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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顧問工程司
                 成立40週年感言

　　時間過得很快，中華顧問工程司到今年11月22日就滿40歲了。正如大家所知，

中華顧問工程司是由交通部邀集經合會和有關的交通業務機關，以及中國工程師學

會等十二個單位共同捐助而成立。當時創設本工程司的目的，旨在引進國外先進技

術，培養國內專業人才，提升工程技術水準，協助政府推動公共工程建設，進而拓

展對外技術合作與服務，加強國際關係。就當時的環境看來，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作法。

　　中華顧問工程司從早期的十大建設之高速公路設計監造技術顧問開始，服務範

圍逐步涵蓋到公路、傳統鐵路、機場、港灣、橋梁、隧道、建築、機電、捷運、社

區與工業區開發、水與環境工程等技術，而近20年來更擴展到交通控制、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BOT)、資訊網路、高速鐵路、智慧型運輸、工程數位處理技術、地理與空

間資訊等工程領域。回顧本工程司過去40年來的發展，無論在人才、技術、設備、

經驗、業績、聲譽，以及對國家重大建設所作貢獻各方面，可以說我們已盡力達成

了政府當初創設本工程司的目的，是一項值得大家欣慰慶賀的成就。

　　就在接近不惑之年，本工程司於民國96年5月開始，將工程技術顧問業務移轉由

子公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接續辦理，本工程司則轉型回歸為非營利性質的公

益法人，從事各類工程相關技術之研究發展及推廣等業務。由於這項業務變更，本

工程司原有之工程技術顧問業務由子公司繼續發揚光大，業務蒸蒸日上；而本公司

之工程技術研究發展新業務則無限寬廣，預留很多開創的空間。ㄧ個40歲的企業能

有如此成就，應該感謝各級長官的指導、工程界的厚愛，更要感謝歷任董事長的領

導有方及所有同仁精誠奉獻的辛勞。

　　

　　本人有幸接下中華顧問工程司這承先啟後的責任，為延續本工程司的技術經驗，我們陸

續展開既有之營建管理、環境工程及3D電腦輔助設計研究發展工作，同時於今年8月成立橋

梁技術中心及軌道技術中心，將整合國內產官學界之資源，先在交通工程領域，以國內急切

須要提升服務及管理功能的橋梁及軌道工程方面先行辦理各項研究發展及推動之工作，主要

項目包括相關技術規範及國家標準的制訂，新工法、新技術之驗證與認證，橋梁及軌道工程

之安全檢測與評估技術研發，加強與國內外技術交流，培訓專門技術人才，並進行各項研發

成果的推廣等。

　　除了設立兩個技術中心外，作為國內交通工程界的智囊團及技術研究的先驅角色，本工

程司嗣後仍須積極引進國外最先進工程科技及觀念，將國外已發展成熟且適於國內環境的各

種工程科技介紹給國內工程界，對國外最新工程管理及規劃之觀念亦逐步導入國內，例如引

進先進之治水觀念、風險管理的推動及落實、軌道運輸的營運管理等。由本工程司整合國內

產官學界之能力，扮演協調整合之角色，以期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提昇各工程領域規劃、設

計、建設施工及執行管理等之相關技術，藉此提供全國人民更佳的交通服務水準。

　　最後勉勵所有同仁仍秉持認真踏實的精神，終身學習、群策群力、創新研發，技術永遠

領先，使中華顧問工程司永續發展，共同提升國內工程技術，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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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華顧問工程司
                   的勉勵與期許

   

　　歲月荏苒，中華顧問工程司自成立迄今已屆40載，回顧創立之時，係以發

揮專門人才技術知識、促進交通建設、改進工程技術及協助國內外經濟發展為設

立目的。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中華顧問工程司肩負國家重要建設所需的技術引

進及人才培育之責任，並以行政院頒訂之「各機關委託國內外顧問機構承辦技術

服務處理準則」，作為國內尚處萌芽階段的技術顧問服務業的執業依據。

　　在歷任董事長之領導下，中華顧問工程司致力於吸引國內頂尖工程技術人

才，辦理國家重要建設之規劃、設計及監造等業務，從早期的十大建設到近期的

捷運、高鐵等工程，國內外重大工程均有中華顧問工程司的足跡，其間曾於民國

69至71年獲得國際知名雜誌Engineering News-Record (ENR)列入全世界前兩百家

設計顧問公司之一。

　　民國96年5月中華顧問工程司依照「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規定，將

工程顧問業務全數移轉給所轉投資成立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顧問工程司則轉型為非營利之研究機構，從事以工程技術為主的研發、推廣

與教育訓練等業務。而經過兩年多的轉型經營，期間亦配合業務推展需要，設立

橋梁技術中心及軌道技術中心，目前業務也逐漸步上軌道。

　　本人很榮幸自民國86年起即擔任中華顧問工程司的董事迄今，期間見證中華顧問

工程司歷年來均能恪守工程本業，以專業為執業準則，業務蓬勃興旺而未曾稍懈；同時

本人也參與中華顧問工程司兩年前的業務移轉與轉型，各項業務推動尚為順利，令人欣

慰，本人深感與有榮焉。

　　中華顧問工程司主要為交通部及所屬各業務機關所捐助成立，未來應就本部所轄業

務且與全民福祉相關之需求，期許中華顧問工程司憑藉其長期累積之工程專業經驗，以

公益法人角色繼續參與工程界，諸如：協助建立國內交通建設及運輸系統之監理驗證制

度；各類橋梁的管理系統及其規劃設計所牽涉到之相關地震、水文等上位指導綱領均須

逐步確定，以作為全國橋梁規劃設計之依據，提高其安全及服務規格。

　　在提昇工程技術方面，應針對國內最缺乏的關鍵技術優先研發，如國內軌道車輛及

相關機電控制系統工程，期盼以能擁有自給自足之技術，不受國外廠商所控制為目的，

相信以國內的教育水準及國人的相關技術能力，配合中華顧問工程司的研究發展規劃，

並與國內外其他研究及學術機構之合作，假以時日，並非無法達成。

　　今年適逢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40週年，以一個企業能長期如此的穩定成長，誠屬不

易，在此特別感謝所有同仁的努力付出。而在新任廖慶隆董事長的卓越領導下，相信所

有同仁能繼續發揮長才，秉持實事求是、革新求進之精神與真誠負責態度，以中華顧問

工程司之現行角色與地位，發揮其整合全國各界意見與技術的一個平台，提供各級決策

單位一個客觀、永續建設的最佳策略，作為我們大家共同努力以赴的目標。

                                   

交通部 常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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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緣由及目的

　　中華顧問工程司係由國內各交通事業相關機構，包括：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交通部、郵政總

局、電信總局、民用航空局、台灣鐵路管理局、交通部公路局、基隆港務局、高雄港務局、內政部營

建署、台北巿工務局、中國工程師學會等共同捐助基金，於58年11月22日正式成立，同日召開第一屆

董事會，設董事九人，推選費驊先生為董事長，樊祥孫先生為總經理，經呈報交通部核准成立，並依

照民法財團法人之規定組織之。

　　本工程司成立目的為發揮我國專門人才之技術知識、促進交通建設、改進工程技術、協助國內外

之經濟發展。

二、歷任董事長

三、本司依法改制

 　中華顧問工程司於96年5月1日，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37條轉投資成立【台灣世曦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概括繼受全部之業績與業務。

 　中華顧問工程司之功能則改制為工程研發、改進技術、培育、支援推展各科技師所需專業知識、

促進交通等各項建設及相關產業發展，專事加強社會公益為宗旨。

四、榮獲國家工程品質獎項

第十～十一屆董事長 

鍾正行 先生 

85.09～90.02

第十一～十二屆董事長 

許瑞峯 先生 

90.02～94.09

第十三屆董事長

林振得 先生 

94.09～97.07

第十三屆暫代董事長

張邱春 先生 

97.07～97.09

第十四屆董事長 

廖慶隆 先生 

97.09～迄今

第一屆董事長 　　　　

費驊 先生 

58.11～61.09

第二～五屆董事長

樊祥孫 先生 

61.09～73.09

第六～七屆董事長

胡美璜 先生 

73.09～79.09

第八～九屆董事長 

石中光 先生 

79.09～85.05

第九屆暫代董事長 

陳尚廉 先生 

85.05～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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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快速公路工程

+ 國道1號三重中壢段、基隆內湖段、西螺新營段

　等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

+ 國道1號新竹台中段工程規劃、設計

+ 國道1號苗栗至三義交流道拓寬工程規劃、設計

　及監造

+ 國道1號新營至高雄段拓寬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

+ 國道2號拓寬工程規劃設計

+ 國道3號林邊端延伸至大鵬灣風景區及環灣景觀

　道路工程設計及監造

+ 國道3號基隆汐止段、中和關西段、快官草屯　

　段、白河林邊段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

+ 國道5號蘇澳至臺東段工程規劃

+ 國道5號頭城蘇澳段、蘇澳和平段工程設計

+ 西濱快速公路興建工程總顧問

+ 東西向快速公路興建工程總顧問

+ 中橫公路谷關至德基段921震災復建整體規劃

+ 三芝北投公路工程規劃設計

結構、橋梁工程

+ 台北市建國南北路、基隆路高架橋規劃、設計

+ 國道1號中沙大橋設計、監造

+ 台21線95K~100K路基橋梁(十八重溪橋、陳有蘭　

　溪橋、筆石橋)復建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中港特定區特一號道路工程(高架道路)設計

+ 臺北市洲美快速道路第二期新建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中生活圈4號線南、北段工程設計

+ 國道3號高屏溪斜張橋設計及監造

+ 國道5號冬山河橋設計

+ 台1線高架橋與臺灣桃園機場捷運共構段(新五路

　至文程路)新建工程設計及監造

+ 台1線溪州大橋橋基加固保護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北市基隆路正氣橋改建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北市環東基河快速道路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北市市民大道工程規劃設計

+ 臺北縣汐止巿新江北橋新建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北縣特二號道路五股交流道至土城交流道段新

　建工程設計

+ 台4線大溪崁津大橋新建工程設計

+ 台76線貓羅溪鋼拱塔斜張橋工程設計

+ 台76線高架橋道路工程設計 

+ 台82線東石朴子段及朴子鹿草段工程設計及監造

+ 台84線海埔至新中段E708標工程設計

+ 台88線高雄潮州段高架橋道路工程設計

+ 西濱快速公路WH06、WH08~WH10、WH33-   　

　1~WH33-4、WH75~WH78標新建工程設計

+ 臺北港聯外道路西濱快速公路八里林口段(12K-

　19K)拓寬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北港第二期聯外道路TP01、TP02標新建工程

　設計

+ 公路橋梁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工程可行性研究大

　地、隧道工程

+ 溪頭風景特定區2-1號道路安定彎段復建工程設計

+ 高港~五甲~高雄345kV地下電纜線路第一標~第三

　標統包工程設計

+ 345kV頂湖~仙渡及核二、汐止~仙渡、161kV

　仙渡渡~投捷及仙渡~竹圍地下電纜線路工程設計

+ 美山~九曲161kV 2000SQMM XLPE電纜線路統包

　工程設計

+ 國道3號田寮燕巢段中寮隧道規劃設計及監造

+ 國道3號基隆汐止段一~三號隧道規劃設計及監造

+ 台76線八卦山隧道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

+ 力行產業道路艾莉颱風災害復建工程測量、設計

　及地質探查

+ 梨山地層滑動整治及監測系統

+ 高雄港過港隧道工程設計

港灣工程

+ 深澳電廠更新擴建計畫卸煤碼頭、煤場築堤填地

　及灰塘工程規劃設計

+ 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建港及造地工程規劃設計

+ 臺中接收站港外碼頭及擴建計畫可行性研究及環評

+ 臺灣~澎湖161KV海底電纜線路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

+ 麥寮工業專用港調查、規劃及設計

+ 安平港商港區第一期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

+ 永安廠北堤新建工程規劃、環評、設計及監造

+ 「N-WH」計畫規劃設計(軍港工程)

+ 高雄港第五貨櫃中心工程規劃設計

+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

+ 大林蒲填海計畫中程計畫規劃、設計及監造

科學園區、工業區及土地開發工程

+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1~4期開發規劃、設計及監造

+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及七星基地開發規劃、設

　計及監造

+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臺中基地1、2期開發規劃、設

　計及監造

+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路竹基地開發規劃、設計及監造

+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規劃、設計及監造

+ 淡海新市鎮綜合示範社區設計

+ 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開發規劃、設計

　及監造

+ 臺南縣柳營科技工業區開發規劃、設計及監造   

+ 永康科技工業區開發規劃、設計及監造

+ 臺南科技工業區開發規劃、設計及監造

五、40年來中華顧問之輝煌業績總回顧

　　中華顧問工程司走過輝煌的四十年，其自創立以來培育專業人才、精進工程技術，並與歐、美、

日等國際合作，引進許多最先進的技術與觀念，藉由參與歷年各重大工程建設，累積豐厚的業績。並

以公路、橋梁工程為根基，擴及鐵路、捷運、機場、港灣、建築、機電、資訊工程、地理資訊、交通

控制、土地開發、水及環境工程.......等領域，建立多元化的整合服務內容，強化國際競爭力，締造了許

許多多光榮的成績。略誌重大計畫如后：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高雄港第五貨櫃中心
臺北洲美快速道路

永安液化天然氣接收港國道１號新營高雄拓寬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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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水利工程

+ 湖山水庫工程施工階段環境監測

+ 台灣高速鐵路營運階段環境監測

+ 馬公機場民航站區擴建工程環境監測

+ 國道3號汐止香山段營運階段環境監測

+ 國道5號蘇澳花蓮段工程規劃第一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

+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一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 

+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臺中基地開發計畫第一階段環

　境影響評估

+ 高雄市中區污水處理廠工程設計及監造

+ 新竹、中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污水處理廠工程

　設計及監造

+ 澄清湖、拷潭、翁公園淨水場增設高級淨水處理

　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北市總合治水對策規劃工作

+ 臺北市排水系統檢討規劃

+ 桃園縣易淹水地區雨水下水道建設整體重建檢討

　規劃及現況調查

+ 鹿耳門排水系統改善工程(排水整治工程)設計及

　監造

+ 宜蘭縣羅東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設計及監造

+ 柴頭港溪排水整治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北縣中和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工程設計及

　監造

鐵路、高速鐵路工程

+ 臺鐵南港專案CL302標汐止山岳隧道及引道工程

　設計

+ 臺鐵新竹內灣支線改善計畫第二標工程設計

+ 臺鐵南港專案汐止高架鐵路工程設計

+ 臺鐵南港專案七堵調車場至五堵貨場遷建工程設

　計及工管顧問

+ 臺鐵南港專案北二高跨越橋至昆陽街段工程設計

+ 臺鐵南港車站地下化土建及機電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南沙崙支線計畫委託技術及監造

+ 臺鐵高雄計畫西段DL01標工程設計

+ 臺鐵高雄鐵路地下化先期工程(－)機九調車場及

　左營新站工程設計

+ 臺鐵電聯車基地廠址評估暨綜合規劃

+ 台灣高速鐵路興建階段第一~五期總顧問

+ 台灣高速鐵路(板橋南雅南路至新莊新樹路段)工

　程設計及監造

+ 台灣高速鐵路計畫聯合授信案興建期專業工程顧問

捷運工程

+ 臺北捷運蘆洲線132/133標及DL131標工程設計

+ 臺北捷運新莊線193標工程設計

+ 臺北捷運新莊線新莊機廠DK197標工程設計

+ 臺北捷運板橋線178/178A標工程設計

+ 臺北捷運木柵延伸(內湖)線DB144、145標工程設計

+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DU01標及DE01標工程　

　設計及監造

+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三重站至臺北車站特

　定專用區路段DA115標工程設計

+ 臺中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DG02標工程設計

+ 高雄捷運橘線CO1及CO3區段標工程設計

+ 高雄捷運紅線CR2及CR7區段標工程設計

+ 高雄捷運紅、橘線路網建設工程興建計畫管理顧問

+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評及規劃

+ 臺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評及規劃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 苗栗縣竹南頭份污水下水道系統BOT委託技術服務

+ 臺中縣豐原市污水下水道系統BOT委託技術服務

+ 臺南縣佳里、歸仁及永康污水下水道系統BOT委

　託技術服務

+ 高雄市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BOT委託技術服務

+ 行政院衛生署甄選民間機構投資興建經營雙和醫院

+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公辦民營營運規劃顧問

+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民間投資招商作業及開發經營

　履約管理顧問

+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促進民間參與興建營運

+ 臺北市北投纜車系統BOT工程委託技術服務

機場工程

+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二期航廈及北候機廊廳新建

　工程設計及監造 

+ 高雄機場國際線航站大廈新建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主計畫修訂

+ 中部國際機場中長期綜合規劃

+ 馬祖南竿、北竿機場新建工程設計及監造

+ 金門機場航廈新建工程設計及監造

建築、景觀及觀光遊憩工程

+ 華儲股份有限公司航空貨運站改擴建工程專案計

　畫總顧問

+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博物館及附屬設施新建

　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灣大學新進教師及學人宿舍新建工程規劃設計

　及監造

+ 東台灣知本溫泉世界新建工程整體規劃設計

+ 國道3號關西、關廟及東山服務區工程設計

+ 臺鐵汐科車站、五堵及汐止高架車站工程設計

+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社區中心及健康生活館工程設計

+ 矽導竹科研發中心(Soc)立體停車場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北縣市區排水渠道整治美化及自行車道闢建工

　程設計及監造

+ 臺北市大安森林公園工程設計

+ 南部科學園區運動公園工程設計

工程專案管理

+ 中鋼集團總部大樓興建工程專案管理及監造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新總行大樓新建工程專案管理

+ 板信商業銀行總部大樓新建工程營建管理

+ 宜蘭縣政中心眷村新建工程專案管理及監造

+ 高雄2009世運會主場館新建工程專案管理及監造

+ 華航園區開發工程專案管理

+ 新竹縣體育館新建工程專案管理

+ 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科技大樓工程專案管理 

+ 南投縣政府新建縣政中心辦公大樓工程專案管理

　及監造

+ 空軍總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營建管理

+ 臺大醫院整建工程營建管理

+ 高雄縣「勵志新村」新建工程營建管理

+ 交通部綜合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專案管理服務

+ 國家衛生研究院竹南院區建院計畫專案管理

+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第一期醫療大樓新建工程專案

　管理及監造

+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興建工程專案管理及監造

高雄中洲污水處理廠 高雄捷運紅線 高雄國際機場
國道３號關西服務區 台灣高速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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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工程

+ 第六輸變電計畫高雄超高壓變電所工程規劃設計

+ 高雄捷運交流供電系統設計及管理顧問

+ 彰林及后里超高壓變電所工程規劃設計

+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主變電所容量擴增與線路增設

　工程設計及監造

+ 高雄捷運紅線CR3標水電環控工程設計

+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青埔及蘆竹機廠維修

　設備設計與監造

+ 北部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機電工程監造

+ 臺北市抽水站提高抗洪檢討評估與更新工程

+ 臺北市貓空纜車系統新建工程專案管理及監造

+ 高雄市中區垃圾資源回收廠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南市垃圾焚化廠興建工程設計及監造

+ 金酒公司儲酒大樓、儲酒設備、包裝材料及成品

　倉儲新建工程設計及監造

+ 台糖小港精煉糖廠興建工程設計及監造

+ 政德製藥頭孢子菌素及一般針劑廠新建工程設計

+ 台灣艾司摩爾公司訓練及維修服務中心大樓新建

　工程營建管理及監造

交通控制及通訊系統工程

+ 臺北市交通監控系統各期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北市停車資訊導引系統工程設計監造及後續擴

　充統包工程

+ 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工程設計及

　監造

+ 國道1號汐止五股高架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設計　

　及監造

+ 國道3號北區交通控制系統工程設計及監造

+ 國道1、3號中、南區交通控制系統工程設計及監造

+ 國道5號南港蘇澳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設計及監造

+ 臺鐵行車調度無線電話系統規劃設計及監造

+ 都會區無線電定向暨無線電頻譜監測系統工程監造

+ 高雄市交通管理系統整體規劃設計及監造

智慧運輸工程

+ 高雄縣智慧型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建置

+ 交通號誌時制重整計畫

+ 高鐵嘉義站聯外BRT之便民服務智慧化建置

+ 智慧型運輸走廊路況動態即時資訊系統之開發與

　建置

+ 國道1號汐五段高架交控與國道3號交控系統整合

　工程 

+ 臺中市先進交通管理系統整體規劃及建置

+ 臺北市停車場悠遊卡收費系統建置工程

+ 臺北交控中心系統更新工程

+ 臺鐵列車排點系統功能改善計畫

地理資訊工程

+ 國土利用調查作業及成果管理維護系統開發

+ 國家步道導覽網站及管理資訊系統規劃與建置

+ 下水道資料庫及維護管理系統建置  

+ 寬頻管道工程管理系統建置

+ 臺中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及台灣高速鐵路

　1/1000地形圖航空測量

+ 國道3號中南部1/5000地形圖航空測量 

+ 臺北市數值地形修測、圖檔編修、屬性資料建置

　計畫及數值地形模型補建

+ 高精度及高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測製

 

工程監造

+ 台電鎮北~中島161KV電纜線路統包工程監造

+ 南科高雄園區銜接中山高速公路聯絡道工程監造

+ 國道3號燕巢九如段暨旗山支線工程監造

+ 國道1號橋梁耐震補強第M15A、M15B及M15C標

　工程監造

+ 國道5號頭城蘇澳段工程專業技術顧問

+ 臺中生活圈2號線東段、臺中生活圈4號線北段與

　平面延伸段及大里聯絡道工程(南、北段)監造

+ 台30線玉長公路、隧道工程監造

+ 台82線E607標新建工程監造

+ 台84線E708-3及E708-4標新建工程監造

+ 西濱快速公路WH33-3、WH75-3標及WH77-3標

　工程委託監造

+ 公路總局東西向及西濱快速公路工程施工監造顧

　問 (81~96年)

+ 宜蘭連絡道A、B及羅東連絡道新建工程監造

+ 中國鋼鐵公司擴建工程技術服務

+ 中龍鋼鐵公司擴建工程技術服務

資訊工程

+ 制定及推動政府採購資訊交換標準計畫 (95~96年

　度)

+ 公共工程經費電腦估價系統維護及更新

+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廠商服務e網通委外移轉建置

+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廠商單一窗口資訊作業

+ 皆豪集團工務資訊運籌管理ERP平台建置

+ 高鐵局工程數位內容建置

海外工程

+ 茂德公司重慶八吋晶圓廠統包工程營建管理及監造

+ 仁寶公司越南永福省工業區開發規劃設計

+ 印度德里捷運BC-16標工程設計

+ 世銀貸款印尼中區道路改善區域顧問服務

+ 世銀貸款印尼卡里曼丹第二期公路改善計畫

+ 越南第五號公路改善工程技術顧問

+ 越南胡志明市至金邊之亞洲公路改善計畫

+ 越台甘蔗糖廠興建工程規劃設計

+ 台薩園區第一期開發工程初步設計及營建管理

+ 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水資源總體計畫

+ 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魚市場及簡易碼頭工

　程監造諮詢顧問

+ 越南河內至老街鐵路改善工程設計監造計畫

坪林行控中心 國道５號冬山河橋
高雄澄清湖淨水廠

高雄中區資源回收廠 國道３號高屏溪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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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顧問工程司40歲了，這40年有多少年

輕有為及卓越的工程與專業人，伴隨中華顧問

工程司一起成長，一起享受工作的榮耀。由0看

40是很遙遠的距離，由40看0卻是很近的距離，

很多事就像是昨日才發生過。 

　　民國58年間臺灣經濟萌芽起飛，當時為培

育建設國家的工程專業，由行政院及交通部推

動設立了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積極投入

十大建設，中華顧問工程司參加相關的工程項

目如中山高速公路、台中港、蘇澳港、鐵路電

氣化、機場建設與中國鋼鐵公司建廠計畫等，

引進國外技術而奠立了良好基石。

　　我們積極投入十二項、十四項、捷運、

機場、高鐵、環保、水利、科學工業園區等建

設，國內重大建設中華顧問工程司永不缺席，

並扮演深獲業主一定信賴的角色，我們的足跡

踏遍全臺灣、各離島，並積極向海外市場拓

展，在世界銀行、亞洲銀行及JBIC登記，成功

的扮演國際性工程顧問機構的角色，在沙烏地

阿拉伯、約旦、印尼、新加坡、越南與史瓦濟

蘭、聖文森、聖多美普林西比等，甚至中國大

陸都有中華顧問工程司努力的結晶。 

　　兩年前因應政府法令的規定：財團法人不

再執行工程顧問業務，中華顧問工程司因此百

分之百轉投資成立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並由其成功接替本工程司在工程界所擔

任的角色，我們也共同為今年不幸的八八水災，

以最大的資源投入重建工程。

　　中華顧問工程司自移出工程顧問業務後，

依據原成立的宗旨，專注以研發工程科技、訓練

培育人才、出版技術刊物及相關公益為主的使

命。現任董事長廖慶隆先生秉其在工程學術的成

就以及建設捷運系統、高速鐵路等工程的貢獻與

經驗，帶領著團隊建立下一個里程碑，此間結合

專家學者精英成立橋梁技術中心及軌道技術中

心，我們再大步邁開腳步，期為臺灣於相關的領

域中再造新猶。

　　40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對任何企業而

言，40年都是極重要的成就。為慶祝成立40

週年，本期中華技術期刊特以「中華40‧

卓越傳承」為主題，邀請交通部毛治國部

長、張邱春次長題詞與致勉勵文，並分別訪

問了葉超雄、高健章二位工程界的前輩，及邀

請國內相關學者專家發表各類工程技術回顧展望

專題論述以及工程科技獎學金頒發特別報導，提

供寶貴知識與經驗傳承分享讀者；另編輯期間，

適逢八八水災國家重大災難，本期特別增列篇幅

以供各界探討，期能引起迴響降低未來風險。回

顧中華顧問工程司先進們過往珍貴的努力與成

果，深深的鞠躬，並勉勵全體同仁積極、創新、

活力的永續，祝我們蒸蒸日上，再次展現出最佳

的成績單。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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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能不能請葉教授談一談您何時立志要

成為土木人的？

答：我出生於府城台南，童年生活是在戰爭的

尾聲之中度過，為了躲避轟炸而避居鄉下，讓

我直到隔年才進入小學。回到市區，進入南師

附小，學期只剩下兩個禮拜，所以小學一年級

只念了兩個禮拜就升二年級。因為小學要念的

書很少，到了中學突然倍增。到了初二，突然

覺得念這種書有什麼意思？台南市當時有許多

臺灣最富有的大財主，他們致富的故事常為人

所津津樂道，我也開始思考：「他們小學都沒

畢業，卻可以變成全臺灣最有錢的人，那我為

什麼還要念書？」而自己已經考上南一中，再

怎麼說也夠厲害的了，那還不如去做學徒、做

生意，將來一定會發大財。因為有了這樣的

心思，初中二年級一整年，反而都不再專心

於課業上。迄二年級暑假，經先妣苦苦相勸

才回頭，考進高中。

　　到了高二，興起了考外交系的念頭。因

為考外交系的話就不用念化學，只不過，到

了高三，再仔細想想，像我這樣沒背景的

人，就算念了外交系、當上外交官，又能如

何？所以轉念又回頭選了甲組，結果，就這

樣走進土木一輩子。進入土木系，其實並不

清楚土木是做什麼的，只是想到念了土木，

以後就是當工程師了。由於在成大唸書，自

小到大都在台南生活。當時成大的學長前

往臺大考研究所，總是全軍覆沒。畢業後服

兵役當空軍，因為可以免費搭乘俗稱「老母

年來，國際上在應用力學的理論擴展有長足的進步，同時在地震工程的研究

更是超越過去數百年來的知識，臺灣在這兩個領域方面的研究，其實是站在

世界前端的。臺灣能有這樣的成績，無疑地是眾多土木工程前輩所打下的基礎，臺大

土木系葉超雄教授長久以來在應用力學方面的研究不遺餘力，國際知名，對於磁場、

電場與力學方面的整合運用有豐碩研究成果，對臺灣地震工程研究與應用的深耕更有

無庸置疑的功勞。近年來世界各國地震工程學者紛紛慕名前來臺灣交流，而使我國儼

然成為世界地震工程的研究重鎮，葉教授可說是居功厥偉；另外，葉教授同時也獲得

教育部國家講座殊榮，是國內土木工程界的唯一獲獎者，也曾任台灣大學講座教授。

對教育工作也有高度的熱誠，本文特就「台灣在應用力學與地震工程的發展現況與願

景」之主題，請教葉教授的看法。　

＞近

訪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葉超雄教授

談「台灣在應用力學
　　與地震工程的
　　發展現況與願景」
◎整理／曾榮川‧攝影／黃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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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的運輸機到台北，趁此之便，心想就來考

考看吧。運氣不錯讓我考上了臺大土木所，而

這也是頭一次有成大學生(共有五位)考上臺大的

研究所。

　　畢業於臺大土研所後，便留在臺大當講

師，從來也沒想過要出國。後來，是我太太的

一席激將話語，他知道我喜歡安穩的生活，不

喜歡環境上的變動，於是說：「你不出國去深

造，實在太沒有志氣了，難道你就要這樣拿一

本筆記教一輩子書嗎？」。於是硬著頭皮開始

準備出國深造的種種事宜。但是，留學要考

英文，這已經夠頭痛，再加上對於國外學校的

種種申請手續完全不了解，準備過程真是倍感

艱辛。還有，那時候郵費很貴，我一個月薪水

一千三百塊錢，寄幾封航空信就沒了。

　　在準備出國留學的這兩年之間，擔任臺大

講師發表了五、六篇的論文，幸運地連續兩年

獲得了工程師學會的論文獎，每年的獎金高達

一萬元，這已將近是講師八個月的薪水，第二

年獲獎後，即啟程前往舊金山，機票靠的就是

這筆錢。取得學位後，自己是一心想要回臺灣

的。在離開臺大時，曾向當時的系主任虞兆中

教授保證，自己學成後一定回臺大貢獻所學，

不過當時正好新加坡大學也有教授缺，薪水則

是將近臺大的六倍之多，所以先去新加坡工作

存點錢再回臺灣。從填大學志願到一直在土木

系服務，一晃就是半個世紀，一點一滴在我身

上注入土木的靈魂的。

問：葉教授長年經營教育界與學術界，對工

程界的現況也掌握清晰，能不能談談過

去五十年來整體工程教育環境的改變？

答：當年離開美國時，是個窮光蛋，當時除

了自己的家庭孩子要照顧之外，還有父母要奉

養，經濟上的壓力實在很大。也正是因為如

此，才先選擇了前往薪資高出臺灣許多倍的新

加坡大學，打算先穩定了現實的經濟問題，再

回到臺灣服務自己所學。在三年任教期滿後，

真的準備收拾行囊回臺灣，相信臺灣的大學也

可以像新加坡一樣優秀，主要是心中懷抱著對

臺灣貢獻一己之力的理想，同時也謹記著對虞

兆中老師的承諾（三年後一定回臺大）。但由

於當時土木系並沒有教職缺，在虞老師(當時已

為工學院長)及機械系主任翁通楹老師、土木系

茅聲燾主任的協助之下，於是先進入了機械系

服務。而兩年後，便再次回到了土木系任教。

當年我保證去新加坡教三年書一定回來，我做

到了。我想做人一定要說話算話的。

　　在臺大執教三十三年，我從不罵學生。對

我來說，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長項與短處，教

導學生發揮長項，同時幫助他們克服短處及困

難，這才是老師的功用。專業上的指導固然

重要，但是作為一個老師，更不可忽視的應該

是給予學生正確的道德教育。我跟學生講，土

木就是四個字—誠信正直。土是誠信，木是正

直。只要做得到這四個字，不但土木工程一定

做得好，做人也不會出什麼大問題。

　　我希望在台灣的工程環境中，希望傳承給

學生的除了最重要的道德觀念之外，我十分要

求學生平時於生活上的禮節，我與學生約法三

章，進入教室，第一，絕不能穿拖鞋。第二、

服裝要端正、扣子要扣好。第三、不在課堂上

吃東西。我是個對穿著最馬虎的人了，連我都

知道要注意自己的儀容，當學生的怎麼可以隨

便。如果你不尊重別人，別人怎麼會尊重你？

學生做什麼事，就要有什麼樣子。在今天這個

事事講求輕鬆容易的社會裡，這樣的標準聽來

似乎嚴厲得不近人情，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所

有規範都已鬆散到近乎崩潰的時代中，我們更

亟需重新建立起這般的自我要求。這一點我也

覺得是工程環境大落的真切反映。

(左)葉超雄教授 (右)廖慶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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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工程教育環境，我最難忘對我一生有

著重大影響的兩位老師。第一位是我學齡教育

的恩師，小學五年級的老師施金池先生。這位

老師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從不打學生。在一甲

子前的日本教育時代，威權就是一切，打罵學

生可說是家常便飯。但是我的這個老師卻從來

不打學生。那個時候每位老師都有一條教鞭，

一般的用途當然就是隨時「修理」學生，只不

過，這位老師的教鞭，從不曾落在學生身上，

而是敲在黑板上。學生如果上課打瞌睡，老師

只是叫他去洗把臉，若洗了臉也沒用的話，

那就站著聽課，等到不想睡了，再自己坐下

來。完全沒有責罵，更不會動手打人，真的很

了不起。後來，施金池老師成為教育部次長，

任內負責卑南文化民俗博物館之籌備事宜，於

是找來我商量該博物館之土木工程事項。我跟

他說：「您這輩子影響我很大，因為您從來不

打學生，您手上那根棍子是用來打黑板叫醒學

生的。」可愛的施老師聽了之後只回說：「唉

呀，你現在都是個大教授了，還不知道那叫做

教鞭，不叫棍子！」

　　而另一位對我影響至深的人，則是提攜我

土木工程教育的虞兆中教授。學問是一回事，

他的身教，更是深深地影響了我做人處事的態

度。虞老師教學熱誠，上課從無冷場，有時雖

然非常嚴厲，但其實內心卻是滿滿的慈愛。他

鼓勵學生、傾聽學生，並且總是能易地而處為

學生著想，提點他們，卻不批判他們。說起虞

老師的好，真不知要用上多少的篇幅才夠。在

所有虞老師以身作則的處世態度之中，最令我

敬佩的，則是虞老師的知所進退。對於一個從

高位退休的老人該如何舉措，虞老師給了我們

最好的示範。我也特地寫了一幅對聯獻給虞老

師：「言教身教蘊仁教，經師人師惟吾師。」

表達對他的敬愛。

問：可否請教葉教授談談台灣在應用力學領

域發展的歷程？

答：應用力學包含的層面很廣，我在國科會的

期間對臺灣力學學科發展進行全面的總結和研

究，對國內外狀況進行分析和比較，預測發展

趨勢，提出重點研究方向和具體措施建議。我

希望在政府和科學管理部門進一步了解現代力

學在認知世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維護國

家安全中的重要性。現代力學是一門具有廣泛

應用和強大生命力的重要基礎學科，應該擴大

力學在學術界和社會中的影響力，使從事與力

學相關的研究者正確把握拓展的方向，並積極

介入面向國家需求的研究項目，同時為國家管

(左)張國鎮主任 (左1)王炤烈協理                                                                (右後)林國峰教授 (右中)廖慶隆董事長 (右前)葉超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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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建，而強力地板與反力牆的建置、振動台、

油壓管路系統以及制動器等設備的購置，則由

國科會編列經費支應。後續審核預算才發現，

原本由行政院核下的五億六千萬元經費，嚴重

不足。

　　因美國西部及日本，與台灣同屬環太平洋

地震帶，且美、日兩國的工程界與學界對地震

工程的研究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於是我組團

訪問美、日兩國的相關學術機構。我發現，美

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和聖地牙哥校區、紐約

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等校，以及日本知名的鹿

島建設、大成建設、熊谷建設及清水建設等公

司都有一流的振動台設備。

　　參訪回國後，我們進行深入的檢討，大家

答：自返國接觸到翡翠水庫工程後，我發覺

日本與美國的地震工程研究都已進行了近百年

之久，而身處地震帶的臺灣，在這一方面卻付

之闕如，於是在民國66年與幾位同仁一起成立

了臺大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其後許多同事陸續

地加入這個領域，陣容也逐漸擴大。民國78年

8月，我卸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系主任一

職，旋即於9月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

區擔任客座教授。當時臺大受國科會委託設立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校長孫伯東先生希望

我能夠回臺幫忙籌建事宜。不過因為我一時無

法離開美國，到了隔年七月才返臺。所以，開

始係由當時台大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蔡益超

教授進行初步規劃。返台時，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已經正式成立，預算為新台幣5億6千萬

元，研究大樓及實驗室的建築由臺大編列經費

理層面提供權威性的參考依據。

　　虞校長兆中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為期三

年，卻費了一年半的時間籌備在工學院創設應

用力學研究所。當時因為涉及國防研究，一切

都以保密方式進行。校內也祇有理工兩學院

院長、少數教授及校本部、院部的幾位職員知

道。如今事隔二十年，當時的機密事項現在多

已公開。不過當時的魄力與遠見，仍值得一

提，也可以看出臺灣力學基礎奠基的過程。

　　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的籌設，始自民

國72年4月22日，中山科學研究院黃孝宗代院

長和台大虞兆中校長及雙方八位同仁會商的建

議，並望籌設這研究所作為我國科技的一項重

點計畫。至同年12月9日行政院為此案舉行專

案會議，由政務委員李國鼎先生主持，出席人

員有教育部、國防部、國家科學委員會等七位

首長及負責籌備的台大虞兆中校長和鮑亦興教

授，獲致五項結論，其中第一項『國立台灣大

學增設應用力學研究所方案草案及第一期發展

計畫草案為發展國防工業及經濟建設所急需，

原則通過。簽報院長核定後，函請教育部執

行，並請國防部配合支持。』，並於當年12月

12日完成核定程序。

　　鮑亦興教授不僅是籌備期間的關鍵者，復

於應力所成立後出任所長。他是有聲譽的力學

專家，曾任美國康乃爾大學力學研究所所長，

學養既高又有行政經驗。也曾多次返台講學開

會，了解我國學界情況。所以他投入此案的

籌備作業，學界和政府人士無不認為是最佳人

選。鮑教授於72年7月和9月兩次來台，歷時104 

天，為應力所的籌備，他個人或與同仁到相關

機構請教訪問或參觀商談，都會闡明設所的任

務，使對方多所了解，樂於協助支援。所有設

所草案、第一期發展計畫等文件，都是他主持

擬訂，不難想像他的辛勞付出。

　　台大應力所在台灣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成

立後便同時招收博士班和碩士班學生。因此除

研究設備必須配合外，師資的延攬是另一嚴肅

的課題。應徵者大多在美國，於是鮑教授便到

美國與應徵者面談，然後約請在美國的專家們

集合審查，考察各人的才學與潛能以決定人

選。應力所亦致力於洽請海外資深的學人前來

講學。也因此，奠定了台灣在應用力學領域發

展的基礎，並能夠持續獲得豐碩的研究成果，

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問：從國內地震工程的演進過程，可以看出

吸收新知及勇於突破是極重要的發展動

力，可否請葉教授提供寶貴經驗供後進

參考？

 (左)王炤烈協理  (右)葉超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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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從結構設計者的角度出發，近幾年耐震

設計能力有大幅提昇，是否在下一代耐

震設計方面仍有拓展空間？

答：台灣位於西太平洋颱風路徑與地震帶上，

隨時遭受颱洪與地震等天然災害的威脅，經常

因為這類天然災害引致重大的生命與經濟損

失，天然災害的防治為政府與全民共同的重大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現在在蔡克銓主任

