標準。

二、於既有路線側興建新隧道

　　中之島新線係由京阪本線中間路段分岔而

出，施工期間為維持舊線之運轉，由現有京阪

本線天滿橋站(2島式月台4股道)西端增建2股道

往中之島(圖25)，原天滿橋站西側為明挖覆蓋工

法隧道，在既有隧道側主要分為6個主要施工步

驟施築(詳見圖26∼圖27)：

(一)於既有隧道兩側擋土開挖；

(二)於既有隧道外側施築新線及替代線之

主結構體；

(三)拆除既有路線之結構體；

(四)既有路線切換至替代路線；

(五)拆除既有路線結構側牆，並興建替代

路線與新線間結構隔牆；

(六)鑽掘新線與既有路線分離後之新線隧

道。

配合不同施工步驟，新舊路線之軌道切

換方式如圖28所示。

　　參訪中之島工程，對日本工區之井然有

序、周邊環境之維護、道路交通之維持等印象

深刻，對於安衛環保之重視，可見日本對工程

所展現之細膩與精緻程度(詳圖29) 。

伍、綜合結論

一、前瞻性交通建設之推動，有賴政府之決
      心

　　日本政府以前瞻之眼光，配合新市鎮開

圖20 岡山輕軌站台改善措施

20a.月台端加設無障礙坡

20b. 月台上設有資訊顯示系統

圖21  岡山MOMO低底盤車輛 [11]

21a. MOMO低底盤車輛外觀

21b. MOMO低底盤車輛內部

圖22  中之島線路線概要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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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imo磁浮系統，即配合名古屋東部新市鎮開

發，並於愛知博覽會亮相提供服務，使世人對

日本先進科技留下深刻印象。此外， Guideway 

Bus、百合海鷗號、橫濱金澤線等都是配合新市

鎮開發，引進新交通系統，以供給引導需求之

作法。反觀，我國計畫引入輕軌運輸系統亦有

十多年，可惜仍未有付諸實施者，主要原因是

法規未能配合，地方因不熟悉輕軌系統而存有

疑慮。政府應可借鏡日本作法，選擇新開發新

市鎮或高鐵特定區建設輕軌運輸系統，並配合

以大眾運輸導向之土地使用規劃，才能落實大

眾運輸優先發展之目標。

二、以整體性規劃推動交通事業

　　由日本推動LRT之歷程與經驗，發現其推動

計畫均有縝密且整體性的規劃，無論從車輛、

系統、建設、法規與營運，政府、民間應扮演

之角色，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職掌，都有一套完

整的規劃。例如，日本政府鼓勵車輛製造者研

發LRV系統，廣島電鐵便購買使用，並由政府補

圖24  大江橋站深度與潛盾隧道間距 [13]

圖25 中之島新線與既有車站平面圖[12]

圖23 中之島新線工程第4工區平立面圖 [13]

圖26 既有路線/替代線/新線平面示意圖 [14]

圖27 替代線/新線施工順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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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施工期間衝擊減輕對策

圖28 軌道切換順序 [12]

29a. 注重工地環境之整潔，
安全圍籬貼上美化壁紙，

圖案融入當地環境

29b. 興建替代自行車道
及人行道

29c. 設立資訊中心、
建立溝通管道

29d. 設立工作井、材料置放
及組合與安裝作業廠房、

以兼顧工區安全與
防止噪音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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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長度：論文之長度(含圖)，內文以不超過6,000字或其相當之長度為準(以A4規格約8頁(含圖)計算)。

九、插圖與圖表：不論在正文中或圖裡本身，所有圖表、照片必須附有編號及標題或簡短說明，其編號請用阿拉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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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五期「中華技術」正式與大家見面了，這一期是由本公

司土建事業群運輸土木部主導撰寫，以「公路工程技術發展」為

主題，內容涵蓋公路技術領域之路線幾何、公路容量、安全防

災、環境景觀、交通規劃、地理資訊、交通控制及經濟效益分析

等子題，人物專訪則邀請交通部公路總局陳晉源局長及交通部運

輸研究所黃德治所長兩位，內容精彩，希望各位先進指教。

　　而將於今年十月份出刊的七十六期「中華技術」，將由台灣

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群之資訊系統部主導，敬請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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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原有之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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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委託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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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06大安區辛 
     亥路二段185號27樓，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 76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打造   級企業運籌資訊
截稿日: 96年8月22日／出刊日: 9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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