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No.86│ April, 2010 No.86│ April, 2010 │3 

◎ 經刊登之文章，文責由作者自負 ◎

r-1.indd   2-3 2010/12/6   上午 11:28:39



4 │No.86│ April, 2010 No.86│ April, 2010 │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交通系統為國家經濟動脈，亦是一國公

共建設的基準指標。由於軌道運輸的運量

大、成本低，符合節能減碳、清潔環保的世

界趨勢，因此近年來世界各國的交通運輸政

策，莫不以發展軌道運輸系統作為國家基礎

建設的主軸，以有效解決其都會區內與城市

間的交通問題，提供國民快速準點、安全便

利的大眾運輸工具。

　　我國政府順應時代潮流，數十年大力

推動鐵路、捷運、高鐵等軌道運輸系統的

建設，如民國72年7月交通部成立「台北市

區地下鐵路工程處（現為交通部鐵路改建

工程局）」著手鐵路地下化工程，啟動台灣

軌道運輸建設的新頁；民國77年12月台北

捷運北投機廠動工，台北市初期路網「六線

齊發」，更引領軌道建設進入一波高峰；民

國86、87年政府推動以民間參與方式興建

台灣南北高速鐵路及高雄捷運初期路網，有

效導入民間充沛的資金及活力參與國家重大

工程，提昇工程品質與經營管理效率；再加

上過去十多年臺鐵運輸亦持續不斷的推動捷

運化、地下化及高架化建設，以消弭平交道

和重塑都市景觀等。這些重大的軌道交通工

程，在政府機關、學術單位、顧問公司及民

間團隊的共同努力之下，不僅引進國際新穎

技術，使其深植本土應用發展及累積經驗，

更帶動了國內工程營建技術的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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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創立以

來，即以交通建設為軸心，配合國家運輸政

策，先後完整的參與鐵路、捷運、高鐵等國

內各項重大軌道工程建設，並特設軌道與建

築事業群以彙集專業人才，厚植相關技術能

力。多年來累積的實務經驗與技術人才，蔚

為國家難得的智慧資產。然而軌道建設是一

項技術及資金密集的事業，以台灣地形狹小

之限制，軌道產業的國內市場畢竟有限，勢

必需要發展以世界為市場的國際觀及企圖

心，並將在台灣成功的經驗及方法，推廣到

海外建設中的國家及都會區，並藉由工程領

域的擴大國際合作，以及深化技術層次，讓

本公司在軌道工程方面的競爭力，得以不斷

地提昇。

　　觀諸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加強推展以軌

道運輸為主的交通建設，包括重新整建和提

速傳統鐵路、延長路網之可及性、興建都會

區大眾捷運系統、規劃興建城際高速鐵路

等。值此契機，本公司正努力邁向世界更寬

闊的軌道工程市場，讓技術智慧得以延伸海

外，應為正確開拓業務的新方向。基此，本

(86)期專輯以「軌道建設技術與經驗 - 邁向

新里程」為題，期能分享本公司在軌道領域

相關經驗與技術，並與同仁共勉再創軌道運

輸的輝煌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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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 台灣鐵路事業上台鐵及高鐵在營業上

互相競爭，與日本鐵路JR公司之在來

線與新幹線之情形相類似。台鐵現在

正朝捷運化之經營方向改變，依日本

之先例，未來台灣鐵路之發展方向為

何？

答： 目前日本在來線鐵路經營之考量，僅剩

協助交通運輸之目的而已，如目前北海道、

四國等地之在來線鐵路及鐵路貨運之營運仍呈

現巨額之虧損赤字。新線路包括高鐵之興建亦

然，須配合沿線新市鎮開發，更要有一完整之

開發計畫，考量車站週邊交通及社區發展，開

發出土地利用價值。目前日本各鐵路公司現有

車站周邊土地，均為早期從日本國鐵分割時代

即已取得所有權，而這些土地如何地善加利

用，各鐵路公司須自行竭盡心思，努力研究開

發策略。故台灣鐵路發展方向亦應朝沿線場站

及新市鎮之開發著手，以補足鐵路本業收入不

足之問題，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前言

日本交通技術株式會社(JTC)公司資深顧問齋藤雅男(Masao Saito)為1944年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機械工

學科畢業。在日本鐵路，曾歷練過日本國鐵岡山鐵道管理局運轉部長、東海道新幹線總局運轉車輛部長、總

局次長、鐵道勞動科學研究所所長、日本電氣（NEC）鐵道通信工程公司會長（董事長）、聯合國開發計畫

鐵道工程專家，在1989年受聘為中華民國交通部顧問，並於1990年獲日本政府授與「勳四等旭日章」，齋

藤顧問在軌道技術的專才是眾所周知的，高齡九十一歲的他在日本鐵道界一向擁有崇高地位。

齋藤顧問在台灣鐵路電氣化時就受邀參與作業，於台灣南北高速鐵路建設之規劃時亦有參與，並提供

許多寶貴的意見，曾來台次數超過一百多次，可見其對台灣鐵路事業之熟悉。因為齋藤顧問為日本鐵道大老

的特殊身分，當年在高鐵興建時期，亦曾針對安全問題提出建言。其發言之份量格外引發社會矚目，三年前

台灣高鐵完工履勘前後的風風雨雨及各界的種種質疑下，本公司崔副總經理邀請齋藤顧問等日本專家前來台

灣，歷時三天對台高全線主要設施詳細評估及查勘，而後舉行綜合座談會並做成紀錄，會議紀錄內最重要的

一句話，便是齋藤顧問所做『台灣高鐵通車沒有問題』的結語，遂使台灣高鐵得以順利通過履勘程序而正式

通車營運，齋藤顧問對台灣高鐵的誕生，可謂貢獻至大。

本期特邀請其於台灣高鐵通車營運三年後再度來台，除就高鐵目前營運狀況提出建言外，亦請教他有關

鐵路營運方面之相關問題，作為我國鐵路界未來發展之參考。

     訪日本鐵道顧問
     齋藤雅男

談  鐵路技術與其經營
整理：張志昌    攝影：黃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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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無作業之狀態。日本建設部對於新城市

交通轉接點之準備規劃時，在鐵道系統會考量

多用途之多重交通系統櫃臺(如同O-CAT般)，

在捷運車站設置這種登機登錄設備，然而實務

上，仍需視旅客之需求性及安全性而定。

問： 台灣台中地區的地質屬卵石層地質，

此次興建中的台中捷運是採高架化。

於系統中對於卵石層的施工法及其費

用，請問有何良策？

答： 登機登錄是搭乘飛機之必要手續，也是

辦理出國管理措施之一。日本曾辦理方便旅客

於機場捷運之城市車站辦理登機登錄(Check In)