的帶領下，對於地震工程方面有卓越之研究

成果，並深入於電腦數值分析與3D科學視算

領域，研發出廣獲國內外學界與工程界採用的

新一代非線性結構分析軟體。近年來更成功將

此分析軟體與抗震模擬實驗所須之控制程式結

合，使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成為全球最先進

之網路實驗技術平台。

　　我覺得值得驕傲的是在地震工程實務中，

參與翡翠水庫的分析設計。當年我才三十多

歲，被延請去做翡翠水庫興建案的顧問，也是

翡翠水庫建設委員會中最年輕的一位委員。負

責整體工程的中興顧問社向美國墾務局購買了

一套分析程式，但因臺灣的電腦容量不足，我

就想說把大壩拆成地表與地底兩部分來做分

析，並與中興顧問社的工程師合力設計出一套

分析方式，用來模擬地動與大壩本身在地震來

時的運動反應，同時也模擬蓄水後的大壩在地

震時的運動行為和影響。這套分析方式大受

美國柏克萊大學的Prof. Penzien激賞，最後並

將這套模擬分析法取名為“Stripe Compliance 

Method”。而這個方法之後也被美國墾務局的

著名工程師帶回美國，並曾在後來東南亞的許

多大壩標案中成為重要的分析方式。一位曾經

共事的工程師，認為此分析方式是對臺灣水壩

工程的重要貢獻。

標期為3周，供競標廠商查詢或釋疑，招標文

件亦經國科會、教育部及審計部等主管機關核

可。

　　此招摽案由我主持開標及統計分數，而由

委員評分，結果由美國MTS公司（MTS Systems 

Corporation）得標，負責承攬振動台設備的建

置。但未得標廠商卻向調查局及監察院陳情，

指中心土建工程所預留坑位的尺寸與得標廠商

所提的產品規格吻合，有圖利特定廠商之嫌。

當時我一肩挑起，應對各種調查，經過一連串

的說明，這段插曲總算平息，而中心也才可以

擁有性能卓越的振動台系統。類似情事雖也發

生在油壓管路系統的招標採購案中，不過，我

仍秉持「誠信正直」的態度來採購品質與價格

合宜的系統。

　　在反力牆與強力地板的施工方面，為確保

其平整度及強度，以提高實驗的品質與安全

性，我堅持要求施工的大陸工程公司，將較易

變形的清水模板改為結構模板。中心的研究大

樓及實驗室自82年開始動工之後，在郭南宏主

委的督導，以及國科會企劃處、工程處與會計

室的協助下，各項設施得以陸續完成，許多相

關的研究計畫也才能順利推展，期待中心同仁

充分發揮實驗室功能，進一步發展新穎的耐震

技術。

都認為如欲因應國內學術界與工程界未來10至

20年內在地震工程研究發展上的需求，除了預

估未來大型結構試驗可能達到的規模、調查國

內潛在使用人數外，也須建置具有振動台、反

力牆、強力地板共同操作性能的設備，並規劃

在國際上具有前瞻性及競爭力的相關試驗研究

計畫。為了因應多支承反應的模擬實驗研究，

在硬體設備上必須進行規模的變更，主要為將

原先規劃的6層研究大樓，改以12層樓的規模

進行基礎及結構的設計，以因應未來的需求。

原編列實驗設備費悉數移為建置振動台的第1期

經費，而反力牆、強力地板、油壓管路系統及

油壓制動器則另外申請追加經費，改於第2期實

施，估算之後，經費須大幅調升為新台幣11億5

千萬元。

　　當時國科會裡對此做法有不同的意見，

認為尚未動工，就要求增加預算，不符工程

慣例，但我不因此而改變想法，當時我也曾向

行政院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執行秘書陳豫先生說

明，並獲得他的了解與支持。

　　為能購置品質佳、造價合宜的振動台，我

特地邀請國內將來有可能使用振動台進行相關

研究的學者組成12人的委員會。經過數次商

討，訂定了規格及評選方式，再委託中央信託

局辦理招標事宜。同時，將辦法公告周知，等

葉超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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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台系統、大型離心機系統、大型振動台系統

及多功能反力牆系統，預計可進行之跨領域研

究主題如下： 建立大型隔減震消能元件的測試

環境、提升高科技廠房及其設備的制振性能、

高鐵振動及振動噪音監測與改善、鋼結構與RC

牆之界面耐震性能評估、提升維生線系統的耐

震性能、提升建築結構的耐震性能、提升橋梁

結構的耐震性能、提升地工結構的耐震性能、

提升近斷層地震研究之能量、進行大型結構之

崩塌行為研究、提升水工結構耐震實驗的技

術、整合地震工程之各項研究資料庫、進行結

構耐火與火害後耐震性能之研究、老舊建物之

耐震能力診斷與補強規範之制訂、結合數值模

擬與實體試驗之網路合作式實驗模擬平台。

　　另外，基於永續經營與長期營運規劃的考

量，尚可透過問卷調查，實際了解全國各大專

院校地震工程相關領域之教師的需求，確認未

來試驗設備之使用率及參與人力；並建議國

科會土木學門規劃重點研究方向，與所規劃的

實驗設備互相結合，藉由土木學門召集研究團

隊，提出能與所規劃實驗設備相呼應之前瞻性

整合型計畫，預先投入人力及經費進行相關之

前置研究，以期發揮最大之效果。

　　未來可以強化研發耐震診斷與補強之技

術，提昇既有結構物之耐震能力，包含現有建

振能力，可有效地實施破壞實驗的激振控制，

以及量測與分析大型結構物動態反應的能力。 

　　臺灣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1997

年啟用之時的設備規模與研究能量堪稱世界一

流，且經該中心及全國地震工程研發人員之多

年積極投入後，已使台灣在世界地震工程研究

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尤其網路合作式地震工程

實驗技術更居全球之領先地位。但隨著工程技

術與研究方法之革新，目前該中心正面臨實驗

室空間過度擁擠、實驗設備逐漸老舊，設備無

法滿足台灣目前地震工程研究需求等問題。此

外，隨著美國NEES、日本NIED計畫之完工啟

用，以及中國大陸百萬計畫、韓國KOCED計畫

等地震工程領域研究設備更新之陸續推動，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現有之試驗設備、

空間及其他相關設施，相對地漸漸失去領導之

地位，更需要再開創國際合作的機會。

　　鑑於921集集大地震之慘痛經驗以及提升國

內地震工程前瞻研究能量之需求，自2000年起

我們也逐步調查世界各地研究設備，並規劃北

部中心擴建及成立南部地震工程分中心，在考

慮地域與設施之獨特性、研究方向跨領域性、

結合模擬與試驗之試驗技術提昇及永續經營的

營運概念，提出未來我國在地震工程中、長程

研究能量與設施之提升所需設備，包括：多振

推廣，更進一步長遠地提升美日兩國的公共工

程與建設的耐震安全性。 

　　美國NEES計畫除了長遠地規劃並提升各實

驗室的軟硬體設備，並建立一套格網系統，將

這些資源加以整合運作。NEES計畫為美國未來

十五年地震工程研究計畫之前導計畫，共分為

三個部分：(1)建置或提升各實驗室之實驗硬體

設備。(2)建立一套整合各實驗室資源的格網系

統。(3)建立一個機構(NEES Inc.)，協助管理各

實驗室的軟硬體資源。除了以網路為基礎之共

同合作試驗系統，NEES計畫所投資興建的儀器

設備，包括新型或升級更新之振動台、多用途

反力牆及強力地板設施、多功能高性能動態油

壓千斤頂試驗系統、大地工程用離心機、移動

式現地試驗設備與海嘯波浪水槽等。 

　　日本政府於1995年阪神地震的慘痛教訓，

積極投資防災科學技術研究所，在日本兵庫縣

的三木震災紀念公園內建造「實尺寸3D振動台

實驗設施(E-Defense)」。此實驗設施是以「世

界首創」的理念，藉由模擬的地震來振動實尺

寸結構物，再現結構物破壞時的地震反應，其

實驗與研究成果有助於提高結構物耐震性能。

日本「實尺寸3D振動台實驗裝置」的目標設定

為：實現大型結構物之耐震實驗的承載能力，

實現破壞型大地震之位移、速度、加速度的激

課題。對於颱洪等天然災害，因其災害的發生

具有累積、遞延等特性，且目前天氣測報技術

的提升，已可相當準確地預報及監測，因此，

可有較為充裕的準備與應變時間，進行即時的

減災措施，以有效的降低災損。而地震災害除

了無法預測，大部分地震引致的直接災害只在

短短數十秒內發生，幾無預警與準備的時間；

再則地震災害久久發生一次，但其單次災害規

模卻常數十倍於颱洪等天然災害的規模，對政

府、社會的運作造成極大的衝擊。因此政府與

民間均有責任投入充分的資源，進行地震防災

科技的研發與落實，以全面提升全國的地震防

災效能。 

　　近十餘年來，全世界地震工程領域開始重

視大型地震工程實驗的能力與實務應用。自

從1994年美國北嶺地震與1995年的日本阪神

地震造成嚴重傷亡與經濟損失之後，美國與

日本的地震工程專家有感於大型實驗設施對地

震工程技術發展的急迫性，隨即規劃籌建大型

的地震工程實驗設施。美國於1999年起開始

擴建全國15座大型地震工程實驗設備系統，

名為NEES (Network for Earthquake Engineering 

Simulation)，並於2004年落成啟用；日本亦於

2005年完成全世界最大的地震模擬振動台實驗

設備(E-Defense)。這些大型的實驗設備將大幅

地提升美國與日本的地震工程技術發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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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在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了，因為學生

的成就與財富，就是他的成就與財富，錢在哪

裡無所謂，每個學生的財富只要有千分之一是

我的，全部加起來我就是大富翁。」

　　「登高無畏峻風寒，拏月但得新苗青」，

這是葉超雄寫來鼓勵學生治學、教學的對聯，

正是他個人一生的寫照。

結語

　　投身學界近四十年，葉超雄教授一天到晚

都在『開擔』，除了國家地震中心、台灣營建

研究院，還有結構工程學會和地震工程學會，

開啊開的，現在也已經七十歲，想到自己還可

以繼續做研究，葉超雄老師表示人生已沒煩惱

了。葉老師常說：「這一輩子他教了這麼多的

可以當一個好的工程師？就是因為他們有修材

料力學。靠著這一門課，可以知道怎麼思考問

題，怎麼解決問題。工程師和做理論不一樣，

理論有理論的作法，但是工程師是要解決問題

的，要想辦法把瑣碎複雜的細節簡化。工程師

不應該埋頭一直在既有的成果，要跳脫那個圈

圈，才看得清楚事情的樣子，把之前的東西都

打散，抓住基本的大觀念，才能應對。

　　我曾經參與過翡翠水庫及推動地震工程。那時

候台灣還沒有人在從事這項研究，但是覺得應

該做的就要去做，也因為這樣，奠定了地震工

程和壩交互作用的基礎。後來參與的人很多都

出國了，也把研究帶到國外去，東南亞很多地

方都沿用了，當工程師就應該要這個樣子。

　　事情要看得遠，有前瞻性，才能當好的工

程師，但是這樣子還不夠，還需堅毅不拔的努

力。不要要求環境遷就我們，適應環境、融入

環境，才能看事情看得清楚，應該做的事情，

就該全力以赴。我常常說土木人就是四個字而

已，誠信是土，正直是木，土木人就是誠信正

直而已。

築物、橋梁、維生線系統、高科技廠房等，減

少震災損失；研究創新耐震設計規範，彙整地

震工程研究成果，提出規範修正建議，確保新

建結構物之耐震能力；強化大地地震工程研

究，落實結構物基礎耐震設計技術；提升並整

合全國現有地震工程實驗室之研究能量，建立

地震工程實驗格網平台，協助各大學改善地震

工程實驗之技術與設施。

問：現在土木科系在工程系所中似乎沒有

先前熱門，請問葉教授現階段在結構

工程的教育訓練上須有哪些新的作

法？

答：我常說學生一屆不如一屆，教書那麼

久，也在新加坡教過書，新加坡的學生很認真

喔！不過想想我出國之前的學生也很認真。現

在的學生很聰明，資源又豐富，從小就得到很

多資源，但是就是不努力。當年我們唸書都是

有一種使命感，因為生長環境窮，也想要社會

好，所以求學的態度就不一樣！

　　像我小時候家裡很苦，父親扛起了家計，

他對我人生影響很大，從他身上得到很多做人

做事的道理。這幾年一直教材料力學，材力是

唸土木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以前的工程師

沒有博士學位也沒有碩士學位，為什麼他們

(左1)詹穎雯教授 (左2)王炤烈協理 (中)葉超雄教授 (右2)廖慶隆董事長 (右1)曾榮川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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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帶有微涼秋意的午後，台大土木系退休名譽教授高健章老師風塵僕僕，才剛

剛從外面趕回來接受我們的專訪。高教授是前往參加GRMC[註]的混凝土預拌廠

驗證工作，已年近古稀的他，仍能這樣四處奔走，為臺灣混凝土工程盡他的一份心力與體

力，這種精神實在是令我們晚生後輩感佩。混凝土材料從發明至今僅百餘年的光景，長久

以來乃至現今，都是結構材料的熱門主角，尤其近年來在製造方法、材料的創新上有明顯

的突破；同時在材料品質與自動化工法進步上更可說是一日千里。臺灣在混凝土科技方面

的研究，高健章教授始終是站在第一線為工程界指導提攜後進，本文特就「台灣混凝土科

技的發展與願景」為主題，請教高健章教授的看法，以下均以高教授的第一人稱敘述。　

訪談紀要

問：高教授在工程材料方面有相當豐富的

研究成果與創見，能不能請高教授以

國內過去50年來混凝土材料在土木工

程的運用與發展歷程，對臺灣重大建

設的里程碑做簡單的回顧。

答：其實自從水泥在1824年由英國人發明至

今，他的成分與組成並沒有太大改變，因為從

天然原料的取得和便宜的成本考量，水泥的基

本物質特性一直都保有其初始發明時的面貌，

反倒是在水泥的製造程序方法和規模上，一直

都有很大的進步，從早期的豎窯分段生產，到

近來的旋窯連續生產，這方面的改進是相當大

的。國內生產水泥的設備主要是從國外進口機

器與技術，臺灣因為礦權核准因素，水泥生產

家數少，不過為了充分運轉及機件更新，仍隨

著世界生產技術在進步。在生產效能、熱能再

利用、製造的穩定性等，都是一直在進步的。

後來，因為需要及貿易平等的關係，台灣現

在也有使用進口水泥。

　　在製造水泥方面的進步，我舉個例子來

說，因為原料要磨細才能充分接觸，有完整

的化學反應，因此研磨技術的開發是很重要

的，早期為了磨細，必須加水混和均勻再

磨，這種含水的過程稱為「濕式生產」，後

來改進成不需加水的「乾式生產」，在研磨

方面是一直在進步的。所以像用生產後的研

磨，冷卻熱風的回收，水量的減少，生產窯

爐長度的縮短，也都是進步。

　　另外，從前用124比例的水泥，鬆體積

密度約1600 kgf/m3，現在也是差不多的比

例，但是混凝土在拌合、輸送的自動化方

面，其進步與改變是最明顯的，例如早年用

擔子人工搬運、澆置，後來有混凝土垂直

＞在

[註] GRMC認證：(Good Ready-Mixed Concrete)之簡稱，為臺灣營建研究院為提昇國內混凝土工程之品質，所推動的
      中華民國預拌混凝土廠驗證體系。

訪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高健章教授

談「台灣混凝土科技
　　的發展與願景」
◎整理／曾榮川‧攝影／黃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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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吊桶塔吊，到強制式拌合機、混凝土泵浦

車、大量預拌廠的設立，都是在施工程序上的

改進，甚至近期一些添加劑或是摻料的研發，

像SCC(self-compacting concrete)的發明，也都是

在工作性方面的進步。至於在強度方面，雖然

有高強度混凝土的出現，但是大部分使用的強

度等級長久以來也並沒有太大改變。混凝土強

度主要還是靠水灰比的控制，水灰比是影響強

度最主要的因素。近來有飛灰的使用，都是因

應一些節能、物資充分利用的趨勢，水泥的生

產因為很耗能，包括燒煤、二氧化碳的排放，

是有其先天上的特性，有的國家已漸漸不願意

多生產，朝向自給自足的方式在經營。

問：就您的看法，國內對於新式混凝土材料

的改進與研發，有沒有具體的期許與願

景。

答：國內近來有SCC的研發，主要是希望朝向自

動化、節省人力的方向發展。混凝土工程從採

礦、輸送到現場擣實，一直都要用人力，日本

東京大學提出SCC的構想後，幾乎可實現混凝土

全程自動化免人工的理想。SCC主要是飛灰爐石

的運用，利用工業生產的廢棄物，作為改良混

凝土工作性的材料，是十分有意義的進展。另

外也有CLSM(controlled low strength materials)的

推廣使用，這種可控制低強度材料的使用，可

以用在管路開挖回填料方面，過去回填土都需

要夯實，但是強度不需要很高，所以找一種和

土壤差不多強度的混凝土材料即可，而且在強

度不高的條件下，以後也便於開挖，這種材料

有自充填的特性是很值得推廣的。

問：以混凝土材料的應用層面，運用在橋梁

工程或建築工程方面，有什麼樣的改進

空間，以國際水準來說，臺灣有沒有競

爭優勢？

答：我想在橋梁工程方面的運用，主要是要朝

向預鑄工法發展，這樣子可以加速在現場施工

的時間，混凝土與鋼構造主要的差異還是在現

場製作的時間，如果可以朝預鑄工法來做，相

信混凝土的優勢會再次出現。國內像潤泰的預

鑄工程已經相當成熟，所以混凝土的優勢，要

再高度發展就需要靠預鑄。例如日本有一稱為

New RC的作法，就是結合高強度混凝土與高拉

力鋼筋，混凝土構件可以作得很小，這些都是

進步與改進。

　　其實許多工法技術要自己研發並不容易，

能夠跟得上國外就很不錯，畢竟國內市場有

限，要大規模研發新工法領導世界，需要很大

的資金成本，除非有辦法到國外去用，才能把

初期研發投注的成本回收，所以國內主要仍然

是在本土材料的開發，如何能夠用國內研發的

材料，配合國外的新工法來運用，自然就有很

大的效益。土木有其先天技術產品的發展限

制，特別是在可靠度方面，需要市場與實用方

面長期磨合才能看出改善的機制，臺灣在這方

面先天上就是缺乏這樣的環境。

問：國內混凝土材料的相關規範，大部分都

是依循國外的規範所制訂，有沒有需要

工程界或學術界在本土化規範方面的研

究？

(左)王炤烈協理 (中)高健章教授 (右)廖慶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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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國內目前混凝土規範，主要是由土木水利

學會在研議，當然大部分是跟著美國ACI 318

委員會所制訂的新規範在更新，我想能夠跟得

上美國最新的研究與規範，跟得緊已經十分不

錯，倒是不需要太強調要自己做一套新的規

範。因為新的規範是需要大量實驗的驗證，國

內雖然有實驗室，但是要作為大量實用的成熟

測試環境仍有先天上的限制。

問：高教授過去在學術界十分注重實驗的設

計與實務操作，不過以土木工程方面來

說，國內實驗機構的設備較為集中在少

數大型學校或研究中心，對於工程界的

實驗計畫參與不似歐、美、日本普及，

請教高教授在國內實驗環境方面有什麼

樣的期許？

答：國內的實驗機構像是國家地震中心、建

研所等都有不錯的環境。建研所在新店的實驗

室，有材料防火、耐久性的實驗能力。在日本

一些建設公司其實是自己有大型實驗室，有的

裡面也有上百位博士，這樣的環境主要是國家

有減稅、補助的優惠，所以建設公司願意投

注，而日本的國家型研究機構，就負有檢核這

些民間實驗機構的責任，例如日本土木綜合研

究所有一部分的工作是培養可以督導其他研究

機構的人力，這樣才有考核的機制。

　　國內的學校現在也有大量實驗室的設置，

不過我認為實務工作應該比重減少，多一些基

礎學術的研究才對，而大型立即實用的實驗應

該由事業單位來做比較好。

問：近來工程材料希望走向標榜綠色建

材與節能減碳的訴求，在這方面能否請

高教授分析國內發展的現況與對未來

的期許？

答：混凝土材料是一直朝向節能減碳這個目標

在做，如前所述，製程方面的改良，在節能減

碳的效果最大。另外利用廢棄物作為混凝土材

料，例如飛灰（綠色建材） 充分利用也是一種

節能減碳的作法。混凝土中使用化學摻劑，也

可以減少水泥用量，此外為延長結構物使用年

限，適當補強也都是一種節能的作法。

　　至於廢棄混凝土，個人較不贊成用在再生

混凝土，而是可以使用作為回填料，用在新結

構物並不好，因為基本上是有衝突的，拆除後

的廢棄混凝土，吸水率高達百分比十幾，會需

要更多的水泥、水分，透水率也高，耐久性也

差，對鋼筋又沒有保護作用，所以作為新結構

混凝土材料再利用並不適當。以前我幫公共工

程委員會有做過一個研究，混凝土碎料可以吸

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因為水泥在製造過程中

是在釋放CO2，所以混凝土先天上會有吸收二氧

化碳現象，好比現在大家常談的混凝土中性化

的過程，所以可以把廢棄混凝土磨碎，鋪在地

面就可以吸收大氣中的CO2，也是不錯的利用。

另外廢棄混凝土有吸水率高的特點，還可以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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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建設公司其實是自己有大型實驗室，有的

裡面也有上百位博士，這樣的環境主要是國家

有減稅、補助的優惠，所以建設公司願意投

注，而日本的國家型研究機構，就負有檢核這

些民間實驗機構的責任，例如日本土木綜合研

究所有一部分的工作是培養可以督導其他研究

機構的人力，這樣才有考核的機制。

　　國內的學校現在也有大量實驗室的設置，

不過我認為實務工作應該比重減少，多一些基

礎學術的研究才對，而大型立即實用的實驗應

該由事業單位來做比較好。

問：近來工程材料希望走向標榜綠色建

材與節能減碳的訴求，在這方面能否請

高教授分析國內發展的現況與對未來

的期許？

 (左)高健章教授 (右)廖慶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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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水土保持的運用，在想要種樹的地方如果缺

水，就在底下鋪混凝土碎料也可以達到含水的

效果。

結語

　　最後，高教授話家常，談談「紅毛土」一

詞的由來，說到大陸方面稱水泥為洋灰，在臺

灣則稱紅毛土。水泥在臺灣是清朝末年就有在

使用，比日本人早，在日常生活中，早就與平

民百姓息息相關。在高教授退休後的生活中，

經常的要參加混凝土工程相關的活動，包括到

預拌廠去驗廠，為ＧＲＭＣ認證開會，也有混

凝土教育訓練班、回訓班的課程需要他的親自

指導，另外工程會的工程技術鑑定委員會，從

第二屆參加到第五屆，協助調查法院有關工程

方面的疑點，經常開會十分忙碌，學校方面也

有兩門課在講授，要帶學生土木工程實習看金

屬晶相及營建管理組EMBA的課，可說是退而不

休，持續為臺灣的混凝土產業付諸心力。

混凝土材料演進 (1895-1930) 混凝土材料演進 (1932-1970)

龜山電廠 1905 中山橋(圓山明治橋) 1912 圓山明治橋RC橋板施工1912 預疊椿／中正橋　1959 台南縣白河水庫1963 雲林縣泊子寮海堤施工1973

年代 大事 備註

1895 臺灣割讓予日本 馬關條約

1905 台灣建龜山水力發電所 堰堤，進水口用混凝土構築

1912 台灣RC混凝土建橋 中山橋(原明治橋)

1916 美國發展預拌混凝土  

1917 台灣第一家水泥廠 高雄淺野水泥會社

1919 建RC大樓 台灣總督府

1921 蘇澳設水泥廠  

1930 新式乾式豎窯 淺野水泥會社擴建

年代 大事 備註

1932 碎石工場
日月潭設武界碎石廠日產270 立方公尺
碎石與碎砂

1937 日月潭水力發電所
配比1：2：4與1：2：5，而未標示強
度

1945 台灣光復，成立台灣水泥公司
合併高雄、竹東及蘇澳等三家淺野水泥
會社

1954 台灣水泥移轉民營  

1956 預力後拉法 大溪第旭橋

1958 預力混凝土 中興大橋

1959 添加飛灰 霧社水壩，以20%飛灰取代水泥

年代 大事 備註

1959 預疊椿 立德公司，中正橋

1960 成立第一家預拌工廠 普力公司

1965 設立預拌混凝土公司 國產實業公司

1967 工地型預拌混凝土廠 石門水庫

1969 巨積混凝土
達見大壩，使用25%飛灰取代水泥，飛
灰產自台電深澳電廠，水泥為亞洲二型
水泥

1970 耐高溫混凝土 核一廠

1970 滾壓混凝土Roller Compacted Concrete  青潭堰搶修工程



1

42 │No.84│ October, 2009 

人
物
專
訪

1

No.84│ October, 2009 │43 

人
物
專
訪

混凝土材料演進 (1973-2006)

新竹清華大學原子爐 水泥廠-1 水泥廠-2 

年代 大事 備註

1973 強制式拌合機，大量採用碎石 台灣十大建設開始

1974 混凝土泵浦車 國豐泰公司引進

1976 「台灣區預拌混凝土公會」成立
國產實業創辦人林燈籌組，創會會員只
有八家

1976 PIC注膠混凝土 15,000 psi，台大土木系

1987 冷却巨積混凝土 翡翠水庫

1988 日本SCC研發成功 東大 岡村 甫教授

1989 高流動高強度混凝土 台北遠東企業大樓

1991 水平雙軸式拌合機 預拌廠採用

年代 大事 備註

1991 添加水淬爐石粉 中聯爐石公司成立

1993 HPC高性能混凝土 結構工程學會成立推動研究計畫

1993 水泥工業東移 「和平水泥專業區」成立

1997 高雄東帝士 85F

1998 SCC自充填混凝土 中和遠東世紀廣場，台灣營建研究院

1998 CLSM控制性低強度材料 台北養工處，台灣營建研究院

2000 RPC活性粉混凝土 台灣營建研究院

2001 台灣營建研究院GRMC 力泰公司驗証通過

2006
全省約550餘家混凝土預拌廠，合法廠商
330家

中小型工廠約佔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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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地區公路系統原以省道為主幹，縣鄉

道為支線，奠定了民國40年代至60年代台灣經

濟發展的基礎。隨著經濟的繁榮，部分省道，

尤以西部幹線已無法負荷日益增加之交通量。

及至60年代，政府推動十項建設，待臺灣第

一條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於67年10月全線

通車，帶動區域間經濟活動，加速中小企業發

展，使得國民所得大幅提高，車輛持有率及運

輸需求急遽成長，致使中山高速公路逐段呈現

壅塞現象，尤以北部路段為甚，嚴重影響西部

走廊運輸效率。故政府於民國76年分段開始興

建第二高速公路，二高全線於93年1月完工通

車。為兼顧臺灣東西部均衡發展，改善區域交

通，第二高速公路興建同時，政府亦陸續推動

國5北宜高速公路及國6南投段建設，該二計畫

分別於95年6月及98年3月完工通車，整體國道

路網已從臺灣西部平原逐步往山嶺區延伸（圖

1）。

　　隨著時代進步，國民所得增加，國人對生

活品質的要求亦日益提高，國道路網推動，不

應僅考慮運輸需求，亦須兼顧環境保護、水土

保持、生態景觀、生活品質等面向；且在國家

有限資源及國際激烈競爭情況下，未來工程應

當以更有效率，兼具創新之思維來推動，以符

合永續發展為需求。

　　中山高速公路於民國67年全線通車後，第二高速公路、北宜高速公路及國道6號南投段亦相繼完工

通車，目前國內完成之國道總里程已近1,000公里。數十年來，工程單位經由施工經驗之累積與回饋，

並結合產業及學術界對技術及管理層面之研究探討，國道運輸功能已大幅提升。隨著時代進步，國人對

生活品質的要求亦日益提高，國道建設中亦逐步融入環境保護、水土保持、景觀美學等理念。在國家資

源及財力有限情況下，未來國道建設除重視新工法、新材料之研發引進，以達到安全、經濟、效率等要

件外，更應注重環境保護與生態維護，落實生命週期全面品質管理，以期達成永續發展之理想。

1
2

     ◎ 關鍵詞： 國道工程、環境保護、生態維護、全面品管、永續發展

1

2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局長／曾大仁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主任工程司／李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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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灣區國道路網平面圖

貳、國道建設回顧

　　從民國58年即開始規劃設計之中山高速公路至今（98）年甫完工通車

的國道6號南投段，國道公路建設一路走來已40個年頭，每條高速公路之

成長歷程有其不同之時空背景，也見證了社會環境的變遷，其規設理念及

所採用之工法、材料亦隨著時代進步而異，以下謹就各代之國道工程作一

回顧。

一、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路

　　自40年代以來，臺灣西部幹線公路（臺1線）交通量幾乎成幾何級數

成長，原有公路容量不足，造成交通嚴重癱瘓，影響國計民生。民國55年

10月，當時的省公路局提出「西部幹線闢建新線直達公路計畫芻議」，

並於58年1月與美國帝力凱撒工程顧問公司（DeLeuw Cather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Engineers）簽訂南北高速公路顧問服務契約，由政府自籌部分

資金及配合國外貸款，於臺灣西部縱貫走廊，北起基隆，南迄高雄逐段興

建一條高速公路，並優先辦理北部三重至中壢段工程 [1]。

(一)工程概要 

　　中山高速公路全長373 km(公里)，本工程於民國60年8月開工，

67年10月全線完工通車。剛完工時，除臺北及高雄都會區部分路段

為6車道或8車道外，其餘338 km均為4車道。本高速公路共設32處

交流道，平均間距約11 km。全線由北而南共設10處收費站，收費

系統採主線柵欄式收費。

(二)設計與施工 

　　中山高速公路主體構築型式主要分為路堤、路塹、橋梁、隧道

等，依據路線所經區域之地形、地質、排水、人口分布、土地利用

情形及建設成本等因素作配置考量。中山高速公路建設時期因政府

財源有限，故建設成本為重要考量因素，全線路堤約占90%、橋梁

9.8%、隧道僅占0.2% [2]。

　　中山高速公路之路面除在10個收費站前後因考量車輛起動與煞

車頻繁，以及在三重台北交流道附近約1 km長路段因配合連續性橋

梁，採用混凝土剛性路面鋪築外，其餘路段均鋪築柔性路面，其鋪

設之瀝青混凝土多直接使用廠拌瀝青混和料，以自動控制鋪築機鋪

設，與以往省道相較，不僅施工速度增快，技術與品質均大幅提升 

[2]。

　　中山高速公路橋梁設計除考量結構安全外，施工性及經濟性亦

為主要考量因素，除非特殊情況，上部結構大多採用標準斷面，下

部結構則因應地形、地質、跨度而設計不同形式之橋墩、橋台與基

礎。上部結構除圓山橋採場鑄懸臂工法施工、大直橋採預拱鋼梁

外，其餘河川橋大多採用預鑄預力I型梁吊裝工法，橋孔跨徑約為

20∼40m之間，而穿越橋及跨越橋則以就地支撐場鑄箱型梁工法為

主 [3]。

 (三)中山高速公路拓寬工程 

    政府十大建設完成後帶動臺灣經濟繁榮，交通量急遽成長，已

完成的中山高部分路段交通量已趨於飽和。為提升交通品質，乃從

民國68年起，將三重至林口段由6車道拓寬為8車道、林口至機場

交流道由4車道拓寬為6車道，且為配合其後交通量需求，陸續辦理

下列拓寬計畫 [1]：

1.林口--楊梅段拓寬計畫

　　為提高通往桃園國際機場之服務品質及因應北部路段急遽膨脹

之交通量，乃於民國73年開始將林口至機場交流道由6車道拓寬為

8車道；機場交流道至楊梅交流道之車道拓寬為6車道，全長約26 

km，本拓寬計畫於76年完工。

2.汐止--五股段高架拓寬計畫

　　鑑於臺北都會區交通成長超乎預期，交通嚴重壅塞，為解決該國道1號林口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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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交通困境，自汐止交流道以南至五股

交流道，全長約21 km，利用路權內之邊

坡採高架方式進行拓寬，其中汐止至淡水

河橋兩側各2車道，淡水河橋至五股交流

道兩側各為3車道。本路段於民國80年9

月陸續開工，至86年10月全部完工。

3.楊梅--高雄段拓寬計畫

　　自民國82年北二高通車以來，造成

中山高楊梅交流道以南多處路段交通嚴重

阻塞，故楊梅以南至高雄，全長301 km亦

分階段進行拓寬，主要於沿路兩側各增加

1車道。本計畫於83年11月起分段開工，

至96年12月完工。

4.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

　　中山高速公路北部路段行經臺灣政經

中心，聯結桃園國際機場，帶來大量車

流，雖於民國70年代經過拓寬，但道路

服務水準仍持續下降，因此政府決定中山

高五股楊梅段進行拓寬改善，此改善計畫

已於民國97年8月完成可行性研究，同年

12月起接續辦理規劃設計作業。

　　本拓寬工程北起銜接汐五高架，南

止於楊梅收費站以北（統一里程31k∼

71k），原則採高架拓寬方式。車道配置

上，五股交流道∼泰山轉接道及中壢戰

備道以南為雙向各2車道，泰山轉接道至

中壢戰備道路段為雙向各3車道，並於泰

山轉接道至中壢轉接道間之內側車道設

置為高乘載專用道。本工程平面配置及

斷面示意圖如圖2與圖3所示。預計98年

底全部發包，101年底完工通車。

二、國道3號第二高速公路

    中山高速公路自通車以來，其大量而快速的

運輸功能，使臺灣地區的公路運輸呈現嶄新面

貌，對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貢獻至鉅。惟隨著國

家經濟持續快速成長，國民所得日益提高，車

輛持有率急遽增加，中山高各路段逐漸呈現飽和

現象，為紓解中山高擁擠的交通，擴大高速公路

服務範圍，國道高速公路局於71年研提「臺灣

地區國道高速公路系統中長期計畫芻議」，並奉

核定於75年開始推動北部第二高速公路汐止新

竹段建設，76年7月北二高開始動工興建。二高

後續計畫亦於78年7月奉行政院核定推動。

　　民國79年1月國道新建工程局奉准成立，接

續辦理北二高施工以及二高後續計畫規劃設計作

業，二高全線（含國道2、3、4、8、10號）規

劃作業於79年12月完成，並陸續分段興建。

(一)工程概要 

    第二高速公路北起基隆，南至屏東林

邊，主線長432 km，環支線長86 km。主

線除中和至鶯歌及霧峰至南投為8車道，

九如至林邊為4車道外，其餘均為6車道，

環支線大多為4車道。二高全線共有系統

性交流道13處，服務性交流道55處，收

費站11處，服務區7處。本計畫自民國76

年7月開工，93年1月全線通車。

(二)設計與施工 

    二高全長518 km，建設規模龐大，規

設與施工皆需審慎考量社會成本、環境保

護、經濟效益等因素，再加上臺灣地區特

殊地形與地質條件，因此橋梁與隧道長度

之比率大為增加。為有效提高工程效率，

諸多新理念、新工法及新材料被引進，不

僅增進施工效率、節省成本、提升品質，

亦落實扶植國內優秀廠商、培育眾多優秀

工程人員，工程執行過程曾獲多項工程獎

項之肯定。

1.路線規劃

　　二高路線之幾何設計標準係以交通部

75年頒布「公路路線設計規範」為主，並

參考美國AASHTO、日本道路公團等有關

之設計準則。除北部行經丘陵及山嶺區

路段採90∼100 km/hr設計速率外，其餘

主線設計速率均以120 km/hr為標準；環

支線除銜接地區道路之路段外，皆以100 

km/hr為設計標準。

　　第二高速公路路面以柔性路面為

主，但剛性路面鋪築範圍已大幅增加，

包括部分爬坡車道、收費站、部分隧道

路面及服務區的重車停車場等。另為

因應大幅增加之交通量及重車超載等問

題，中南二高設計時，將密級配瀝青混

凝土面層設計由10 cm增加至15 cm，並

將瀝青膠泥等級由AC-10改為AC-20，以

提升路面穩定性。開放級配之孔隙率亦

予以適度調整，以利於路面排水，增進

行車安全 [4]。

2.橋梁工程

　　第二高速公路共有橋梁353座，總長

約157.5 km，約占主線長度37%。為使

工程進行順利，工程單位乃有計劃地引

進自動化、機械化等先進施工方法，同

時結合區域景觀，橋梁造型嘗試多樣變

化，並因應耐震設計觀念，不斷研發應

用新材料，帶領國內橋梁技術邁入新里

程。二高興建時期引進之橋梁新工法主

要有節塊推進工法、支撐先進工法、預

鑄節塊工法、預鑄斜撐版配合場鑄箱型

梁合成工法等。引進之新材料有高性能

混凝土、鉛心橡膠支承墊等。本路線較

具代表性之景觀橋有瑪陵坑拱橋、碧潭

橋、竹東跨越橋（π型橋）、水上跨越

橋（拱橋）以及高屏溪斜張橋等，尤其

高屏溪斜張橋主跨徑長330 m，橋塔高

183.5 m，為當地顯著之地標（圖4）。

圖2 五楊段拓寬工程平面示意圖
      （摘自五楊段拓寬工程規劃報告）

圖3 五楊段拓寬工程斷面示意圖
      （摘自五楊段拓寬工程林口中壢段設計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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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隧道及大地工程

　　第二高速公路完工後全線共有14處

28座隧道，路線長度共13.7 km（雙孔

為27.4 km）。主線隧道大多為三車道斷

面，開挖斷面積達120∼160 m2，其中

北二高新店隧道部分斷面為四車道，開

挖斷面積高達230m2，實為罕見超大斷

面公路隧道。除部分隧道因地質或環境

因素採懸臂式鑽掘機（Roadheader）等機

械開挖外，本路段隧道採新奧隧道工法

（NATM—New Austrian Tunneling Meth-

od）施作，施工中配合地質地形條件，

引進鋼纖維濕式噴凝土、桁型鋼肋、管

冪工法等新技術或新材料，洞口亦儘量

採淺覆蓋進洞並維持當地自然景觀（圖

5）。

　　為減少用路人行車壓迫感，二高主

線上已避免過度高陡之邊坡設計，並盡

量以植生護坡取代噴凝土或混凝土護

坡。為兼顧邊坡穩定與保護問題，格梁

加錨筋配合植生護坡為二高普遍採用之

工法。

4.建築及景觀

　　國道3號沿線建築工程包含服務區、

收費站、路邊停車場等設施，景觀工程

則包含橋梁、隧道景觀、公路植生、隔

音牆造型及公共藝術設置等。由於民眾

對生活與環境品質之需求日益提高，高

速公路之興建除要達到交通運輸基本功

能外，亦應同時著重如何營造公路沿線

的景觀美化。如服務區除注重建築造型

之美觀與獨特性外，並致力於周遭環境

與整體景觀之密切配合（圖6）；在收費

站方面強調地方環境與文化特色；橋梁

則配合功能需求與當地地形、景觀，營

造出具地方特色之地標。

圖4 高屏溪斜張橋（齊柏林攝）

5.交通設施

　　交通設施範圍廣泛，包含交通控制

系統、機電系統、收費站、地磅站、護

欄等，與行車安全息息相關。國道交通

設施主要依據交通部與內政部頒布之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並參考國外

相關規範及國工局編訂之標準圖進行規

劃設計。由於第二高速公路係分段興

建，交控系統除需注重整體路段系統之

整合與一致性外，進場建置期程亦需與

土建標進度密切配合。與中山高速公路

相較，二高隧道之數量與長度均大幅增

加，尤其北部基隆至中和段主線即布設

圖5 中寮隧道北洞口（齊柏林攝）

圖6 東山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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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0處隧道，形成綿延之隧道群，