事務，在東京有箱崎車站辦理(T-CAT，Tokyo 

City Air Terminal)，但因為美國911攻擊事件，

各國加強航空旅運安全檢查，為維護飛航安全

及降低警員人力消耗，已於2002年結束該站

登機登錄事務。在大阪之湊町車站(O-CAT，

Osaka City Air Terminal)，也是有辦理登機登

錄之手續，但是使用的旅客人數甚少，事實上

及維護上增加負擔，因此在桃園機場捷運情形

應謹慎處理才好。

問： 目前興建中的桃園機場捷運的台北車

站，要搭乘飛機旅客將可從台北車站

辦理登機登錄(Check In)事項。以往在

日本也曾於東京車站辦理前往成田機

場旅客登機服務，及在大阪車站辦理

前往關西機場旅客辦理之飛機登錄事

項。據了解現在僅有日航JAL航線在東

京車站辦理，其他的登機登錄處所都

已取消了，為何緣故？

問： 目前台灣各城市都要求興建捷運或是

輕軌等之交通建設。日本以往對於這

種地方之要求是如何面對？

答： 以日本大阪關西機場的投資而言是一個

大失敗，因為在大阪已有多個機場存在，所以

在日本須超過100萬人口的都市，才會考慮興

建輕軌或捷運系統，因為目前日本地下鐵普遍

都有營運赤字的問題，所以運量少的話，還是

應仔細詳估是否值得興建。另外，尚須考慮特

殊軌道及特殊車輛，如欲採用時，特別要注意

故障及維修方面之事項，而且系統之運轉實績

與可靠度亦為考量的重要因素。

問： 在目前興建中之桃園機場捷運線，其

路線上有3個千分之五十程度之坡度，

遠遠超過了目前日本及德國的鐵道路

線設計標準的最大千分之三十五坡度

之規定，這種坡度在列車運行的穩定

及安全上，請問有何看法？在德國訂

有須加裝第三套獨立煞車之規定，台

灣是否須比照辦理？

答： 在日本神戶鐵道也有高過千分之五十程

度之坡度，然其性質實為山區觀光路線。而電

車可行駛路線坡度大小關係到列車煞車系統，

所以在路線設計必須非常地謹慎處理。在神戶

鐵道的車輛上有四套煞車系統，也使其在運轉  (左1)林澄燦特別顧問 (左2)崔伯義副總經理                                                        (右2)齋藤雅男顧問  (右1)JTC國際部部長石村志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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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博覽會展出，載客約3百萬人次，運行里程

累積達1600公里以上。其磁懸浮原理係以磁體

吸力懸浮車廂，當電流通過車體安裝的電磁石

時，將產生對鐵軌之吸引力而將車體懸浮，另

電磁石和鐵軌之間由間隙感應器控制以保持固

定之間隙，作為 HSST之橫向控制，避免車廂

與鐵軌發生接觸。舉例而言，當有風力作用或

行駛於轉彎處時，懸浮磁體的電磁力就會自動

進行橫向控制，在每節車廂下面都安裝有若干

懸浮模組，分散負荷，確保行車安全舒適，此

亦為HSST系統重要特色之一。列車最高行車速

度可達每小時100公里以上。HSST系統目前主

要有HSST-100S與HSST-100L兩種車型，HSST-

問： 對阿里山登山鐵路之經營建議為何？

答： 目前前往阿里山應是純為觀光之目的，

而嘉義車站周邊的開發是開發阿里山觀光必須

考量的區位，必須使前往觀光人感到更具有景

點可看性及舒適性，才有利於阿里山登山鐵路

之開發。目前阿里山現有公路之角色，對於阿

里山登山鐵路營運頗為不利。

問： 據傳越南高速鐵路亦將採用日本新幹

線系統，不知目前進行現況？

答： 日本僅簽訂對於越南高速鐵路進行技術

協助，惟並未談妥資金貸款之事項。兩年前日

本JTC公司也曾參與協助辦理，該公司前財務

部長亦有同行，據了解，迄今之資金支出均是

由越南政府自行籌備。

問： 日本磁浮系統HSST之應用現況？是否

能做概要說明。

答： HSST（High Speed Surface Transport, 

HSST）系統，係日本航空公司開發的系統，

自1975年HSST-01第一代原型車發展至今，已

歷經30多年之技術研發，曾在1985年筑波博

覽會、1986年加拿大溫哥華博覽會、1987年

岡崎博覽會、1988年崎玉博覽會及1989年橫

問： 接續上一問題，在日本新幹線鐵路轉

轍器故障之型態、頻率及造成誤點時

間之分布情形及其運轉維修作業處理

方式為何？

答： 日本在使用高號數轉轍器到目前為止都

沒有太大問題，大部份問題發生在尖軌的推桿

訊號需要非常準確，故日本在維修時特別注意

此點。在日本對高號數轉轍器之檢修比一般號

數轉轍器維修更為謹慎，甚至設置專人監視。

日本利用軌道巡檢車進行每日巡查，每月進行

定期維修保養，倘若遇到轉轍器故障時，須立

即停止列車之運轉進行故障矯正，直到維修保

養完畢再行開放運轉。在日本新幹線營運初期

時亦曾發生長時間修復事件，但目前則甚少發

生。

答： 卵石地層之施工牽涉到工程範圍及經

費，要參酌地質鑽探、施工前補充地質鑽探資

料及地下水位高程等相關資料，配合輔助工法

及經濟性決定潛盾機的型式。遇卵礫石地層且

有地下水時，可利用平衡潛盾機推進量與出土

量，保持必要之土壓，以維持開挖面地層之穩

定。另外尚應至少保持潛盾機最小覆土厚，大

於潛盾機1.5倍直徑以上。此外須加強地盤改

良低壓灌漿，施工遇有卵礫石層及湧水，應將

潛盾機加入顆粒狀膨脹性皂土在土倉內形成土

栓，再慢慢推進，施工費用高，工期亦較難掌

握。

問： 台灣高鐵的軌道線路上有使用高號數

之轉轍器(#26號及#33號)，近年來發

生多次故障，在日本上越及長野新幹

線分岐點－高崎之#38高號數轉轍器使

用現況為何呢？

答： 在日本高崎，新幹線所使用#38高號數轉

轍器(與台灣高鐵之#33號轉轍器略同尺寸)，

新幹線針對道岔及轉轍器每日均維護檢查，雖

然高號數轉轍器偶爾也會發生故障，但未曾發

生類似台灣高鐵之轉轍器故障達3小時以上之

情形，不過日本是使用日本國內自行開發之轉

轍器及其控制相關設備，台灣高鐵則是採用德

國之製品，兩者在技術上優劣點難以比較。

林澄燦特別顧問

齋藤雅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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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在台灣因與CECI已有多次合作經驗，並且

雙方溝通順暢，回日本後將朝這一方向推動。

最後齋藤雅男顧問表示，以其多次來訪

台灣，他認為臺灣人民工作甚為勤奮、技術成

熟，建議台灣世曦公司之同仁，應多觀察世界

各國軌道界之動態，配合時勢走出台灣擁抱國

際舞台。

問： 本公司軌道方面之業務發展，尤其是

在海外市場如菲律賓、越南等亞洲地

區，是否有機會與日本JTC公司合作拓

展呢？

答： 海外事業之推展應注意時間點及對象，

本人曾受邀至112個國家擔任顧問及訪問諮

詢，邀請的國家有許多目的在取得國外之資

金，而非真正意圖興建鐵路，故建議小心慎

選對象，CECI與JTC一起合作在亞洲國家爭取

業務應是蠻適當的，日本JTC公司亦有甚高意

有軌道之路線則應依鐵路法之相關規定，須含

有號誌控制系統，而行駛一般道路則依軌道法

規範，無須號誌系統控制。行駛於一般道路，

其使用道路之核准權為該道路之主管機關，故

運轉公司須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取得同意，其道

路之使用為無償之使用。

問： 目前中國大陸鐵路事業蓬勃發展，鐵

路速度大大提升，新的路線建設、多

條高速鐵路興建、磁浮列車也已正式

商轉，中國大陸軌道技術在短短幾年

變得突飛猛進，更有中國自行開發之

高速列車在營運中，世界各國對其負

面性批評不多，日本對中國軌道工程

的快速發展有何想法？

答： 中國大陸鐵路發展速度之大幅度提升，

大部分僅為單純速度方面之提升而非藉由自動

化ATC等控制系統進行控制。至於武漢至廣州

及北平至天津之高速鐵路，大都使用外國引進

而在中國內組裝之列車，但號稱為中國製造。

依據本人之評估，中國大陸在高速鐵路之技術

仍有大幅度改良的空間，因為鐵路是「經驗工

法」，中國大陸的軌道工業的整體性制度與組

織的調適仍有相當漫長的道路有待努力。

100L 型適用於一般道路，HSST-100S型則適用

於較彎曲之道路系統，在日本愛知東部丘陵線

所採用之系統為HSST-100L 型，HSST-100L型

係採線性感應馬達推進的電磁懸浮系統為主要

構成系統技術，現由名古屋鐵路公司為主要股

東所組成之中部HSST開發社所有，其最高速

度可達100 km/hr以上，定位為都會型磁浮系統

（Urban Maglev），屬低速磁浮系統，與上海

浦東機場所採用德國TR-08型磁浮系統及日本

國鐵新幹線正在測試中的高速城際磁浮系統技

術截然不同，運輸服務領域亦有所不同。

日本之磁浮列車系統是自日本國鐵時代就

開始技術研究，目前有宮崎縣之實驗線，其設

計速度可達500 km/hr，是採列車由地上反磁力

懸浮，側邊提供前進推力之方式。在山梨縣之

實驗線(全長12公里)，此型列車不用地上之線

圈，而是使用車上線圈來產生抗地心引力之磁

力，其上升高度達100 公釐，此與自德國引進

上海之磁浮列車系統之10 公釐不相同。

問： 日本有否輕軌系統之建設及車輛相關

之規範可供參考？

答： 在日本並無針對輕軌系統所訂定之基

準，目前日本對輕軌系統引用兩套法則因應，

一為鐵路法，另一為軌道法，若是行駛固定專

 (左1)林澄燦特別顧問 (左2)JTC國際部部長石村志朗先生  (右2)齋藤雅男顧問  (右1)崔伯義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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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局長跨越鐵路、公路領域及擔任過路

政司司長等公職，對鐵路軌道運輸之

發展與未來改善有何期許？

答：首先就鐵路運輸發展歷程而言，民國72

年南迴鐵路完成後，接著執行台北市區鐵路地

下化工程，同時推動台北捷運建設，之後發展

高速鐵路及高雄捷運等，可說政府對鐵路之投

資建設一直沒有中斷過。回顧20多年來主要

集中於捷運與高鐵系統之發展，以致於傳統鐵

路建設相對落後，考量臺鐵之服務性質及其客

群屬全國性，主要服務對象為普羅大眾，與高

鐵主要之商旅服務目的有所區隔，而臺鐵於維

護營運基本功能外，已無暇兼顧改善計畫之執

行，因而由鐵路改建工程局執行相關工程業

務，有關鐵路改建計畫分為下列三項：

一、提昇鐵路路線容量

加速環島鐵路網雙軌電氣化改善、中央行

車管制系統建構、東部鐵路改善建設、增購通

勤電聯車及長程高級列車、簡化車種提昇路線

使用率。

二、強化旅客搭乘鐵路之可及性

新建鐵路支線，增設通勤車站，改善既有

車站之旅運服務設施（前後站旅客聯通設施、

站區轉乘接駁設施、旅運資訊服務設施，搭配

公車、客運、捷運系統轉乘等機制，組成都會

區便捷之大眾運輸服務網，發揮複合運輸之能

前言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許俊逸局長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留學泰國亞洲理工學院獲運輸工程研究

所碩士，歷任高速公路局總工程司、主任秘書、公路總局副局長、高速鐵路工程局總工程司、副局長、交通

部路政司司長等重要公職，行政歷練完整，專業學識豐富。

許局長曾先後參與中山高速公路、第二高速公路、中山高拓寬、高速鐵路、中正機場聯外捷運以及西

濱、東西向快速公路等計畫。於交通部路政司司長任內，擔任全國路政規劃和管理重責，運籌帷幄，精心策

劃，克盡職責，績效斐然。

      訪鐵路改建工程局
      許俊逸局長

談　鐵路運輸

問：局長跨越鐵路、公路領域及擔任過路

政司司長等公職，對鐵路軌道運輸之

首先就鐵路運輸發展歷程而言，民國72

年南迴鐵路完成後，接著執行台北市區鐵路地

下化工程，同時推動台北捷運建設，之後發展

一、提昇鐵路路線容量

加速環島鐵路網雙軌電氣化改善、中央行

車管制系統建構、東部鐵路改善建設、增購通

濱、東西向快速公路等計畫。於交通部路政司司長任內，擔任全國路政規劃和管理重責，運籌帷幄，精心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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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包施工之執行態度為何？