其機電安全設施包含電力、照明、通

風、消防、火警偵測及監控等子系

統。

　　二高全線共有11處收費站，均採

主線柵欄式收費系統設計，以人工收

費方式作業。為因應電子自動收費之

潮流，高公局已於民國88年起於樹林

及龍潭收費站設置主線電子自動收費

系統，並於汐止收費站測試大貨車電

子收費系統，以作為未來全面實施電

子收費之參考依據。目前中山高及二

高部分收費車道已設置電子自動收費

系統，並採人工與電子收費方式併行

作業。

6.用地取得

　　第二高速公路縱貫臺灣西部走

廊，沿線共經過18縣市，總計徵收撥

用土地達4,854公頃，補償費計達1,366

億餘元 [5]。民國76年用地取得作業之

初，因適逢國內社經環境變遷，民意

高漲，用地取得作業困難。為求有效

解決問題，國工局除貫徹依法行政、

注重溝通協調、保障業主權益外，並

研採諸如「交通建設工程用地徵收獎

勵專案」、「臺灣地區國道高速公路

工程用範圍內拆除住宅及工廠重建處

理案」；同時為處理龐大土地資料，

乃建立「用地地籍資料庫」；另因用

地取得作業人力龐雜，時程緊迫，為

配合人力精簡，國工局亦推行用地取

得作業委外制度，均屬全國首創，且

對用地取得作業產生莫大助益。

三、國道5號北宜高速公路

　　宜蘭位處臺灣東北部，東邊面臨太平洋，

另三面群山環繞，因此造就了宜蘭特殊的聯外

交通風貌。為加速臺灣東部繁榮發展，縮短

臺北都會區和蘭陽地區的行車時間，政府自

民國77年正式推動「國道南港宜蘭快速公路

計畫」，之後奉示將規劃路線由宜蘭頭城延伸

至蘇澳，計畫名稱修改為「北宜高速公路計畫 

」。

(一)工程概要 

    北宜高速公路起自北二高南港系統交

流道，經石碇、坪林後，以12.9 km長的

雪山隧道穿越雪山山脈直抵蘭陽平原。

路線出雪山隧道南口後，以高架橋繼續

南行，經宜蘭、羅東至蘇澳，全長共55 

km，除部分爬坡路段外，全線均以雙向

各2車道布設，主線並於終點預留進入

蘇澳山區路線以備未來與蘇花段相接。

本計畫南港頭城段因屬山嶺區，設計速

率為80 km/hr，車道寬度為3.5 m；頭城

蘇澳段為平原區，其設計速率為120 km/

hr，車道寬調整為3.65 m。本路線共有

6處交流道，分別位於石碇、坪林、頭

城、宜蘭、羅東及蘇澳，另有服務區及

收費站各1處，分別位於石碇及頭城。

    本計畫南港頭城段地形險竣，且通過

水源水質保護區，為維護自然景觀及降

低對環境衝擊，全線大多以隧道橋梁構

築。北宜高全線共有5處隧道，單線總

長20.1 km；橋梁總長28.6 km，其餘5.8 

km為路堤路塹，橋梁隧道長度約占全線

90%。本計畫自民國80年7月從雪山隧

道導坑開始施工，95年6月全線完工通

車。

(二)設計與施工 

    本計畫5處隧道中，除雪山隧道採雙

主坑加一分離式導坑外，其餘四處隧

道均為雙孔單向行車設計。隧道內車

道寬度為3.5 m，淨高為4.6 m，與國

道工程其他隧道標準不盡相同。隧道

開挖以鑽炸方式，採新奧工法施工，

惟12.9 km長的雪山隧道因基於工期、

環境、地形及工程技術等考量，採鑽

炸法與全斷面隧道鑽掘機（TBM）混

合施工。由於雪山隧道斷層及剪裂帶

密布，豐沛之地下湧水以及南段綿延

約4 km長之四稜砂岩，TBM進展不盡

順利，最後改以較具彈性之鑽炸法並

從通風豎井增闢工作面，前後歷經15

年時間方完成。

    占全路線長度53%的橋梁工程亦為

本計畫特色之一。通過水源水質保護

區之橋梁大多選擇懸臂工法、節塊推

進及支撐先進等工法，避免就地支撐

等傳統施工方式。本路段橋墩高度介

於25∼60 m，最高橋墩位於烏塗溪橋，

高達65.5 m [6]。

    本計畫頭城蘇澳段位於蘭陽平原，

考量該區域之土地利用及未來發展，

除起點銜接頭城交流道約0.5 km為路堤

外，餘皆以四車道高架橋構築，橋下局

部布設四線平面側車道。為節省用地，

橋梁採雙向共構方式配置，上部結構主

要採用場鑄箱形梁配合預鑄斜撐板斷面

或預鑄節塊預力箱形梁斷面，下部結構

採單柱配置。蘭陽平原位於強震區，地

層大多由砂土及粉土構成，故本段主

線橋基大多使用1.5 m直徑之全套管基

樁，樁長約35∼55 m。本段主要景觀橋

為冬山河橋，該橋係採南下及北上車道

分離，且側車道與主線合併施作，橋長

為375 m，主孔跨徑187 m，拱高約20 

m，造型為預力混凝土箱形梁加勁式拱

橋，如圖7所示。

圖7 冬山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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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保護與區域發展

　　北宜高速公路行經翡翠水庫水源水

質保護區，外界常質疑本道路之興建是

否影響自然環境及蘭陽地區發展。依據

翡翠水庫管理局網站資料顯示，自北宜

高速公路通車以來，水庫水質不但並無

惡化，甚至呈現大幅改善現象，其卡爾

森優養指數（簡稱CTSI）甚至接近貧養

（水質較佳）狀態，如圖8所示 [7]。

　　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後，帶給蘭陽地

區民眾行的便利，也帶來大量車流。依

據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在蘭陽地區所設的

空氣品質監測站顯示，該區域自民國80

年來之總懸浮微粒（TSP）始終維持在

標準值250μg/m3以下，落塵量均低於

低污染（0∼5 噸/平方公里/月）或輕微

污染（5∼10 噸/平方公里/月）之標準

值，且自北宜高通車以來該兩項指標皆

低於歷年來平均值 [7]，如圖9所示。

　　縮短城鄉距離、促進區域均衡發

展、活絡地方經濟亦為北宜高速公路興

建主要目標。北宜高通車不僅縮短臺北

宜蘭之行車時間，對蘭陽地區產業發展

助益頗大。依據宜蘭縣政府統計資料，

自85年來宜蘭住宿服務業歷年遊客、房

間數及稅收均逐年增加（圖10），並無

因長隧道開通而對當地產業造成負面影

響 [7]。

(四)雪山隧道通風系統 

    雪山隧道南北兩洞口高程相差164 

m，南下線為下坡，北上線為上坡。本

隧道採用縱流式通風系統，設計時決定

將南下與北上線不同通風情況加以混合

利用，全線共設置3組通風豎井，每組

通風豎井之進氣井與排氣井分開設立，

相距50 m。另於兩組通風豎井中間及第

3號豎井與南洞口間共設置3組通風中繼

站，必要時可將南下及北上線之空氣相

互調和，形成獨特的通風迴路，如圖11

所示。

四、國道6號南投段

    民國79年3月，臺灣省公路總局即已完成

「中橫快速公路計畫可行性研究」，83年3月

國工局接續辦理該計畫第二階段可行性研究，

並於次年完成報告。中橫計畫西起台中縣霧

峰，東迄花蓮吉安鄉。因該計畫穿越脊梁山

脈，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故政府決定先從霧

峰埔里段開始興建，計畫名稱定為「國道6號

南投段建設計畫」，87年11月工程開始設計，

93年1月動工興建。

(一)工程概要 

    國道6號南投段為一雙向四車道高速

公路，車道寬度3.65 m，設計速率100 

km/hr，路線西起臺中縣霧峰，與國道3

號銜接，沿線經過草屯、國姓，東迄埔

里，總長37.6 km。全線設置有中橫系

統、舊正、東草屯、國姓、北山、愛蘭

和埔里7處

交流道。本路段

主線上共有橋梁19座，

長度26.4 km；隧道3處（6

座），路線長4.3 km，橋隧長度約占

本路段82%。本計畫標榜為國道第3代高

速公路，其工程內容結合生態、景觀、

科技、人文等多項特點。

(二)設計與施工 

　　國道6號南投段行經河流、山谷等

地形，路線70%都以橋梁布設，橋梁之

設計有其獨特之處，如本路段橋墩全面

採用自充填混凝土，跨越橋亦首次試用

輕質混凝土。除此之外，橋梁之造形亦

兼顧力學與美學，如國姓高架橋長2,032 

m，橋梁平均高度約為53 m（圖12），

尤以跨越烏溪主河道之橋墩高達66 m，

為目前國內國道最高橋墩。愛蘭交流道

聯絡道為本路段進入埔里地區之指標，

位於眉溪、南港溪合流口附近，視野開

闊，為塑造地標意象，跨越南港溪之高

架橋採脊背橋（Extradosed bridge）設

計。脊背橋係利用較矮之橋塔配合外置

預力之方式，減少上構之梁深，而其外

觀又兼具斜張橋之視覺效果（圖13）。

圖8 翡翠水庫歷年卡爾森優養指數趨勢圖

圖9 宜蘭縣歷年空氣品質趨勢圖

圖10 宜蘭住宿服務業歷年遊客、房間數 
        及稅收趨勢圖

圖11 雪山隧道通風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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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道6號南投段之路面工程大規模使

用多孔隙瀝青混凝土（PAC）及石膠泥

瀝青混凝土（SMA）等路面材料。路

圖12 國姓高架橋（齊柏林攝）

圖13 愛蘭交流道脊背橋（可文中攝）

堤路塹段鋪面之設計依序鋪築30 cm厚

級配粒料底層、30 cm厚廠拌地瀝青處

理底層、10 cm厚密級配瀝青混凝土、

5 cm厚石膠泥瀝青混凝土和3 cm厚多孔

隙瀝青混凝土，路面總厚度為78 cm；

混凝土橋面版上則依序鋪築4 cm厚密級

配瀝青混凝土和3 cm厚多孔隙瀝青混凝

土；鋼橋面版上為依序鋪築4 cm厚熱鑄

膠泥瀝青混凝土（Guss asphalt）和4 cm

厚多孔隙瀝青混凝土 [8]。

(三)環境生態友善設計 

    國道6號南投段依山傍水而行，沿線

景緻優美，工程設計過程中，依「路線

迴避」、「衝擊減輕」、「補償替代」

等原則，採行各項對環境與生態友善

之設計。路線盡量避開環境及生態敏

感區，並以對原地干擾最少為原則，故

沿線逾80%均以橋梁隧道通過，且橋梁

上構儘量採用懸臂工法、支撐先進等工

法施工，以減少就地

支撐的量體；河川橋

以大跨徑設計減少落

墩數，降低對河川之

影響。位於山坡地之

橋基盡量採用對地表

破壞較少之工法，如

井式基礎等，並以設

置鋼棧橋之方式搭建

施工便道以保持原地

地被生態（圖14）。

本路段有一處高架橋

橋台直接設置於隧道

內，可減少大面積開

挖（圖15）。

    本道路亦大量融入生態工法設計理

念，如保留開挖路段表土覆蓋於邊坡，

以保存當地種源並增益綠化效果；路側

排水溝設置生物脫離坡道，讓誤入溝中

小動物能自行脫困。本路線東草屯交流

道及愛蘭交流道周邊為農田，交流道腹

地又與灌溉水路或溪流串連，故兩交流

道因地制宜設置生態池（圖16）。生態

池係以2池或3池相連，池區水位高低不

一，以蓄流一定水量於池中，採緩流水

域之靜水池態設計，可有效提供生物復

育之環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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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4 鋼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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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道工程未來展望

　　臺灣地狹人稠，天然資源有限，

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在進行工程建

設之同時，加強國際間競爭力，提升

國人生活水準且兼顧環境永續發展，

可為我公路工程界共同努力的目標。

國道建設曾帶動了臺灣經濟發展（圖

17），其未來展望大致可從下列層面

探討：

一、國道路網

　　臺灣西部走廊為國內政經中心，70%以上

人口滙集於此區域，全臺灣超過90%之運輸需

求亦集中於此廊帶。西部平原過度開發，不僅

造成國土不當的利用，亦影響國人的生活品

質。為了區域均衡發展、活絡臺灣經濟，完整

且安全之幹道公路網有其必要性。未來臺灣地

區整體幹道公路，當以經濟、安全且環保之方

式往東部等地區連結，以永續經營的理念推動

國家建設。

二、工程技術

　　未來的國道工程技術發展將以高效率及符

合環保訴求為原則，如發展漸進式橋梁工法

（Top-down method）、預鑄節塊橋墩或鋼管桁

架橋等工法以降低對自然環境破壞並增進施工

效率與品質。材料之採用應考慮節能減碳及資

源再生利用，如高性能混凝土及輕質混凝土之

研發等 [3]。因應氣候急遽變遷及臺灣河川特

性，水理分析、橋河共治將是下階段國道設計

不可或缺重點內涵。

圖15 埔里隧道西洞口（可文中攝） 圖16 愛蘭交流道生態池（可文中攝）

圖17 交通與經濟發展圖
（摘自歐晉德博士「臺灣高速鐵路建設」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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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國道隧道工程仍占相當大的比率。

由於臺灣地質變異性大，地下水豐沛，且隧道

施工困難度高，故往往成為多數計畫的關鍵

工程，未來隧道工法的選擇將以朝向安全、經

濟、快速且符合環保原則為主。隧道之測量、

鑽掘作業、地質探查測繪均為自動化且結合電

腦作業；支撐之選用須兼顧安全、品質、安衛

等需求，如自動化操作之濕式噴凝土、預鑄環

片、高性能混凝土及自鑽式岩栓系統等均可列

為主要的支撐構件。

　　路面工程技術不論在國道新工或養護管理

作業均扮演重要角色，第二代高速公路（二高

及北宜高）在路面設計上已有很大的進展，第

三代高速公路（國6南投段）已全面使用石膠泥

瀝青混凝土及多孔隙瀝青混凝土。今後吾人除

了對已鋪設之新材料加以追踪研究，累積實務

經驗，進一步可針對臺灣的天候條件與交通實

際狀況，落實本土化設計。

三、交通設施

　　為期高速公路建設能達國際水準，設施工

程必須不斷引進新技術、新產品以滿足建設之

需，例如電子收費系統、智慧型公路設施均

屬之。為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未來收費將改

採按里程收費方式；重車上匝道時，先採動態

地磅篩選管理。長隧道通風系統將配合空氣品

質、能見度、防火、維護及安全經濟等因素，

送氣型半橫流式或排氣型縱流式（點排式）等

效果較佳之通風系統將納入設計考量。

四、環境、生態及景觀

　　路廊規劃階段即盡可能迴避環境敏感區，

以不破壞原有生態環境及景觀為原則，並避免

大填大挖之設計且落實植生保護。於交流道等

適當地點設置生態池，營造橋梁及各式建物之

景觀及落實綠建築等相關規定亦為今後努力方

向。

五、用地取得

　　國道建設順利與否，用地取得扮演重要的

一環。未來用地取得作業，除了與地方政府密

切配合、加強與當地民眾溝通外，對於與時代

脫節的法令規章亦應積極研修改進。隨著社會

之民主化、經濟發展及科技進步，土地之利用

已由傳統的平面利用轉為立體使用，用地取得

已不能單純從功能需求考量，而需從法令、社

會、科技等全方位思考。

六、全程計畫管理

　　國道工程的作業階段大致可分為可行性研

究、規劃、設計、發包、施工、營運及維護等

階段，其生命週期可長達百年之久。未來的國

道工程應強調全生命週期程的計畫管理，各階

段的品質、進度、成本應綜合考量，全程管

理。

肆、結語

　　自從民國58年著手進行中山高速公路規劃

以來，國道建設已邁入40年，國道的成長，

見證了臺灣經濟的奇蹟，也提升了國民生活水

準。早期的國道公路規劃設計尚需藉重國外專

家的協助，目前我國工程人員已具備獨立作業

的能力。第一代高速公路主要以成本及運輸功

能為重點；隨著民意的抬頭及科技進展，第二

代高速公路橋梁隧道等構築比率大增，環境保

護及景觀美學等概念日益受到重視。現階段則

以永續發展理念，將工程與環境、人文、社

會、經濟等各面向密切結合，並注重生命週期

的全面品管。

　　由於地形上的限制及歷史發展的軌跡，地

狹人稠的臺灣政經中心幾乎都集中於西部走

廊，如何在妥善的國土規劃及維護環境資源前

提下，完成全島幹道公路網建設，以維持臺灣

均衡發展，為吾人今後努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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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1號新營高雄拓寬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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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現象，只有「迴避」一途；但一些在台

灣的人，已經不只是要「人定勝天」，還要

「與大地決鬥」：過度開發，超限利用，與河

川爭地。在山地濫墾(照片1至照片4)、濫伐、濫

種(檳榔、竹子、茶樹，照片5至照片6)、濫建、

與濫開道路(照片7，表1)，引發沖蝕、坍方、土

石流、等等災害；在平地超抽地下水養殖，造

成地盤下陷。雖然有少數人獲得利益，卻讓多

數百姓受苦受難，讓安分守己的納稅人負擔救

災與重建的代價。政府的「公權力不彰」，當

然是放縱惡行的最大原因；但這些都是人禍，

不是大地工程師的「專業」所能處理。不過，

大地工程師還是有很大的機會為我們的社會，

有所貢獻，分別說明於下。

　　今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來襲所造成的災害，筆者稱之為「八八水土災害」。台灣的大地，長

期受到過度開發，超限利用，五濫猖獗的嚴重傷害，「公權力」不彰是主要的原因，雖與大地工程師

的專業無關；但面對災害常態化的趨勢，大地工程師還是可以在許多方面，對社會有所貢獻。大地工

程師可以，而且應該是「危地不居的發言者」，「工程選線與選址的專家」，「天然災害防救的勇

士」，和「大地環境和生態的捍衛者」。面對新的自然現象，尤其是氣候的劇烈變遷，屢破紀錄的豪

雨，大地工程師應該基於自我教育和終身學習的精神，在專業知識和文化素養這兩個方面，準備自

己、貢獻社會。

照片1  濫墾的第一步：環切樹皮，使林木漸枯  (洪如江攝)

壹、引言

　　今(民國98)年8月8日，一次非典型的颱風

豪雨，除了引起「洪水」與「淹水」之災害之

外；也引發許多「土災」，例如坍方(大山崩、

山泥傾瀉)、「土淹」、與「土石流」等等災

害。這次災難事件之中，災害最嚴重的地點，

其實是被大山崩的土石方所埋沒；即便是屏東

縣的林邊鄉災區，「土淹」的災害遠大於「淹

水」之災。因此，筆者將這次災難事件稱為

「八八水土災害」。

　　大山崩、山泥傾瀉、土淹，與土石流等災

害，若屬「不可抗力」(西方所謂的Act of God)

◎ 關鍵詞： 大地工程師、社會、貢獻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名譽教授／洪如江 照片1  濫墾的第一步：環切樹皮，使林木漸枯  (洪如江攝)

照片1 濫墾的第一步：環切剝皮讓林木逐漸枯死(洪如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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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地不居的發言者

　　台灣有許多不適合居住的土地，例如河川地、河灘地、新生土石流堆

積地、低位河階地、洪氾區、斷層帶、有順向坡滑動之虞的地區、崩積土

堆積而有滑動之虞的地區、陡峭的坡地而有崩塌或滑動之虞的地區、地盤

持續下陷區、未固結的填方地、挖填方界面、等等。這些土地的調查、研

判與鑑別，都應該是大地工程師的「專業」所在。但這種專業，常常需要

多科際的知識；在傳統土木工程知識之外，地形學、地質學、大地水文學

等等知識，也很重要。這許多知識，除了學校正規教育之外，也要有自我

教育的能力；當然，更重要的，必須有終身學習的習慣；而且，了解古代

聖人「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名言，向其他行業的先進(例如地質學家、

照片2 濫墾的第二步：
         在大片完整的林地中，先養出一小片檳榔園，然後向外蠶食  (洪如江攝)

照片3 濫墾的第三步：
         遍山遍野的檳榔園，然後以殺草劑除草，使表土裸露  (洪如江攝)

照片5 石門水庫集水區坍方多來
自公路(桃113線)邊坡竹林(洪如
江攝)

照片6 山區非常陡峭的坡地，被開發成茶園(洪如江攝)

照片4 濫墾的第四步：檳榔園崩塌，另找他地濫墾  (洪如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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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oug Heiken,1997,

             
 
 Landslides and Clearcut : What Does The Science Really Say?

                  
表中最後一行的數字顯示：砍伐森林所引起的自然坍方(數量或體積)約為森林

                  自然坍方(數量或體積)的10倍，而開路上山所引起的坍方約為森林自然坍方的100倍

地形學家、等等，他們對於地形與地質的自然演

化比大地工程師內行)請益或者合作。大地工程

師，應當充實自己的知識，獲得豐富的經驗，每

次都能作出正確的判斷，成為危地不居的發言

者，造福社會。

參、工程選線與選址的專家

　　大地工程師要替人民選擇安全的居住位置，

當然也就要替工程選一個安全的工址、一條最安

全的路線。

　　新中橫公路的水里玉山線(台21線)，強力在

陳有蘭溪大斷層開挖，開挖期間就邊挖邊坍，通

車之後更是坍方不斷。尤其甚者，公路從水里出

發，沿溪的東岸南行，到豐丘村與新鄉村交界附

近，建陳有蘭溪橋過河，改走河之西岸，至同富

這一段，開挖期間與通車之後，經常發生「順向

坡滑動」而致道路中斷。其大迴頭彎這一段，更

常是逢大雨就坍。

　　台三線公路在中部有一段與車籠埔斷層重

疊，選線錯誤；這一路段的橋梁，在921大地震

之時，無一倖免，但也只能就地重建。

　　在土木工程的這一行業之中，大地工程師最

有資格選擇一個安全的工址與一條最安全的路

線。

肆、天然災害防救的勇士

　　一件重大天然災難事件發生，大地工程師應

積極參加救災、勘災、災後重建等等工作；一方

面是奉獻，另一方面是練兵，取得寶貴經驗。在

平時，從事災害防救的研究。即使是十年前甚至

於幾十年前發生的天然災害，不論是發生在國內

或者是發生在國外，也還值得去研究，因為我

們的知識增加了，研究方法與工具也已經有很

大的進步。再訪舊災區，可能有新發現。

　　在所有的災害防治之中，坡地災害是大地

工程師最有發揮的領域。因為大部分的坡地災

害是可以預防的，預防工作做得好，災害發生

的機率就會很低。相信各位大地工程師都有許

多相關的經驗，應該把它寫出來，專業的部分

可以分享同行；深入淺出，寫成大眾教材，也

會有很大的貢獻。

伍、大地環境和生態的捍衛者

　　大地工程師，要以捍衛大地的環境與生態

為己任。首先，要了解我們的大地。其次要了

解土木工程與環境和生態的衝突。然後尋求土

木工程與環境和生態的和諧之道。

　　大地，包含陸地、水域，與生活在大地之

上與之中的眾生。

　　科學研究(Rosenzweig，1995)顯示：生物棲

地面積變小則物種數量變少。城市建設將絕大

部分的野生動植物謀殺或擠出城市之外。道路

網的建設，不但侵占大面積的生物棲地，而且

將生物棲地切割得支離破碎，使每一塊生物棲

地變得非常之小而且孤立，物種的數量快速減

少、滅絕。而如果物種持續滅絕下去，人類有

可能會逐漸在地球上顯得形孤影單，甚至於邁

向不永續的情境。參考洪如江(民國95/06)，土

木工程與環境，土木水利93:3。

　　在城市之中保留相當比例的綠地與公園，

是一個辦法。在道路網中，建設適量的生物通

(廊)道、生態池，以維持「生物多樣性」。在山

地保護森林，因為縱深很大的森林可以阻擋土

調查地區 調查期間
相對坍方數

(森林／砍伐／開路)

相對坍方體積
(森林／砍伐／開路)

西南英屬哥倫比亞海岸山脈 1939-1972 1x/5x/20x 1x/12x/25x

華盛頓Stequaleho Creek 1887-1971 1x/na/1600x 1x/na/224x

Oregon Cascades HJ Andrews 森林 1946-1972 1x/3x/33x 1x/3x/30x

Oregon Cascades Hlder Creek 1946-1975 1x/12x/366x 1x/2.6x/343x

Oregon海岸山脈, Mapleton RD 1957-1977 1x/1x/7x 1x/2x/45x

Oregon Cascades Blue River 1946-1981 1x/10x/106x 1x/9x/44x

Oregon Cascades Middle Santian R. 1955-1981 1x/13x/74x 1x/3.4x/95x

Willamett NF 中度安定區 約30年 1x/3x/47x 1x/2.5x/37x

Willamett NF 不安定區 約30年 1x/7x/336x 1x/5.5x/250x

Oregon Siskiyou NF Klamath 山 1556-1976 1x/19x/138x 1x/7x/112x

表1 砍伐森林與開路引起山地坍方的嚴重性比較

(美國西北部太平洋海岸山脈之例)

洪如江摘譯自Doug Heiken, 1997 ; 只選取連續觀察20年以上部分

照片7  開路上山的後果： 坍方不斷，新中橫公路水里玉山線大迴頭彎  (洪如江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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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流，樹根也可以緊緊抓住土地(照片8)。

　　動植物也可以是一個土木工程的部份或全

部，藉動、植物之助，發展出有生命、隨時間

而增強的土木工程結構物，是生態工法的最高

境界。

　　在一個重大的土木工程計畫中，大地工程

常常佔相當大的比重。有些工程，例如山區道

路、路堤工程、路塹工程、河岸工程、隧道工

程等等，大地工程不但是主體，甚至於可能是

近乎全部；大地工程師因而有很大的責任，捍

衛大地環境和生態。

陸、大地工程師如何準備自己

　　大地工程界非常傑出的學者，也是非常傑

出的工程師，Hoek，多次來過台灣，多次向筆

者表示：台灣的工程師都太忙了，負擔太沉重

的工作壓力，會因此而少有時間從事進修。在

這一方面，大地技師公會定期舉辦研討會是很

好的辦法。

　　多參加國際會議，除了交換經驗與了解大

地工程發展的趨勢之外，也可以多交一些朋

友。就算是單純的旅遊，國內或國外，都很有

價值。我們讀千本書，行萬里路，至少可以了

解世界到底有多大。

　　專業知識的精進，可以讓我們立於不敗之

地；培養一己與我們整個行業的文化素養，小

者可以容易跟同事相處，中者可以跟行業外的

人溝通，大者可以兼善天下，甚至於跟大自然

和諧。一個有文化素養的個人或團體，他的思

想一定會比較靈活，比較會有人文關懷的精神

和表現，比較會在工作上求真、求善、求美。

柒、結論

　　人類賴以生存的大地環境與生態，正在受

到嚴重的破壞。除了過度開發之外，超限利

用，五濫猖獗。我們的大地，尤其是山地，滿

目瘡痍：不但種植淺根的檳榔、茶樹、竹子、

與高山菜種，甚至於以殺草劑淨耕使表土裸

露，當地震或豪雨侵襲之時，水土不保，坍方

及土石流不斷。開路上山，所引發的坍方(數量

與體積)，常達自然坍方的一百倍以上，而坍

方材料提供發生土石流的原料。凡此種種，怎

能不引起大地的反撲與上天的警告。但貪婪者

永遠不肯覺醒。在這種極端險惡的情況下，我

大地工程師不能置身事外。為了對社會作出貢

獻，大地工程師應該基於自我教育和終身學習

的精神，在專業知識和文化素養這兩個方面，

準備自己。

　　依個人淺見，自從有生物以來，「物競天

擇，適者生存」的戲碼，一再上演。在新世紀

之中，世界人口必然急速增加，而地球無法膨

漲，競爭將更趨劇烈，挑戰將更趨嚴厲。面對

挑戰，尤其是天然災害常態化的挑戰，無可迴

避；面對競爭，看那一個行業，能對捍衛我們

大地的環境與生態，做出比較大的貢獻？而

且，除了「競爭」之外，還應該有「合作」：

跟同行合作，跟其他行業合作，甚至於跟動、

植物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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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8  森林阻擋土石流的證據，樹根緊緊抓住土地  (洪如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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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內軌道工程之建設已可由國內自行

設計到完成施工。以「汐止高架鐵路永久軌軌

道工程」為例，係由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辦

理，為國內第一次先委由顧問公司設計，再依

細設圖發包施工完成之案例，目前已營運通

車，本工程主要材料皆在國內生產，打破過去

由外商主導的局面。

　　現在國內之軌道工程技術已臻成熟，軌道

工程所需零配件，如PC軌枕、扣件、彈性基

板、絕緣墊板、彈性材等均可由國內自行生

產，惟鋼軌、伸縮接頭、道岔等仍仰賴進口為

主，未來因應國內軌道需求市場擴大，亦可由

國內自行開發產製。

壹、國內軌道工程現況及未來

　　現代軌道運輸因新科技及設備之引進，除

具有運輸量大外、更具安全性高、準點性高、

服務品質佳等優點，而且軌道建設之用地少、

污染少、使用能源少，為綠色交通工具。台灣

鐵路分佈密度，現況為每萬平方公里有308km

之軌道路線佈設。同樣是海島型國家日本，其

密度每萬平方公里有536公里之鐵路長度。依百

萬人口鐵路服務比率估計，台灣地區每百萬人

口，享有之鐵路服務長度僅有53km，亦較日本

的每百萬人口可享有之鐵路服務長度162km少得

多。因此，未來台灣鐵路系統應尚有很大的發

展空間。

◎ 關鍵詞： 省力化軌道、橋上長銲鋼軌、道岔、扣件、彈性材、浮動式道床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董事長／廖慶隆

　　傳統鐵路系統曾經在台灣陸運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在1950∼1970間，鐵路是城際

間重要的運輸系統，其後公路系統之引進及門式服務之觀念，已分散部分鐵路運輸量。但隨著台

灣社會的高度經濟成長及商業活動頻繁，因各都會區人口的大量聚集，又造成嚴重的都市及城際

交通問題，遂於1980∼1990開始進行大眾捷運系統之規劃與建設；目前台北市已陸續完成捷運路

線建設，並加入營運；而其他各都市亦將陸續興建動工。同時，為改善台灣西部走廊城際間交通

瓶頸，促進台灣經濟再成長與區域均衡發展，落實西部走廊一日生活圈之理念，政府乃積極辦理

台灣南北高速鐵路建設計畫，並規劃台鐵捷運化，使鐵路運輸成為交通之骨幹。

　　本文將針對國內軌道工程現況及未來做簡單的描述，接著就現代軌道結構如何省力化、如何

與環境親和、如何在既有路線提高速度的發展趨勢詳為介紹；而在軌道養護方面，本文同時就軌

道在專屬時間帶實施維修及其朝向計劃性、預防性、機械化、外包化的趨勢作探討；最後說明國

內營運中的軌道系統，包括台鐵、台北捷運及高雄捷運省力化軌道的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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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達到提高速度的目的，也可以混合運用，

訂出適合本身特性的高速化做法。譬如台鐵，

可先改善既有軌道，提昇最高速度至130㎞/h，

使台北∼高雄間可在3小時45分鐘內到達。再引

進搖擺式列車；如圖1所示，讓總平均時速接近

120㎞/h，使台北－高雄間行車時間縮到3小時

15分。接著再提昇軌道標準，改善線形，引進

高速列車，將最高速度提昇到160㎞/h，平均速

度達到150㎞/h，則高雄－台北間行車時間可縮

短到2個半小時以內。

參、軌道養護趨勢

一、專屬維修時間帶

　　軌道設備由於經年累月使用而損耗，強度

降低、穩定性下降、工作性能劣化，影響行車

平穩、舒適，甚至危及行車安全，有賴不斷的

維修保養，以維持營運品質。

　　目前軌道發展趨勢顯示，在專屬維修時間

帶實施維修之體制正逐漸被採用，因為在專屬

維修時間帶內可採用大型機械；如扣夾裝卸機

（圖2）、砸道車、磨軌車（圖3）等專業化設

備並可充分確保工作人員安全，是高標準軌道

維修的趨勢。

　　為使軌道工程趨向經濟化、達到效率化養

路作業及安全、快速、舒適的行車目標，應加

強落實國內軌道力學基礎研究，以改進軌道結

構、加強軌道管理、有效掌握軌道狀況。

貳、軌道結構發展趨勢

一、省力化

　　傳統道碴式軌道遭受列車衝擊後不斷發生

劣化，須經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來維修，由

於軌道維修屬高危險性之重勞動工作，軌道維

修工程費佔鐵路營運成本甚大比例，故應積極

研採安全、堅固、耐久且經濟之省力化軌道。

　　省力化軌道構件甚少，所需的保養工作也

甚少，甚至完全不需要保養。省力化軌道並無

石碴變形問題，因此不需砸道、補碴、整碴

等作業。鋼軌以彈性材支承，振動程度減低，

因而增長構件壽命，降低鋼軌磨耗。由於道床

表面簡潔整齊，因此清理容易，緊急情況發生

時，亦可輕易沿軌道到達現場，日常檢查工作

亦易於進行。

　　省力化之軌道型式種類繁多，如何選擇適

合的軌道型式並滿足本土化的需求，是未來國

內軌道結構值得研發的領域。

二、環境親和性 

　　未來軌道運輸的另一個重要工作是：改善

其環境的親和力。一方面要改善噪音及視覺景

觀效果，另一方面要使都會區鐵路高架化或地

下化以配合地方發展。

　　運輸系統多少都會對環境造成振動、噪

音、景觀、空氣污染、能源消耗及交通事故等

衝擊。各種運具中，鐵路造成的振動及噪音衝

擊比他種運具大。但對景觀、空氣污染、能源

消耗及交通事故方面的衝擊，鐵路則佔有絕對

優勢，且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在維護地球環

境意識日漸抬頭的今日，如何用工程的手段大

幅改善鐵路的振動、噪音問題，已有相當的成

果，鐵路儼然已成為最具環境親和力的運輸系

統，為文明先進國家交通建設的重點項目。

　　日本以下述兩大方式提供環境親和性的鐵

路運輸服務：

(一) 發展方便有效的客運服務：鐵路的

效率與票價優勢須勝過公路，才可在

自由競爭的市場抓牢客戶。客運量大加

上財務健全，才有餘力顧及環境生態問

題。

(二) 發展環境親和性服務：在各種運輸

工具中，鐵路雖耗能最省、污染排放量

最低，但永遠有改善空間，有賴多方努

力、精益求精，包括節能、滅污、垃圾

減量、植生、環境保育等等，均需擬定

計畫、教育訓練、建立管理組織制度、

落實辦理、逐年改進。

三、既有路線提高速度之探討

　　鐵路最高速度到底可達多少？在競爭激烈

的運輸業，速度一向為輸贏存亡的關鍵因素，

提高營運速度也是鐵路經營者努力的重點。

　　台鐵屬軌距1067mm的窄軌鐵路，目前最

高時速120㎞/h，正逐步改善基礎設施，將時速

提高到130㎞/h。就務實觀點言，可採用(1)改善

既有軌道、(2)新建高規格軌道、(3)開發高規格

高速列車、(4)開發曲線降速少的列車等四種方

二、機械化

　　由於路線老化、列車密度增加及維修時間

縮短等因素，養路週期有逐年縮短現象。高速

綜合軌道檢查車的出現，路況更容易把握且資

料分析快速而準確，有逐漸變更養路制度為

採用機械化重點養路之趨勢。另一方面軌道維

修必須在夜間辦理，一般都在深夜車次少時封

鎖路線施工，時間有限，為求更有效率完成工

作，採用養路機械化作業變得非常重要。目前

台鐵採用養路機械包括軌道檢查車、大型綜合

砸道車、整碴車、穩定車（圖4）、磨軌車、道

岔搬運車（圖5）等機械。

    

圖1 搖擺式列車

圖2 扣夾裝卸機

圖3 鋼軌磨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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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包化

　　軌道養護因大量採用機械化的結果，造成專

業化，其顯示的現象就是「外包化」。以日本新

幹線為例，保線區（所）的職務：負責路線維修

作業發包、維修作業檢查和驗收、對承包商的作

業進行計價與結算、辦理線路封鎖業務和維修車

輛運轉業務，綜合言之就是進行軌道維修作業之

管理。另設有構造物檢查中心職務：負責對路線

及結構物進行技術診斷、提出維修對策及檢查維

修結果等，並兼具建築物的維修、檢查、工程發

包等業務。

　　新幹線的維修工作均是由直屬非鐵路部門的

專業承包商以承包方式進行作業，它主要區分大

規模和小規模兩大類。其主要維修設備及機具產

權屬各鐵路公司，租借給承包商，但小型維修機

具則由承包商自行購置。因此鐵路公司基層養護

維修部門的主要業務是工程管理、維修檢查及

協助驗收（線路維修作業的驗收以軌道檢查車

軌檢結果為準）等。

　　目前台鐵也逐漸走向外包制度如換碴、道

岔保養等，惟因台灣軌道市場太小競爭激烈，

軌道外包作業品質及進度還有待改善。

四、計劃性

　　養路週期過長，路線品質不易均一，且不

易確保行車安全。反之，養路週期太短，則增

加軌道養護費用，不合經濟原則，故養路週期

之訂定應極慎重。隨著電子計算機及高速綜合

軌道檢查車的出現，路況更容易把握且資料分

析快速而準確，有逐漸變更養路制度為採用機

械化重點養路之趨勢，故無須明顯固定的養路

週期，但就整體軌道管理言，為養路作業本身

之經濟有效計，「計劃性」的養路作業仍然非

常重要，因此路線保養週期仍須審慎決定。

五、預防性

　　預防性維修是在軌道不良開始擴展前將這

些不良區域消除掉。預防性維修與修復性維修

相比，其優點是能獲得更長的軌道服務壽命、

提高維修機器的使用率並降低軌道維修單價，

雖然維修頻率較高但與修理性維修相比，維修

的頻率較高，但具有顯著的經濟效果。目前高

標準鐵路普遍往預防性維修方向發展。

肆、台鐵省力化軌道使用情形

　　省力化軌道兼顧工期易掌握、減少維修養

護、備料一致性、有效降低噪音與振動、增進

旅客舒適性等功能，因此台鐵積極發展採用無

道碴軌道，並於民國81年間於台中線竹南~造

橋間南港溪橋上舖設版式軌道(如圖6所示)，另

於民國87年間舖設台鐵彈性基鈑軌道於台中線

苗南隧道內(如圖7所示)。東部鐵路改善工程局

「北迴新線和平至崇德間無道碴防振軌道工程」

(如圖8所示)及鐵路局工務處辦理之「鐵路局縱

貫線營運中路線辦理道碴軌道轉換為固結式省力

化軌道工程」(如圖9所示)。

　　以舖設環境而言，隧道地段環境遠比橋梁地

段優越，因此以不同環境之性能來比較是沒有意

義的。以2001年發生列車出軌意外的南港溪橋

版式軌道為例來說明：

　　
版式軌道原始設計之性能與石碴軌道比較，

其優劣點如下：

優點：

● 下部變形時，養護工作約僅為道碴軌道之

1/3。

● 維修費(扣除人事費用)約為道碴軌道之1/2。

● 施工品質精度高，軌面不易下沉，軌道狀況

良好，乘車舒適感良好。

● 養護作業時間較少，單一軌道使用率增加。

缺點：

●  工 程 費 較 高 ， 施 工 速 度 較 慢 ， 每 日 約

40~50m，約為道碴軌道的1/8~1/10。

● 下部結構變形時整正較困難。

● 預鑄RC塊與場鑄混凝土不易結合，會有龜裂

現象。

　　南港溪橋版式軌道為台鐵第一次試舖之

圖4 穩定車

圖5 道岔搬運車

圖6 版式軌道

圖8 東改局PC軌枕防振直結軌道

圖7 彈性基鈑軌道

圖9 大肚溪橋基鈑無道碴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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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在於橋上長軌不同於一般路基上