答：基於觀光需求及東部長期投資落後，因此

政府決心全力投入花東鐵路之建設，以有效提

升東部鐵路整體運輸效能及縮短行車時間，達

到「東部永續發展」及「東部鐵路快捷化」之

目標。

鐵路電氣化將延伸到台東並且雙軌化，預

定102年底電氣化通車，計畫完成後列車速度

輸補貼政策之看法？

答：軌道運輸需自給自足自負盈虧，即使虧錢

仍應經營，而捷運之主要收入就是票箱收入，

若運量不足則直接影響收入。由於軌道運輸為

公共運輸服務業之一環，建議對其虧損補貼機

制應詳加評估研究後明訂之。 

問：台灣本島鐵路建設僅剩東部地區這一

塊，政府對東部鐵路雙軌化、電氣化

光資源開發等相關效益。

目前北宜直線鐵路替代方案重啟評估，交

通部已編列預算將北宜直線鐵路替代方案及宜

蘭線改善案，併案為「臺鐵宜蘭線及北迴線提

速改善方案先期規劃研究」，目前辦理可行性

研究。

問：高雄捷運營運以來虧損連連，引發其他縣

市捷運是否興建爭議，請問政府對軌道運

量與特色）。

三、提昇鐵路行車安全與舒適性

推動各大都會區鐵路立體化建設（消除鐵

路阻隔及平交道，提昇行車安全，鐵路沿線土

地有效開發利用，促進都市均衡發展）。

問：東部觀光熱門加上北宜高假日塞車嚴

重，民眾迭有怨言，北宜直線鐵路是

否恢復繼續推動？

答：北宜直線鐵路計畫於民國95年因環評審

查沒有通過而暫停，而雪山隧道通車後，北

宜高速公路假日壅塞，顯示其流量已趨於最大

化，改善空間有限，若能發展北宜直線鐵路計

畫，未來台北至台東可於3.5小時到達，使旅

客有另一種運具選擇。

但以經營者角度而言，因直線鐵路建設與

公路競爭，對旅客增加多寡難以估計，而北宜

直線鐵路將因二地里程縮短而減少票價收入，

臺鐵將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其實計畫推動執

行不能光看財務計畫是否可行而決定，應以地

方及人民立場考量，直線鐵路之經濟效益明顯

而龐大，可縮短旅行時間、分散雪隧流量、增

加臺鐵車輛使用效率，促進東部產業發展、觀 (左)許俊逸局長                                      (右2)崔伯義副總經理  (右1)馮道亨計畫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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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騰空開發效益卻歸地方所有顯然不符公平原

則，因此希望都市土地開發之外部效益予以內

部化，地方政府須配合負擔合理之建設費用，

此一溝通協調工作亦為一大挑戰。

問：請許局長談談對顧問公司之期許？

答：在擔任鐵路改建工程局長以來，全盤構思

建立制度面以排除人治之不確定與不一致性，

引進高鐵建設相關之品保制度與執行流程，從

計畫發包、施工、測試、營運、監測等一系列

過程，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及品保流程，使工作

如期、如質、如數地完成，以達成一貫、永續

及企業文化創新之目標，希望以此服務精神與

顧問公司共勉之。

可由現行110km/hr提昇為130km/hr，花蓮至台

東間將可縮短行車時間約35分鐘，可平衡東西

部鐵路建設標準，且活絡東西部間經濟交流與

發展，解決目前往返台北、台東間之列車需更

換動力車或旅客需換乘列車之不便。

此外將花東鐵路沿線29個車站一併規劃

改建，包括站場路線、月台改善、嚮導指標雙

語化改善、站體周邊景觀綠美化改善，公廁

改善、無障礙設施改善等。使鐵路融入美麗的

花東，同時也配合節能減碳運動，

增設一些自行車旅遊設施，讓國人

和外國觀光客能悠遊於鐵路沿線景

點，為地方觀光旅遊發展注入新的

泉源。同時應用環保、節能之綠色

工法與技術，建設花東新風貌，創

造優質、永續的生活環境，預定

103年底全部完成。

問：在鐵路改建工程之執行過程

中面臨哪些困難與挑戰？

答：鐵路改建不論是市區鐵路高架或地下化，

最大的挑戰就是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諸如都

市計畫尚未變更、都市設計審議、環境影響說

明未通過、土地未取得等，均會影響計畫之推

動時程。此外中央政府編列預算執行計畫，鐵

(左1)鄧楚樑經理  (左2)楊漢生副總工程師  (中)許俊逸局長
          (右2)崔伯義副總經理  (右1)馮道亨計畫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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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歐董事長曾任職國工局局長，目前則

主持台灣高鐵公司，能否談談您對於

公路與鐵路之建設、經營與管理，其

間最大之差別為何？

答：運輸的目的都是相同的，皆在把人或貨物

由甲地運送到乙地，而公路與鐵路最大的差異

就在於，公路系統於建設完成後營運者所需負

責的就是管理，僅需管理公路本身的安全性；

而鐵路系統於建設完成後才是營運者責任的開

始，鐵路的系統安全、維修管理、成本經濟以

及旅客服務等皆為營運後的重點，且其與最初

系統設計的內容息息相關，對於鐵路營運者而

前言

台灣高速鐵路公司董事長歐晉德是台灣第一位在美國取得大地工程學位歸國的博士，於1973年返台後

進入了中華顧問工程司，之後加入亞新工程顧問公司任職11年後，於1987年應邀擔任榮工處總工程司，開

啟了其在公共部門服務的旅程，其後陸續經歷了南港宜蘭快速公路工程籌備處兼處長、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

局局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台北市政府副市長、台北智慧卡公司董事長、台灣高鐵公司執行

長等。

歐董事長待過民間工程公司，也從政府部門的基層工程單位做起，亦曾於中央大學、成功大學與台灣

科技大學擔任教職，無論任職於哪一個單位始終秉持著工程師的使命感，在中山高、台中港、台北鐵路地下

化、北宜高、北二高的建設工作中，他總是抱持著「把事情做好比較重要」的態度。

歐董事長於2006年應邀進入台灣高鐵公司至今，對於高鐵整體營運目標的確立、內部文化建立做了相

當多的努力，本期邀請歐董事長談談對於台灣高鐵公司未來發展的看法以及這一路走來在各職位所懷抱的理

念與心態。

      訪台灣高速鐵路公司
      歐晉德董事長

談　台灣高鐵
(左)崔伯義副總經理  (右)歐晉德董事長



1

22 │No.86│ April, 2010 

人
物
專
訪

1

No.86│ April, 2010 │23 

人
物
專
訪

汐止基地的建置並非鐵路本身的問題，主要在

於其地理位置係位在山坡地，目前對於山坡地

的開發、整地影響等問題與地方政府尚未取得

共識，故尚無法確定汐止基地之建設與營運時

程，而這些並非台灣高鐵公司可以決定的。

目前較迫切的問題為台北站的擁擠情形，

如依眼前運量的提升情形以及班次依計畫逐漸

增加，則台北車站將會有列車調度上的問題，

言，後段的責任將較前段大得多，如後段的營

運管理、車輛或軌道維修保養做得不好，很容

易就造成外界對於整體系統的誤解。

問：對於高鐵南港、苗栗、彰化與雲林等

車站與汐止基地之建設與營運時程是

否有具體規劃？對高鐵的營運是否有

正面影響？

答：汐止基地的建設絕對影響營運的調度，然

1
人
物
專
訪

人
物
專
訪

歐晉德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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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一職，於各個職位中皆有令人讚揚

的表現，是否能分享在各職位所懷抱

的理念與心態。

答：中華顧問工程司為本人回國後的第一份

工作，由一開始的基層做起，參與了相當多的

國家基礎建設，如中山高、台中港、北二高、

北宜高、南迴鐵路等，一路走來有相當多的困

難都一一突破，深刻的看到了多項交通設施對

台灣的影響，其中最感到驕傲的就是二高的完

成，包含二高的收費站設計、車道寬縮減都是

當時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幕僚共同討論、推動

下，才有今日的成果，能夠累積這樣多的經

驗、造就本身的思考都是國家所提供的磨練機

會，我對中華顧問工程司給我的訓練與培育，

是充滿了感恩的心懷。

台灣的基礎建設尚待加強，例如桃園機場

的發展、雲嘉地區的水資源管理、地下水使用

量控管與蓄水計畫、全台灣的砂石開採及利用

情形皆有很大的改善空間，這些都是基層的工

程人員可以努力的課題，尤以CECI為國內相當

有經驗的顧問公司，更應整合相關人員，提出

更宏觀的建設計畫來推動國家建設與發展，台

灣世曦顧問的同仁絕對有這樣的能力，我深具

信心。

期間與去年相較，運量又更為增加，故台灣高

鐵對於未來的運量成長情形是抱持著樂觀的態

度。

就旅客而言，對於系統的信心以及使用系

統的便利性會影響旅客對於運具的選擇，就以

2010年3月4日的地震事件為例，雖然當天造

成了高鐵台中車站以南停駛，但3月5日、3月6

日的運量皆超過了10萬人次，由此顯示民眾對

於高鐵的信任感並沒有降低；此外便利性的部

份，台灣高鐵公司於2月23日起提供了便利商

店取票服務，此為全世界唯一一個可於超商取

票的高鐵系統，舉例來說在3月11日單日即有

6,000多張高鐵車票是由超商系統所售出，此

項技術克服了相當多的困難，但是台灣高鐵仍

會繼續努力，考量再加入統一超商系統，提供

旅客更便利的服務。

除此之外，商務旅次、愛心票旅次佔高鐵

運量比例亦是不容小覷的，並且台灣高鐵與各

地旅遊景點的結合所帶動的運量發展皆為高鐵

未來要努力的方向。

問：歐董事長出身工程專業背景，經歷榮

工處總工程師、國工局長，工程會主

委、台北市副市長、台北智慧卡公司

董事長，並於目前擔任台灣高鐵董事

以台中車站為例，其地理位置極佳，剛好

位於高鐵全線的中點，對於北部、南部而言交

通時間皆僅有一小時，但其限制在於其周邊被

多項交通設施與天然屏障所切割，如台鐵、高

速公路、河道、成功嶺等，如要開發此一區位

必須做重新的整體規劃，以一些活動來帶動本

區域的發展；另外如新加坡近期對於國家的觀

光旅遊的推展亦可做為我們的借鏡。

問：今年春節，台灣高鐵充分發揮運送大

量旅客之目標，面對目前台灣人口成

長趨緩，產業大量外移大陸，如何提

昇運量為當務之急，請問您有何具體

之構想？

答：對於台灣高鐵的運量，由2007年開始營

運至今，除了2009年3月至9月的運量有遲緩

的情形外，就整體看來，各項交通運具的運

量(包含小汽車、巴士、航空)皆呈現下降的狀

況，而高鐵運量則是唯一成長的，就今年過年

故就現況來說南港站的需求較大，預估於101

年即有使用上的需求。

另外苗栗、彰化、雲林等站未來會隨著整

體運量的上升才會做相關的考量，必須由需求

的趨勢以及經驗來判斷，設不設站對於成本影

響很大，因此需配合財務計畫及營運狀況而擬

定啟用期程。

問：台灣高鐵公司日前已將五

大站區的開發權分出，並

轉投資「高鐵站區開發公

司」，未來針對各大站區

開發之規劃方向為何？

答：高鐵各車站的設站位置以長

程發展的觀點來看是正確的，目

前的不便主要是在於交通接駁問

題，而非開發問題，高鐵僅是一項運輸工具，

而非開發唯一工具，故高鐵沿線的開發必須要

有國家整體計畫來共同配合，高鐵車站周邊的

開發須進行整體配套的考量；基本上台灣高鐵

固然期望周邊開發的收益可以挹注到高鐵本

業，但必需相關的計畫搭配、帶動，就目前經

濟不景氣的狀況來看，此一發展並非短程3-5

年即可完成，當前的高鐵工作是在創造需求，

如周邊的開發使各車站成為有潛力的區位，吸

引相關的投資，將可互為增益。

(左1)楊蕙如工程師  (左2)崔伯義副總經理  (中)歐晉德董事長
          (右2)馮道亨計畫經理  (右1)王清湑正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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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 台灣高鐵、BOT模式、甄審評決、財務問題、強制收買、資本適足率、