的長軌，橋跨結構因溫度變化而伸縮及列車荷

載而撓曲。因此橋上長軌除受車輛荷戴、軌溫

變化和列車制動等作用外，還受到橋跨結構伸

縮變形引起的伸縮附加力和撓曲變形引起的撓

無碴軌道系統，其減少軌道養護之效果有目共

睹，但因舖設在橋梁上其複雜度與環境均較隧

道嚴苛，且採用與日本不同之英國PANDROL扣

件系統，至1998年經運轉約五年後，發現有許

多問題亟需克服，如圖10~15。

曲附加力。與此同時，鋼軌也對橋跨結構施加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橋上長軌一

旦斷裂，不但危及行車安全也將對橋跨結構施

加斷軌附加力。這些附加力均將通過橋跨結構

而作用於橋台上，因此設計橋上長軌，應能在

上述各種荷載的最不利組合時，保證鋼軌、橋

跨結構及橋台滿足各自的強度條件、穩定條件

以及鋼軌斷縫條件，同時要求結構簡單，養護

維修方便。

　　為使軌道工程技術能夠落實生根，吸收過

去的案例與經驗，自「汐止高架鐵路工程永久

軌軌道工程」開始，即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CECI，前身為中華顧問工程司）

自行設計，再依細設圖發包施工完成，目前已

營運通車（圖16），本工程主要材料皆在國內

生產，打破過去由外商主導的局面。

　　本工程全線主要採用無碴軌道並佈設長銲

鋼軌，配合本土化需求自行改良開發「石碴散

圖10 調整鋼片滑出

圖12 絕緣座磨損

圖14 鋼軌滑動情形

圖11 絕緣座端部斷裂

圖13 不銹鋼片滑出

圖15 緩衝木枕道釘

圖16 汐止高架車站通車

圖17 汐止高架彈性軌枕防振直結軌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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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型彈性軌枕防振直結軌道」（圖17），於軌

枕端部設置彈性材（圖18），具有降低噪音、

減少振動等優點，符合通過都會區之軌道需

求，並考量橋上長軌效應，建立橋上長軌分析

模式（圖19），以檢核長銲鋼軌之高溫軸壓穩

定及低溫斷縫條件。

　　因考慮橋上長銲鋼軌道岔之分析模式尚無

法掌握，此道岔段仍採用道碴軌道（圖20）。

　　有了「汐止高架鐵路」的成功經驗，「台

鐵台南沙崙支線工程」亦採用「石碴散佈型彈

性軌枕防振直結軌道」（圖21），本案經鐵

工局要求於橋上道岔段採用無道碴軌道（圖

22），但考量橋梁受溫度伸縮影響，可能造成

道岔閉合不全，建議列車需減速通行。
伍、捷運系統之省力化軌道發展

　　近年來台灣都會區道路開闢興建速率遠比

不上車輛成長率，同時可興建道路面積極其有

限，無法無止境的開闢，造成長時間的交通

擁塞，人們容忍程度已將達極限，故於民國

73年起正式啟動台北都會區捷運系統興建計

畫，高雄捷運則於民國90年起正式啟動。目

前台北捷運及高雄捷運均營運順暢，並成為

全世界運轉最成功的捷運系統典範。

　　國內重運量捷運系統採鋼輪鋼軌系統，

皆為標準軌距之軌道型式，台北捷運系統則

為國內第一個重運量捷運系統，其軌道規劃

從早期總顧問「英國大眾捷運顧問公司」規

劃高架橋樑及地下隧道兩區段採用無道碴道

床軌道，另地面段規劃採用道碴道床軌道，

隨後總顧問「美國大眾捷運顧問公司」亦遵

循此一道床配置規劃原則。

　　最後台北捷運軌道系統選取主線所使用

的混凝土軌道基座，但在特殊軌區(道岔及

菱形岔心)仍保留英式版式(Slab Track)道床

型式，其中採全線無鋼軌伸縮接縫之軌道系

統，亦為全世界首度應用於實際營運之軌道

運輸系統，此亦為台北捷運系統服務品質獨

佔世界捷運系統鰲頭之主因之一。

一、台北捷運系統軌道組成

　　台北捷運軌道基本組成為鋼軌( Rail )、

鋼軌扣件(Rail Fastener)、軌道承托系統( Track 

Support)三大部分，現就此三部分個別材質功

能說明如後：

(一)材質

1.鋼軌

　　採用國際鐵道聯盟(UIC) 規格中

UIC60鋼軌；相關規定則需比照UIC860

或美國AREA鐵路規格，一般區段採用

UIC 900A鋼軌，磨耗劇烈區段則採耐磨

鋼軌UIC 1100或熱處理鋼軌。

2.軌道承托系統

　　地面段採道碴道床，主要為鋼軌，

鋼軌扣件及枕木與道碴所組成，為一般

傳統軌道型式。

　　無道碴道床軌道承托系統施作於高

架路段及隧道路段，原則上分為特殊軌

圖18 軌枕彈性材

圖19 汐止高架之橋上長軌軸力圖及裂斷開口量檢核

圖20 汐止高架道碴軌道道岔 圖22  台鐵台南沙崙支線道岔段無道碴軌道圖21台鐵台南沙崙支線之石碴散佈型彈性軌枕防振直結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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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版式道床（圖23）及主線軌道基座

(Track Plinth) （圖24）兩種型態。所

使用材質為場鑄鋼筋混凝土，除因載重

衍生強度必要設計外，其中較為特別的

事，則為配合全系統雜散電流防治，施

作雜散電流截流網及接續負電迴流銅導

線。

　　同時軌道承托系統內，埋置組件亦

須具有一定程度的絕緣功能，才可滿足

雜散電流防治需求。例如導電軌(Con-

ductor Rail)支座(Support)錨定預埋件

(Anchor Insert)使用合成塑膠製品，如此

才可滿足每軌對地電阻不小於10MΩ/m 

的要求。另鋼軌扣件預埋件則要求需與

鋼筋保持至少25mm之淨距(後採鋼筋間

設置絕緣子方式處理) 。

　　軌道承托系統與土建結構體間，則

以預留溝槽及連接釘作為兩者連綴接合

之用，同時並承受兩者間相對縱向滑動

力及剪力。

　　在目前興建中之新莊蘆洲線台北捷

運系統，採用軌道工程中減振效果最佳

的道床型式-「浮動式道床」於沿線噪音

振動影響較為嚴重之區段。

　　浮動式道床主要以Spring-Mass Sys-

tem理念進行隔/減振設計，其中浮動道

床版之質量越大效果越好（此部分因台

北捷運系統地下隧道留給軌道之空間，

由鋼軌頂面至隧道土建完成仰拱頂面僅

有600mm之空間），另Spring之隔減振

系統（台北捷運新莊蘆洲線軌道廠商採

橡膠隔振墊）彈性係數越小（越軟）效

果越好。

　　新莊蘆洲線所使用之浮動式道床軌

道（FST），主要以混凝土道版結構體

配以彈性支承墊形成一隔振吸能機制 

(概念圖及照片如圖25∼26) ，其組成為

將浮動式道床版，搭配隔減振彈性支承

墊（垂向、縱向及側向等三向彈性支承

墊）置於浮動式道床版與土建支承結構

之間，以達到減振功能。

(二)主要組件之功能需求

1.鋼軌

　　鋼軌為直接承載列車車輪的主要元

件。

　　台北重運量捷運系統採用焊接方式

將各條鋼軌連成一體，為真正長焊接無

縫鋼軌，以提升乘客服務品質及降低噪

音振動之環境汙染。

2.鋼軌扣件

　　有關無道碴道床鋼軌扣件，現就扣

件三大組件各述如下：

(1)彈性扣夾、扣夾絕緣子：主要採德國

VOSSLOH 扣夾。

(2)鋼軌基鈑：鋼軌墊片；鋼軌基鈑本

體，高架段及隧道段配合無道碴道床採

圖23 特殊軌區版式道床 圖24 主線軌道基座

圖25（上方)為機械彈簧式
        (下方)為彈性支承墊式浮動式道床）

圖26隧道段浮動式道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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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三明治基鈑，主要採美國 LORD公

司及ATS公司之彈性基鈑系統，地面段

則採枕木型一般鋼軌扣件系統。

(3)錨定組件：預埋錨定套管，錨定

螺栓，其中為加強電氣絕緣效果則有

EPOXY塗覆。

3.軌道承托系統：無道碴道床

　　台北捷運列車採導電軌供電系統

(採用導電軌供電系統主因為安全、抗

天候、低景觀污染)，其道床要求具備

功能如后：
     

(1)具足夠強度，得以支撐軌道。

(2)將軌道位移束制於安全容許範圍

之內（三度空間位移，X，Y，Z三方

向）。

(3)具易施作且免維修養護性。

(4)具較長使用壽年。

(5)具良好電氣絕緣性（或具電氣截流

設備）。

(6)具良好抗環境腐蝕性。

(7)吸納振動及噪音量(台北捷運採前述

彈性鋼軌扣件及浮動道床等方式)。

(8)具施工精準度高的功能特性。

(9)經濟效益評估。

二、高雄捷運系統

　　地面段採道碴道床，主要為鋼軌，鋼軌扣

件及枕木與道碴所組成，為一般傳統軌道型

式。

　　無道碴道床軌道承托系統施作於高架路段

及隧道路段)原則上採用枕木崁埋式軌道，詳

如圖27及圖28。

陸、結語

　　台灣公路工程建設漸趨飽和，軌道工程建

設猶有發展的空間。而目前國內軌道工程相關

廠商長期參與台灣傳統鐵路、捷運系統、高速

鐵路工程建設，從軌道系統之規範審訂、技術

研發，到軌道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施工、

營運、管理等都累積相當技術與經驗，使得軌

道工程的技術與材料，可以不需仰賴進口，進

行本土化的軌道設計與施工，不但超越了原有

的技術水平，同時也逐漸切入國際市場，其多

年來的努力與貢獻很令人感佩。

　　然而國內對於特殊軌區及軌道配合系統工

程部份之設計經驗與領域仍有很大的改善與提

昇空間，另對軌道機電系統設計、軌道車輛設

計製造等技術亦欠缺技術與經驗。殷切期盼國

內軌道系統產官學界繼續攜手努力，共同為提

昇我國軌道工程技術進一份心力。

3. 楊漢生、張正欣，「長銲鋼軌與鐵路橋

梁」，中華技術，第64期(2004)。

4. 邱宇彰、張正欣、歐文爵，「南港專案汐止

高架鐵路無道碴軌道設計」，中華民國軌道工

程學會九十四年研討會論文集，台北(2005)。

5. 胡新明，「無縫道岔橋上設計原則」，中

國交通土建工程學術論文集，第748-750頁

(2006)。

6. 曾志平、陳秀方、趙國籓、易錦，「溫度

荷載作用下橋梁與無縫道岔相互作用研究」，

中國交通土建工程學術論文集，第762-768頁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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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隧道段 枕木嵌埋式軌道 圖28高架道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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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十年來ITS已是世界各國交通運輸部門

發展的主流之一，藉由即時之資訊、通信、電

子、控制、管理等技術之應用，透過相關路側

設施與控制中心，整合人、車、路等三個次系

統，以改善既有運輸系統之服務與運作效率、

優化用路人服務品質、保障用路者安全、落實

環境保護及綠色運輸之發展。中華顧問工程司

及承續其業務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皆稱CECI)於國內發展ITS之初即已參與

至今，時值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四十週年慶，

茲就國內外歷年之發展經驗進行回顧，並淺談

未來ITS之發展與挑戰。

　　藉大量擴充運輸系統與設施，或以實施運輸系統管理策略(Transportation System Management, 

TSM)等方式來改善交通擁擠、安全、環境與資源等問題，不僅緩不濟急且無法從根本面予以克

服，因此藉由先進科技與通訊技術來解決交通問題已然成為全球改善交通之趨勢。全球智慧型運

輸系統之發展至今已有30年之久，本文係依據其發展之年期與成熟度，概分為「智慧型運輸系統

之雛形」、「智慧型運輸系統之大躍進」、「國家級之建設發展時代」等三個階段，藉以回顧全

球智慧型運輸系統崛起與發展之歷程，最後並因應世界之潮流與趨勢，淺談我國未來展望及可能

面臨之挑戰。

壹、前言

　　交通運輸乃為一傳統且綜合性之工程，涉

及車輛、人、道路、環境、能源等多方面之專

業技術，長期以來相關工程人員不斷地力求整

體運輸系統運作之最優化，但社會經濟快速成

長，並無法免除交通擁擠、社會資源浪費之情

形，隨著電子、通訊、電腦與資訊科技之發展

與應用，開啟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

portation Systems, 以下簡稱ITS)之發展，人們

可以結合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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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運輸服務品質之

系統(摘錄自「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

則」第二條)。

◎ 關鍵詞： 智慧型運輸系統、系統架構、公路智慧型運輸系統設計規範、

                  都市智慧交控、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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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RIVE計畫

　　因PROMETHEUS較著重於車內設備

之發展，並未對道路等其他運輸環境作

整體之規劃與考量，故歐盟運輸各界逐

漸發起整合人、車、路之觀念，推動

DRIVE計畫，主要目標乃是為使歐洲走

向整合式道路運輸環境(Integrated Road 

Transport Environment, IRTE)，促進運輸

效率與安全，減少機動車輛對於環境之

衝擊與影響，故其發展重點在於強調道

路基礎設施、交通管理與控制功能之提

昇。

　　DRIVE計畫主要可分為二期，前三年

之DRIVE Ⅰ階段共進行60餘個ITS相關研

究計畫，各研究計畫之成果若能促使歐

盟走向IRTE，則在下一階段將能有更深

入之研究或實作示範性之旗艦計畫；而

在DRIVE Ⅱ階段中優先開發之領域主要

有七項，包括需求管理、交通與旅行資

訊、整合都市交通管理、整合城市間之

交通管理、輔助駕駛系統、卡車車隊管

理以及大眾運輸管理，此階段於1995年

結束後，已由PROMOTE(PROgramme for 

MObility in Transportation in Europe)及電

訊應用計畫(Telematics Applications Pro-

gramme)加以整合與延續。

(二)日本

　　繼CACS後，日本分別於1984年進

行「路車間通訊系統」(RACS, Road/Au-

to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1987

年進行「先進車輛交通資訊通訊系統」

(AMTIC, Advanced Mobile Traffic Informa-

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此二實用

化實驗計畫，重點在於如何提供駕駛人

靜態與動態之交通資訊，而其成果則為

日後「車輛資訊通訊系統」(VICS, Vehicle 

貳、智慧型運輸系統之雛形　
　　(1960~1970年代)

　　智慧型運輸系統概念之發展應可溯自1960

年代「電子路徑導引系統」(Electronic Route 

Guidance System, ERGS)，當時美國汽車高達2億

輛，其普及率促進美國各地區之繁榮與進步，

卻也造成嚴重的交通擁擠及安全問題，據估計

因此造成每年約1,000億美元之損失以及每年約

有4萬人死於交通事故，故為減少社會損失、創

造舒適安全之交通環境，ITS概念應運而生。

　　ERGS計畫係於1967年由美國聯邦公路局

(FHWA)主導，以車輛與道路間之通訊為主，透

過車上設備提供用路人路徑導引資訊，藉以避

免交通擁擠、節省旅行時間；在1960年代間開

始發展ITS建設的尚有德國，利用高速公路上之

資訊可變標誌(Changeable Message Sign, CMS)

與都市地區交通適應性號誌以施行先進之交通

控制系統。此二項發展計畫可謂為現今ITS系

統中之先進旅行者資訊系統(Advanced Traveler 

Information Systems, ATIS)以及先進交通管理系

統(Adv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s, ATMS)

二系統之先驅。

　　1970年代中期，德國發展車內駕駛人資訊

系統計畫ALI(Autofahrer Leit und Informations 

System)；同期間亞洲地區之日本，於1973年發

展以路徑導引為中心之「綜合汽車交通控制系

統」(Comprehensive Automobile Traffic Control 

System, CACS)，著重在路徑導引、駕駛與事故

資訊提供等發展，驗證動態路徑導引系統之價

值，且於1979年在東京都目黑區布設131座路

側設施，並募集1,330輛實驗車進行大規模之測

試。

參、智慧型運輸系統之大躍進
　　(1980年代)

一、全球ITS之大躍進

　　隨著1970年間各國逐漸開始小型ITS計畫之

推動，為後續全球大舉推動ITS奠定基石，1980

年間可稱之為全球ITS之突破時代。

(一)歐洲

　　除法國政府從1980年代開始進行

ITS之探討，包括旅行者資訊與協助

之服務以及車輛控制與自動公路等相

關課題外，在此階段歐洲亦發展了二

個ITS大型研發計畫，一為1986年之

PROMETHEUS(PROgraMme for a Eu-

ropean Traffic with Highest Efficiency 

and Unprecedented Safety)計畫，另一

為1988年由歐盟各國政府聯合推動之

DRIVE(Dedicated Road Infrastructure for 

Vehicle safety in Europe)計畫。

1.PROMETHEUS計畫

　　此計畫由18個歐洲汽車公司、政府

與超過40個研究單位等共同參與，屬ITS

之先期研究計畫，發展之重點在於利用

資訊科技、通訊、機械與交通科技相結

合，開發應用汽車電子設備，以提昇運

輸效率與行車安全；其整體目標包含：

提供駕駛人資訊與動態路徑導引、建立

車輛間之通訊、進行高速公路之車流控

制與車隊營運管理等。

　　PROMETHEUS強調車內設備之設

計，最終目的則是每輛車皆裝設一台車

載電腦，監控車輛運作，並與控制中心

間進行雙向溝通，提供駕駛人相關資訊

並輔助駕駛。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ystem)紮下

根基。

二、我國ITS之起飛

　　在此全球大舉推動ITS之際，我國才剛要展

開ITS之第一步，即1984年由國人自行規劃、

設計，並施工安裝於台南市之「電腦化交通號

誌控制系統」，真正進入現代化之微處理機式

(Microprocessor Type)智慧型控制器(Intelligent 

Controller)，該項系統之開發由交通部經費補

助、運輸計畫委員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之前

身)技術指導、台南市警察局之大力推動、以

及承包廠商與成功大學交控研發團隊之全力投

入，正式帶領我國都市交通號誌控制系統進入

嶄新之紀元；爾後在1988~1989年間國內電腦

化交通號誌控制系統之技術不斷地更新，CECI

亦積極參與台北市電腦化交通號誌控制系統之

設計與整合工程，雖與實質ITS仍有差距，但已

具備先進交通管理系統(ATMS)之雛形。

　　高速公路交通控制系統工程方面，於1984

年高速公路局完成中山高速公路基隆楊梅段第

一期中央交通控制系統工程，為集合電腦、電

子、電機、通訊、土木工程技術而成之「線上

即時」運轉系統，運用電腦自動化設備以監

視路況，加速事故處理，及時疏導交通，維護

高速公路之暢通並減低傷亡，達到增進行車安

全，強化運輸功能之目標，亦屬國內ITS初始

建設之一；該項系統係於1980年由高速公路局

委託日本福山顧問公司進行規劃、設計全線之

交通監控系統，並於1985年將交通、電子、電

腦、通訊、電機與土木等系統之規劃、設計與

監造技術移轉至CECI，為日後CECI全力發展ITS

專業技術服務奠定重要基礎。

　　於此階段，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亦首度將先

進科技應用在公車系統上，包括有1989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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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公車路線查詢系統」以及「無線電通訊

在計程車及公車之應用與示範」，逐步邁開我國

運輸科技應用之領域。

肆、國家級之建設發展時代
      (1990年代~迄今)

一、美國

　　美國ERGS在1971年終止後，其ITS之發展沈

寂一段時間，直至受到日本、歐洲等地區在車

輛、道路間通訊技術之進步刺激，方於1988年

由民間成立「Mobility 2000」之研究組織，檢

討ITS技術之適用性與效果。

　　1989年美國運輸部FHWA則正式提出「智慧

型車路系統」(Intelligent Vehicle Highway Sys-

tems, IVHS)長期發展計畫，隔年(1990)美國運輸

部長公布所謂之「Skinner Report」，更讓美國政

府重新正視ITS技術之開發，該報告述明當時美

國現況如大都市中心之交通壅塞、交通事故死亡

人數增加、高齡化社會來臨、貨物運輸增加以及

空氣污染等問題，期望ITS之引進能有效解決此

等問題，進而透過ITS技術之應用，創造新產業

與新市場；也因喚醒ITS之重要性，1990年美國

政府將IVHS列為國家級之計畫，美國IVSH協會

(「IVHS America」)在1991年3月成為美國運輸

部諮詢委員會之一員，並於1994年9月正式更名

為「ITS America」。

　　在確立重新發展ITS後，相關ITS法案之

頒布、以及ITS政策與架構之建立，皆同時於

此階段陸續展開。首先是1991年立法通過之

ISTEA(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

ciency Act)法案，其確認ITS在道路交通之中心地

位，使美國從公路建設轉型至複合式運輸管理之

時代，藉由1991~1997年間ISTEA法案之推動，

不僅大力投入ITS之研究、發展與應用，並同時

建立ITS之相關基礎；而繼ISTEA之後，1998年

美國政府簽署頒布之「21世紀運輸公平法案」

(The 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of the 21st century, 

TEA21)，投入12億餘美元，確保美國ITS建設之

資金來源，且承續ISTEA複合式運輸之視野、基

於已建立ITS基礎，從研究開發之階段擴大至與

一般道路建設結合之階段，廣泛地建置先進運

輸系統，邁向無接縫之運輸網路願景。

　　有關ITS政策與系統架構建立方面，美國運

輸部與ITS America於1995年聯合公布「全美ITS

計畫規劃」，明示ITS之七大發展領域與29項使

用者服務單元，使ITS推動得以確實反映民意，

而此使用者服務單元之內容亦成為1996年「美

國國家級ITS系統架構」訂定時之參考；另為使

各項ITS之通訊、資訊與交通等各項基礎建設能

有效整合，美國運輸部ITS聯合辦公室於1997年

提出「國家智慧型運輸基礎建置計畫」(National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NITI)，藉

以整合電子、通訊、軟體及硬體元件等各項支

援ITS之服務與產品，初期任務係期望能獲得改

善交通安全、增加車道流量、提昇行車效率、

降低成本與增進整體使用複合式運輸之滿意度

等成效，長期願景則是能為大眾旅運者提供無

縫之複合式運輸系統。

二、歐洲

　　ERTICO乃是由歐洲各國之政府、產業、運

輸及通訊基礎建設之營運業者等於1991年共同

合作組成，以推動全歐洲ITS為目的之非營利組

織，該組織成立後即推動許多領域之ITS相關

計畫，其經費大多源自於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就歐洲個別國家ITS之發展情形來看，仍

以德國推展ITS方面較為積極，其中以慕尼黑

COMFORT(Cooperative Transport Management 

Munich project)和斯圖加特STORM(Stuttgart 

Transport Operation by Regional Management)較具

代表性；前者COMFORT交通管理系統提供高速

公路與捷運之接駁服務，在鄰近捷運站之高速公

路路側透過資訊可變標誌(CMS)提供高速公路之

壅塞資訊、轉乘站之停車資訊與大眾運輸工具資

訊等，以供用路人選擇停車轉乘；而STORM公

車資訊系統，主要是提供轉乘資訊，且透過政府

之補貼，停車轉乘者可使用停車票證搭乘公車或

捷運系統。

　　而在ITS系統架構發展方面，1998年透過

KAREN(Keystone Architecture Required for Euro-

pean Network)計畫，進行構建歐洲ITS系統架

構，並於2000年完成一最小且穩定之框架架構

(Minimum Stable Framework Architecture)，以

供歐洲ITS發展者持續穩定地使用至2010年及

未來；隨著KAREN於2000年底發展完成後，歐

盟又於2001年夏季開始進行FRAME(FRamework 

Architecture Made for Europe)計畫。在KAREN、

FRAME計畫陸續完成後，ITS之實際應用與各國

之發展工作將由各國政府及相關單位進行，歐盟

則提供推廣、教育訓練、架構之維護、ITS標準

化工作及架構間之聯繫、蒐集新使用者需求以供

未來擴充系統架構等支援。

三、日本

　　此階段日本開始積極發展ITS，其中首推

1990年成立的聯繫委員會所開始推動的「車輛

資訊通信系統」(VICS)，並於1995年成立VICS

中心、1996年開始提供車上即時交通資訊之服

務(圖1)，至今已遍佈51個城市，而車載機之銷

售數量至2009年8月已達24,474,904個；VICS不

僅是日本進行ITS之開端，亦是日本落實ITS之

具體成果。另1993年建立之整體交通管理系統

UTMS(Universal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s)，

屬綜合性之ITS應用計畫，利用最先進之通信技

術(紅外線信號柱)傳輸兩車輛間之資訊，以提

昇交通管理技術，目的在於增進行車安全、效

率、環保及人車之便利，此項技術陸續應用於

公車優先號誌控制、營運管制、公車使用者資

訊提供以及VICS，該系統目前所實際應用者包

括有整合式交通管制系統(ITCS)、先進資訊提供

系統(AMIS)、大眾運輸優先通行系統(PTPS)、

車輛運行控制系統(MOCS)、環境保護管理系統

(EPMS)、安全駕駛支援系統(DSSS)、緊急救援

通報系統(HELP)、行人資訊與通訊系統(PICS)、

緊急車輛優先系統(FAST)等九項系統功能。

　　在自動公路系統方面，1995年世界首次之

圖1 VICS-車載機顯示畫面(來源：http://www.vics.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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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公開實驗成功後，1996年即成立自動

公路巡航輔助系統研究協會(AHSRA, Advanced 

cruise-assist Highway System Research Associa-

tion)，目標在於應用資訊科技改善道路交通安

全與效率，特別是近年與VICS合作，透過車載

機提供前方道路壅塞或事故(圖2)、以及道路之

路面狀況(圖3)等訊息予用路人，藉以提醒用路

人小心駕駛。此外，日本於1995年也開始由公

部門與私部門合作，試圖研發一個共同且可靠

之電子收費系統(ETC)，藉以解決日本長達7,000

公里收費道路之不同費率結構與不同道路權責

單位等電子收付費問題，並在1997年即訂定出

規格並進行測試，2001年3月開始營運，其全

國車載器裝設數量為7,200個，利用率為0.9%，

平均每日50,000輛車次使用，成長至2009年7月

全國車載器裝設數量達3,200萬個以上，全國利

用率達81.0%，每日平均約669萬輛車次使用(圖

4)。

　　系統架構部分，日本政府於1995年2月完

成「促進先進資訊通信社會基本方針」，明確

訂定ITS計畫為國家級之推動計畫，並於同年8

月制訂政府基本指導方針；隨後1996年國家警

察廳、通產省、郵電省、運輸省、建設省(後兩

者後來合併為國土交通省)等五個部會合作建立

「日本ITS綜合發展計畫」，列出ITS之九項發

展領域，期望能在未來20年達到ITS之目標；

1998年1月此中央五個部會與民間相關單位開

始著手研擬日本ITS系統架構，以落實綜合發展

計畫中之21項使用者服務單元，並已於1999年

11月公開。

四、台灣

(一)發展ITS政策肇端

　　明確地揭開台灣踏入ITS世界之窗

者為1991年舉辦之「台灣地區發展智慧

型運輸系統研討會」，隨後歷經行政院

1993年之第14次科技顧問會、1995年交

通部頒布「運輸政策白皮書」說明智慧

型運輸系統之發展策略、1998年行政院

之全國能源會議與交通部成立「ITS之發

展與推動專案小組」、2001年全國科技

會議與全國交通會議等之醞釀與討論，

更確定了我國發展ITS之需要與方向；

此外，更於1998年由產、官、學各界

共同促成中華智慧型運輸系統協會(ITS-

Taiwan)之成立，藉以協助政府訂定ITS

之發展政策、推動ITS相關標準化作業、

並整合產、官、學各界之資源以加強我

國與國際ITS相關組織交流與合作、促進

相關產業之發展與對外經貿關係。

(二)綱要計畫與系統架構

　　交通部於2001年頒布「台灣地區智

慧型運輸系統綱要計畫」(第一版)，成

為我國ITS政策推動之基準，隨後在2004

年頒布「台灣地區智慧型運輸系統綱要

計畫(2004年版)」，將我國ITS原本之7

個服務領域與21個使用者服務項目，擴

增為9大服務領域、35個使用者服務項

目，作為國內產官學研各界推動ITS之最

新發展藍圖與依據綱領；而在系統架構

之發展上，交通部亦分別於2001~2002

年間針對台灣地區智慧型運輸系統(國家

級)系統架構進行研究，惟迄未頒布官方

正式之國家級系統架構文件。

　　

　　CECI亦於2003~2004年間參與交通

部之「區域級智慧型運輸系統示範計

畫－都會地區及城際系統架構建立」之

研究，係配合地區特性與考量使用者需

求之原則下，研擬區域級智慧型運輸系

統架構，以提供地區主管單位規劃與建

置ITS之參考，該規劃成果完成台北、台

中、高雄都會區、東部地區、郊區以及

城際運輸等五大區域及一個範圍之區域

級ITS系統架構。

(三)公路智慧型運輸系統設計規範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

(NICI)考量ITS先進技術與系統建置並未

有統一之設計規範，且未將ITS基礎建

設納入現有道路相關設計規範中，不僅

使各項ITS建置計畫推動時，各自訂定不

同設計標準，造成工程師、管理者與用

路人之困擾，亦導致道路進行規劃設計

時，未能事先將ITS基礎建設及其空間考

量在內，致ITS建設與基礎運輸系統無法

妥善整合，形成資源重複投入之情形，

遂於2003年召開之第九次委員會議中決

議，要求交通部「修訂相關法規，推動

ITS設施納入道路設計規範」。CECI於

2004年受交通部委託，針對將ITS設施

納入道路設計規範進行研究，期望藉以

制訂ITS之設計規範，同時訂定統一之

ITS設計標準，供各縣市政府、與道路主

管機關參考，此研究之成果即制訂「公

路智慧型運輸系統設計規範」(草案)，

本草案亦於2008年納入交通技術標準

規範公路類公路工程部，並由交通部頒

布。

圖3 AHSRA實驗計畫--車載機提供前方路面資訊   
      (http://www.ahsra.or.jp/index.html)

圖4 日本ETC利用率之歷年分析圖(http://www.mlit.go.jp/)

圖2 AHSRA實驗計畫--車載機提供前方交通資訊 
      (http://www.ahsra.or.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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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訂標準

　　為解決發展ITS實務上所需面臨之

各種系統或設備間之通訊問題，CECI自

1998年起至2006年間，配合交通部參

與相關通訊協定之制訂與研究，於2006

年完成我國NTCIP(National Transporta-

tion Communications for ITS Protocol)

整合式通訊平台之開發，藉以確保ITS

各系統組成單元彼此之間的「相互操作

性」與「相互置換性」，並提供作為我

國在發展ITS建設時，有關通訊課題之

參考依據。

　　此外在交通控制軟體部分，因應近

年來各縣市政府不斷地推出交通控制與

管理系統建置計畫，為求相關資訊、技

術之整合推動，從1999年起CECI參與我

國都市交控軟體標準化研發、制訂、驗

證與實作等工作亦已達十年之久。

(五)相關研究與實質發展

　　自1990年代至今，交通部即開始

著手進行ITS相關策略規劃與特定示範

計畫，如非接觸式IC智慧卡票證示範計

畫、動態地磅系統、動態公車資訊系統

計畫、高速公路匝道儀控系統、商用車

與計程車安全示範計畫、高速公路電子

收費系統、車牌號碼自動辨識系統以及

國家智慧型運輸基礎建設(NITI)推動方

案研擬等。

　　尤其是2002年開始，國家科技研發

計畫經費亦投入ITS之相關建置計畫，

其中包括「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之「全島運輸骨幹整建計畫」與

「數位台灣計畫-e化交通」、以及2008

年之「愛台12項建設」中之「智慧台灣-

建構智慧交通系統」，後者係為進行中

之重大政策，根據2008年11月所舉辦之

行政院第28次科技顧問會議結論，未

來國內之ITS將以下列二大發展目標與

策略為主：

1.建構流程交通路網服務與無縫公共

運輸服務，提昇即時路況資訊涵蓋範

圍及資訊之更新頻率與準確率。

(1)持續推廣ITS服務範圍至全國各縣

市，達成全面化智慧交通運輸服務。

(2)同步發展高快速公路、省道及縣市

道路之ITS服務。

(3)整合跨區域與跨系統。

(4)建構全面自動化即時路況資訊蒐

集。

(5)推廣交通資訊加值應用服務。

2.善用我國ICT優勢驅動全球智慧交通

新風潮，建立台灣成為國際車載供應

國及整體方案輸出國。

(1)推動車載服務示範與系統驗證之發展

策略。

(2)設立車載資通訓產業推動小組。

　　在此等ITS重大發展建設中，從高

快速公路、省道、城際運輸走廊、都市

交控與大眾運輸服務智慧化、即時交通

資訊智慧化乃至於電子票證等，四處可

見CECI足跡：

1.高、快速公路與省道智慧化

　　CECI自1984年承接中山高速公路

第一期交通控制系統後，陸續展開國內

高、快速公路與省道交通控制與資訊系

統之建置(圖5~圖8)，包括國道一號、汐

五高架路段、國道三號及後續、國道五

號、國道六號、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

省道、以及北台灣科技走廊等之交通控

圖5 高快速公路之交通資訊管理及協調指揮中心(TIMCCC)
 

圖7 資訊可變標誌(CMS)
 
圖8 國道三號--閉路電視系統(CCTV)、風力偵測器

 
風力偵測器

 
閉路電視系統(CCTV)圖6 國道三號之路徑導引資訊系統(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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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管理系統之設計、監造與建置，

二十餘年來CECI一路伴隨著國內高、快

速公路之ITS建設成長、茁壯。

2.都會區交通智慧化

　　1989年CECI即參與台北市電腦號

誌系統之設計與整合，爾後至今除不斷

更新台北市交控系統外，配合政府推動

「e化交通」以及「愛台12項建設之都

市智慧交控計畫」，CECI參與國內都市

即時資訊與交通控制系統之建置已廣布

至台北縣、基隆市、宜蘭縣、苗栗縣、

台中市(圖9)、台中縣、嘉義縣、嘉義

市、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以及屏

東縣等縣市；另包括小型區域之交通監

控系統，如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南港

經貿園區、信義計畫區與中部科學園區

等，此外CECI亦曾參與台北市與桃園縣

建置停車資訊導引系統(圖10)。

　　在大眾運輸服務智慧化方面，包括

有台北市大眾運輸資訊服務、台灣高鐵

複合運輸資訊查詢系統、高鐵嘉義站聯

外BRT建置計畫、屏東縣、高雄縣與嘉

義縣等都市之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圖11)

以及複合運輸場站資訊系統等實質建置

成果。

3.電子票證

　　電子票證系統之參與起自於1999年

CECI參與台北IC卡票證整合系統之建置

工程，隨後即參與電子化停車收費管理

系統、悠遊卡公車驗票機開發、基隆市

非接觸IC卡電子票證系統、桃竹苗地區

公車電子票證系統以及南部地區IC智慧

卡電子票證整合等建置與開發，並且於

2008年更將相關經驗推廣至泰國，協

助曼谷大眾捷運系統進行電子票證之整

合。

伍、我國ITS未來展望與挑戰

　　近年因金融海嘯、全球經濟變化甚鉅，

雖然影響我國產業發展結構與空間布局，然而

資訊技術革命與網際網路應用，造就無所不在

之網際網路社會，創造虛擬市場之蓬勃發展，

由於交通運輸與經濟、社會、文化與空間等皆

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隨著各種面向之重新配

置，將影響運輸政策與行為，此時ITS之變化與

發展實不容小覷。

　　國內發展ITS至今20餘年，超過一半以上

之縣市皆已逐步建置智慧交通

管理系統、以及提供先進公車

系統之服務；在城際運輸方

面，交通部亦整合國省道、縣

市道路之即時路況資訊、以

及海陸空轉運資訊以服務用路

人，國內之ITS應用發展應可

謂漸趨成熟。惟平實以觀，我

國在ITS基礎設施之普及性、

資訊之即時性與可靠性等仍有

努力之空間，因此如何全面推

動自動化交通資訊之蒐集與提

供乃為後續首要完成之基礎工

作。

　　此外，因應千變萬化之社會、經濟與環

境，ITS科技與資訊之應用更能展現其不受空間

與距離阻隔影響之特性，因此在發展ITS基礎建

設之同時，亦必須思考應如何長久維護與經營

ITS系統、以及如何透過ITS更有效地促進運輸

效率與安全、降低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等終極

目標，故展望未來要面臨之挑戰將包括：

 

一、如何提昇ITS之使用率

　　ITS所提供之服務與資訊必須是有用的、好

用的、容易使用的、方便使用的，如此方能促

進ITS之使用率；此外，資訊與服務之取得，是

否需要使用者付費等議題，亦皆是提昇ITS使用

率所必須考量之議題。

圖10 台北市停車資訊導引系統

圖9 台中市即時交通資訊網(http://e-traffic.tccg.gov.tw/real.html)

               圖11 嘉義縣公車動態資訊系統
                      (http://www.cybu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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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提昇運輸效率與安全、降低能源
消耗與環境污染

　　更先進技術之研發與應用，同樣也是下一

階段ITS發展所不容忽視之重點，尤其是車輛

與車輛間、以及車輛與道路間之溝通已然成

為世界ITS潮流與趨勢，透過車輛 (機械)之協

助，以降低因「人」之疲勞、誤判、情緒等因

素而產生事故或危險，並且透過車輛之間彼此

的溝通，應能達到自動跟車、速度一致性，有

效降低車流衝擊波與「人」的反應時間、促進

車行速度與提昇道路容量，並且透過旅行時間

之減少、繞路與停等時間之減少等效益，對於

降低能源消耗與空氣污染亦會有相當大之助

益。

三、擴大ITS之應用領域

　　在我國ITS之九大服務領域中之第六項

為緊急救援管理服務(Emergency Management 

Services, EMS)，以目前之發展與應用來說，

主要是在都會區內之救援系統，如救援派遣路

線、車輛自動求援等，然而近年因為全球氣候

異常，重大天然災害超乎預期，如今年之88

水災，一夕間造成重大傷亡，若未來能有效

拓展ITS之應用領域，透過ITS基礎設施之先進

技術取得相關資訊，如結合AGPS技術及影像

傳送，取得受災區域之實況、救援情形，方能

搶得救援之先機與時效性，有效降低災害之損

失。

四、ITS之有效運作與永續維運

　　為求ITS之有效運作，其唯一有效良方即

為「整合」，短期者如各個ITS各系統間之協

調整合、鄰里監控與交通管理整合、緊急救援

配合交通管理等；長期者則如運輸規劃與營運

結合、新運輸系統加入之整合等，其所必須克

服的即是包括系統、人、機、權責組織等各介

面之整合；當整體ITS達到有效運作之時，隨

即而來的則是包括資訊、系統設施、技術等各

層面之「永續維運」，甚而達到商業模式化、

ITS產業化等發展，這些「並非不可能，但還

有一段路要走」。

五、增進產官學研之綜整效益

　　綜觀國際上成功的國家發展過程，ITS應

由國家主導制訂政策、綱要及規則，讓全國各

界得以依循；企盼我國的優質學術、研究單位

可以發揮研發能力，並與產業界的技術顧問、

製造廠商合作、開發與建置各項軟硬體系統，

以建構全方位的永續發展團隊，促進新世代

ITS之應用效益。

六、創新思維以增進科技整合

　　下一個十年階段，ITS應是朝向更安全、

更具環保與效率之發展，屆時電子與資訊工業

將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特別是人、車、路

之間的協調，以及由機械、通訊等科技取代人

的因素，這些勢必將改寫未來運輸工程與系

統、交通管理與維運、乃至於ITS等整體發展

面向，而本著身為全國ITS發展建設之重要一

員，CECI之相關專業技術工程師應重新思考如

何承接未來之變化與需求，尤其是配合知識經

濟時代之來臨，「創新思維」將會是未來ITS

發展主要驅動的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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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一指。不管是造型優美的地標景觀橋梁，或

是高、快速路網的高架橋，抑或災後重建的橋

梁，CECI始終是台灣橋梁建設的先鋒及技術的

領航者。

　　本文將回顧台灣40年來之橋梁發展情況，

並展望未來之橋梁建設方向。

貳、四十年來台灣鋼橋的發展

　　台灣早期的鋼橋建設，大家所熟知的是建

於20世紀初期鐵路桁架橋(照片1)[1]、1953年完

工的西螺大橋(照片2)[2]，以及1966年完工的巴

陵與羅浮兩吊橋(照片3及4)[3]。由於台灣早年

　　中華顧問工程司自民國58年成立以來，參與許多國家重大建設及海外工程，均能秉持專業素

養全力以赴，圓滿達成任務。其中，交通工程是最主要之業務，而橋梁為交通工程中不可或缺之

重要結構，故橋梁工程是本公司最重要的業績。欣逢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40周年，本文將回顧40

年來台灣橋梁之發展情況，分別介紹鋼橋及預力混凝土橋之發展歷程，及其在梁橋、拱橋、斜張

橋或脊背橋等橋型中具代表性之橋梁案例。另外鋼橋因自重較輕、施工快速等特性，常運用於都

市高架及災後重建橋梁，本文也將加以介紹。最後從節能減碳之橋梁材料、工法技術及橋梁之防

災與延壽等面向，展望未來橋梁之發展方向。

壹、前言

　　台灣是個叢山峻嶺、河川密集的地方，且

地狹人稠、天然災害頻繁，在這特有的地理與

自然環境下，首要的建設，便是建構安全可靠

與順暢便捷的交通路網，而橋梁為其中最主要

的關鍵工程，同時也是民生建設中不可或缺的

維生線。

　　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於民國58年，2年多前

轉型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CECI)

繼受其工程技術業務。本公司40年來參與了國

內外重大工程建設，為國內經驗最豐富、技術

最專精的顧問公司，尤其在橋梁方面，更是首

◎ 關鍵詞：鋼橋、預力混凝土橋、梁橋、拱橋、斜張橋、脊背橋、

                 節能減碳、防災與延壽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荻薇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協理／鄭明源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協理／王炤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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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板需由國外進口，故採用鋼橋建設者極為少

數，直至1977年中鋼公司開始生產鋼料，並於

1983年完成關渡大橋後，鋼橋才逐漸被採用。

近年來更因設計能力的提昇，以及自國外引進

高水準的製作設備與吊裝技術，台灣之鋼橋建

設始邁入新里程碑。

一、近年來台灣主要之鋼橋建設

　　鋼橋由於重量輕、強度高、韌性佳、造型

容易，適用於大跨度的各種橋型。近年來為配

合景觀需求及創造城鄉地標，已陸續完成多座

造型優美、融合環境的景觀橋梁，如北部的關

渡大橋及南部的高屏溪斜張橋。各橋型建設實

例如表1至表3。

            表1  近年來台灣主要之鋼梁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台北市建國北路民族路

口高架橋[4]

本橋採單柱鋼橋墩三孔連續

(37.94+54.12+37.94=130m)

立體剛構曲線鋼橋。於1982

年完工，為台灣首座採用鋼

橋墩之三孔連續立體剛構曲

線鋼橋。

台4線溪州大橋

本 橋 為 三 孔 連 續 鋼 橋

(95+120+95=310m)。於

1987年完工，為台灣當時最

大跨度鋼梁橋。

台北巿水源快速道路新

店溪橋[5]

本橋依傍河岸天然地勢而

行，呈S狀線形，採用五孔

連續(80+3@125+80=535m)

鋼橋面板之鋼箱型梁橋，本

橋於1992年完工。

東河橋[6]

位於台東縣馬武窟溪出海

口，採用三孔連續（60+ 

102 + 60 = 202m）鋼π型

橋，於1992年完工，為台灣

首座π型鋼橋。

十八王公橋[7]

位於西濱公路十八王公廟

前，跨越台電核一廠出水

口，採用三孔連續鋼箱型梁

橋(100+150+100=350m)，

本工程於1996年完工。

台北巿洲美快速道路基

隆河橋[8]

跨 基 隆 河 之 主 橋 採 用

三 孔 連 續 鋼 箱 型 梁 橋

(126+168+126 =420m)，本

橋是台灣目前最大跨徑的梁

式鋼橋，於2002年完工。

高水準的製作設備與吊裝技術，台灣之鋼橋建

設始邁入新里程碑。

照片1  舊大甲溪鐵路橋(1906年)照片1  舊大甲溪鐵路橋(1906年)

照片2  西螺大橋(1953年)

例如表1至表3。

照片3  巴陵吊橋(1966年)照片3  巴陵吊橋(1966年)

照片4  羅浮吊橋(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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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近年來台灣主要之鋼拱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關渡大橋[9]

為五孔連續(44+143+165+

143+44 =539m) 鋼繫拱

橋，係利用潮差架設，於

1983年完工。

台北巿麥帥二橋[10]

跨 徑 2 1 0 m 紐 爾 遜 式

(N i e l s e n )鋼拱橋，拱高

35m，於1996年完工，為

目前台灣最大跨徑之鋼拱

橋。

環東大橋[11]

本橋為跨越基隆河之雙層 

Lohse 式雙拱肋鋼拱橋，

跨徑166m、拱高30m，於

1998年完工。

台北市麥帥一橋[12]

本橋為跨徑170m、拱高

30m之單弦拱肋雙層鋼拱

橋，由Lohse型單拱肋與兩

側Virrendeel桁架組成之雙

層拱橋，此種橋型在世界

上尚屬罕見，於2000年完

工。

花蓮太魯閣大橋[6]

本橋緊鄰太魯閣國家公園，

採五孔紐爾遜式(Nielsen)鋼

拱橋，跨徑70~150m，主跨

拱高25m，兩側邊跨拱高分

別為18.5m及12m，本橋於

2002年完工。

屏東進德大橋[13]

本橋為跨徑155m、拱高

30m之單拱肋鋼拱橋，兩根

拱肋自橋面兩側拱起，交會

合一，橋面由拱肋以鋼索懸

吊，於2002年完工。

表3  近年來台灣主要之鋼斜張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重陽大橋[15]

本橋跨淡水河，採用92.5 + 

200 + 92.5 = 385m三孔連續

斜張橋，塔高72m，雙面鋼

索採扇形配置，於1989年完

工，為台灣首座鋼斜張橋。

高屏溪斜張橋[16,17]

本橋為單塔非對稱複合式斜

張橋，全長510m，主跨330m

為鋼結構，邊跨180m為預力

混凝土結構，塔高183.5m，

鋼索採單面混合扇形配置。

於1999年完工，為目前台灣

跨度最大之斜張橋。

南投貓羅溪斜張橋

[18,19]

本橋配合路線之線形與橋寬

變化，採用鋼拱橋塔之斜張

橋，橋寬17.2~21.8m，跨徑為

51m+119m，為單塔非對稱式

斜張橋，拱塔高60m，塔底

寬85m，於2002年完工。

台北巿大直橋[20]

本橋跨徑為50+ 1 7 2 + 2 3 = 

245m，斜張鋼索採不平衡

方式配置，背拉鋼索以自錨

式錨碇於橋台錨座，主塔高

67m，狀似釣竿，於2002年

完工。

台北市社子大橋

本橋跨徑為70+180=250m，

採斜橋塔不對稱跨徑斜張

橋，亦為自錨式斜張橋，主

塔高105m，以模擬白鷺鷥的

肢體語言抽象轉化而成，預

計於2011年完工。

大溪崁津大橋[14]

本 橋 位 於 桃 園 縣 大

溪 ， 主 橋 為 三 孔 連 續

(60+150+60=270m)鋼拱

橋，於2002年完工。

↑ 接續上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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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21]。表4為台北巿近年來之巿區高架鋼橋建

設實例。

　　其中，台北巿巿民大道－正氣橋－環東大

道所串連之高架橋，全長約14公里，自1990

年開始建設，分段施工，全線於2002年通車。

本工程位於台北巿之精華區，橫越台北巿東西

向，部分路段係利用鐵路地下化所衍生之空間

二、鋼橋在都巿高架橋之應用

　　近年來都會區為因應交通之快速成長與土

地之有效利用，市區高架橋及與地下建築或堤

防共構的橋梁建設案例逐漸增多，而多層橋面

之鋼橋或與其他結構物共構的鋼橋普遍出現，

例如1996年完成之台北市市民大道即為典型例

興建高架橋，與鐵路隧道共構，其他路段則與

地下街共構或與堤防共構[22]。全線使用鋼重

達19萬2千噸，為台灣最長的鋼橋工程。

三、鋼橋在災後重建之應用

　　鋼橋因施工快速、運輸容易、工地作業量

少，適合使用於災後重建工程。1999年之集集

大地震，造成橋梁崩塌或嚴重損壞，為儘速恢

復交通，重建橋梁大都採用鋼橋[23]，表5為

921大地震後重建橋梁主要案例。

　　颱洪土石流災害橋梁，除橋址慎選變更

外，更須加大跨徑以免再度受害，且台灣鋼構

廠大多位於山地災區外，製作生產不受影響，

故鋼橋常用於土石流之災害重建，表6為2001

年桃芝颱風後台21線十八重溪橋、陳有蘭溪

橋、筆石橋及2004年艾利颱風後台7線蘇樂橋

重建工程使用鋼橋之例[24]。至於，近年常發

生河床受洪水沖刷下降致橋基嚴重裸露，但上

部結構尚屬良好之危險橋梁，本公司經多年

研發於2006年獲得專利之換底工法是解決此

類危橋之利器，該工法可在維持橋梁繼續使用

下，利用臨時鋼構架支撐，改換新橋柱與基

礎，同時解決耐洪及耐震能力不足之問題，表

7為2004年完成之台1線溪州大橋換底工法實例

[25]，該工法亦曾使用於台3線烏溪橋及將使用

於山線鐵路之大甲溪橋。

表4  台北巿近年來之鋼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台北巿水源快速道路

[5]

本工程高架橋為雙層橋面

之鋼板梁橋與單柱框架之

鋼橋墩，並與RC堤防共

構。於1992年完工，為台

灣首座雙層橋面之橋梁。

台北市巿民大道[21]

與鐵路隧道共構段是將高

架橋建於地下鐵路隧道之

上，橋墩座落於隧道頂

版。非共構段則下方興建

地下停車場或地下街，

其方式是將橋墩貫入至地

下建築物基礎，使構成一

體，於1996年完工。

台北市環東大道

環東大道沿現有道路段是

採單層鋼箱梁橋，沿堤防

段是高架橋與堤防基礎共

構，並採雙層鋼箱梁橋，

全部採用鋼橋墩，於1998

年完工。

台北市正氣橋

正氣橋西接市民大道，東

向環東大道，位居數條交

通要道之樞紐。於2001

年完工，是台灣第一座在

繁忙市區興建的雙層高架

橋。

洲美快速道路

橋梁基礎與斜坡親水式土

堤共構，堤頂設自行車

道，堤防內佈設共同管

道，同時完成都市交通、

水利防洪、市民休憩與都

市防災等項建設，於2002

年完工。

表5  鋼橋應用於921地震災後重建之實例

橋 名 震害情形 重建完成

台3線

石圍橋

台3線

東勢大橋

台3線

烏溪橋

台3線

名竹大橋

149線

桶頭橋



108 │No.84│ October, 2009 

2
工
程
論
著

2
工
程
論
著

No.84│ October, 2009 │109 

參、四十年來台灣預力混凝土橋的
發展

　　1928年法國Freyssinet取得預力混凝土工

法專利，並於1930年運用於Plougastel Bridge

之施工，世界首座預力混凝土(PC)橋則為德

國於1937年建造完成之Aue Bridge。而台灣首

座PC橋為台灣糖業公司於1955年在屏東糖廠

調車場建造之複線鐵路橋，跨徑為18.4公尺

[26]；首座PC公路橋梁為公路局於1956年在桃

園台3線建造的第一預力橋，跨徑為30公尺，

目前仍使用中[2]。四十年來，PC橋之設計施

工技術水準，隨著重大工程建設之推動而日益

提昇，主要的技術發展大致可區分為兩個階

段。

　　第一個階段為中山高速公路建設時期

(1970年∼1978年)：中山高行經西部平原地

區，當時以路工施築為優先考量，僅於跨越河

川、谷地、重要設施、路口配置橋梁，另受限

於當時國內橋梁設計施工技術及結構計算工

具，故橋長、橋高、橋跨等規模均較小，上部

結構多採用簡支且跨徑大多不超過40公尺之預

鑄PCI型梁，以吊裝施工。至1978年中山高速

公路共完成300餘座PC橋，若加上一般公路、

鐵路橋，累計PC橋總長超過100公里以上，這

一階段之PC橋建設發展，主要呈現在『量』的

增加。

　　第二個階段為第二高速公路建設時期

(1987年∼2004年)：包括第二高速公路、北

宜高速公路、東西向快速公路及西濱快速公

路等建設。為克服地形障礙或維持現有交通

之順暢，以往以簡支式PCI為主流之橋梁，

已被外型美觀且能增進行車舒適性之多孔連

續PC箱型梁橋所取代，在橋梁比例、橋高及

規模上皆大幅提昇。因此，引進施工機械，

採用自動化施工法，為國內橋梁技術開啟另

一新里程碑。被廣泛採用之自動化施工法計

有：支撐先進工法、節塊推進工法、平衡懸

臂工法、預鑄節塊工法等[27]。至2004年國內

PC橋梁總長已超過1,000公里[6,28]，這一階段

之PC橋建設發展，在『質』與『量』上都有大

幅的提昇，此階段之橋梁可謂國內PC橋梁技術

進展最快之時期。

　　四十年來預力混凝土(PC)橋數量及長度快

速成長，設計與施工技術皆有長足的進步，在

跨徑及工法上也不斷突破，造就不少代表性橋

梁，茲依其橋型及建造完成年代依序介紹，如

表8∼11所示。

表6  鋼橋應用於土石流災害災後重建之實例

十八重溪橋、

陳有蘭溪橋

(2001年桃芝颱風)

筆石橋

(2001年桃芝颱風)

蘇樂橋

(2004年艾利颱風)

表7  換底工法使用於台1線溪州橋之實例

完工後施工中施工前

表8 近年來台灣主要之預力混凝土梁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長虹橋[2,3]

位於台11線海岸道路終點，跨

越秀姑巒溪。

跨徑120m，為國內首座採用懸

臂工法施工之PC箱型梁橋。

完工於1969年，為當時除吊    

橋外最大跨徑之橋梁。

澎湖跨海大橋[29]

連接白沙與西嶼兩大島，橋梁 

全長2,160m。

為我國首座多孔連續懸臂工法

PC橋。

1970年完工，曾是東亞第一    

座深海大橋。

圓山橋

[30,31]

位於中山高台北圓山路段，

主 橋 長 6 7 1 m ， 最 大 跨 徑 為    

150m。

上 部 結 構 採 用 三 箱 室 變 梁

深，跨徑中央鉸接之PC場鑄節    

塊，以懸臂工法施工。

於1978年完工，為當時跨徑    

最大PC橋。

關西大橋[32]

位於新竹縣關西鎮，北二高    

跨越牛欄河及台3線處，全長    

700m，橋高約49m。

採五孔連續的長跨徑(120m)    

變梁深PC箱型梁，以懸臂工    

法構築。

於1991年完工，為首座長跨    

徑PC剛構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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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名 說 明 照 片

頭前溪橋[32]

位於新竹縣竹東鎮，北二高跨越

頭前溪處，全長793m。

單向橋寬16.35m，採PC單室箱型

梁設計。於橋兩端同時向橋中央推

進閉合。

於1992年完工，為首座節塊推進

工法橋梁。

台南支線C371Z標高

架橋[33]

南二高C371Z標包含兩座規模較

大之高架橋，即台南支線主橋、安

定高架橋。等橋寬段考量機械施工

以縮短工期、降低經費。

於1998年完工，是首座採支撐先

進工法施工之箱型梁橋。

彰化二號與四號高架

橋[34]

位於中二高，連接和美及快官

交流道，橋長分別為2,870m及

2,052m。

以預鑄節塊工法施工，節塊寬

32.1m，長2m，高3.2m。

於2004年完工，為國內最大的預

鑄節塊組。

表9 近年來台灣主要之預力混凝土拱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馬槽橋[35]

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台2甲線。

鋼骨鋼筋混凝土上承式拱橋，橋

長232m，主拱跨徑134m。

首座以下弦拱鋼骨作為臨時支撐

施工之拱橋，於1994年完工。

碧潭橋[32]

北二高跨越新店溪，橋長約

800m

採主跨為160m長之弧形拱橋，

主橋墩上方為一鑲空之倒三角形，

呈現三度空間立體曲線構造。

於1996年完工，為當時跨徑最大

PC拱橋。

     表10 近年來台灣主要之預力混凝土斜張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光復橋 [2]

跨越新店溪，連絡板橋市與台北

市。

為國內首座混凝土斜張橋。

跨徑134m，三孔共長402m，塔

高18m，於1977年完工。

集鹿大橋[40]

位於南投縣集集鎮，跨越濁水溪

採用單橋塔單面豎琴型鋼索配

置之雙孔PC斜張橋，跨徑配置為

2@120=240m。

於近完工階段，適逢921地震，

在更換部分鋼纜及損壞修復後，於

2004年始開放通車。

鐵路鯉魚潭橋[36]

位於苗栗縣三義鄉，南北兩端分

別銜接山岳隧道。

採用四孔連續PC拱橋，跨徑配置

70＋134＋134＋70＝408m。

於1998年完工，是台灣唯一的鐵

路PC拱橋。

冬山河橋[37,38]

位於宜蘭縣冬山鄉，北宜高跨越

冬山河。

採三孔連續PC拱橋，跨徑配置94

＋187＋94＝375m，拱體深變化

3.0∼19.8m。

於2005年完工，是目前台灣PC拱

橋中跨徑最大者。

七股溪橋

位於西濱公路七股路段，跨越七

股溪。

五孔連續PC拱橋，跨徑配置

65+80+150+80+65=440m，為台灣

最長連續加勁式拱橋，以場撐工法

施工。

於2007年完工。

新豐溪橋[39]

位於西濱公路新豐路段，跨越新

豐溪。

為避免工程施工影響紅樹林生   

態，本橋採PC拱橋，跨徑配置100

＋180＋100＝380m，以懸臂工法

施工。

於2008年完工。

↑ 接續上頁﹝表8﹞ ↑ 接續上頁﹝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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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橋梁建設之未來展望

　　隨著經濟的發展及生活品質的提昇，橋梁

在交通路網上之重要性愈來愈大，所擔負之

社會責任也愈來愈重。最近八八水災中百餘座

橋梁遭受重創，已嚴重影響人民生活與社會安

定，足見橋梁建設不僅須滿足交通需求，更應

重視安全防災及與自然環境之融合。

　　橋梁擔負著交通運輸之重責大任，興建費

時且成本高。為因應氣侯變遷、地球暖化，採

行綠能材料、節能減碳的作為，都是我們今後

應努力的。展望未來橋梁發展，除了新材料、

新工法技術外，既有橋梁的防災及延壽，包括

能等優點，亦符合節能減碳政策需求，

搭配各式自動化施工方式，未來極具發

展潛能。現階段此等複合橋梁之關鍵技

術，主要在於不同材料間之接頭處理，

包括設計細節、施工方式等，也是攸關

此類橋梁工程安全性與耐久性的成敗關

鍵，未來應可藉助國外經驗，加以精進

改良，並落實於本土技術中，充分發揮

其結構特性。

二、橋梁之防災與延壽

(一)橋梁安全監測

　　台灣多地震與颱風，在經歷921地

震及多次風災後，對於橋梁的災害防治

更加重視，而橋梁災害的預防，則有賴

橋梁安全監測系統的建立。此乃涉及許

多跨領域之技術，除必要之橋梁結構技

術、颱洪降雨/河川水位測報外，以即時

沖刷監測為例，尚包括光纖、壓電片、

無線傳輸感測器等技術，都必須加以整

合，始能發揮預期之效益，目前相關技

術之研發與整合已持續進行，且有初步

成效。

(二)既有橋梁之延壽

　　台灣已擁有數以萬計之鐵、公路橋

梁，共同擔負交通運輸、維生救災之

重任，但橋梁使用受到運量增加、超速

超載及地震洪水等不利因素影響，其承

載、耐震及抗洪能力日益降低。因此，

除管理養護單位日常之維修檢查及前述

橋梁安全監測系統建立外，在耐震及抗

洪補強技術方面，尚待研發更新穎之材

料及工法，例如已成功運用於台1線溪州

大橋之換底工法，已確實提昇了橋梁之

安全性及延長其使用年限。

檢測、監測及補強等技術，也是未來橋梁技術

發展的重要課題，謹簡要說明如下。

一、節能減碳之技術發展

(一)高性能混凝土之應用

　　高性能混凝土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兼具高流動性、高強度、高

彈性模數及高水密性等特質，對橋梁結

構之施工性、安全性與耐久性有重要助

益，目前在橋梁工程已逐漸擴大使用範

圍。然而在材料的選用上，除了傳統混

凝土組成所需的基本構材之外，高性能

混凝土更添加了多種工業副產品及化學

添加料，如飛灰、爐石粉、強塑劑等，

在配比設計上較為複雜，故其研究發展

與推廣應用，未來尚有許多進步的空

間。

(二)預鑄工法之應用

　　台灣地狹人稠，尤其在都會區內，

更是寸土寸金，橋梁建設之施工空間常

受到較嚴苛的限制，另外在許多交通要

道上施工時，交通維持往往決定橋梁工

法。若能將橋梁各部構件於工廠完成

後，移運至現場組裝，不但可克服前述

用地與交維問題，在工期、品質與成本

方面，均有極高之效益，且在節能環保

及工安方面亦具有相當優勢。預鑄技術

在建築工程之運用已成熟，在橋梁工程

之運用亦將日益廣泛，未來在預鑄橋面

板、預鑄橋墩，甚至預鑄基礎板等，都

有持續發展與應用的需求性。

(三)複合結構之橋梁技術

　　複合橋梁技術於國內仍處於萌芽

階段，如鋼腹浪板、鋼管桁架、鋼管

斜撐等，具有輕量化、省力化、高效

     表11 近年來台灣主要之預力混凝土脊背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愛蘭交流道聯絡道南

港溪橋

愛蘭交流道聯絡道銜接國道6號

與台14線，於跨越南港溪部分採

用脊背橋設計。

橋長300 m，主跨跨徑140 m，

採懸臂工法施工。

於2008年完工通車，為國內首座

脊背橋。

媽祖大橋

位於北港鎮新闢外環道。

跨越北港溪主橋部分採用脊背

橋，跨徑配置為2@125 m。

橋塔於頂部採鳳冠造型，營造裙

擺之意象揣摩媽祖尊身神態，於

2009年完工通車。

新豐平橋

位於花蓮縣壽豐與鳳林交界，跨

越壽豐溪。

主橋跨徑4+2@140+84=448m，

主塔以白鷺鷥意象融入設計。

為國內首座三塔雙主跨脊背橋，

目前施工中。

    ↑ 接續上頁﹝表10﹞

大鵬灣斜張橋

位於大鵬灣環灣景觀道路跨越出

海航道處。

於跨航道段南側設置鋼活動橋，

跨徑39.5m；緊接著於跨越航道中

段設置單塔雙孔非對稱單面PC斜

張橋。

跨徑配置為55+100m，目前施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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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台灣在日前經歷八八水災，土石流及洪水

沖毀百座以上橋梁，重創南台灣的交通。面對

大自然的反撲，讓我們改變了『人定勝天』的

觀念，大地需要休養生息，人類要以更謙卑的

態度對待自然環境，未來的工程建設如何與環

境保護取得均衡，考驗著工程人員的智慧。

未來的橋梁建設，在橋址選擇、跨度配置、基

礎型式等，都必須與河川的治理更加密切的配

合，期能達成『路河共治』、『橋河共治』，

來確保橋梁的安全。

　　台灣橋梁建設迄今已百餘年，目前約有近

三萬座橋梁，其中大部分為近四十年來所完

成。回顧過去之建設成果與展望未來之努力方

向，期待能在現有基礎上，不斷提昇橋梁工程

的技術水準，使未來之橋梁建設更能滿足交通

運輸、環境融合、安全防災與社經發展之多元

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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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在經歷了50年的快速經濟發展與都市

成長，已邁入21世紀。都市更新條例自1998年

通過立法至今已經滿十年。都市更新開啟台灣

都市發展的新紀元。如今全國已有221件更新事

業核定實施，其中124件完工，而正在推動申請

過程的事業則高達400餘件。

　　都市更新是21世紀的台灣都市發展必須

且必然要走的路線。都市更新不只是老屋換新

屋，也不只是振興房地產市場給予容積獎勵，

而是要因應新世代社會、經濟、交通模式、都

市與區域結構的改變而必須推動的「都市再

生」。

　　1997年本人任職經建會委員負責推動行

政院「都市更新方案」時，都市更新原本是個

社會大眾陌生的字眼，但今天已經成為極為熱

門的話題，不斷出現在報章媒體，受到各級政

府、民眾及投資商的重視。這段歷程令人感到

欣慰，但也有不少值得我們再仔細思考的問

題。

　　都市更新是21世紀的台灣都市發展必須且必然要走的路線，都市更新條例自1998年通過立

法至今已經滿十年，如今全國已有221件更新事業核定實施，其中124件完工，而正在推動申請

過程的事業則高達400餘件。2008年馬總統上任後，內政部更為落實都市更新，特別擬定「(98-

101年)愛臺12建設都市更新推動計畫」，設置了「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成立各縣市之推動小

組，經建會及內政部共同召集成立中央都市更新推動小組負責跨部會協調工作，並委外成立「都

市更新推動辦公室」及「都市更新整合機構」，積極推動都市更新。

　　但都市更新不只是老屋換新屋，也不只是振興房地產市場給予容積獎勵，而是要因應新世代

社會、經濟、交通模式、都市與區域結構的改變而必須推動的「都市再生」。藉由回顧都市更新

政策發展歷程，以及民間主導更新事業之現況，發現仍有許多問題值得再仔細深入思考，透過都

市更新十年的回顧檢討，提出若干推動都市更新的展望建言，以期各界攜手合作共創更新未來。

◎ 關鍵詞： 都市更新、都市再生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張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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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策發展歷程回顧

一、1997年「都市更新方案」

　　1997年連戰擔任行政院長時，經濟建設委員會曾提報行政院通過「都

市更新方案」，開始啟動都市更新的政策方向，但是當時缺乏法令及政策

工具，雖然指定多處示範地區，但具體成效有限。不過此一政策畢竟是我

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由中央政府正式宣示都市更新政策的開端。當時這個方

案最重要的貢獻則是催生1998年「都市更新條例」在立法院的通過及相關

十項子法的立法，另一個附帶的成果則是催生了台北車站交九轉運站的實

現。

　　此方案推動時經建會原本也要輔導成立公私合資的「巨眾都市更新公

司」，但因為在立法院引發爭議而胎死腹中。然而在前經建會主委江丙坤

先生的支持下仍然輔導成立了「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成為

技術顧問單位。

二、2000年災後重建都市更新相關政策

　　在都市更新條例相關子法完成後四個月，1999年由於921震災的發

生，在中央重建政策上立刻產生了回應。1999年11月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所擬的「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將都市更新列為整體重建的方式之

一。前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先生於2000年1月召集了營建署、財政部等相

關單位，探討集合住宅重建問題。劉前副院長指示營建署前署長林益厚先

生立即成立跨部會的「災後集合住宅社區重建協調推動小組」。行政院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營建組(營建署)隨後於2000年2月29日發布「九二一災

後住宅重建輔導方案」，該方案中確立都市更新是集合住宅大樓重建主要

的方法。2000年總統大選雖然經過政黨輪替，但是以都市更新作為社區重

建的方向政策並未有明顯改變，反而更加具體落實。

三、2005年「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

　　2003年7月10日陳前總統在蕭萬長顧問所提出推動都市更新的建議

下，召開總統經濟顧問小組第一次會議裁示：「都市更新是當前提高老

舊社區土地價值、促進建築業發展及提升民眾生活品質的最有效方式之

台北金融中心是全國第一棟以信託方式實施且為辦公大樓更新案例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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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視為國家重大經濟建設計畫，而加速推

動。」這是民進黨政府執政期間對於推動都市

更新政策最明確的一次宣示。此一宣示代表我

國都市更新之政策將會越來越重要，成為未來

都市發展政策的重要核心。在陳前總統宣示後

內政部開始研議設置單一窗口、中央推動都市

更新、修改都市更新條例等措施。最後終於在

2005年8月行政院通過「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

案」。這項方案推動的同時，於2008年初都市

更新條例及相關子法也做了最大幅度的修訂，

使得獎勵誘因增加，程序更加簡化。

　　這項方案中原本擬由公私部門合資成立

「台灣都市更新公司」，但是在選舉期間引發

爭議，隨著總統大選的落幕也無疾而終。

四、2009年「愛臺12建設都市更新推動計
畫」

　　2008年馬總統上任後，內政部為落實總

統愛臺12建設中都市更新之政見，特別擬定

「(98-101年)愛臺12建設都市更新推動計

畫」報請行政院核定據以推動。根據這項

計畫，希望在四年內達成下列工作目標:

(一)政府主導更新案20件成功招商

投資；

(二)輔導100件民間主導之都市更新

事業核定實施(含重建、整建及維護

案件)；

(三)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60件更新

計畫之先期規劃及招商前置作業；

(四)補助15處關聯性公共設施工程

(包括地上物拆除、道路、景觀、橋

梁等)。

　　為了達成這些工作目標，在財源上設置了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並配合擴大內需編列了

龐大預算。在組織上則配合各級政府主導更新

案成立各縣市之推動小組，經建會及內政部共

同召集成立中央的都市更新推動小組負責跨部

會協調。在專業人力上營建署則委外成立了

「都市更新推動辦公室」及「都市更新整合機

構」。

參、民間主導更新事業之現況

　　至今大多數的更新事業都是由民間所主導

推動的，其中又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由

建商所主導的投資型都市更新案，至今有119

件；另一類則是由社區居民自行出資或融資

的自力更新案(大多數是921重建案)，至今有

102件。請詳見表1。這些事業案中至今已完工

的共有124件(56.11%)、刻正施工中的有41件

(18.55%)、未動工者56件(25.34%)。

　　從年期中可以看到，2002至2003年有大

量的自力更新案件核准，這是921受災大樓重

建的高峰期。而一般更新案隨著更新法制的成

熟及不動產市場的景氣復甦從2005年起大量穩

定地成長。表中也列出1998年更新條例立法前

依「台北市都市更新辦法」所核定的24件更新

案，可見更新條例制度建立後，對於都市更新

之推動確實有很大的幫助。

　　如果以各縣市來看，很明顯地，將近三分

之二的更新事業是在台北市，其次是台北縣約

佔一成五，其餘則是中部的三個縣市。至於南

部縣市至今還很少見有更新案的申請及實施。

中部的更新事業全部都是921震災重建的案例

(詳表2)。更新事業的申請大量地集中在北部

地區，主要是不動產市場具有較高的誘因，建

商比較願意投資。而中南部房價低，還有太多

的空地可以興建房屋，因此都市更新的需求較

低。如果沒有政府或類似921震災重建基金會

的協助，中南部的更新事業根本是無法推動

的。

          表1 各年度核准更新事業件數統計表

更新事業核定年度 自力更新案 一般更新案

1998年更新條例立法前 0 24

1999年 0 0

2000年 0 0

2001年 9 0

2002年 44 2

2003年 31 2

2004年 5 5

2005年 2 15

2006年 3 13

2007年 3 21

2008年 3 27

2009年7月前 2 10

小   計 102 119

表2 台灣都市更新事業申辦案件統計表 (至2009/7止)

縣市別 概要核准 報核中 核定實施 總計 比例

台北市 187 100 110 397 68.57%

台北縣 24 43 22 89 15.37%

台中市 0 2 13 15 2.59%

台中縣 0 0 46 46 7.94%

南投縣 0 0 29 29 5.01%

嘉義市 1 0 0 1 0.17%

台南市 0 0 1 1 0.17%

高雄市 0 1 0 1 0.17%

合計 212 146 221 579 100.00%

透過更新重建，九二一震災受損社區獲得重
生。臺北市慶福大樓(更名為南京文學大樓)
是臺北市第一棟更新重建完成社區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提供／丁致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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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執行成為法定計畫。這些計畫研究的成果

大多數只成為書架上多一本報告書而已。

　　如果政府能針對較大的都市更新地區擬定

完整的都市更新計畫，指導個別都市更新單元

的開發，就算是要花三十年的時間，我們也可

以像拼圖一樣一塊一塊完成個個單元，彼此協

調配合，拼成一個完美的新都市空間，對於都

市交通及防災才能有整體性的解決方案。

肆、這是我們期待的都市更新嗎？

　　十年共221件更新事業的通過看似是不錯的

成果，不過如果我們深入去了解實際的狀況，

就會發現並非完美，有太多可以改進的空間。

以下是我們所觀察到的幾個現象：

一、更新規模過小

　　目前的更新事業規模大多數非常小，更新

單元的面積平均只有2000㎡左右，甚至很多更

新單元只有500㎡而已。這麼小的更新單元好處

是地主人數可能較少，容易推動，但是壞處則

是沒有辦法對整體都市空間有改善作用，更不

要說對都市的社會經濟產生正面的影響。就以

人行步道來說，如果沒有辦法延伸串連，則根

本無法產生改善都市人行空間品質的作用。

　　不只是更新單元，政府劃定的更新地區規

模也很小。以台北市為例，50%之更新地區小於

1公頃，70%以上小於2公頃，大於3公頃者僅佔

13%。

　　我們看到日本六本木之丘或是東京中城更

新事業面積都在10公頃以上，這對現階段的台

灣來說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是我們期待更新規

模的提昇成為政府與民間努力的目標。

二、點狀更新而非面狀更新

　　各個更新單元不但面積小，而且零散才是

最大的問題。縣市政府在推動更新時缺乏整體

都市更新計畫的引導，任憑私人地主隨意劃定

單元更新。在政策推動初期只要有人願意做更

新就好，但十年後如果還是這樣任憑零星發

展，我們很難期望三十年後更新政策能有任何

具體的成效。內政部營建署雖然年年補助各縣

市政府做整體的都市更新計畫，但是很少真正

三、交通建設與都市更新脫節

　　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預算於開闢捷運系

統、鐵路立體化等各種交通建設，但是並沒有

與週邊的土地使用相結合。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荒謬的現象，例如捷運站走出來竟然沒有

人行步道或開放空間以疏散人潮，缺乏必須的

轉乘設施或停車空間，更不要說都市機能需要

的零售商業或業務設施。近年來國外都市努力

推動的TOD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的理

念並沒有落實在台灣所推動的都

市更新事業中。這造成政府的投

資並沒有帶動民間投資的作用，

也不能因為公共投資而有事半功

倍的改善都市環境效果。

　　就以台北車站為例，台北車

站週邊有五條捷運線、鐵路、高

速鐵路車站等，為全國最重要交

通樞紐，也是舊市區的心臟地

帶。要帶動西區舊市區的更新，

台北車站絕對要扮演關鍵性的

角色。而這個地區理應是全台北

市的市中心，但是很可惜，這個

地區發展遲緩，看起來不像市中

心。市政府甚至拒絕將台北車站

特定專用區整體劃定為都市更新

地區，理由是大部分是空地，空

地不能做更新。但是更新條例那

一條規定空地不能做更新？都市

更新的意義並不只於消極窳陋建

物的更新，而更應該積極創造都

市中心應有之機能才對。

四、公有地更新困難重重

　　很多人以為私地主釘子戶不

配合更新是最大的困難，但不知道公有地的更

新往往比私人釘子戶更為棘手。從1997年「都

市更新方案」起，各級政府就積極推動以公有

地為主的若干更新示範計畫。不過很不幸地，

這些案件大多沒有成功招商。少數招商成功的

案件，卻舉步艱難。究其原因，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的整合遠比取得私人地主的同意更為困

難，各機關的本位立場造成合作的障礙，而公

私部門合作如果沒有明確合理地劃分彼此的權

利義務，又會造成執行上的困難。

更新不應侷限於住宅更新，工業區更新可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更
能達到更新的政策目的。日本東京都惠比壽花園廣場原本是札幌
啤酒的工廠，經過更新後成為零售商業、金融業及市民文化活動
的重鎮。
　　　　　　　　　　　　　
照片提供／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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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更新條例27條強力要求公有土地一

律參與都市更新，但是各公部門缺乏都市更

新的共識阻礙了公地的更新。

　　再以台北車站為例，其實最大的地主是

臺灣鐵路管理局的公有地，若是公有地可以

帶頭更新，將可有示範的作用，鼓勵其他私

地主共同參與。但可惜的是，台鐵所有最大

的一塊商業區土地涉及鐵路總局歷史古蹟的

問題，經過13年至今都市計畫未定，無法開

發。再以基隆車站為例，這個更新案在市政

府大力的推動下已經進行七年以上，但三個

公有地管理機關：台鐵、港務局、市政府之間

舉行了數百次的會議仍然無法取得完整的共

識。

五、難道只有豪宅?