出資與投資、三方契約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軌道與建築事業群／副總經理／崔伯義

台灣高鐵正式商業運轉，成為台灣南北交通之大動脈，但因其運量僅為原先預估之

半，隨著台灣高鐵公司財務狀況逐年惡化，政府不得已以重組融資銀行團之方式，協助

其渡過財務困窘，遂引起社會上的批評聲浪，質疑本案當初以BOT模式推動之妥適性，

以及甄審、評決、議約過程之公平性。監察院亦針對有關財務方面之問題，提出調查研

究報告。本文謹針對各界有關財務方面較重要質疑事項，以及當年甄審、評決、議約的

關鍵事宜，提出概要說明以供參考。

壹、前言

西元2007年1月5日台灣高鐵正式開始商業

運轉，台北至高雄中間停台中站的直達車僅需

96分鐘，使得台灣整個西部精華區，均涵蓋在

「一日生活圈」內，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和社

會、環境的衝擊，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迄至

西元2009年底之統計資料，台灣高鐵營運近三

年來的總運量已逾7,848萬人次，如以列車誤點

不超過5分鐘為準點計算基礎，則三年來的平均

準點率高達99.26%，迄今沒有發生重大的安全

或死傷事故，工程興建品質歷經颱風、豪雨、

地震等天然災害的考驗而安然無恙，成為台灣

南來北往最主要而可靠的大眾運輸工具，亦締

造世界各國高鐵新線通車營運初期階段的最佳

績效之一。

然而於西元2009年12月9日，監察院由監察

委員陳永祥、洪德旋、劉玉山、馬秀如、黃武

次、李炳南等成立的六人專案調查小組，經過

10個月的長時間調查研究，提出一份長達13萬

餘字的「台灣高鐵BOT策略與執行成效」調查研

究報告，報告中認為台灣高鐵建設計畫的BOT運

作模式，嚴重悖離BOT應有的精神，係台灣自創

的、奇特的、山寨版的BOT案例，報告內的用字

遣辭頗為負面而犀利，且專案調查小組成員之

一的劉玉山委員，當年係任職經建會副主委，

亦為高鐵甄審委員會成員之一，故此份調查研

究報告，確實值得作為台灣後續推動BOT計畫

之借鏡與參考。綜觀此份報告內容，大部份係

質疑有關當年甄審、評決及議約過程之相關事

宜，然因其中部份內容與當年時空環境下的實

際狀況頗有出入，亦對於昔日決策過程的背景

不瞭解，故筆者特為本文，針對監察院調查研

究報告的質疑要點，提出有關本案之回顧與省

思，敬供各界參考。

台灣高鐵BOT計
畫甄審暨議約過
程的回顧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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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並於該年12月5日

頒佈實施，為高鐵以BOT方式推展，彌補

其法源不足、無法推動之缺失。

(二) 民間投資額度的最低要求

西元1995年5月30日立法院作成附帶

決議：

1. 投資額度：高鐵民間投資額度至少

40%。

2. 新增車站：高鐵日後應於苗栗、彰

化、雲林增設新站。

(三) 招商文件中「申請須知」的相關規

定

基於遵守上述立法院之決議事項，

高鐵招商文件「申請須知」中，特別規

定有關民間投資的「最小工作範圍」如

下，以確保民間投資額度不少於40%，

包括：

1. 機電系統

2. 全線軌道

3. 維修基地

4. 車站工程

5. 六十公里試車線之土建工程

如果民間機構有能力辦理上述5項「最小工

作範圍」以外之額外項目，合約上稱之為「實

際工作範圍」，則政府樂觀其成並予以鼓勵，

而民間無法或無意願承辦之項目，則由政府斥

資辦理。

(四) 決標後政府與民間投資比例

台灣高鐵BOT案經過長時間的招商、

甄審、評決與議約程序，最後決標後之

政府與民間投資比例如下圖所示：

的商機龐大，引誘民間廠商垂涎不已，

競爭激烈，並企望政府能開放更多的獨

占或特許行業以供投資。

綜上所述，台灣高鐵建設計畫就在大時代

的社會、環境變遷中，悄然由政府投資興建邁

向了民間主導的「BOT模式」，而促使此種轉變

成為事實的第一槍，竟然是由目前擔任監察院

長的王建煊先生所促成。

三、	偶然的巧合

西元1993年7月16日立法院第二屆第一會

期第50次會議，在休會前夕表決王建煊立法

委員的動議案：「刪除興建高速鐵路八十三、

八十四年度特別預算944億元，改由民間興建

案」，表決結果第一次表決票數49：48，第二

次表決票數53：54，第三次表決票數58：49，

終於通過全數刪除，終結由政府投資興建的規

劃，而改由民間以「BOT模式」推動後續作業。

如今回顧當年的轉變過程，只能說是命中的注

定，一票之差使得台灣高鐵後續的興建方式，

產生了根本的改變。

四、	補救的立法及配套措施

立法院的決議雖然確定了台灣高鐵由民

間投資興建的大方向，但接踵而來執行層面的

問題，卻必須有配套的立法措施才能推動，包

括：高鐵由民間投資興建的法源依據？如何甄

審評決合適的廠商？民間興建的方式是高鐵全

部項目或局部項目？如此龐大投資金額，是否

有廠商願意參與？政府應提供何項協助？等

等，上述問題在其後的兩年內，終於逐一完成

訂定相關的補救立法與配套措施，概述如下：

(一) 高鐵法源

西元1994年11月18日立法院第二屆

第四會期，於凌晨三讀通過「獎勵民間

工程產生頗大的興趣。當時台灣民間資金的充

沛程度，由下列數事可見其端倪：

(一) 電梯、電扶梯安裝數量

迄至西元2007年台灣全國已安裝

使用中的電梯及電扶梯數量約為14萬台

左右，但其中約40%係在西元1993年至

1998年期間竣工。即以西元1995年而

言，一年內就有12,531台電梯或電扶梯

竣工啟用，約為目前每年啟用台數的3倍

之多，由此可見當時房地產業之興盛，

以及民間購屋保值，儲蓄財力之充沛。

(二) 電子業大規模建廠

電子業在當時步入爆發式的成長階

段，即以當時尚在興建中的台南科學園

區而言，國內電子大廠已紛紛對外宣佈

將大規模投資建廠，例如：台積電公司

擬投資新台幣4,000億元興建晶圓廠，聯

電公司擬投資新台幣5,000億元興建晶圓

廠，日月光公司擬投資新台幣3,400億元

興建封裝測試廠等，每家廠商的投資額

度均與興建一條高速鐵路相仿，亦足以

顯示台灣民間企業資金充沛，急欲需求

適當投資管道之熱切。

(三) 郵局儲金無處去化

國內郵局吸收民間儲蓄存款後，其

最主要的去化之途即為轉存中央銀行，

賺取利息差額補貼，當時郵局儲金轉存

中央銀行的額度，居然業已接近全國整

年預算的總額度，迫使中央銀行不得不

思考是否將此股龐大的民間資金潮，導

入投資政府公共建設，以紓解資金過多

的壓力。

(四) 無線手機市場開放

當時政府亦決定鬆綁電信事業，開

放大哥大等無線手機市場，由於其相關

貳、台灣高鐵建設採取BOT模式之
緣由

過去十五年台灣在經濟發展方面，大力鼓

吹「民營化」(或私有化)，以及「公共事業BOT

化」，其中「民營化」以銀行機構之「二次金

改」為代表，而「公共事業BOT化」則因台灣

高鐵帶動而蓬勃發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於西元2009年4月發佈統計數字，台灣自西元