　　目前在台北縣市成功獲准實施更新事業的

案件，大多仍依循市場的走向以興建豪宅為

主，其售價屢創新高。不過我們不禁要問，難

道都市更新只有蓋豪宅嗎？都市更新很重要的

不只是造福地主和建商，而是要能夠創新都市

機能、創造就業機會與公共利益，因此我們也

需要辦公大樓、購物商場、文化休閒設施、

旅館甚至中產者住宅等。若一味的只是蓋豪

宅，都市更新將失去其正當性。

六、龐大的需求如何能滿足？

　　根據主計處統計，全台灣建物年期在30

年以上老舊住宅高達175萬戶。若我們預計

花30年的時間完成全部更新，則每年需要更

新58000戶以上才能完成。若以每個更新事

業100戶來計算，每年要核准580件更新事業

才可。以目前更新事業推展的速度推算，我

們必須花700年才能完成全部更新。面對台

灣即將到來的人口零成長及人口老化之高齡

社會，政策有必要調整以加速老舊住宅之更

新。

七、公權力不彰

　　目前民間開發商投入都市更新最大的疑

慮在於縣市政府未遵照條例36條代為拆除少

數反對戶。條例36條於2008年初已修法限定

6個月內政府應完成拆遷，台北縣市政府也於

今(2009)年陸續宣布訂定新協助強制措施辦

法，至於如何執行各界仍在觀望。公權力不

彰的結果將造成少數不顧公平性而要求額外

的利益，導致公共利益的損失。

八、產業轉型／工業區更新被忽略

　　至今都市更新與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在

台灣似乎被看成二件毫不相干的事情。都市

更新給予獎勵，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或住宅

區卻被要求回饋。事實上，工業區的變更也

是都市更新的一環，但卻有二套不同的價值

標準。若能重視工業區變更，給予合理的獎

勵將加速都市更新，創造更多公共公益設

施，提供就業機會，更能達到都市更新的政

策目的。

伍、推動都市更新的展望建言

　　相較於日本及歐美，我國都市更新的推展

只是起步的階段，會犯錯或者有觀念上的錯誤

也是可以接受的必然過程。參考各個先進國家

的經驗，未來的十年，我們應該朝下列的幾個

方向努力：

一、成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統一負
責國有地都市更新

　　過去十年政府二次原擬成立公私合股更新

公司，但因缺乏法源依據引發社會輿論之反

對，認為是掏空國庫圖利特定私人。公司營利

性質已引起社會及立法院之疑慮。唯有非營利

的機構才能被社會所接受。

　　在各先進國家的更新機構都是由政府立法

出資成立的，例如香港市區重建局係根據「市

區重建局條例」；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

機構係根據「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法」

所成立；美國加州根據California Community 

Redevelopment Law 成立各都市之更新機構 (例

如San Francisco Redevelopment Agency) 。

　　要成立此一機構，務必要配合修訂法令，

明確法源依據，並且讓國有土地依法能交到該

機構手上更新。專責機構統籌公有土地及公營

事業土地，參與都市更新事宜，引動更新契

機。所有國有(國營事業)土地均應強制信託予

該機構。大面積國有地由該機構負責妥善處理

地上物、整併私有地更新、公開甄選實施者投

資開發。小面積國有地由該機構配合民間實施

者參與更新分配或領取補償金。

　　該機構不屬政府組織之一部分，在財務、

採購、人事具有獨立性。但該機構應對公眾負

臺北轉運站／黃教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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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全體董事、執行長、副執行長財產公開，

不得介入與更新事業相關之土地買賣、股票買

賣。並且應該做到公開資訊，有關計畫內容均

應公開。

　　為了達到成立之目的，該機構應以企業化

效率的經營管理模式，並給予推動人員合理誘

因。

二、提供合理價位住宅

　　國有非公用財產更新後應分配價值中之

20%應規劃提供「合理價位住宅」(Affordable 

Housing) ，以供青年成家立業初期租用，後期

出售。如果不適合規劃住宅的國有地，則以成

立住宅基金的方式存入給予中低所得者補貼。

以免都市更新把房價炒高了，讓年輕人住不起

房子。這樣的作法普遍見於加州及日本的都市

更新政策中，住宅政策與都市更新政策也必須

銜接，值得我們學習。

三、結合大眾運輸，點→線→面的推動策
略

　　各縣市政府應將捷運場站週邊一定範圍應

納入都市更新地區。大眾捷運法第七條也應修

訂，將都市更新成為捷運聯合開發方式。針對

這些場站周邊的更新地區，政府依法應發布都

市更新計畫以指導個別都市更新事業，在都市

設計、防災、交通轉乘、無障礙環境等各方面

達到整體和諧都市環境。

　　在更新地區範圍內，最關鍵重要的更新

單元事業，應由政府(或更新專責機構)主動推

動，公開評選實施者，甚至給予補助以加速推

動。

四、鼓勵自力更新之政策

　　自力更新也是社區總體營

造的最好機會。透過社區居民

深入的參與規劃設計、營建施

工、權益分配，可以塑造出最

符合社區居民需要的社區。也

透過這種深入參與的過程，使

得居民深入交流，凝聚共識。

這是未來推動都市更新必須重

視的一個領域。

　　921震災後能在六年內推

動100個社區重建之經驗，是

台灣驕傲的成就，亦為世界各

國爭相觀摩考察之榜樣。未來

推動社區住戶自力更新，只要

參考921重建之機制，只要社

區住戶有心團結合作，必然能

有具體之成效。我們希望未來

能有更多的社區能採用自力更

新的方式推動更新。

　　當然要達到自力更新，如

果沒有政策、制度、資金、專

業各方面的協助，社區居民是

很困難實現的。參考921災後

重建及國外制度經驗，目前營建署研議辦理中

的自力更新推動策略包括下列：

●  補助重建更新事業：給予規劃設計、公共設

施興闢等各種補助，讓社區在規劃初期就可以

取得相關財務資源啟動更新事業。

●  補助私有建物整建維護更新作業：對於具

有歷史價值或現況尚佳而不適合拆除重建的房

屋，可以給予整建維護的費用整修外牆、更新

管線設備、增設電梯、開放空間整修綠化等相

關費用補助，以延長其使用年限。其補助額度

最高可以達整建維護費用五成。

●  配合信託機制提供低利融資：未來中央都市

更新基金或各縣市政府之更新基金應可提供融

資給自力更新之社區，但是為了保全實施之風

險控制，因此必須配合信託機制加以控管。

●  提供信用保證：由於更新會或社區居民並非

建商，沒有信用紀錄不易向銀行取得融資，所

以政府有必要提供信用保證，以利社區取得融

資重建。

陸、結語

　　目前全球的經濟情勢相當嚴峻，各國無不

全力挽救衰退的經濟。在經濟擴大內需方面，

都市更新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曾經估算過，全台北縣市已劃定的

都市更新地區如果全部開發完成，至少需要1

兆元投資，可創造3兆元以上的更新後價值。

這些投資不止對經濟與就業有龐大的幫助，也

讓我們的生活環境品質大幅的昇級，其產業的

重要性絕不下於任何高科技產業。都市更新的

發展是一條永無止境的道路，如果政府和民間

可以攜手合作，將可以創造新的未來。

透過都市計畫調為街角綠地，塑造舒適的公共環境（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更新案，丁致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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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環境影響評估之目的，依環境影響評估

法 (以下簡稱環評法) 第一條為：「預防及減輕

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

保護之目的。」。環評法係於八十三年頒布施

行，藉以建立環評制度，迄今已實施十五年，

期間歷經三次之修訂，以適應社會發展之變

遷、國民之期望，達到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

保護兼籌並顧，以及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

平衡，追求適合國民健康、安全、舒適之生存

及生活環境，以求世代可永續發展之目標。

　　為確保達到環評法之制定目的，於同法第

五條規定十一項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

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行為則於第四

條定義為：「其範圍包括該行為之規劃、進行

及完成後之使用。」；又對環境影響評估定義

為：「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

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

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

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

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影響

◎ 關鍵詞： 環境影響評估、政府政策、開發行為、政策環評、   

                  個案環評、審查結論

環保署第一、二、三、五、七、八屆環評委員、

台灣環境管理協會／榮譽理事長／李錦地

　　環境影響評估法自民國83年12月頒行以來，迄今已實施近15年，期間歷經多次修訂及頒布相關子

法、技術規範，已逐漸建立起完整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成為開發行為與環境保護間之平衡平台。

　　我國之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有兩種，一為政府政策環評，一為開發行為環評；兩者間目前尚無明確之

從屬關係或先後關係，惟就其精神而言，政策環評對相關個案環評應具指導性質。政府政策環評係由

政策擬訂機關編撰政策評估說明書，於報請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前，先向環保署徵詢意

見；開發行為環評則須分兩階段辦理，以開發單位為主體，第一階段編撰環境影響說明書送環保主管機

關 (依開發單位所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層級) 審查，決定通過、有條件通過、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

評或認定不應開發。

　　我國目前之環境影響評估執行以個案環評佔絕大多數，其中近八成為有條件通過環評審查，且審查

結論要求有日益嚴格之趨勢。本文藉由對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回顧，讓閱讀者瞭解我國環境影響評估

制度之精髓及審查趨勢，同時檢討實際執行所遭遇之問題，並提出改進之建議，期展望於未來可有更公

正、客觀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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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工作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審查、追踨考核等程

序。」

　　據此，環評之功能在於對開發行為全程掌控，其範圍涵蓋事前之預防

以至事後之追蹤、考核，其評估內容須包括開發行為影響所及之各項環境

現況調查以及預測評定，而其審查則須經公開說明以及公開審查。評估工

作分二階段實施；環評分類則有開發行為 (即慣稱個案環評) 與政府政策 

(亦即政策環評) 兩類。

　　本文將首由政策環評，次就個案環評，自八十三年環評法公布以至

八十五年各項子法及相關法規齊備及制度正式運作後，加以回顧及展望。

於回顧中將納入對環評之認知，展望中將包含因應。

壹、政策環評

一、定義

　　政策環評之定義於我國環評法中與開發行為定義中之環境影響評估除

內容雷同外，餘均有異。其差異在於政策研提機關作成之評估說明書係僅

〝應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即徵詢環保署之意見，而環保署作成之審

查意見，除函送政策研提機關參酌修正其評估說明書外，該審查意見並作

為審查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之參考基準。故環保署在政策環評之權責在

接受徵詢，作成之審查意見則供政策研提機關參酌修正其評估說明書，以

及開發行為環評之參考基準。此與個案環評審查結論可約制其開發行為差

異至鉅。

　　一般對政策環評之簡單定義為：策略環評(SEA)為策略行為之環境衝擊

評估。策略行為含一項政策、方案或計畫(PPPs)。

二、目的

　　促進永續性發展、依循國際環保公約、合理資源配置及運用、推動總

量管制、界定環境承載力、提出以環境影響為主要因素之各種政策替代方

案，用以規範政策內個別開發行為之環評。

三、功能

(一)政策制定整合環境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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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家或地方決策中，有關經濟、

財務或貿易政策所策訂之發展計畫，政

策環評之製作可避免自然資源資產之被

過度利用，亦可就發展計畫對環境可能

造成不利影響之來源及原因加以評估及

預測，而將避免或減輕環境不利影響之

因應策略，以及環境保護目標，尤其是

環境永續性，整合於各上位發展計畫之

決策中。

(二)提出累積性及大尺度之環境效應

　　各開發行為或開發計畫界定之評估

範疇較狹窄，難以有效涵蓋其所波及之

附加行為或多種行為或延伸行為，以及

眾多較小規模之開發行為因無須實施環

評，而累積成為大的影響等。於此，政

策環評可作為早期預警系統，提供預測

及管理各開發行為或眾多小規模開發計

畫之累積衝擊。其功能甚或可及於大尺

度之環境效應，即全球、跨國區域及地

區尺度、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流

域、以及湖泊等。

(三)強化開發行為計畫階段之環評

　　個別開發行為之環評常缺乏整體環

境之考量、替代方案之提出等，政策環

評則可提供已納入整體環境考量之基本

完整要項及資料，以及替代方案、環境

可行性分析，使個別開發行為相互間具

有共同之邏輯性，節省個別製作環評之

時間，增進其執行效率。

四、實施概況

(一)依據

環境基本法

第三條：

基於國家長期利益，經濟、科技及社會

(四)政策環評之評估項目

1.環境之涵容能力

2.自然生態及景觀

3.國民健康及安全

4.土地資源之利用

5.水資源體系及其用途

6.文化資產

7.國際環境規範

8.社會經濟

9.其他

(五)政策環評之範圍

1.地域性：指涉及台灣之局部範圍者。

2.全國性：指影響涉及台灣普遍之環境負

荷或跨越省市範圍者。

3.全球性：指涉及國際性環境保護公約、

影響擴及台灣以外或越境處理、跨國輸送

及相關輸出、輸入者。

(六)政策環評類型

(七)政策環評作業程序

政策名稱 政策細項

一、工業政策
工業區設置

能源密集基礎工業政策

二、礦業開發政策 砂石開發供應

三、水利開發政策 水資源開發政策

四、土地使用政策

高爾夫球場設置

農業生產用地及保育用地大規模變
更作非農業使用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變更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範圍變更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僅適用於面
積10公頃以上者）

五、能源政策 能源開發綱領

六、畜牧政策 養豬

七、交通政策 重大鐵公路發展

八、廢棄物處理政策 垃圾處理

九、放射性核廢料處理  

      
政策

核能電廠用過核燃料再處理

1.地域性：指涉及台灣之局部範圍者。

2.全國性：指影響涉及台灣普遍之環境負

3.全球性：指涉及國際性環境保護公約、

影響擴及台灣以外或越境處理、跨國輸送

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但經濟、科技

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

危害之虞者，應以環境保護為優先。

第四條：

國民、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共負環境保護

之義務與責任。

環境污染者、破壞者應對其所造成之環

境危害或環境風險負責。

前項污染者、破壞者不存在或無法確知

時，應由政府負責。

(二)作業法規訂定

1 .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要點 

(89.12.20停止適用)

2.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

3.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

4.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

(三)應實施政策環評之政策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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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等。

● 應積極輔導工廠利用已開發之工業區

或閒置之工業用地，以減少開發工業

區，避免對環境生態產生破壞。

2.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政策評

估說明書環保署意見如下：

● 水資源管理策略，應以控制需求為基

礎，並據以提出具體執行目標與措施。

● 應建立各標的合理用水量分配機制，

加強不同標的用水之機動調度，並將都

市污水處理納入區域水資源再回收利

用。

● 針對既有各標的水權量及實際用水

量，應即刻進行系統化供需評估分析，

其可節餘水量，由政府回收再分配或制

度化轉移，供其他標的利用，以達最有

效之水資源合理利用。

● 應加以驗證及修正用水量推估模式；

各標的用水量應充分反映產業型態，並

(八)審議流程

(九)案例

　　政策環評制度實施至今，已有經濟

部工業局之「工業區設置方針」、經濟

部水利署之「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

「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縮編」及行

政院體委會之「高爾夫球場設置」等實

施案例。

1.「工業區設置方針」政策評估說明書

環保署意見如下：

● 工業區劃設之區位，應避免使用環境

敏感區及限制發展區土地。

● 工業區之開發應優先考量環境特性及

環境涵容能力。

● 工業區之設立，應實施污染總量管

制；產生之廢棄物，應以區內處理為原

則。

● 工業區應朝生態化、資源化規劃，包

括生態綠地配置、水之回收再利用、廢

棄物之回收再利用、能源之節約及有效

應考量加入WTO後之產業調整。

● 應強化或改善既有水庫及相關設施之

管理，並建立集水區管理及監測系統。

● 水資源開發措施未來應積極就維護河

川生態系統加以考量。

3.高爾夫球場設置政策評估說明書

  評估說明書特色：

● 依物理化學環境(四項指標)、生態環境

(七項指標)、社會環境(四項指標)、經濟

環境(二項指標)，分北、中、南、東四

區分別評定六方案之優先順序。

● 根據95年之需求推估及環境涵容條件

下，訂定總量管制。

評估說明書環保署意見：

● 高爾夫球場設置之總量，應以區域環

境涵容能力為考量。

● 依據調查研究結果，考量既有球場產

生之環境累積效應及區域環境涵容能

力，北部區域及中部區域於民國100年4

月底前不應再有新增設球場，未來是否

開放增設，應視該區域之環境涵容能力

再行檢討。

● 目前尚有二十三家球場違規先行開放

使用，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加強督導改

善。

● 應具體並完整說明球場設置及其環境

管理政策與目標、各項環境因子、球場

設置對台灣地區整體環境衝擊評估及預

防減低策略。

● 應加強球場有關之環境監測(如水體和

土壤污染總量管制、廢棄物處置、生態

系統之監測等)及管理部分(包括球場環

境管理行政管理架構)之政策說明。

五、結語

(一)政策環境評估對於空間或部門之政

策、計畫及方案，為整合環境考量之正

面且積極之工具，應用政策環境評估可

獲致避免環境傷害之環境利益，增加人

群整體福祉之社會利益及節省時間及經

費之經濟利益，政策環境評估同時可以

協助創造較好之地方或區域環境、協助

開發計畫環境評估更有效率，並使開發

計畫係基於永續之政策、計畫及方案。

(二)政策環境評估可考量直接、間接、

累積、加成及衍生效應，並事先界定

永續性目標，並支持系統性、參與性

及透明化之決策，就程序及技術之發

展而言，政策環境評估之步驟未來幾

年內仍將維持以篩選(Screening)、範疇

界定(Scoping)、影響評估(Impact As-

sessment)、監測(Monitoring)及追蹤考核

(Follow Up)為主軸，參與及諮詢為核心

之作業模式。

貳、開發行為（個案）環評

　　依本文前言第二段中對開發行為之定義，

可歸納出環評法為一程序法。其主要程序要素

涵括篩選、範疇界定、評估、諮詢與參與、審

查、監督與追蹤考核等程序。每一開發行為之

規劃、進行及完成後之使用，對環境造成影響

之評估均應經過並完成上述之程序，以認定是

否通過環評之審查。

一、篩選

(一)對於開發行為應實施環評，於環評

法第五條已正面條列工廠之設立及工業

區之開發；道路、鐵路、大眾捷運系

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等十一項。惟其

規模及範圍另有訂定認定標準，以供是

否應辦理環評加以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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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次就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

限制之區位替代加以篩選。

(三)再就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

關計畫加以界定，並就其可能影響是否

顯著或重大加以篩選評估層次。

二、範疇界定

(一)用以選擇合適之環境因子，作為環境

現況背景調查之基本要素。其界定程序

用於決定重要議題之範疇，並將相關利

害者之意見納入衡量。

(二)確認替代方案、環評項目，以及決定

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方法。

三、評估

(一)依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加以篩選，符合其認定標準

時，開發單位於規劃階段即應實施第一

階段環評，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簡稱

環說書），此為我國特有程序。

(二)於作成環說書經審查認定其影響為顯

著或重大不利影響之虞，應繼續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編製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 (簡稱環評報告書)。

(三)第一階段環說書被認定通過後，開發

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應繼續第二

階段環評者，亦需辦理公開說明會，並

需界定評估範疇。

四、審查

(一)環評審查為一級制審查，依開發行

為主管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屬政府層

級，歸屬其環保主管機關掌理審查。故

僅分縣市、中央各一級，無隸屬關係。

(二)審查主體：由環保主管機關設置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為審查主體，其

中專家、學者委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

之二。

(三)審查結論內容應涵括綜合評述，其

分類為：

1.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2.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3.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

4.認定不應開發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四)環說書或環評報告書未經完成審

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為開發之許

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環說書或環評報

告書經審查認定不應開發者，得另行提

出替代方案，重新送審。此項剛性規定

為我國所獨有，亦為環保為優先之具體

基石。

五、諮詢及參與

(一)環境屬全體國民所有，環境權已被

認為基本人權之一，故對環境因開發而

造成影響之評估作業過程，公眾應被邀

請或可主動公開參與。尤其開發場址影

響範圍所及之相關利害者，更應讓其積

極參與。

(二)環境評估作業中，環評項目及決定

調查、預測、分析及評估，包含生活、

自然、社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環境

或條件；其作業亦極具學術專業，故宜

有專業諮詢之機制。

六、監督與追蹤考核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作業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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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環評審查結果概況

　　開發行為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經審查結果，

自八十五年至今，有條件通過環評審查者計

598件，應繼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計77

件，認定不應開發者計67件。

　　以下就上列三項分類，重大開發行為案件

之審查結論做為範例，分別列述於下：

(一)認定不應開發者

東部鐵路快捷化計畫─北宜直線鐵路

理由如下：

● 本開發案興建路線山岳隧道34.1公

里，經過新店溪青潭、基隆河及雙溪等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雙溪、貢寮飲

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以及汐止市白雲

里康誥坑崩塌地特定水土保持區等環境

敏感區位，對環境具有重大不利影響。

● 本案鐵路行經台北斷層等九處斷層，

對工程安全及環境影響具有不確定性，

其對環境影響範圍、程度及其因應措施

未能確實評估說明。

● 本案雖自民國87年起進行三年之工程

調查及技術可行性評估，提出本規劃路

線，惟以沿線之地質構造、地下含水層

之分佈、含水層面及其水量雖有初步說

明，惟未予深入評估。因此對環境影響

亦未能掌握及因應。

● 本案宜蘭端考古遺址有頭城、頂埔、

福成橋、福德坑橋、下埔、二城、大竹

圍、奇立丹、份尾等，稍遠的有砂港

橋、淇武蘭、瑪璘、武暖⋯⋯等，如此

多之考古遺址均未予以深入評估，因此

對環境影響亦未能掌握及因應。

(二)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台灣地區南部區域瑪家水庫計畫：

　　本案經審查認定對環境有重大影響

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理由如下：

● 應再繼續深入調查評估文化遺址、古

蹟，並與有關機關、學者專家研商後提

出文化資產保存計畫。

● 應考量文化特質、社會經濟及原住民

感情等因素，專案評估遷村計畫，回饋

措施應具體並須經協商取得同意。

● 確實辦理民意調查，尤應充分反應當

地原住民之意願。

● 應評估本計畫上游集水區之原住民生

活型態、土地利用限制等社會、經濟、

文化問題，訂定因應對策，且將以往興

建水庫之處理經驗加以分析納入。

● 應詳細補充本計畫地區地質調查資料

（以斷層、背斜、抗壓力等），並評估

其對水庫工程及蓄水功能之影響。

● 本區為南台灣低海拔地區極為珍貴之

動物生態體系，有關生態資源保育計

畫(含河川、陸域)應以整體生態系為考

量，包括非保育類動物棲地之經營、維

護、管理等。

● 應評估魚道設置之可行性，並調查評

估訂出環保（或生態）基流量。 

● 應提出水資源規劃利用之替代方案，

並就地震風險、潰壩影響、淤積、使用

年限等，從技術、經濟、環境影響等三

方面評估及比較分析。

● 應評估潰壩時影響範圍及其因應對

策。

● 應評估水庫興建對下游地下水補注之

影響。

● 應評估水庫興建期間施工卡車對當地

交通之衝擊，另台22省道將因水庫興建

而淹沒，應先規劃連接道路，避免影響

當地交通。

● 計畫中各承諾事項，涉及相關機關權

責，應確定辦理主體、人員，且分析所

需之經費額度。

● 應就最佳水資源利用方式、地下水違

規超抽管制等方面提出本計畫替代方

案。

● 應就輸砂量變化、河川沖淤，評估本

計畫對河口地形之影響。

● 應就上游土地利用現況評估水庫入流

量。

● 應提出集水區內現有垃圾、未來垃圾

之貯存、處理方案，並評估設置小型焚

化爐之可行性。

(三)有條件通過環評審查之條件

　　依上述統計，有近八成之個案環評

為有條件通過環評審查，由於通過審查

的條件林林總總，依個案特性及開發區

位而異，故僅舉例道路工程及科園開發

計畫，綜合整理其審查結論並列述如

下：

道路計畫 (綜合整理)：

　　由於道路計畫屬線型開發行為，依

道路等級、拓寬或興建、所經地區〈都

市、郊區、山區、平地⋯〉之不同而有

很大之差異，因此審查通過之條件不盡

相同，並無明顯之共通性。大致包括：

● 對保育類生物應有完整保護對策和降

低干擾措施。

● 應採用原生植種進行沿線之植生。

● 應清查及記錄拓寬段之行道樹，並妥

善移植。

● 橋梁造型應與周遭環境融和，並採行

生態工法。

● 相關文化資產保護事項，如：施工前

全線補充調查、施工前針對特定遺址進

行試掘或搶救⋯等。

● 設置相關隔音設施。

● 應依照「施工工地非點源污染最佳管

理作業(BMP)規範」確實辦理。

● 於細部設計階段，須再進行更詳細之

地質調查，並研訂妥善之施工方式，以

避免潛在之地質災害。

● 隧道施工宜採水泥系灌漿，避免藥液

灌漿。

● 基礎穩定分析及安全排水設計，應確

實依水土保持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 棄土應朝資源再利用加以規劃，並妥

善規劃施工中運輸車輛之路線及交通管

制措施。

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計畫 (綜合整理)：

　　國內已通過環評審查之科學工業園

區包括：台南、高雄、銅鑼、竹南、台

中、虎尾、后里、宜蘭⋯等，檢討其審

查結論發現有日趨嚴格之趨勢，近年來

主要之審查通過條件綜整如下：

● 應於營運2年後提出放流水總氮限值與

總磷操作之執行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

審查。

● 基地內公有建築物及廠房建築應取得

綠建築標章或依綠建築指標進行規劃設

計。

● 應進行健康風險評估或追蹤管理或流

行病學調查。

● 區內高科技業製程用水回收率達85%

以上、全區用水回收率達75%以上。

● 放流水水質之生化需氧量(BOD)應降低

至10mg/l以下。

● 訂定用水總量、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



140 │No.84│ October, 2009 

2
工
程
論
著

2
工
程
論
著

No.84│ October, 2009 │141 

　　其次，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或

受託作業專業顧問亦均須體認上述環評制度之

剛性規定，以及公眾參與無可迴避之法定程

序，亦宜以誠心、耐心面對訴求或爭議，確實

解決或充份提供正確資訊，以彌平爭議。

　　最後，審查者於審查過程中，其審查皆當

以專業經驗就環境影響之預測分析、評定結果

加以審視，亦應儘量以審議規範為基礎，使開

發行為之環評作業有其基本之依循。

　　綜合以上，如環評程序中各方參與者皆於

本維謢我國既有環評法規及機制，使能順利運

作，有朝一日必能使環評制度成為社經發展與

環境保護兼籌並顧之衡量平台，達到確保世代

可永續發展之目標。

(依園區不同而有不同)；發揮性有機氣

體(VOC)由其他園區減量抵換。

● 若需使用農業用水，國科會應協調農

委會，因應處理農地休耕水權調用、休

耕補償標準等事宜，並由開發單位責成

區內廠商負擔補償費用。

● 除計畫當地外，亦需於影響範圍之鄉

鎮或村里舉行公開說明會。

 

參、問題探討

　　由以上無論就政府政策及開發行為分別於

八十九年及八十五年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結果加

以整體審視，皆遵循八十三年所公布之環境影

響評估法、施行細則及相關標準、辦法或規範

等加以運作，並已具相當成果。環境影響評估

制度已紮實植根，成為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

保護相互衡量之平台。

　　雖然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結果，係期望達

成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能兼籌並顧之功

能，但實際運行過程仍爭議不斷，尤其於審查

程序中重大案件常引起社會矚目之抗爭，以及

各方之角力，致審查結果難達發展與環境兼籌

並顧之功能。探討結果有下列各項問題：

(一)環評審查結果可不同意開發，此固

然落實環境保護為優先之設計，然亦使

環評審查成為重大開發案得否開發之決

策者角色。

(二)環評之審查主體為環評委員會，其

三分之二成員為學者專家，結果將環評

為開發與否之決策者角色，移轉至委員

會之各學者專家、委員身上，因其占有

三分之二之多數。

(三)由於具有上述二項結構性機制，使

開發行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須克盡

環評法所課以應負作業過程中，於公開

說明會中對相關利益者所訴求問題之解

決，或相關團體對開發行為需要性之充

分說明，尋求支持，而將其爭議集中於

環評審查程序。

(四)開發單位缺乏正確認知，認為環評

作業僅為獲得開發許可過程之一書件，

未予認真對待民眾訴求、非政府組織之

溝通以及實際環境不利影響減輕之誠心

作為，結果使訴求者失去信心，成為溝

通障礙。

(五)環評受託作業之顧問公司作業品質

或報告之完整性未盡如所預期，尤其如

有瑕疪，可使訴求者舉證存疑其正確

性。

 

肆、展望

　　環評制度為國際環境立法所歸納之預防原

則，從1970年代人類與環境以及1992年里約環

境高峰會宣言所濫觴並再次確立；世界各國自

1970年代開始皆以立法強制開發行為必須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有異於衡量重大開發計畫之技

術、經濟或財務可行性之以規範或學理、模式

之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為國家立法所要求必須

依法實施之制度；其次，公民參與原則亦為行

政程序法所明定，更為環評法所必有之參與程

序。所有開發行為或政府決策均應正面應對，

方能以積極態度解決審查過程中所提出之各項

訴求或爭議，尤其以我國特有環評否決權之機

制，更應如此。

參考文獻

1. 黃光輝，(91.10.21)“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

剖析”環保署主辦、台經院執行，環境影響評

估研討會專題演講

2. 劉宗勇，政府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劃與相關問

題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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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且此風險又將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時，雙方

當事人通常很難經由另行議約方式，達成損失

如何負擔之共識，此時透過第三者之介入，以

爭議處理方式解決，已是必然的發展。

　　然公共工程於採購發包階段，在有限的期

程內，機關內部未必具備充分法律知識或擬定

法律文件之能力，往往無法將採購招標文件、

契約文件與圖說完全整合，且有遺漏、矛盾、

衝突及各項契約風險未能明確劃分等情事，此

往往是工程契約發生糾紛之癥結所在；承包商

基於商機與商業關係考量，對於契約未明確規

定的部份，多採較消極、被動的態度，未必能

　　公共工程於訂立工程契約時，除應循民法及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外，如何針對個案特性，將契約風

險具體列舉，以排除模糊之法律關係，可將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條件及評價方式明確化，使履約爭

議大幅減少。此外，就採購機關加強公共工程之有效推動，可設計並善用加速、減速、控制、停止、

終止及解除等機制，以提升契約可執行力，如此自可創造機關與廠商之雙贏局面。

壹、前言

　　當工程發生非預期事件，且此事件將衍生

工程推動困難，而致生經濟損失時，契約的功

能就是在指派何造當事人須負擔此損失。如果

契約並未明文指派此非預期風險應由何造負

擔，兩造乃須就此風險分配問題另行協議，否

則工程爭議勢所難免。特別是倘非預期風險所

造成的經濟損失金額龐大，已非一方當事人獨

立所能負擔時，該方當事人甚至可能考慮以違

約方式，減少損失；換言之，該當事人倘繼續

履約所造成之損失要比因違約所生之損害賠償

還要高，他方當事人自然難以期待該當事人願

繼續履約。倘此種非預期風險又屬於漏未分配

◎ 關鍵詞： 公共工程、契約管理、工程法律、法律經濟

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謝定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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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趨於一致之表示，在自由原則之下，當事人

自可在不違反法律上強制或禁止規定之前提，

自由約定當事人彼此之權、義。大體上，機關

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廠商則

有履行所承攬事項並使其達到要求標準之義

務，此外，如條款中訂有「機關“應”、“不

得”⋯⋯」及「承商“應”、“不得”⋯⋯」

等，即屬兩造依意思表示一致而須負擔積極性

及消極性之義務；訂約當事人有義務盡一切努

力履行契約約定，稱為契約「嚴守原則」（Pac-

ta Sunt servanda），方可係使契約履行順遂。

機關依契約關係所賦予之權利，常涉及對承商

指揮、督導、控制、獎懲、指示等內涵，相對

地，承商則尚有向機關就其工作成效負責之義

務，但實無任何實體上或程序上之權利可言。

也許承商僅能在不作為或作為中選擇之權利，

此實係超越契約之先天性權利，亦非契約所賦

予。

在投標前一一向機關澄清。況此種澄清也造成

備標成本提高，故因契約疑義或風險分配問題

所衍生之爭議，容易滋生。而機關方面，因具

有擬定招標文件與契約文件之優勢，在不經一

事不長一智的磨練下，逐漸將保護採購機關或

控管國庫支出，當成工程契約所欲達成之目標

之一，雖契約公平合理化的努力持續不斷，但

因三級品質、勞工安全、估驗計價方式、預算

變更程序、變更設計程序、單項計價原則、土

方管理、外勞管理、進度/計畫審查程序、工期

展延原則、機關協力義務內容、數量差異處理

方式、竣工程序、驗收標準等加諸在工程契約

之要求或規定，使得工程契約同時要達成非常

多元化的目標。工程契約已經不是單純的將工

作物按圖施工完成，關於履約的方式與內容，

已經有許多明示或暗示的限制，對於不熟悉公

務程序之民間廠商而言，幾乎不可能順利如期

完工。

　　機關受制於行政部門的協調要求，只能把

這些外部的要求加諸在承包商身上，一句「須

符合其他相關法規要求」，就可以把任何兩造

所忽略的外部要求在契約內部化，承包商幾乎

無法合理控管其風險。而機關又何嘗願意承擔

此部份風險，畢竟連機關本身也未必能在締約

時確認所有的契約風險為何，而愈是複雜的風

險，就愈能經由模糊、籠統或概括性的契約條

款，將風險分配予承包商，這種情形下機關何

愁將工程契約朝完善與合理的方向改變？機關

握有廠商之各式保證書/保證金，遇有爭議之

處，可先求自保，令承包商盡一切努力求償。

更甚者，機關拒絕接受調解建議、迴避仲裁，

而堅持以民事訴訟解決工程爭議，無論訴訟結

果何方勝訴，機關非但有訴訟判決為保護，在

時效上也永遠居於上風。在這樣的互動下，國

內工程契約之發展自然顯有進化緩慢之困難，

自是可察。

　　但究其根本，契約是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

係，在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原則下，只要契

約不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或有背於善良風俗與

公共秩序，則屬有效，當事人自應恪遵之。

又，訂立委託契約之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機關

和承商均能藉明確之條款約定，達成契約之雙

務目的，故宜循所有可能途徑，規避履約爭

議，以減少此種無謂之效益減損。

貳、採購機關如何面對工程風險分
配問題

　　以物價波動的風險為例，為了解決公共工

程發包問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訂「工

程採購契約範本」，將調整工程款之各種指數

門檻均降為百分之零，但此種作法反而可能徒

增麻煩，物價門檻一旦調整為零，倘遇原物料

微幅變動，兩造必須持續性的變更契約價格，

增加行政作業費用。但如果指數門檻太高，遇

到大幅變動的物價，廠商又需要承擔過大的風

險。在物價下降時，指數門檻為百分之零，導

致廠商觀望，猜測會不會還有更好的條件，也

可能造成機關招標之遲延。因此，理性的思考

如何設計合理的採計門檻，針對物價上漲的風

險合理分攤（不包括下降部份），應是設計工

程契約之核心問題。工程契約之履行是否順

利，除外在因素（如天災、人禍、事變），多

由當事人所主觀掌握，睽其大要，略有三個層

面之課題頗值玩味。

一、權利義務關係之平衡性

　　政府採購法第六條規定契約之訂定應以維

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機關在擬定契

約相關文件時，應將該等權利義務的執行條

款列入契約主文中。契約既是兩造相對，意

　　廠商的義務包括作為義務與不作為義務。

例如掌握進度就是作為義務，而惡劣天候時

必需停工就是不作為義務。但原則上，甲方

要規定廠商違反不作為義務時必需接受處罰，

這點就有疑問。因為許多不作為的事物，其性

質並不一定是屬於義務，或者說義務性很低。

例如，甲方規定廠商不得選任不適任之協力

廠商。仔細分析這個要求，若要作成相關之罰

則，那就表示甲方一方面以低價決標，另一方

面又限制了廠商選擇小包的權利。如果發生問

題，甲方又可以推托說契約又沒有要求廠商必

需選誰。因此，個人的見解是這種不作為的選

擇，除非屬於重大事項，否則應該是廠商先天

的權利所在，甲方不得任意剝奪或要求廠商放

棄。

　　政府採購法施行後，公共工程契約中諸如

以往部分不公平條款，仍多有存在，如「業主

要求趕工，趕工費由承商吸收」、「業主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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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延長工期，承包商不得要求任何補償或費

用」、「任何災害造成之損失均應由承包商負

責」、「停工之損失概不補償」，或者承商履約

時，各種施工缺失，機關給承商改善限期太短，

承商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又如，許多品質管理條

款放任甲方工程師太多裁量空間，使得廠商的工

期受到影響等。由法律角度言，以契約轉嫁風險

及責任於承商身上，自有其正當性理由，此亦為

契約自由之真諦，固可減輕機關及承辦人的風險

或責任，然由實務面言，於一面倒的契約仍有違

反公序良俗或涉及權利濫用，違背誠信原則之

虞，且基於「嚴守原則」，不得任意主張有損於

完成契約的任何事物，故以形式上、程序上的要

求去侵害實體上契約的履行，有違民法一四八條

「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

人為主要目的」之規定。甚而，此亦常成為廠商

偷工減料、逾期、違約，甚或倒閉、放棄契約之

藉口或原因，若最後仍需由機關來收拾殘局，而

品質、工期或成本之落差傷害政府威信，實為得

不償失。

　　公共工程契約有其特別背景與性質，當事

人必需在訂約時，基於「誠信原則」與「嚴守

原則」，將有關限制對方權利與加諸對方義

務、減少我方義務與增加我方權利之約款，特

別與對方達成更高程度的共識，否則，不特有

契約合意之推定，容易產生糾紛，不利契約執

行。

二、契約條件之明確性

　　民法第一五三條第一項規定：「當事人互

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

約即為成立。」，可知契約並無須以一定方式

（如書面或口頭表示）為之，即雖未有書面

文字之表示，仍不得即否定契約之成立與生

效。又民法九十八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

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

句。」，故關於契約條件之理解仍以當事人間

之真意為據，而文字或他種形式僅為呈現此真

意之對抗要件。

　　汽車買賣時，甲買乙的車，當銀貨兩訖時，

契約已經完成，如果還沒有去監理站過戶，而乙

若仍主張車子歸其所有，自無理由。因為過戶登

記僅為對抗要件。缺乏對抗要件時，甲就有義務

提出成立生效的契約去主張權利。

　　相反的，不動產買賣的戶政登記就是生效要

件，非登記名義人就不是法律上的所有人，沒有

例外。因此，書面契約只是一種對抗要件，意思

表示之合致才是成立生效要件。如果沒有書面契

約，只是負有舉證契約存在的義務，不會因為書

面契約不存在，而影響契約上的權利義務。但有

例外。

　　此種情形常為一般人所不知或誤解，不可不

查。然而，若僅以對話為要約者，非立時承諾，

即失其拘束力（民法第一五六條），工程契約條

款常涉及繁複之工作內容，在執行的過程中，若

無明確文字傳達甲、乙雙方的關係及應盡之權

利、義務，將產生許多糾紛甚至衍生違約賠償問

題，故立時承諾之意思表示涵蓋內容實係何指，

仍賴雙方依書面之各項契約條件，加以認定。

　　「契約條件」是指兩造為達成趨於一致的意

思，而必須互相滿足之事項，常涉及契約履行之

程序問題，但非以此為限，例如付款辦法、計價

條件、扣款方式、甚至獎勵條件；而承商提供之

服務也有因為各種情事造成工期、服務品質、服

務範圍、材料選用、停工原則、解約原則及爭議

處理等程序之設計；又如契約中之文件、圖說、

施工規範、補充說明、特別規範等，若發生牴觸

時，其適用原則之準據，皆屬之。凡此，為達契

約履約目的，而必須設定的相關條件以雙方實體

上權利、義務關係的程序，皆有其必要性，而其

重要性與承攬之標的實可相提並論，毫不遜色。

三、評價方式之合理性

　　契約條件之訂立，需雙方共同的認定才能

有所確知而據以履行，而認定標準卻常流於

主客觀之辯言也，是為契約條款之「評價方

式」。例如到達估驗期限時，承商如何提出請

款內容，機關係根據何種客觀上或主觀上之標

準以認定其提出的請款金額是在程序上及實體

上合理且必須支付的？又如，契約中訂有提前

完工獎金規定，若承商自認已達提前完工之條

件，則機關須根據契約酌給獎金，其提前完工

之認定標準為何，究竟承商提出的工期是否可

為機關所接受？顯然，如果機關援引一些空

泛、不合理的評價方式（例如謂「須上級同

意」）來認定工期是否縮短，則自因未獲上級

同意，而使獎勵條款形同具文，如此之獎勵制

度過度充斥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而任由單造恣

意解釋，其意義有限。循此例，吾人除了需要

以獎勵條款之設置以激勵承商外，尚必須認真

確立合理的評價方式，方能使契約原意得以踐

行。

　　評價方式須以書面、可衡量之表述方式及

程序，始堪稱可行。如估驗計價時，機關可約

定承商需準備之資料有計價單、施工照片、網

圖、施工日誌等資料，若缺其中一項資料，得

要求承商限期補件，否則得不予計價或延期計

價；再如履約保證金可依履約進度分期發還，

並訂定分期發還之客觀條件及比例。如此，條

文清晰明確可為兩造所預見、確知、認同者，

才可使契約上權利及義務之履行皆循原意之軌

道上運行，自可避免爭議產生及順利達成工程

目標。

參、工程契約納入有效率之控管機制

　　機關業主在契約關係中係採主導地位，

而廠商實為機關完成專案（即採購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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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提昇；如當承商所提出價值工程、

工法選擇等事項，在不減少原有功能情

況下，可為機關節省預算、提升品質或

提早完工時、或能即時發現原設計疏

失，對工程確有重大貢獻者，機關可自

所節省預算或自工程管理費中提撥一定

比例之金額，作為承商之獎勵，或者考

慮可以將廠商的「罰款」為範圍，做為

後續激勵之用，則承商自然會盡力為機

關構思最佳模式。

　　獎勵的方式不限定於發放獎金，其

他如頒發獎狀、獎牌、提高預付款比

例、優先承攬權、公開表揚、縮短計

價時程、提高估驗款比例（減少保留

款）、推薦參加優良廠商評選、優先參

與議價及比價、投標資格審查放寬、押

標金或保證金比例降低等等皆是良好之

獎勵模式；惟須研訂獎勵辦法，將辦理

評鑑單位、評鑑委員、評鑑時機、評鑑

內容、評鑑標準、評鑑項目及配分、檢

查點選取原則、程序及結果處置等事項

訂明，才不致流於空有獎勵之名，而無

獎勵之實。

(二)懲罰措施

　　訂立罰則是另一項有效的加速作

為，在契約中對於承商應遵守的規範、

不得有如何之行為或因廠商所致之不利

結果，如任意浮報工料數量、價格或添

加不當之設施及材料，浪費公帑、所派

任之工作人員於執行服務工作期間，未

善盡管理之責致延宕工作時程或未到場

執行任務、洩密及有強暴脅迫之犯行

等；如果有所違反時，則視其情節輕重

而施予處分。

　　政府採購法第一○一條訂有廠商的

媒介，僅具工具性而主體性色彩較低。契約條

款之訂定，如同駕駛車輛一般，除了駕駛人需

膽大心細，遵守交通規則外，更需交互運用加

速、減速、控制、停止、終止及解除等機制，

以預防或消弭錯誤，在交互利用契約條件及評

價方式之合理性概念，達成機關與廠商雙贏的

目標。

　　就公共工程採購言，契約控管機制係架構

於民法及政府採購法下，於履約過程中，提供

積極控制或消極應變所應採取之互動措施，如

在契約順利履行狀況下，部分措施或機制則無

須啟動，然在雙方對履行結果有期望不同、認

定不同，或期望、認定不同之虞時，可藉由契

約控管機制強化義務履行之拘束力與執行力。

即使在契約正常、順利履行狀況下，契約履行

控管機制仍有助於實現契約或提供實現可能之

有力擔保。因此契約控管機制乃附加在契約上

具備引導廠商，甚至制約廠商之一種契約條

款。此等控管機制，闡述如后：

一、加速機制

　　此謂加速機制，係於契約中訂定某些條

款，使其導引承商有積極加強服務意願或消極

防止執行不力，在積極面是獎勵，而在消極面

則屬懲罰，分述如下。

(一)獎勵措施

　　傳統上，承商一般僅被動地就機關

所要求事項及合約內容施作，甚少主動

對機關提供建設性意見，若欠缺此建設

性意見，亦無責任，然依約執行，卻有

時非為對機關是最佳方案，於此情形，

對機關有益或必要事項，將因廠商欠缺

動機而流於散滅。若能在契約中設計獎

勵措施，則可使承商依其經驗或專業知

識，構思最佳工法或採用新機具使工程

違法情事，罰則處分的對象包含廠商、

分包廠商、連帶保證商及共同投標商，

處分的方式一般有限制投標權、致警告

函、更換人員、罰款、暫停給付估驗

款、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終止或解除契

約等；對於影響機關權利（益）或造成

機關之損失者，承商應負賠償責任（政

府採購法第六十三條），另涉刑法責任

者，則依刑法規定審理。

　　惟需注意訂立違約規定固然是有效

的加速作為，然契約條款是相對性的，

不但可約束承商，對機關亦會造成某種

程度之拘束，如「承商履約品質不符合

契約規定，『得』通知承商限期改善或

改正。承商逾期未辦妥時，機關『得』

要求承商部分或全部停止履約，至承商

辦妥並經機關認可後方可恢復履約」。

其中「得」的運用較「應」來得彈性，

可使機關在運用管制機制上避免僵化，

但需避免機關人員迴避裁量而消極不

去做對廠商有利之處分（即不處罰廠

商）。

二、減速機制

　　工程進度超前固然是好事，然而若未經機

關查核，材料及施工品質是否確依圖說、規範

施作，不無疑慮；為免工程品質低落及產生糾

紛，便須於契約中訂立部分條款，以約束承商

的行為，令其依一定程序，循序漸進，確保機

關權益，這便是減速機制之訂立目的。

　　當契約履約期間有須經機關分段審查、查

驗之規定，承商應按規定之階段及程序報請機

關審核、查驗；須經機關審查項目主要可區分



150 │No.84│ October, 2009 

2
工
程
論
著

2
工
程
論
著

No.84│ October, 2009 │151 

材料試驗及施工查驗兩方面，在材料試驗上，

應要求承商提出材料送審計畫，規定材料檢驗

項目、檢驗標準、檢驗頻率、送審時間、材料

檢驗表單等，如檢驗不合格者，應令其立即運

離工地；在施工查驗方面，如主結構體配筋、

灌漿作業，或是拆模時程控制，機關監督人員

發現承商未按規定報請審核、查驗，而擅自繼

續次一階段工作時，得要求承商將未經審查、

查驗及擅自履約部分重做並對於該階段進度，

不予計價，若因此使機關遭受損失，則須負賠

償之責。對於履約品質不符合契約規定，亦得

通知承商限期改善或改正，承商逾期未辦妥

時，機關得要求承商部分或全部停止履約，至

承商辦妥並經機關認可後，方可恢復履約。其

他如施工計畫、施工網圖、監造計畫、品質管

理計畫、安全衛生計畫、土方棄運計畫、環境

保護計畫及變更設計等，均須經審查核可，才

能進場施作，使工程進度、施工品質能依計畫

執行，確保機關業主之權益。

三、控制機制

　　契約之控制機制可以從人員、時效、保證

金及其他等四方面加以說明：

(一)人員方面

　　機關對承商實際參與工程之人員資

格、專長、專業資歷、證照、請假、休

假、異動及不適任情況均應予規定，並

賦予其權責，所有參與工程之人員均需

接受工地負責人之管理監督，工地負責

人則須代表承商對機關負責。對於所委

託之項目，如審核、查驗之資料，應有

相關人員簽證核可，機關再據以估驗計

價。

(二)時效方面

　　機關於承商履約中，若可預見其

履約瑕疵，或其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

者，應通知承商限期改善，此等時效情

事如規定承商提送工作報表、工程會

報、工地協調會、各種紀錄的時間外，

對於展期或額外費用之請求、承攬報酬

之請求、竣工通知、驗收及保固起算日

期之確認及提前完工使用之需求時程等

均須予以明確規定，以明責任。

1.展期或額外費用之請求：得訂明廠商

於事件發生後多久期限內，依一定程序

行使其權利，作用在於展期或額外費用

之請求，常使機關預算增加，且該等

事件有儘早解決之必要，若事件發生過

久，有使機關損害擴大之虞。

2.承攬報酬之請求：廠商因承攬關係所

生之報酬，其請求權消滅時效應依民法

第一九七條所定為兩年時效，若廠商超

過該時效再行主張權益，則機關得依民

法第一四四條主張抗辯權規定，拒絕給

付；機關有預算執行之壓力，若未規定

廠商請求時間，則可能因各種因素使工

程結案延宕數年，徒增困擾。

3.竣工通知、驗收及保固起算日期之確

認：由於工期均係計算至工程完工驗收

合格為止，應包含完成維護手冊撰寫、

竣工圖繪製，及完成操作與維修人員訓

練。

4.提前完工使用之需求：公共工程常因

政策或民意需要，而有提前使用之必

要，此時，機關應要求承商配合，並辦

理該部份之驗收及就此部份先行起算保

固期。然而，實務上因趕工可能增加廠

商施工成本，機關須於契約中載明廠商

趕工時之配合措施，以提高廠商配合意

願。

(三)保證金方面

　　契約中除了契約價金以外，依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

法」規定，尚有「履約保證金」、

「預付款還款保證」、「保固保證

金」、「差額保證金」等保證金，設

立該等保證金的目的是降低廠商低價

搶標、偷工減料之機會，確保契約或

履約相關事項能順利由得標廠商履

行。

(四)其他

　　其他在契約中所須訂明，較為重

要之控制事項有：

1.變更服務內容：機關保有增減或修

改服務範圍內容之權利，承商應依指

示辦理，對於契約變更指示執行方

式、承商契約變更建議書、契約變更

建議書之審查、契約變更之執行、爭議

期間工作之進行方式、契約變更價金程

序、工程期限等事項，雙方均須予以議

定，並完成「契約變更書」經雙方合意

後生效。

2.轉包與分包：政府採購法第六十五條

規定，得標廠商應自行履行契約，不得

轉包，施行細則第八十七條亦規定廠商

違反轉包之規定者，機關得終止、解除

契約或沒收保證金；因為轉包的行為，

使機關原先資格審查工作形同虛功，並

將原採購之履約義務轉由他人負責，自

不能允許。至於分包則屬現今社會分工

合作之正常現象，惟主要部分仍應由承

商自行履行，非主要部分則可由其他專

業公司協力處理，至於契約中如何明訂

何種服務項目屬「主要部分」，則考驗

機關對工程之認識程度以及其契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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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力；機關得審核承商所欲分包廠商

之名稱、經驗及分包內容，而承商對於

各分包廠商履約之部分，仍應負完全責

任，自不待言。

3.爭議處理：履約之爭議常肇因於契約

條款不明確、雙方認知不同、內容不公

平、服務範圍或程度不具體等情事，

雖然雙方都不樂見爭議發生，然百密中

難免一疏，對於爭議時之處理方式、程

序、管轄法院、適用法律、爭議期間工

期計算或估驗、無爭議部分是否繼續執

行及相關效力等均應訂明於契約中，並

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

平合理，本於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

決，以期雙方損害降至最低。

4.履約之品管、環保及工安：工程施工

過程容易對周圍環境有不利影響及產生

工安等不可預期之情事，所以，應規定

承商在履約過程中，依照契約及各種公

法上有關規範，嚴予控制履約品質，並

辦理自主檢查；對於履約場所或作業有

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承商應立即採取

防範措施；若不幸發生意外，應立即採

取搶救、復原、重建及對機關與第三人

之賠償等措施。

5.保密要求：承商應以機關利益為考

量，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契約內容有

須保密者，未經機關同意，不得將契約

內容洩漏予與履約無關之第三人，如其

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而洩漏或交付

關於採購應秘密之文書、圖說、訊息、

物品或其他資訊，並且因此而獲利或未

遂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九條規定

辦理。

四、停止機制

　　中大型工程執行的時間，往往需數年才能

完成，這期間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存在，非甲、

乙雙方所能完全掌控，如政策變更、天候影

響、機關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機關之其他廠

商承包契約相關履約標的之延誤、居民抗爭、

發生不可抗力之事故或是契約變更等，往往

造成工程無法順利進行而延誤或被迫停工。所

以，停止機制便是律定雙方遇有不可預期情事

時，該依何種程序停工及停工期間雙方之權利

義務為何。若停工非可歸責於承商，機關通知

承商部分或全部暫停執行，得補償承商因此而

增加之必要費用及酌予延長履約期限。惟須注

意停工期間達六個月者，承商得通知機關終止

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所以，機關應儘速排

除障礙因素，以免重行招標影響進度及預算之

執行。

　　由於停工係不可預期因素所造成，於契約

訂立之初，無法完全預判，此時可藉由雙方協

調，以書面訂立協議書，對於停工期間人員

管制、已進場機具及材料、工地安全衛生管

理、環境保護及開挖地區安全防護等事項應予

以律定權、義。停工期間仍應請承商對所委託

事項，依時紀錄，定時將各項表報送請機關核

備，俾利全案資料之完整性。

五、終止機制

　　終止契約，是指繼續性契約當事人之一方

行使終止權或雙方互為終止之合意，使契約關

係向將來消滅之意思，唯終止前雙方當事人仍

應依原有關係給付，其與契約解除係自始無

效者不同。民法第五一一條規定：「工作未

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此外，政府

採購法第六十四條亦規定：「採購契約得訂明

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

利益者，機關得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終止或解

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

失。」，因此機關得隨時終止契約，並得為一

部或全部，惟必須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

　　另外，機關可設定終止之事由（例如機關

於承商履約中，若可預見其履約瑕疵，或其有

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得通知承商限期改

善。承商不於期限內依照改善或履行者，機關

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當承商於該事由發生時，可衡量是否行使終止

權，以終止契約。所應注意的是，由於終止權

在法律上定位為形成權，一經向承商提出終止

意思表示後，該契約即已終止，終止權人不得

再撤銷其終止之意思表示，因此機關行使終止

權時，必須衡量利弊得失，慎重處理。

六、解除機制

　　解除契約是當事人之一方，因他方不履

行契約，而行使解除權，使契約效力溯及消

滅，以回復訂約以前之狀態。因此契約一經

解除，即自始無效，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

則變更為損害賠償及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此

時以為給付之一方得請求他方回復原狀，有損

害賠償請求權者，得請求他方賠償損失。若是

契約已經開始執行，雙方均已投下相當人力、

物力及成本，而契約必須以解除的方式來處理

時，對於損害賠償及回復原狀的認定及執行會

相當困難，且常是兩敗俱傷的局面。因此，除

非廠商有民法五○二條第二項「以工作於特定

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要素者」及政府採購法

第六十四條所定者外，本文期以終止契約之方

式使契約向後發生消滅效力為宜。如上所述，

一般契約中均將終止權及解除權並列同一條款

中，以保持機關決策時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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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公共工程之推動上，契約是約定雙方當

事人行為之韁繩，完備且公平之契約，將使

工程進行更為順利，契約管控機制運作有如拼

圖一般，當缺少任何一片時，便無法成為完整

的圖形，如此運作時，可能產生無法彌補的缺

憾；所以，機關應藉由本文所敘述這六種機制

彈性運用，有效約束承商行為。為達成契約目

的，在契約訂立前，機關應邀集具備工程、法

律、財經、採購專長及需求等相關單位對契約

條款加以研議，唯有依民法誠信原則及遵循嚴

守原則，將雙方權利義務公平合理措施，融入

契約內容，以契約條文明確傳達彼此之意思，

並藉由合理的條件與評價方式，確認風險分擔

原則，及適度運用加速、減速、控制、停止、

終止及解除等契約機制，以使契約條文具體、

完備，始能創造雙贏局面。

二、建議

(一)機關於訂約前宜邀集相關單位，妥

訂契約條款，適度運用契約機制，俾利

公正而嚴明地執行契約規定。

(二)積極上刑罰是犯罪之預防，其主要

目的是令一般人能避免侵害法益，消極

上刑罰是犯罪者之矯正，使其能回到社

會上重新做人，可是刑罰沒有誘導行為

人為正面行為之用意，對於工程契約當

事人之意義有限，故仍須採私法關係架

構更主動的引領工程作業人員，盡其心

智、能力來完成工程，達成目標，並注

意到雙方亦因此而受惠。

(三)政府採購法中雖訂有罰則，然僅能

消極地規範承商行為，對於契約當事人

沒有彌補損失之作用，無法使其積極

任事，機關則相對需付出更多心思來監

督承商，所以建議機關於權責範圍內，

可適度訂立獎勵辦法，提升承商服務意

願。

(四)近年來營建業對於工程合約中自身

權益的維護意識普遍提昇，且隨著工程

複雜性日增，契約文件也越趨複雜及龐

大，機關亦應制定契約管理之準則，以

促進各級承辦人員充分了解契約管理之

作業程序與相關權責，降低工程變更和

工程糾紛，以利任務順利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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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莫拉克颱風、重建工程、國土保育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范良銹

　　98年8月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地區，所帶來高強度及長延時

之降雨，重創中南部地區，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重大損失，也嚴

重毀損鐵路、公路、橋樑、水利、電力、觀光設施等公共設施。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為利各機關救災、收

容、安置、搶險，採取最有效率之作業方式，即時訂頒相關作

業措施，供各中央及地方機關憑以執行。並設立採購作業諮詢窗

口，指派高階人員負責，協助各機關處理相關工程、財物、勞務

等採購作業事宜，俾以加速各項作業之推動與進行。

　　莫拉克颱風夾帶的連日豪雨，不僅大幅改寫過去大家對中度

颱風的印象，所帶來的破壞更超越現有工程的技術設計規範，面

對這種重大災難，重建工作應有新思維與新作法，工程會因而檢

討既有審議作業，專案針對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作，擬定以安

全為首要考量，遵循區域重建綱要計畫相關原則及策略，且以國

土區域整體思維，評估各項工程之規模與工法之妥適性之審議機

制，並據以研提「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程審議作業要點」及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程推動及管控作業要點」陳報行政院，

經行政院核定後頒行，以落實執行工程審議及進度之管控與查核

作業；另本次風災原住民地區災情嚴重，考量主管機關行政院原

住民委員會並未轄有專責工程機關（構），工程會亦專案協助莫

拉克颱風原住民鄉災區設施重建工作之推動，以協助如期、如質

完成各項設施重建工作。

壹、莫拉克颱風災前、災後
相關處置措施

　　工程會因應莫拉克颱風來襲，針

對災前防災減災宣導、災中搶險、救

災及災後重建復原等工作，採取的相

關重要措施，略述如下：

一、颱風來襲前通函各機關，作好
防災減災及災害緊急應變工作

    莫拉克颱風來襲前，工程會於98年

8月6日即通函各工程主管機關督促所

屬立即辦理及補強相關防災、減災以

及災害緊急應變工作，並針對轄管施

工中之工程、防汛缺口、臨時擋水設

施及抽水設備，加強巡防補強並積極

清疏排水系統，以確保防洪安全，將

颱風侵襲可能造成的災損降到最低。

二、災中及災後快速搶救搶險措施

(一)通函各機關如何迅速辦理救

災搶險、搶修及復建工程

　　颱風來襲期間，工程會於

98年8月8日函請各部會及各地

方政府應即辦理事項包含：

1.優先以今年度之災害準備金支

應或以移緩濟急原則，依政府

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3款，及

第105條第1項第2款，辦理災後

救災搶險、搶修，以及災後復

建工程之規劃、設計工作，以

利復建工程及早完成設計及發

包施工。

2.復建工程經費不敷時，得依行

SUMMARY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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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頒訂之災害經費處理辦法等規定向

行政院請求補助復建經費。

3.各級地方政府辦理復建工程，若有人

才或專業不足情形時，可採遴選有國家

專業證照且有實務經驗之專案管理顧問

(PCM)協助辦理復建工程計畫之管理及規

劃設計書圖之審查等事項，工程會訂有

範本於網站可供下載、參考辦理。

　　莫拉克颱風雖因災害規模過於龐

大，既有之相關經費無法支應所需，而

由行政院各部會編列特別預算方式辦理

重建工程，並應需要擬定專案審議作業

要點，惟本函所提相關積極作法，對於

提醒各中央及地方即時展開重（復）建

工程相關前置作業，仍達相當成效，並

有助各部會於災後一個月內即完成莫拉

克颱風重建特別預算之重建內容之彙整

與經費之匡列。

(二)函釋各機關辦理緊急採購所依據之政

府採購法規定

　　為應災後各機關緊急辦理相關作業

需要，工程會於98年8月12日即通函各機

關，針對災害需緊急處置之採購事項，

得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3款所訂

「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致無法以

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程序適時辦理，且確

有必要」而採限制性招標者，應依採購

法施行細則第23條之1規定，就個案敘明

符合該款之情形，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核准。其得以比價方式辦理者，

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邀請比價對象得

為過去表現優良之廠商，或工程會建置

之優良廠商資料庫名單參考；另依採購

法第105條第1項第2款所訂如屬人民之生

命、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緊急危難，

需緊急處置之採購事項，機關辦理採購

得不適用本法招標決標規定，另得參照

「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規定辦

理。

(三)結合專家學者及技師公會力量，投入

搶救災及復建工作

　　災後重建工作，需要大量專業人力

之投入，工程會於98年8月14日將各技

師公會推薦建立之專業技師名冊送災區

各縣府及相關主管機關，視勘災、救災

需要參考該名冊徵調技師協助。同日並

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召開莫拉克颱風災

後復建策略討論會議，就行政程序面、

人力資源面、工程技術面、工程設計審

議面提出相關辦理原則，並於8月16日函

知各地方政府，以提升本次災後復建工

程之執行效率與品質。再於8月22日召開

「莫拉克颱風災損調查及工程重建策略

座談會」，邀集產、官、學界參加，會

議獲致之相關共識事項，提供災後重建

之參考。

(四)成立災後應變專案小組，因應災情研

商相關對策

　　98年8月11日起為因應莫拉克颱風重

創中南部災情之後續處理，工程會成立

災後應變專案小組，密集研商針對災害

搶險、救災及災後復原重建相關措施，

就行政程序面、人力資源面、工程技術

面、工程設計審議面等提出相關辦理對

策。截至98年10月2日止，共計召開專案

小組會議15場，會中重要結論與共識事

項，並即時透過相關行政程序，轉換成

政策與機制，適時提供相關機關參照辦

理。

(五)調查促參案件受影響情形，並提供協

助

　　自98年8月11日起，工程會針對促

參未簽約及已簽約列管且尚在履約中案

件（未簽約共計285案、已簽約共計211

案），逐案調查受風災影響情形，調查

結果顯示，受風災影響案件共計7案。目

前均暫緩辦理或停工中，俟災情程度確

認後，將協助主辦機關依約檢討辦理。

三、災後復原重建重要措施

(一)進駐行政院災後重建南部辦公室，協

助推動災後復原及重建工作

　　為應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作需

要，行政院於98年8月15日發布「行政院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組織規

程」，並指派工程會陳副主任委員振川

擔任重建會副執行長進駐南部辦公室，

陳副執行長於98年8月21日率工程會技術

處顏處長久榮進駐設於陸軍第8軍團之重

建會南部辦公室，展開災後復建重建相

關作業。

(二)參與災後緊急搶救及復建工程特別預

算審查會議

　　行政院於98年8月17日函請各中央

機關併地方需求提出特別預算，工程會

隨後於8月21日會同經建會召開災後緊急

搶救及復建工程特別預算研商會議，就

各機關提出資料完成初步審議並匡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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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並於98年8月24日函報行政院；後續

並分由經建會及工程會分就10億元以上

及10億元以下重建工程計畫進行審議，

函報行政院（主計處）彙整重建預算

案，再依程序送請立法院審議。

(三)及時發布修正採購法相關規定，縮短

採購行政程序

　　為提升重建事項採購作業之效率，

工程會於98年8月27日修正發布「特別採

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第6條，刪除「以

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者，除獨家製造、

供應或承做者外，以邀請二家以上廠商

比價為原則」之規定，亦即限制性招標

得邀單一廠商進行議價，另配合修訂並

發布「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

第2款辦理緊急採購作業範例」，作為各

機關辦理緊急採購時參考；98年8月28

日通函各機關有關「莫拉克颱風災後工

程採購及諮詢機制」、「如何提升採購

效率一覽表」，以提升各機關辦理莫拉

克颱風災後工程採購效率；8月31日修正

並發布「招標期限標準」，增訂第4條之

1，機關因應緊急情事，辦理100萬元以

上採購可縮短等標期；9月1日修正並發

布「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度實

施要點」，增訂各機關辦理需緊急處置

之採購，無需於招標前辦理招標文件公

開閱覽，可縮短招標流程，以期各機關

得以加速辦理災後工程。98年9月4日通

函請各機關辦理因應莫拉克颱風造成之

災害需緊急處置之採購事項時，應注意

效率、品質與清廉。

貳、加速重建工程審議機制－莫拉
克颱風災後重建工程經費審議
作業要點

　　莫拉克颱風造成中南部嚴重災情，夾帶之

雨量屢屢創下近年來之紀錄，為有效、迅速推

動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程審議，加速執行莫

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所列之重建工程，

政府應有新思維與新作法，工程會因而檢討既

有審議作業，專案針對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

作，擬定以安全為首要考量，遵循區域重建綱

要計畫相關原則及策略，並以國土區域整體思

維，評估各項工程之規模與工法之妥適性之審

議機制。並據以擬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

程審議作業要點」陳報行政院於10月2日頒行各

有關機關。茲摘錄作業要點重要規定如下：

一、提報重建工程作業程序

　　工程主辦機關應完整填具災害地點、災害

情形、致災原因、工程內容、分年經費需求等

重建、復建工程資料，遵循國土保育與復育、

區域重建綱要計畫相關原則及策略，依工程之

急迫性、合理性及效益性綜合評估後，排定優

先順序，提報中央主管機關，並副知重建會、

主計處及工程會，不得有重複提報、虛報及浮

報情形。

二、個案工程經費分配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或召開權責相符之專

業性、客觀性與獨立性之任務編組或審議會

議，秉持審查從速、程序從簡之原則，統籌辦

理提報機關所報重建、復建工程之計畫內容審

查，先行匡列經費，將審查結果依工程會規定

格式函復提報機關，同時副知重建會、主計處

及工程會。

三、簡化重建工程內容、經費及基本設計審
查程序

　　基於部分部會轄有工程專責執行機關，具

有一定專業能力，工程基本設計之專業審查權

責依經費規模分工如下：交通部及內政部全部

自行審查；經濟部及農委會5億元以下自行審

查；教育部2億元以下自行審查，其他部會5

千萬以下自行審查；前揭經費門檻以上之案件

基本設計專業審查，由工程會辦理。

四、具體揭示重建、復建工程規劃設計及
審查原則

　　應以安全為首要考量，遵循區域重建綱

要計畫相關原則及策略，並以國土區域整體思

維，評估各項工程之規模與工法之妥適性，並

遵守下列重建原則：

(一)尊重自然、順應自然，掌握致災原

因。

(二)評估重建規模的適宜性，合理分配

有限資源。

(三)重大山崩、重複致災或高度環境敏

感區域，考量分期、分階段辦理。

(四)涉及道路、橋梁、水利、水保等整

合性治理問題，以區域整合治理方式，

整體考量致災原因。

(五)水土保持設施、水利設施及道路橋

梁設施重建原則。

 

參、重建工程效率及品質管制機制

　　工程會為提升重建工程效率及品質，研訂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程推動及管控作業要

點」以為管制機制。並經徵詢各部會及地方政

府意見後，陳報行政院頒行實施，重點如下：

一、適用範圍

　　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辦

理之家園重建（包含生活重建及文化重建）、

設施重建（包含行政機關辦公廳舍及公共設施

工程重建）以及產業重建計畫所屬公共工程。

二、推動措施

(一)簡化計畫及審議流程：避免重複審

查，相關部會依其業管工程性質，設

定不同審查之金額門檻，自行負責所管

工程基本設計審查作業，以提升審議效

率。

(二)加速採購之策略

1.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先保留決

標。

2.採用統包方式辦理招標同時辦理設計及

施工。

3.採用適當分標同步施工方式縮短時間。

4.善用複數決標之機制分項決標予2家以

上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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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委託專案管理廠商（PCM），使其成為

主辦機關之分身，協助推動標案。

(三)縮短招標決標時程

1.因應緊急情事，依規定之一般期限辦理

不符合需要者，得縮短等標期。

2.免辦理招標文件公開閱覽之情形，直接

公告招標。

3.經第1次公告招標結果，無廠商投標或

無合格標之案件，改採限制性招標，邀

請過去表現優良之2家以上廠商以比價方

式辦理。

4.第1次公告招標結果，有1或2家廠商投

標而流標，或開標結果廢標之案件，依

原招標文件辦理第2次招標者，僅1家廠

商投標亦辦理開標。

(四)合理編列預算及底價

　　合理編列預算及訂定底價，避免發

生流廢標之情形。預算額度如有不足，

在不影響工程品質及功能需求之前提

下，調整工程內容或就重要之項目先行

採購。如仍不足，依規定在相關經費內

勻支、流用。

(五)招標流廢標之管控

　　重建工程招標如有流廢標之情形，

主辦機關應檢討原因，若無特殊原因

者，於1個星期內，重新上網公告。各主

管部會及地方政府成立專案小組，檢討

各相關案件之流廢標原因包括是否有綁

標等情事。

(六)工程停工或解約之管控

　　重建工程如有停工或解約之情形，

工程主管部會及地方政府應每月檢討停

工、解約案件，並研擬改善措施。工程

會每月針對未執行金額5千萬元以上工

程，召開會議檢討原因。

三、管控機制

(一)每月15日前，計畫主管部會召開「公

共建設推動會報」，檢討主管計畫執行

情形，並協調解決困難問題。

(二)每月底前，工程會將召開「公共建設

督導會報」，協調解決跨部會及通案性

問題。並提報「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推動委員會」。

四、管控重點

(一)採全生命週期里程碑控管，就工程標

案核定、規劃設計、發包、施工等重要

里程碑，訂定控管日期，全程掌握執行

動態。

(二)預算未達1千萬元之工程，應於立法

院通過預算6至8個月內竣工。

(三)預算在1千萬元以上未達5千萬元之工

程，應於立法院通過預算1年內竣工。

(四)預算在5千萬元以上之工程，竣工期

限由主管部會視個案情形訂定。

五、管控對象及原則

(一)中央自辦工程

1.分項計畫主辦機關檢核所屬工程執行情

形，如有落後，必要時應就轄管工程進

度落後案件召開會議，及時協調解決問

題。

2.計畫主管部會檢討計畫執行情形，並協

調解決問題。

(二)補助地方工程

1.地方政府就全年度補助預算數，配合

計畫預定進度及實際經費需求，妥為分

配。實際撥款時，各機關應先查明各受

補助地方政府提報之計畫實際執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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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經費（含地方分擔款）支用情形，

覈實撥付。

2.主管部會應就計畫型補助款之執行，

訂定共同性或個別計畫之管考規定。補

助款核撥原則規定如下：

(1)工作計畫核定後，依照計畫總經費先

行撥付 30%。

(2)工作計畫所屬標案決標金額占計畫資

本門預算 70%以上，再撥付計畫總經費

50%。（累計撥付80%）

(3)工作計畫完成（係指計畫所屬工程

標案列屬本方案預算額度已執行完成、

及財物、勞務標案或其他工作均已完

成），再撥付剩餘20%。（累計撥付

100%）

3.分項計畫主辦機關檢核所屬工程執行

情形，如有落後，必要時應就轄管工程

進度落後案件召開會議，及時協調解決

問題。

4.計畫主管部會及地方政府檢討計畫執

行情形，並協調解決問題。

六、困難問題之處理

(一)工程推動如有困難問題導致進度落

後，執行機關應於工程會管理系統填報

落後原因，主管部會公共建設推動會報

應按月追蹤檢討。

(二)主管部會公共建設推動會報協調處

理後，如仍未能解決，其屬用地、土

方、砂石、管線、環保、補助地方執行

計畫及民眾抗爭問題，提請各相關專案

小組協助解決;其他個別困難問題則提請

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協助處理。

七、加強辦理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品質查核

(一)為利提升整體施工品質，主管部會工

程施工查核小組應依「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組織準則及作業辦法」規定，查核所

屬機關及補助或委託辦理之工程規劃、

設計及施工品質及進度等事宜;並對於重

大落後或執行異常之工程，應優先進行

查核。

(二)中央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抽查主管部會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情形或實地

查核工程，並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

效考核作業要點」辦理查核小組年度績

效考核成績評比相關事宜。

八、執行成果公告

　　各項重建工程執行成果，由工程會建置公

開網頁，提供機關及民眾查詢。

肆、協助原民會解決人力不足問題
之後續推動策略

一、策略範疇

(一)由原民會成立原住民鄉災區設施重建

專案小組，並由工程會提供協助，統籌

協辦原住民鄉災區設施重建工作；並依

經建會「區域重建網要計畫」劃定涉及

原住民的7個分區，由原民會遴選專案管

理(PCM)總顧問統籌彙整原住民災區之設

施重建需求；另各縣政府亦可遴選專案

管理顧問，統籌彙整各縣災區設施之重

建需求。

(二)原民會遴選之專案管理總顧問應督導

協調各縣政府之專案管理顧問，並協助

各縣辦理原住民災區設施重建工作之審

查。

 

二、專案小組組織架構

(一)由原民會指派副處長以上層級擔任

專案小組召集人。專案小組成員包括中

央相關部會代表：原民會、內政部、工

程會、經建會、勞委會、營建署、公路

總局、水利署、水保局、林務局、文建

會。以及地方代表：包含受災原住民鄉

鎮之5個縣政府（南投縣、嘉義縣、高雄

縣、屏東縣及臺東縣）以及原住民鄉鎮

公所代表及災民代表。

(二)由原民會或地方政府遴選之專案管理

(PCM)總顧問，其角色定位屬於機關技術

層面的功能延伸，依法屬廣義之公務人

員，緊密與原民會及地方政府結合執

行機關業務。

三、具體作法

(一)專案小組召集人應定期邀集小組成

員及專家，召開督導協調會議。

(二)依原民會所提需求，辦理後續「基

礎設施重建計畫」、「家園重建計畫

（含生活及文化重建）」及「產業重

建計畫」中，涉及原住民鄉災區設施

重建之溝通協調，以及政府政策之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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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部落安全鑑定結果協辦部落重

建、遷建工作。

(四)原民會遴選專案管理(PCM)總顧問建

議方式

1.參考工程會網站公告之「莫拉克颱風

受災地方政府委託專案管理廠商(PCM)協

助統籌各項復建工程說明事項」，遴選

「原住民鄉災區設施重建」專案管理總

顧問。

2.如因緊急致無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且確有

必要時，得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

3款及其施行細則第23條之1規定，採限

制性招標，惟災區重建工程涉及土木、

結構、大地、水利、水保工程之整體性

考量，涉及技術整合層面極廣，原則建

議洽有能力且有意願之優良技術服務廠

商比價或議價，並考量邀請原住民技師

事務所或原住民技師設立之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以共同投標或分包之方式一同參

與。

3.技術服務費用之計算方式，建議採服務

成本加公費法計算核實議定，其費用可

參照「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附表四、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

務（不含施工監造）建造費用百分比之

範圍內委託辦理。

4.所需經費得從「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

別條例」特別預算項下，由原民會專案

提報行政院核定後支應。

伍、結語

　　台灣係多災害的海島國家， 921地震造成

山坡地土石鬆動，加以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影

響，頻頻發生極端性氣候（象）現象，造成台

灣地區幾乎每年均發生因颱風引起之災害。

莫拉克颱風24、48、72小時最大降雨量分為

1,583mm、2,215mm、2,542mm，均為台灣歷年

之冠，更已逼近世界極端值。

　　由於高強度與長延時降雨影響，加以山區

地面坡度與坡向交互關係加速導引水流匯集，

形成奔流走勢，造成土石流災變、橋、堤、路

崩損、堰塞湖潰決及相關複合型災害，災害型

態已由過去單純為洪水或土砂災害，轉變為崩

塌、洪水、堰塞湖，加計水、砂、土、石之混

合流動，過去工程整治優先的防災策略，已不

適用於現今氣候變遷之挑戰。

　　面對極端氣候（象）造成之災害威脅，未

來應妥善規劃保育、治理與調適等相關策略之

應用，而非僅以工程手段對峙自然力量。經建

會業完成「以國土保育為先的區域重建綱要計

畫」，並另依據環境敏感適宜性分析，將重建

規劃分區內之土地，劃分策略分區，並擬定相

關重建策略，未來應遵循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並本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之原則，降低環境敏

感地區的開發。

　　在工程執行面上，各機關應掌握致災原

因，因地制宜，以恢復其原有功能為目的；並

應確實考量保全對象、設施使用情形、地形地

貌改變後情況等因素，評估重建必要性或規模

適宜性，合理分配有限資源。並結合政府、專

業團體與民間團體之所有力量，積極作為，期

儘速而有效地完成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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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風災、橋梁、破壞模式、沖刷、土石流、復建原則

中華顧問工程司／橋梁技術中心／主任／王仲宇

中華顧問工程司／橋梁技術中心／正工程師／陳銘鴻

　　2009年8月6日莫拉克(Morakot)颱風於

花蓮市附近登陸，風災期間由於夾帶大量豪

雨，各地區連日累積雨量創以往記錄，釀成

中南部山區重大災害。近年來因山坡地開發

及天候變遷嚴重，一旦颱風侵襲出現超大豪

雨，即造成山坡地崩塌，大量土石及漂流木

伴隨洪水衝擊各河川橋梁，造成橋梁與道路

嚴重毀損，導致交通中斷，進而影響搶救及

復健工作。本文先對本次莫拉克颱風造成橋

梁毀損情形做一概述，進而彙整本次橋梁災

害之破壞模式，並統計各橋梁所具之土石流

及沖刷危害項目，提出道路橋梁災後復建原

則。此外並展示如何運用非破壞檢測技術對

受損橋梁進行災因之鑑識。此些成果可作為

未來學術研究與工程界從事橋梁設計及災後

復健工程規劃之參考，冀能提升橋梁因應土

石流及洪水沖刷之防災能力。

壹、前言

　　台灣地處亞熱帶季風區，屬海島

型氣候國家，每年常有颱風侵襲、季

節性梅雨、東北季風等鋒面所帶來的

豪大雨，引發山坡崩塌、土石流、水

災等天然災害，其中以颱風之影響最

嚴重，主要原因為颱風通常於短時間

內帶來過大之雨量與雨量強度，一般

均超過邊波滑動與土石流發生之臨界

降雨線而造成災害。此外，因台灣地

區叢山峻嶺、坡度陡峭，使得河川密

布、溪流湍急，一旦山區發生豪大雨

即造成嚴重的河道沖刷問題、且洪水

夾帶大量土石與漂流木衝擊河川中構

造物，使堤防倒塌、橋梁斷裂毀損、

道路及維生管線中斷，造成山區部落

失去對外聯絡道路、人員傷亡慘重。

　　1996年賀伯颱風即因創紀錄的雨

量，全國各地災情嚴重，中南部沿海

地區海水倒灌，台北縣市地區多處嚴

重淹水；南投縣水里鄉、信義鄉、鹿

谷鄉山洪爆發，多人慘遭活埋。中央

氣象局公佈阿里山測站於1996年7月31

日單日降水累計雨量達1095 mm，造成

南投地區陳有蘭溪沿線產生大規模土

石流，使得郡坑橋、信義橋、十八重

溪橋及陳有蘭溪橋等多座橋梁遭受土

石流之襲擊而釀成重大災情[1]。其後

2001年桃芝颱風同樣引發大規模土石

流，重創台21線多座橋梁。2004年敏

督利颱風引進之強烈西南氣流挾帶之

豐沛豪雨造成中、南部嚴重災情成為

七二水災，使大甲溪上游及其支流橋

梁損壞嚴重[2,3]。綜觀上述歷次颱風

造成的各項災情，可發現橋梁受到颱

風帶來的豪雨所引發的土石流或洪流

沖毀而導致交通中斷，會嚴重影響災

後搶救復建工作的進行。

2

1

SUMMARY摘  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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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莫拉克颱風重大災區分佈(公路總局)

　　莫拉克颱風造成山坡地崩塌、堰塞湖、土

石流、橋梁毀損數量、道路中斷、孤島效應及

人員傷亡的情形為歷年風災、雨災之最，圖1

為公路總局提供之重大災區分佈，紅色與藍色

標示處分別為山區孤島型災區及海邊淹水型災

區，其可能成因除1999年921地震造成土質鬆

軟、人為山坡地過度開發、地下水超抽地盤下

陷等因素外，創紀錄的降雨量及降雨強度應為

本次災情慘重的主要因素，此次受災嚴重的區

域多在陳有蘭溪沿線上下附近分佈，由歷次風

災的受創區域來看，沿陳有蘭溪軸線的山脈區

域的治山防洪應是日後國土保育工作之重點。

表1為莫拉克颱風期間各鄉鎮8/7至8/10累積雨量

統計數據，其中嘉義縣在8/7-8/10的四天累積雨

量即佔了全年平均雨量的78%，由表1可觀察到

本次災情較嚴重之地區，包括嘉義縣、高雄縣

及屏東縣，均為累積降雨量突破2500 mm以上

之區域，也意謂各類型災害發生潛勢都與最大

降雨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綜合以上歷次颱風所帶來的各項災情，可

發現臺灣橋梁常於風災豪雨過後嚴重受損，由

於橋梁是公路系統的咽喉，斷損的橋梁將嚴重

影響災後救災及復健工程的進行。因此本工程

司之橋梁技術中心於災後立即邀集中央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清雲科技大

學、台灣大學、中國科技大學、自強工程顧問

公司與迅聯科技公司，組成數個勘查小組，進

行約120座現地橋梁勘查及高級儀器檢測，記錄

橋梁受莫拉克颱風侵襲後之災害毀損情形，並

歸納出本次災害大多數橋梁的破壞模式，統計

各橋梁所具之土石流及沖刷危害項目，希冀此

一勘查成果可作為政府相關單位在政策擬定、

防救災科技研發、公共工程基本設施之規劃、

設計、建造、維護、管理工作執行之參考。

貳、橋梁災損情況概述

　　中南部山區因超大豪雨引發坡地崩塌、土

石流衝擊、河床嚴重淤積、洪水溢流，造成山

區多座橋梁嚴重沖毀及斷裂，嘉義縣阿里山

鄉、梅山鄉、高雄縣甲仙鄉、六龜鄉、那瑪夏

鄉及桃源鄉均為本次災情較嚴重之區域。河川

下游平原及出海口地區橋梁也因洪水沖刷、河

岸侵蝕、護堤毀損、土石及漂流木撞擊或潮汐

變化等因素，導致重要聯絡道路橋梁及鐵路橋

梁部分橋跨沖毀，本節將以道路等級分類說明

本次颱風橋梁受損情形，並歸納出多數橋梁之

破壞模式。

一、省道等級橋梁受損情形概述

　　公路總局管轄之省道等級橋梁受莫拉克颱

風侵襲毀損的橋梁數量共計約六十餘座，佔所

有毀損橋梁百分比約48%，為受災橋梁數量最

多之主管單位，其中大部分災損橋梁分佈於高

雄縣台20線、台21線、台27線，為跨越旗山溪

(楠梓仙溪)與荖濃溪及其支流橋梁，且多緊鄰山

崖或位於河床坡度較陡之山區，以及部分沿河

道邊緣之連接道路橋梁，因此破壞情形常為山

坡地崩塌引致土石衝擊覆蓋，洪水夾帶大量土

石淘刷，造成河道拓寬、護岸潰堤、橋梁橋墩

及橋台基礎淘空等橋梁災害(如照片1)。照片2

為高雄縣甲仙鄉台21線四德橋沖毀情形，該橋

於民國89年12月竣工，為跨越旗山溪之6跨簡支

結構型式橋梁，上部結構為預力混凝土I型梁，

橋梁總長240公尺，下部結構為單柱式橋墩，

橋台屬半重力式橋台，破壞情形包括中間3跨

橋面版沖毀、引道路堤崩塌，橋墩則遺留原橋

址位置，未倒塌橋面版上及引道路面上佈滿漂

流木，研判颱風當天溪水應該溢過橋面版及堤

防，造成橋面版傾覆。同樣位處旗山溪上游之

小林村以北路段仍有許多省道橋梁毀損，包括

甲仙鄉第八、九、十號橋、那瑪夏鄉公園橋、

民族橋、民權大橋等多座橋梁。

　　