2000年2月頒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以來，9年內共計簽約675案，金額3,994億元，

預估減少政府財政支出6,100億元，創造3萬個

就業機會，以BOT模式推動公共建設之成效確

實顯著。惟在監察院的調查研究報告中，卻強

烈建議「不要為了BOT而BOT」、「為促參而促

參」，亦認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並非解

決政府財務困窘、刺激景氣的萬靈丹。因此，

為何台灣高鐵建設計畫採用BOT模式，就成為值

得探討的課題，茲將筆者觀察淺見概述如次。

一、	社會的氛圍

西元1993年台灣公共工程界發生了所謂

「高速公路十八標弊案」，導致當時的交通部

長去職，以及30餘位工程人員被起訴，纏訟達

十餘年之久。其後又陸續發生「四汴頭八里污

水廠」弊案、「中正機場二期航廈新建工程」

綁標、圍標案等社會矚目案件，造成社會各界

對於政府辦理公共工程的清簾程度，產生極大

的懷疑與不信任。值此時際，台灣南北高速鐵

路建設計畫的推出，就在社會各界質疑是否可

能產生更大弊端的懷疑陰影下，其推動方式產

生了急遽的轉變，步上了「BOT模式」的途徑。

二、	環境的促成

西元1993至1998年台灣電子業及建築業蓬

勃發展，民間累積的財富多到「台灣錢，淹腳

目」，也促使許多大型企業機構對於投資公共



2

30 │No.86│ April, 2010

專
題
報
導

2

No.86│ April, 2010 │31

專
題
報
導

卓著的企業家擔任，其考慮因素：

(1) 他們均具有民間企業鉅額投資的

經驗，可以務實的評估特許公司

所研提財務規劃之可行性，並且

不易受外界的人情壓力和誘惑。

(2) 可由民間機構的角度，合理的考

量公部門及私部門彼此權益均衡

的問題。

4. 「甄審委員會」外另設置「技術評審

委員會」，成員包括：董萍、吳壽

山、馮正民、李文儀、李孔謀、賴清

祺、葉宏安、黃德治、吳清在、廖慶

隆、張有恆(後由林大煜接替)等，涵蓋

政府相關部門官員及各專業領域之專

家、學者，協助辦理技術評審事宜。

(二) 評審辦法及評決標準

1. 形式審查

審查項目及應提送之文件，包括：

(1) 投資額度報價書

(2) 自償能力分析結果及要求政府投

資額度

(3) 申請保證金或申請保證金保證書

(4) 專業廠商承諾書

(5) 投資計畫書

(6) 切結書

(7) 土建工程結構配置詳細表

(8) 銀行融資意願書

2. 初步審查

依據合格申請人所提送投資計畫書

之內容，審查下列項目：

(1) 興建能力

(2) 營運能力

(3) 公司組織健全性

(4) 財務計畫可行性

兩國政府對於特許公司採取「不出

資、不保證、不收拾善後」的三不

政策，對比台灣高鐵BOT案，政府

「持續出資、持續挹注、持續認

賠」，似有悖離BOT精神之嫌？

上述6項有關台灣高鐵BOT計畫在財務方面

之質疑議題，茲就筆者所悉之相關資訊，逐一

說明如次以供參考。

二、	台灣高鐵甄審評決方式概述

(一) 甄審委員會組成

1. 交通部依據「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

條例」第三十七條，及「交通部民間

投資交通建設案件甄審委員會組織及

評審辦法」之規定成立「甄審委員

會」。

2. 甄審委員會之成員如下：

(1) 召集人：交通部長蔡兆陽先生

(2) 委員：

◎ 王永慶(台塑集團董事長，甄審

期間由王永在總經理代表)

◎  辜振甫(台泥集團董事長)

◎  高清愿(統一集團董事長)

◎  許勝發(太子集團董事長)

◎  何壽川(永豐餘集團董事長)

◎  許介圭(交通部政務次長，甄審

期間改由陳世圮政務次長續任)

◎  劉玉山(經建會副主委)

◎  吳容明(台灣省副省長)

◎  陳師孟(台北市副市長，甄審期

間改由林嘉誠副市長續任)

◎  黃俊英(高雄市副市長)

3. 上述甄審委員中有五位係由民間聲譽

公營機構等，於興建階段持續出資

且持續認賠，台灣高鐵公司似有違

反「政府零出資」承諾之嫌？

(四) 台灣高鐵公司經過甄審獲評為最優

申請人，但於籌備階段卻遲遲未能

取得銀行融資，政府非但沒有即時

沒收履約保證金，還同意簽訂「三

方契約備忘錄」，由政府作融資保

證，使政府整體財務風險倍增，成

為國際BOT罕例，究竟當初為何要簽

訂「三方契約備忘錄」呢？

(五) 台灣高鐵公司競標時提出的投資計

畫書，允諾籌資新台幣1,038億元，

其中核心成員出資529億元，占資本

額51%，但直到西元2009年6月，台

灣高鐵公司之實際原始發起人僅投

資294.627億元，遠低於政府泛公股

的投資額度394億元，台灣高鐵公司

原始發起人投資額度不足，是否違

反競標承諾或構成違反合約之情事

呢？

(六) 參考英法海底隧道BOT計畫，英法

參、台灣高鐵財務問題之探討

一、	有關台灣高鐵財務問題之質疑事項

綜觀監察院的調查研究報告，以及坊間對

於台灣高鐵的批評與質疑事項，大部分均集中

在財務方面的相關問題，茲將較重要的項目列

述如下：

(一) 台灣高鐵公司是否於甄審議約時，

涉嫌以低價方式搶標，五大原始股

東於興建期賺飽工程款後，將營運

期須還本付息的爛攤子撒手不管，

丟給政府善後呢？

(二) 台灣高鐵BOT案之興建營運合約，明

定特許公司違約時，政府應照價買

回，形同極為優渥、國際罕見的主

動收拾善後條約，使得執行風險均

落在政府頭上而由全民埋單，究竟

當初為何會訂定此項似乎不合理、

不平等的合約條款呢？

(三) 台灣高鐵公司於甄審時宣稱「政府

零出資」，但最後卻是由銀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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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營運資產及興建中之工程，主管機關