          圖1 莫拉克颱風重大災區分佈(公路總局)

域多在陳有蘭溪沿線上下附近分佈，由歷次風

災的受創區域來看，沿陳有蘭溪軸線的山脈區

域的治山防洪應是日後國土保育工作之重點。

表1為莫拉克颱風期間各鄉鎮8/7至8/10累積雨量

統計數據，其中嘉義縣在8/7-8/10的四天累積雨

量即佔了全年平均雨量的78%，由表1可觀察到

本次災情較嚴重之地區，包括嘉義縣、高雄縣

及屏東縣，均為累積降雨量突破2500 mm以上

之區域，也意謂各類型災害發生潛勢都與最大

降雨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綜合以上歷次颱風所帶來的各項災情，可

發現臺灣橋梁常於風災豪雨過後嚴重受損，由

於橋梁是公路系統的咽喉，斷損的橋梁將嚴重

影響災後救災及復健工程的進行。因此本工程

縣市 鄉鎮 年平均
雨量

8/7 8/8 8/9 8/10 8/7-8/10 比例

嘉義縣 大埔鄉 2749.3 482 1213.5 458 2.5 2,156 78%

高雄縣 六龜鄉 3138.1 235.5 1178 696 351 2,461 78%

嘉義縣 阿里山鄉 3910.1 420 1161.5 1165.5 218 2,965 76%

屏東縣 三地門鄉 3884.5 744.5 1402 393.5 332 2,872 74%

嘉義縣 竹崎鄉 3801.3 557.5 1185.5 876.5 155.5 2,775 73%

高雄縣 甲仙鄉 2860.8 400 1072 344.5 203 2,020 71%

高雄縣 桃源鄉 4086.3 501 1283 582.5 423 2,790 68%

嘉義縣 番路鄉 3436.6 708 814.5 600.5 79 2,202 64%

南投縣 信義鄉 3253.9 170 716.5 909 133.5 1,929 59%

高雄縣 茂林鄉 3151.5 252 743 229.5 179 1,404 45%

屏東縣 霧台鄉 2898.2 206.5 580 208 165 1,160 40%

高雄縣 旗山鄉 2364.7 91 620.5 127.5 85 924 39%

表1 莫拉克颱風各縣市鄉鎮8/7∼8/10累積雨量統計(中央氣象局)

照片1 野溪夾帶著大量的山崩土石流沖毀橋墩，導致來吉大橋(149甲線)相鄰兩跨主梁塌落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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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20線、台27線及台27甲線，沿荖濃溪流

域之省道橋梁，因省道線形均沿山緣及河道兩

側，其橋梁損傷情形與旗山溪類似，沿線道路

或橋梁受到各處山坡地土石流區域衝擊，造成

多處路基坍方流失，橋梁不是整座全毀，就是

局部橋跨沖毀或橋台兩側引道路堤流失，如照

片3為台27線大津橋災後毀損情形，其為跨越濁

口溪並連接鄉道高132線往多納之重要橋梁，橋

址位於濁口溪河口與荖濃溪交界處。該橋於民

國60年6月竣工，屬30年以上老舊橋梁，為10

跨簡支梁式橋，上部結構為混凝土T型梁，橋梁

總長250公尺，下部結構為單柱式橋墩，橋台屬

半重力式橋台，破壞現場具有大量泥沙、土石

及漂流木，中間多跨橋面版與橋墩均被衝毀，

下游處黃色H型鋼為施工中便橋，也受到颱風洪

水沖毀，兩側未毀損橋跨則堆積大量漂流木。

　　沿台27甲線及台27線大津橋以北一直至台

20線六龜、寶來、桃源之沿線重要橋梁幾乎全

毀，其中台27甲線六龜大橋，為聯絡六龜市區

與中庄的主要省道橋梁，受損情形主要為靠近

六龜端位於主河道之橋墩及上方橋面版沖毀，

河道護岸側向侵蝕崩落，橋面版及橋墩大量漂

流木淤積，如照片4所示；靠近六龜端之西側橋

台，因引道路基礎沖刷淘空導致橋台傾覆，預

力混凝土梁斷裂，如照片5所示。另外台20線

建山一橋與建山二橋為同時期建造之單跨橋

梁，破壞情形均因山區野溪夾帶大量崩塌土

石，沖毀橋梁及引道，造成現場河川改道及橋

面版淤積大量土石，而位於寶來溪與荖濃溪交

匯處之寶來一橋與北側寶來二橋，受損情形均

為橋台位置，破壞機制包括引道路基淘空、

AC路面崩塌、橋台傾斜引致橋面版下陷錯位

等受損情形，但道路仍可勉強通行，受損情形

如照片6∼9所示。由上述毀損橋梁勘查成果

概述及破壞橋梁所處位置得知，莫拉克颱風造

成省道橋梁毀損多位於高雄縣山區。

照片2 台21線四德橋橋面版沖毀情形 (中央大學2009.8.24)

照片3 台27線大津橋及鋼便橋毀損情形 
         (成功大學2009.8.26)

照片4 台27甲線六龜大橋毀損情形
(成功大學2009.8.26)

照片5 台27甲線六龜大橋西側橋台端毀損情形
(成功大學2009.8.26)

照片6 照片7 照片8 照片9

台20線建山一橋毀損情形
(中央大學2009.8.25)

台20線建山二橋毀損情形
(中央大學2009.8.25)

台20線寶來一橋毀損情形
(中央大學2009.8.25)

台20線寶來二橋毀損情形
(中央大學2009.8.25)

原橋梁位置

二、縣道等級以下橋梁受損情形概述

　　縣市政府與鄉公所管轄之縣道等級以下橋

梁，受莫拉克颱風侵襲毀損的橋梁數量共計約

48座，佔所有毀損橋梁百分比約36%，其中嘉

義縣21座為毀損橋梁數量最多之區域，又以阿

里山鄉11座數量為最，分佈於嘉155線、149甲

線等路線。如照片10為嘉義縣149甲線跨越阿里

山溪之縣道橋梁來吉大橋，為5跨簡支預力混凝

土梁式橋，上游處有山區野溪匯流，主要破壞

情形為一根橋墩及上方相鄰橋跨被沖毀，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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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嚴重，且橋址破壞處有土石流沖刷堆積之

痕跡。同為嘉義縣149甲線之全仔社橋，為跨越

清水溪之6跨簡支複合式梁式橋，主梁型式包括

預力混凝土I型梁及鋼梁，破壞情形為主梁上游

處遭巨石、漂流木及土石流撞擊側向變形，混

凝土剝落、鋼筋扯斷，如照片11所示，鋼梁橋

跨及其他結構則無明顯損傷，但現場橋下及橋

面版上大量土石及漂流木淤積，導致通水斷面

堵塞。

　　其他縣市毀損橋梁如高雄縣多納大橋、新

寶橋及新開橋、油礦四號橋，屏東縣泰義橋，

臺東縣土坂二號橋、拉灣橋及嘉蘭橋等，均為

橋梁遭土石流、漂流木撞擊或洪水溢流整座沖

毀之災損橋梁。而南投縣農富坪橋、嘉義縣草

山村橋、台南縣八甲橋及高雄縣杉林大橋等，

災損情形包括洪水掏刷、河道拓寬、橋台立處

於河道中，引道路堤沖毀、土堤流失道路凹陷

或橋台基礎遭沖刷掏空傾斜等破壞模式，如照

片12至照片15為各橋災損情形，雖橋體大致完

好，但因橋梁兩側路堤流失，導致各地區聯外

道路，維生系統中斷，目前已利用土石堆砌方

式作為臨時修復搶通道路，暫可供車輛通行。

照片10 來吉大橋(149甲線)毀損情形 (雲林科技大學2009.8.25)

橋梁結構良好，現場勘查可見野溪上游處山崩

凝土剝落、鋼筋扯斷，如照片11所示，鋼梁橋

跨及其他結構則無明顯損傷，但現場橋下及橋

面版上大量土石及漂流木淤積，導致通水斷面

堵塞。

　　其他縣市毀損橋梁如高雄縣多納大橋、新

寶橋及新開橋、油礦四號橋，屏東縣泰義橋，

臺東縣土坂二號橋、拉灣橋及嘉蘭橋等，均為

橋梁遭土石流、漂流木撞擊或洪水溢流整座沖

毀之災損橋梁。而南投縣農富坪橋、嘉義縣草

山村橋、台南縣八甲橋及高雄縣杉林大橋等，

災損情形包括洪水掏刷、河道拓寬、橋台立處

於河道中，引道路堤沖毀、土堤流失道路凹陷

照片11 全仔社橋(149甲線)毀損情形
           (雲林科技大學2009.8.25)

照片15 杉林大橋(高129線)毀損情形 (成功大學2009.8.25)

照片12

農富坪橋(農投信17線)毀損情形
(朝陽科技大學2009.8.26)

照片13

草山村橋(農路)毀損情形
(朝陽科技大學2009.8.27)

照片14

八甲橋(台南縣大明街)毀損情形
(成功大學200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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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鐵路橋梁受損情形概述

　　莫拉克颱風後，鐵路局各單位相繼提報毀

損橋梁名單，其中包括已毀損及可能災損之鐵

路橋梁，鐵路橋梁清單中除了台南縣曾文溪

橋、高雄縣高屏溪大橋、屏東縣林邊溪橋及枋

野二號橋外，臺東縣南迴線回報橋梁數量8座，

花東線也有2座，共計10座，為鐵路橋梁災損最

嚴重之地區。臺東縣太麻里溪下游出海口處公

路及鐵路橋梁，於本次風災中嚴重受損，由圖 2

及照片16比較災前災後影像可發現原河床寬度

擴大，河水淹沒至河道附近農田與村莊，導致

原本台9線跨越太麻里溪之南太麻里溪橋及南迴

線南太麻里溪鐵路橋，以及農田間道路跨越橋

嘉南一至五號陸橋，均落於河道中央處，如照

片17為南太麻里溪公路及鐵路橋毀損情形，其

北側橋台端背填土及引道路堤均被沖毀，河岸

堤防潰堤，目前已用砂石築路恢復道路通行，

照片18與照片19則為嘉南一號陸橋與嘉南二

號陸橋毀損情形，兩者橋梁主結構良好，橋面

上鋼軌挫曲斷裂、護欄損壞、橋台路堤淘空損

壞，而嘉南三、四、五號陸橋，橋梁與路堤均

被洪水整座沖毀，目前原地重建中。照片16中

之黃色虛綫所示為此次洪水流動之方向，而此

亦為30年前太麻里溪下游出海之方向，大自然

此次又將人類因發展而佔用之空間索回。

照片16 臺東縣太麻里溪下游出海口處公路及鐵路橋梁
           (中華顧問工程司2009.8.27)

圖2 太麻里溪鐵路橋梁災前災後空照圖(公路總局)

照片17 南太麻里溪鐵路橋毀損情形(中華顧問工程司2009.8.27)

照片19

嘉南二號陸橋毀損情形
(中華顧問工程司2009.8.27)

照片18

嘉南一號陸橋毀損情形
(中華顧問工程司200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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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橋梁破壞類型概述

　　橋梁破壞類型勘查與橋梁災害成因探討為

災後重建及改善計畫重要的參考依據，就現階

段各團隊調查成果，觀察各地區邊坡、河道、

橋梁之受損情形，初步歸納本次災害造成橋梁

毀損的主因為短時的大量雨水，使得山區土石

鬆動、岩土裂隙擴大進而產生大面積的崩落(照

片20)，密度高且動量大的土石流由上游沖刷下

來，所經路徑上之橋梁、路堤若無法抵抗其沖

擊及切削作用，即產生傾覆、移動、損壞。常

見的破壞模式可歸納為以下幾類：(1) 河岸侵蝕

或堤防潰堤導致河道變寬、兩側橋台背填土流

失或路堤及護岸沖毀 (照片21)；(2) 通水斷面不

足致使巨石、漂流木或消波塊等上游構造物撞

擊導致結構破壞上部結構損壞 (照片22-23)；(3) 

溪水暴漲、洪水溢流衝擊導致橋面版傾覆，橋

墩與橋台未倒塌 (照片24-25)；(4) 大量土石淤

積覆蓋 (照片26)； (5)橋址位於河道彎曲處或洪

水攻擊角，導致基礎與護岸淘空，局部橋跨沖

毀 (照片27-28)；(6)洪水沖刷導致沈箱基礎傾覆

或基樁破壞(照片29)。

照片21 河岸侵蝕或堤防潰堤導致河道變寬、 
           兩側橋台背填土流失或路堤沖毀

照片20 上游山坡地崩塌形成之巨量土石流是造成 
           下游橋梁損毀之主因

照片21a 

照片21b

照片22 通水斷面不足致使巨石、漂流木撞擊導致  
          上部結構損壞 (嘉義縣阿里山鄉巴沙娜大橋)

照片23 通水斷面不足而淤積 (嘉義縣梅山鄉全仔社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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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4 橋址位處河道窄縮處洪水溢流衝擊導致橋面版傾覆(高雄縣甲仙鄉 四德橋)

照片25 土石淤積後洪水溢流衝擊導致橋面版傾覆(高雄縣茂林鄉羅木斯大橋)

照片26 台20線利稻橋河床土石墊高約30m，隧道淤泥約2m，
          近端引道邊坡滑落路基淘空(公路總局關山工務段提供)

災前 災後三天

照片27 橋址位於河道彎曲處或洪水攻擊角，導致基礎與護岸淘空，局部橋跨沖毀 (高雄縣旗山鄉新旗尾大橋)

照片28 橋址位於河道彎曲處或洪水攻擊角，導致基礎與護岸淘空，局部橋跨沖毀 (高雄縣六龜鄉六龜大橋)

照片29 洪水沖刷導致基礎破壞而塌落
           (高雄縣林園鄉雙園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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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根據檢測員現地調查12項橋梁土石

流及沖刷危害評估項目(如表2所列調查項目)統

計調查結果發現，毀損橋梁中以河川護岸沖刷

崩塌之情形最頻繁，其次為橋台與堤防交界處

損壞，以及橋基或保護工受流石或流木撞擊、

磨損之狀況，各項目統計成果如圖3所示。此一

橋梁破壞模式歸納與統計，可提供未來橋址選

擇及橋梁結構規劃設計參考。

參、受損橋梁之非破壞檢測鑑識

　　除一般目視的橋梁損壞情形勘查外，本次

橋梁勘災特別運用了無人飛行載具空照、水下

聲納、透地雷達及三維雷射掃瞄等非破壞檢測

技術，對一些特定橋梁進行了量化數據的量測

以作為災後鑑識分析之依據。照片30為迅聯科

技公司使用先進之可空中定位360度旋轉之無人

載具進行災害區域空中拍照，此種設備可在救

災人員無法到達災區時，取得現場影像，或是

取得河道與受損橋梁之幾何關係，可作為災損

分析之參考。高屏溪出海口附近之雙園大橋於8

月9日凌晨40分左右塌落了450公尺。為協助研

判其斷橋之原因，特請清雲科技大學使用透地

雷達、水下聲納及水上地電阻等檢測設備，進

行部份河道的斷面掃瞄(照片31-32及圖4)。圖5

為水下聲納掃瞄而得之河床斷面，圖中顯示在

2009年8月28日時，P15橋墩附近的河床距水面

仍有13公尺左右，其餘斷橋位置之河床則已回

淤，研判8月9日淩晨時之沖刷深度至少在13公

尺以上，真實之情形尚須採用其他方式檢定出

基礎斷裂之位置。圖6為沿P2橋墩附近垂直橋軸

的方向由下游往上游所作之地層電阻率掃瞄結

果，圖中電阻值較高之紅色區域應是混凝土構

件，其底部位於水下12公尺左右，這顯示斷橋

時在近河岸之P2橋墩即已有12公尺左右之沖刷

深度。若是在河水流速不大時，針對斷橋區域

下游附近作平面式之地層電阻率掃瞄，應可由

殘留混凝土構件之位置，研判當時之沖刷深度

及傾倒方向。

                           
  
             

肆、橋梁及道路災後復建原則

　　為達到災區早日重建，應儘早恢復災區運

輸系統之正常功能，橋梁及道路復建之目的在

於有效率、分階段恢復或提昇道路橋梁應有之

各項功能。復建時宜同時考慮環境與氣候變遷

的作用以及人文、自然、社會經濟與地理環

境、運輸系統供給條件及交通需求特性等因

I II 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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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合攏

橋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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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不足

河床局部坡

度陡急或橋

梁靠近河床

陡峭之山區

上下游河

中構造物

河川護岸

有沖刷崩

塌之情形

跌水或

水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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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受流石或

流木撞擊、

磨損狀況

橋台與

堤防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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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河道

匯流

河道束縮

或保護工

未合攏

橋址位

於河道

彎道處

辮狀

河川

緊鄰

山崖

主河道斷

面不足

河床局部坡

度陡急或橋

梁靠近河床

陡峭之山區

上下游河

中構造物

河川護岸

有沖刷崩

塌之情形

跌水或

水躍沖

刷現象

橋基或保護

工受流石或

流木撞擊、

磨損狀況

橋台與

堤防交

界損壞

表2 橋梁土石流及沖刷危害調查項目

圖3 橋梁土石流及沖刷危害調查成果統計

(a)遙控設備  (b)無人載具

(c)無人載具空拍照

照片30  以無人載具進行災害區域空中拍照

照片31 雙園大橋河道斷面非破壞檢測位置及方法 (底圖來源：成大衛星中心)

照片32 透地雷達及聲納 圖 4 沿既定斷面掃描地層電阻率

圖 5 雙園大橋河床斷面之聲納掃瞄     
       (2009年8月28日)

圖6 地電阻影像剖面圖
      (200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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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達到營運之安全性、效率性、經濟性、環

境品質及永續發展等目標。

復建工作之性能要求與恢復等級應可分成以下

三級：

甲級：恢復或提昇原有道路功能(考量永久性之

復建與永續經營時，當符合耐震、防災與永續

經營等規範)。

乙級：恢復部分道路功能(考量滿足居民就學就

業等基本生活需求，應以爭取時效為主，惟未

必需符合規範)。

丙級： 簡易修護(便道、便橋)(以生命線之恢復

為首要工作，惟未必需符合規範)。

　　此三級復建規模雖有不同，惟復建時機是

同時進行，並需配合政策上界定之復建的範

圍。在時效與時程上復建工程應分期、分階段

辦理。復建時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緊急搶通(乙級、丙級)。

第二階段：恢復部分功能(乙級、丙級)。

第三階段：恢復整體功能(甲級)。

　　在復建考量重點與對策方面，橋梁及道路

之復建工程必須配合國土保育之上位計畫，訂

定優先順序及預定時程，並避開環境敏感地

區。橋梁及道路應依損害類別及未來之損害作

用潛勢，擬定在土石流、水害、崩塌地作用下

之復建對策。復建地址及附近區域（河系上、

下游及感潮地帶）之地質、水文、水理、沖

刷、淤積、河道變遷、土石流潛勢區、堰塞湖

可能形成之地點與規模等基礎資料應儘量作蒐

集與調查。

　　道路之復建以路基選擇及保護為重點。大

崩塌地應考慮坡向、路線避開地層敏感地區，

可採用隧道、橋梁跨越崩塌地段。道路系統之

規劃，應考慮是否有

防災道路及替代道路

系統可提供作緊急應

變救災之用，避免局

部區域產生「孤島」

現象。

　　橋梁復建之位

址、型式、長度、跨

度、方向、高度、基

礎之選擇以抗衝擊作

用為重點，考慮流水

壓力及衝擊力、防

撞、阻水斷面不足所

受的推力、土石流作

用力等。對於安全有

疑慮之橋梁，可裝設

簡易監測設備，作安

全預警。

　　在整體復建工作

推動時，各單位之工

務協調至為重要，為

達「路、橋、山、

河共治」之目標，復建工務於各階段應視工作

之相關性與縣市政府、水利署、水保局、林務

局、原民會共同協商辦理。災後道路、橋梁主

管單位應分級、分階段、分區域擬定復建計

畫，陳報上級機關核定後據以施行。為爭取復

建工程時效，主辦單位在招(決)標計畫中得訂定

相關之獎勵制度。

伍、結論

　　莫拉克風災對台灣的公共基本設施的規

劃、設計、建造、維護、管理工作與防救災技

術作了一次嚴峻的考核，突顯了許多關鍵問

題。在地球溫室效應作用下，可預期未來將有

不斷地類似規模的災害產生，如何讓運輸系統

具有足夠的抵抗外力的能力，達到營運之安全

性、效率性、經濟性、環境品質及永續發展等

目標，勢必是今後土木工程界應積極探討並要

有所作為的重點工作。其中國土保育上位計畫

的擬定，路-橋-山-河共治機制的建構，道路橋

梁地理、地質、氣象、水文等歷史變遷資料庫

及平台的建立，先進檢、監測與分析模擬技術

的研發則是其中最關鍵而廹切需求的項目，如

此才有可能達到鑑往知來、洞燭機先、防患於

未然的防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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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逢台灣世曦之前身『中華顧問工程司』

歡度40周年慶，國鎮在此代表臺大土木系謹致

最誠摯之祝賀。

　　中華顧問工程司對國家建設的貢獻實已不

用再贅述，四十年前正是國家經濟轉型之際，

其中最重要的關鍵為與國家基礎建設相關的十

大建設。而中華顧問工程司，恭逢其時在此擔

任了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使我國基礎建設往前

邁出一大步，亦促成了國內產業升級及經濟快

速起飛。自十大建設以來，中華顧問持續成

長，成為國家建設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生力

軍。

　　臺灣大學土木系自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以

來，即互相保持非常緊密的產學合作關係。除

系上教授經常應邀參與中華顧問所承接各類工

程案之討論與新技術研發外，中華顧問工程

司長久以來亦為臺灣大學土木系所優秀畢業生

之最愛。我手中沒有具體的統計資料，但我想

目前台灣世曦與中華顧問中，臺灣大學土木系

所畢業學生之比例應該相當的高。 他們參與

並完成眾多的國家重要建設，使我們也與有榮

焉。 近年來中華顧問除每年提供多位碩、博

士班獎學金，嘉惠臺大土木系之優秀研究生

外，今年起，更捐款協助臺大土木系之越南碩

士專班，使臺大土木系對東南亞國家的『學術

輸出』有了穩定的後盾。

　　我本人與中華顧問亦有相當深厚之淵源。 

第一次與中華顧問接觸，是我在美國完成碩士

學位後回國服務，任職於中華顧問之建事所。 

在為期一年的期間裏，從長官及同事們學到了

建築結構設計的實務經驗，亦讓我明白所學之

不足，促成我再次出國深造的最大動機。民國

80年回到臺大任教後，又再次和中華顧問工

程司結緣，除了經常和結構部的工程師們討論

工程實務得到寶貴的經驗外，亦共同進行多項

國內外創新工法及技術之研發，其中多項並已

落實且應用於國家建設中，在此僅舉二例。第

一個案例為：南二高白河隔震橋。白河隔震橋

為國內第一座隔震橋梁，為臺大、國家地震中

心、國工局及中華顧問密切合作，將研發成果

落實之最佳案例之一。在設計施工中除與工程

師們密切討論設計原理、工法與材料特性外，

並首次於完工後進行全橋之強制振動試驗，以

驗證是否與設計原理相符。這座橋梁目前仍持

續由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進行地震監測，其所收

集之資料並提供學術界進行相關之研究，而隔

震橋梁之設計，並已納入我國之橋梁耐震設計

規範中。第二個案例為：預鑄預力節塊橋墩工

法之研究與應用。 本案之源起為國工局希望

研發適用於環境敏感區之橋梁工法，預鑄預力

節塊橋墩工法，在環境敏感區可避免施工便道

之興建，在交通繁忙區可以吊裝方式加速興建

橋梁之進度，在美國已行之有年，但是在地震

頻繁的臺灣，此種工法之耐震能力必須作更深

入之研究。在國工局、中華顧問、臺大、國家

地震中心及美國聯邦公路局之密切合作下，此

工法之耐震能力已獲肯定，並首次配合隔震工

法應用於台中生活四號線之新建高架橋中。

　　最後，期盼並祝福中華顧問工程司及台灣

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能再接再勵，持續

發展茁壯，為國家建設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系主任

張國鎮

中華顧問四十週年慶祝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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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財團法人中華顧問

工程司自1969年創立，迄今已整整40個年頭

了。撫今追昔，貴工程司在眾多工程前輩們的

努力耕耘下，得以穩固基石，並在台灣經濟起

飛的年代，扮演了公共工程建設得以順利進行

的重要關鍵角色。在此歡慶貴工程司成立四十

週年之時刻，於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系擔任

教學研究工作的我們，除了歡欣與期許，對貴

工程司各位工程先進的付出，更希望能夠表達

深刻誠摯的感念與感激。

　　眾所週知，中華顧問工程司自成立以來，

即積極參與國內、外各項重大公共工程建設，

提供規劃、設計、監造、專案管理等技術顧問

服務。歷年來已成功培育眾多技術顧問長才，

並吸引優秀技師與建築師等專業菁英投入服務

團隊陣容，全面提升了我國工程技術水準，裨

益經濟民生。而於民國96年，貴工程司為配合

政府法令，轉投資成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並由其概括繼受貴工程司原有

之工程顧問業績及業務。基於前述原因，貴工

程司現已將主要業務轉為「研究發展」、「教

育訓練」、「出版」及「研究推廣」等四個主

要項目。

　　貴工程司於過去40年來，一直擔任著國

內培育工程技術專才的重要推手，對於國內土

木工程界後起之莘莘學子的提攜不遺餘力。貴

工程司每年除持續招募新人好手外，為促進工

程科技發展、提升技術服務水準、培育工程專

業人才，並預為儲備優秀人力，每年均提供各

大學院校土木工程相關系所學生優渥獎學金，

以鼓勵各大學院校的優秀學生。由於貴工程司

長久以來即以交通工程、土木工程建設見長，

為集中獎助資源並配合業務領域，在回饋台灣

工程界的前提下，設定以國內具優良教學評鑑

之大學院校土木工程相關系所之研究生為獎助

對象。而在一番嚴格甄選與激烈競爭後，每年

都會有優秀學生得到貴工程司的獎勵。

　　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在去(97)年暑

假期間獲得通知，貴工程司為了慶祝成立39

週年，特別擴大規模頒發「第五屆工程科技獎

學金」予全台灣工程界各個角落的優秀年輕學

子，協助工程專業人才的培育。當時本系經過

審慎考慮，推薦了碩士班研究生學業成績第一

名的周銘瑋同學接受此項殊榮。周銘瑋同學為

宜蘭縣南澳鄉之原住民碩士生，不但具有足夠

之研究發展潛力，更重要的是有著敦厚負責的

品行，本系覺得他非常值得接受貴工程司所提

供之工程科技獎學金。這份獎學金對周銘瑋同

學來說，絕不僅是在物質金錢方面的支持，而

且更是一份肯定、一股推動力，使他能夠更努

力的為未來鋪路，堅定面對往後的挑戰。在此

次工程科技獎學金的鼓勵下，相信他於研究所

畢業學有所成之後，必然能夠在土木工程界及

台灣社會上，努力鞭策自己成為一個有貢獻的

土木工程師，為國家社會所用。

　　回想去年的「39週年司慶暨工程科技獎學

金頒獎典禮」，於97年11月24日假台北市公務

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1樓舉辦，當

日參與來賓非常踴躍，氣氛隆重熱鬧，人潮絡

繹不絕；最難得的是許多大學院校系所主任及

教授師長們紛紛前來祝賀，更是前所未見的溫

馨典禮場面，亦可由此瞭解中華顧問工程司與

學術界的緊密契合程度。當天由廖慶隆董事長

親自主持，頒發獎學金給入選的5位博士及40位

碩士研究生，由於廖董事長不論在土木學術或

實務領域均擁有豐富的學識與經驗，各校學生

能夠在廖董事長的祝福下獲頒獎學金，相信所

有獲得獎助的學生皆感無比榮譽，在此也順祝

中華顧問工程司未來在廖董事長的帶領下，能

夠再創新局，並為工程界開啟一波新的願景。

　　至於後學服務之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

系，雖為東部地區國立大學中唯一的土木工程

學系及研究所，但由於學校位處所謂東部後山

地區，長久以來國立宜蘭大學給大家的印象，

除了良好的生活環境品質及純樸校風外，對本

系學術研究發展之成效展現，往往未能獲得全

國工程界之相對重視，亦是本系之永續發展處

於困境之因素。因此，對於貴工程司能夠將全

台灣各個偏遠角落之工程教育單位，均列入貴

工程司工程科技獎學金之獎助範疇，實讓本系

所有教職員生皆感到大受鼓舞。

　　貴工程司提供獎學金的善舉，必能激勵土

木工程領域的莘莘學子們更加奮發進取、積極

向上，進而成為愛國家、愛社會的有用之材。

在此，要向積極支持工程教育的中華顧問工程

司致上最誠摯的謝意！尤其是目前國家正處於

全球性的金融海嘯中，貴工程司對優秀工程科

技學子之雪中送炭，讓在學學生能更無後顧之

憂的專心向學，塑造自我，追求卓越，更建立

了學生學習信心與學成後為國貢獻所學之熱

誠。相信將來這些優秀學生一定會以更大的成

就，來回報學校的培養和貴工程司的關愛。

　　中華顧問工程司素以提高國內工程技術水

準、創造最佳工程品質、維護公共安全為經營

理念，協助政府政策推動。國立宜蘭大學土

木工程系，亦秉持土木人永續經營、追求卓越

的理念，以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的勤奮精神，

以及強盛的團隊力量，培育國內土木界優秀學

子。相信全國各大學院校土木工程相關系所都

與本系一樣，期待能持續與中華顧問工程司保

持良好產學合作關係，共同努力，在土木工程

領域中勇往直前，為台灣再創新局。最後，祝

福中華顧問工程司業務興隆，廖董事長及所有

先進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系主任

趙紹錚

中華顧問工程司四十週年慶與
工程科技獎學金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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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財團法人中華顧問

工程司自1969年創立，迄今已整整40個年頭

了。撫今追昔，貴工程司在眾多工程前輩們的

努力耕耘下，得以穩固基石，並在台灣經濟起

飛的年代，扮演了公共工程建設得以順利進行

的重要關鍵角色。在此歡慶貴工程司成立四十

週年之時刻，於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系擔任

教學研究工作的我們，除了歡欣與期許，對貴

工程司各位工程先進的付出，更希望能夠表達

深刻誠摯的感念與感激。

　　眾所週知，中華顧問工程司自成立以來，

即積極參與國內、外各項重大公共工程建設，

提供規劃、設計、監造、專案管理等技術顧問

服務。歷年來已成功培育眾多技術顧問長才，

並吸引優秀技師與建築師等專業菁英投入服務

團隊陣容，全面提升了我國工程技術水準，裨

益經濟民生。而於民國96年，貴工程司為配合

政府法令，轉投資成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並由其概括繼受貴工程司原有

之工程顧問業績及業務。基於前述原因，貴工

程司現已將主要業務轉為「研究發展」、「教

育訓練」、「出版」及「研究推廣」等四個主

要項目。

　　貴工程司於過去40年來，一直擔任著國

內培育工程技術專才的重要推手，對於國內土

木工程界後起之莘莘學子的提攜不遺餘力。貴

工程司每年除持續招募新人好手外，為促進工

程科技發展、提升技術服務水準、培育工程專

業人才，並預為儲備優秀人力，每年均提供各

大學院校土木工程相關系所學生優渥獎學金，

以鼓勵各大學院校的優秀學生。由於貴工程司

長久以來即以交通工程、土木工程建設見長，

為集中獎助資源並配合業務領域，在回饋台灣

工程界的前提下，設定以國內具優良教學評鑑

之大學院校土木工程相關系所之研究生為獎助

對象。而在一番嚴格甄選與激烈競爭後，每年

都會有優秀學生得到貴工程司的獎勵。

　　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在去(97)年暑

假期間獲得通知，貴工程司為了慶祝成立39

週年，特別擴大規模頒發「第五屆工程科技獎

學金」予全台灣工程界各個角落的優秀年輕學

子，協助工程專業人才的培育。當時本系經過

審慎考慮，推薦了碩士班研究生學業成績第一

名的周銘瑋同學接受此項殊榮。周銘瑋同學為

宜蘭縣南澳鄉之原住民碩士生，不但具有足夠

之研究發展潛力，更重要的是有著敦厚負責的

品行，本系覺得他非常值得接受貴工程司所提

供之工程科技獎學金。這份獎學金對周銘瑋同

學來說，絕不僅是在物質金錢方面的支持，而

且更是一份肯定、一股推動力，使他能夠更努

力的為未來鋪路，堅定面對往後的挑戰。在此

次工程科技獎學金的鼓勵下，相信他於研究所

畢業學有所成之後，必然能夠在土木工程界及

台灣社會上，努力鞭策自己成為一個有貢獻的

土木工程師，為國家社會所用。

　　回想去年的「39週年司慶暨工程科技獎學

金頒獎典禮」，於97年11月24日假台北市公務

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1樓舉辦，當

日參與來賓非常踴躍，氣氛隆重熱鬧，人潮絡

繹不絕；最難得的是許多大學院校系所主任及

教授師長們紛紛前來祝賀，更是前所未見的溫

馨典禮場面，亦可由此瞭解中華顧問工程司與

學術界的緊密契合程度。當天由廖慶隆董事長

親自主持，頒發獎學金給入選的5位博士及40位

碩士研究生，由於廖董事長不論在土木學術或

實務領域均擁有豐富的學識與經驗，各校學生

能夠在廖董事長的祝福下獲頒獎學金，相信所

有獲得獎助的學生皆感無比榮譽，在此也順祝

中華顧問工程司未來在廖董事長的帶領下，能

夠再創新局，並為工程界開啟一波新的願景。

　　至於後學服務之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

系，雖為東部地區國立大學中唯一的土木工程

學系及研究所，但由於學校位處所謂東部後山

地區，長久以來國立宜蘭大學給大家的印象，

除了良好的生活環境品質及純樸校風外，對本

系學術研究發展之成效展現，往往未能獲得全

國工程界之相對重視，亦是本系之永續發展處

於困境之因素。因此，對於貴工程司能夠將全

台灣各個偏遠角落之工程教育單位，均列入貴

工程司工程科技獎學金之獎助範疇，實讓本系

所有教職員生皆感到大受鼓舞。

　　貴工程司提供獎學金的善舉，必能激勵土

木工程領域的莘莘學子們更加奮發進取、積極

向上，進而成為愛國家、愛社會的有用之材。

在此，要向積極支持工程教育的中華顧問工程

司致上最誠摯的謝意！尤其是目前國家正處於

全球性的金融海嘯中，貴工程司對優秀工程科

技學子之雪中送炭，讓在學學生能更無後顧之

憂的專心向學，塑造自我，追求卓越，更建立

了學生學習信心與學成後為國貢獻所學之熱

誠。相信將來這些優秀學生一定會以更大的成

就，來回報學校的培養和貴工程司的關愛。

　　中華顧問工程司素以提高國內工程技術水

準、創造最佳工程品質、維護公共安全為經營

理念，協助政府政策推動。國立宜蘭大學土

木工程系，亦秉持土木人永續經營、追求卓越

的理念，以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的勤奮精神，

以及強盛的團隊力量，培育國內土木界優秀學

子。相信全國各大學院校土木工程相關系所都

與本系一樣，期待能持續與中華顧問工程司保

持良好產學合作關係，共同努力，在土木工程

領域中勇往直前，為台灣再創新局。最後，祝

福中華顧問工程司業務興隆，廖董事長及所有

先進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系主任

趙紹錚

中華顧問工程司四十週年慶與
工程科技獎學金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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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銘崇、王志成，「河口海岸地形變化之預測模式」，中國工程學刊，第六卷，第三期，第141-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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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德周，「契約與規範」，文笙書局，台北，第177-184頁(1987)。

   Zienkiewicz,O.C.,”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McGraw-Hill,London,PP.257-295(1977)·

(3)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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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u, M., and Tamura,T.,“Vibration test of the underground pipe with a comparatively large cross-se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World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Rome,Italy,PP.583-592(1973)·

(4)學位論文

   陳永松，「鋼筋混凝錨座鋼筋握裹滑移之預測」，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台南(1982)。

   Lin,C.H.,“Rational for limits  to  reinforcement of tied concrete column,”Ph.D.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Texas (1984).

(5)研究報告

   劉長齡、劉佳明、徐享崑，「高屏溪流域水資源規劃系統分析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臺南水工試驗所研究 

   報告，No.53，台南 (1983)。

   Thompson,J.P.,“Fire resistanc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floors，”PCA Report,Chicago, U.S.A.,pp.1-15(1963).

　　為誌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40週年慶，本期編輯採特刊為之。

　　細數此一工程建設尖兵自民國58年創立迄今，不僅信守公益法人

宗旨，致力配合政府公共建設政策所需之專業服務，並在業務繁忙之

際，仍主動投入研發以提升我國工程技術水準。當年由數十位工程前

輩憑著85萬元捐助基金為基礎，發展至接近二千人的知識產業機構，

其間並能長期對國內工程顧問業的永續發展注入鮮活的能量，著實不

易。

　　繼往開來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從民國96年由中

華顧問工程司以法人身份投資完成公司登記後，即正式依公司法所賦

予的事業體服務各方業主，同時積極開拓新局、迎向國際化的嚴峻競

爭，展開關鍵性的成長契機。

　　已屆不惑的中華顧問，於業務組織遞嬗後更傾力貢獻於我國工程

技術創新研發、人才培植等基礎建設工作，相信必能為我國整體營建

產業再造新猶。

　　

為誌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40週年慶，本期編輯採特刊為之。

編 後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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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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港灣技術工程
出刊日: 99年1月31日


	4-5
	6-7
	8-9
	10-17
	18-19
	20-33
	34-43
	44-61
	62-69
	70-83
	86-99
	100-115
	116-127
	128-141
	142-155
	156-167
	168-185
	186-187
	188-189
	190-191
	192-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