得強制收買之。……」

依據上述規定，民間特許公司經撤

銷興建或營運許可時，「土地地上權」

及「租約」“應”予終止，但是其必要

且堪用之「營運資產」及「興建中之工

程」，主管機關“得”強制收買。

(二) 合約條文

台灣高鐵興建營運合約第十六章

「缺失及違約責任」第16.1.2節第3點”

終止合約”之規定：『主管機關撤銷乙

方(即台灣高鐵公司)之興建或營運許可

時，本合約當然終止，其因本合約所取

人員歷經形式審查、初步審查等步

驟而完成之審標報告書，長達30萬

字合計共七大冊，最後陳報甄審委

員會並經綜合評決後決標，並非如

外界傳聞僅係依據價格之高低而決

標。

三、	台灣高鐵興建營運合約中有關強制收買

之爭議

(一) 法源條文

獎參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本條

例所獎勵之民間機構，經撤銷興建或營

運許可者，其因本條例規定取得之土地

地上權及租約應予終止；其必要且堪用

因素對於工程造價之影響，以及檢討

相關之利潤、管理費、稅金及預備金

等項目之合理性，於甄審評比前提出

高鐵建設總成本估算報告，作為日後

審查兩家合格申請人報價合理性之重

要參考。

(四) 甄審委員會綜合評決

1. 西元1997年9月25日召開甄審委員會

議，甄審委員先聽取幕僚單位有關投

資計畫書摘要說明、形式審查及初步

審查報告、以及技術評審綜合意見

後，經充分討論決定不預先訂定「政

府可接受之底限」；然後開啟兩家合

格申請人之報價書，聽取其投資計畫

簡報並提出詢答，復經甄審委員充分

研商及溝通意見，最後達成一致之共

識而作成評決結果，由台灣高速鐵路

企業聯盟所提出之申請案為最優申請

案件，並要求以三個月完成議約為原

則，否則中華開發信託公司得遞承進

行平行議約。

2. 兩家合格申請人投資條件之差異性

評決項目 台灣高速鐵路企業聯盟 中華開發信託公司

要求政府

出資額度

(不含政

府必須辦

理事項)

0 新台幣1,943億元

最有利於

政府之條

件提案

將於營運期間每年提出

稅前營業利益百分之十

給予政府，作為返還

「政府必須辦理事項」

(約1,057億元)之用，且

縱使上述費用完全返還

後，仍繼續提交至營運

期屆滿為止。

無

(五) 綜上所述，台灣高鐵BOT案之甄審評

決程序十分嚴謹，動員上百位國內

外資深之專業人員集中評審，幕僚

(5) 附屬事業之收入

(6) 權利金支付額度

(7) 要求政府投資額度

(8) 其他

3. 評決標準

通過上述形式審查及初步審查之

合格申請人，須另行提出下列兩要項

作最終評決：

(1) 最有利於政府之條件

(2) 需要政府投資額度最少

(三) 評決方式之合宜性探討

1. 一般而言，招標評決方式有採用總評

分法、序位法或評分單價法等，由於

台灣高鐵BOT計畫涉及之範圍及影響

層面廣大，如採評分法或序位法，易

因分數相近難以抉擇，或評比項目權

重分配之觀點不同而起爭議。因此台

灣高鐵之評決方式揚棄傳統的「多數

決」，而改為採用獨創的「共識決」

方式評審，亦即每位甄審委員均擁有

否決權，必須全部委員一致同意始得

決標，如有任何質疑事項，必須反覆

推敲或討論至全部委員釋疑與認同為

止，如此獲得的甄審結果才能符合社

會大眾之期望。

2. 評決標準不以數據化的項目分數或評

比序位定輸贏，而由兩家合格申請人

於通過基本門檻之形式審查和初步

審查後，再自行依據「最有利於政

府之條件」及「需要政府投資額度最

少」，開列其所能提供的優惠方案，

再由甄審委員會評估其創意性、合理

性及可行性。

3. 本公司擔任高鐵局之總顧問任務，先

後數次針對本案之施工規模、工期等



2

34 │No.86│ April, 2010

專
題
報
導

2

No.86│ April, 2010 │35

專
題
報
導

得之「地上權設定契約」、「用地租賃

契約」、「用地使用權契約」亦一併終

止。其必要且堪用之營運資產及興建中

之工程，甲方(即交通部)應報請主管機關

強制收買之。』

亦即在高鐵興建營運合約中，明

定特許公司違約時，政府“應”強制收

買之。此項合約規定明顯與上述獎參條

例第四十四條之規定有所出入，“應”

與“得”一字之差的規定，使得監察委

員痛批此項約定係政府主動收拾善後條

款，亦使台灣高鐵之執行風險均落在政

府頭上而由全民埋單。

(三) 決策之形成

1. 獎參條例中有關「強制收買」之立法

用意，主要是提供政府機構於特許期

滿前，若有撤銷特許合約之情事，為

顧及公眾之利益而得視該BOT案件之

特性，優先擁有承購營運資產或興建

中工程之權利。但因獎參條例中包括

之交通建設範圍有：鐵路、公路、大

眾捷運、航空站、港埠及其設施、停

車場、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橋梁及隧

道等項目，其重要性並不相同，故不

能一律適用「強制收買」之機制。

2. 高鐵建設為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重大建

設，若民間機構無法履約完成興建或

營運不善時，政府別無選擇必須接

辦，以維護社會大眾之權益。否則

如依獎參條例而游疑於「得」或「不

得」強制收買，將產生下列問題：

(1) 法律方面

① 土地依法應由政府收回，但地

上物及營運資產卻屬特許公司

擁有，則特許公司依法可拒絕

政府使用，甚至以法律訴訟程

明兩家合格申請人須提出「最有利於

政府之條件」，中華開發信託公司未

提出任何有利於政府之條件，而台灣

高鐵公司於其投資計畫書內額外提出

承諾事項：「將於營運期間每年提出

稅前營業利益百分之十給予政府，作

為返還“政府必須辦理事項”(約新台

幣1,057億元)之用，且縱使上述費用

完全返還後，仍繼續提交至營運期屆

滿為止。」

2. 上述承諾事項，經甄審期間與台灣高

鐵公司確認係不附帶任何先決條件

之承諾，由於其性質近似於「回饋

金」，故於興建營運合約中特以專章

「第九章回饋金」方式列述其要點如

下：

(1) 乙 方 承 諾 以 利 益 分 享 ( P r o f i t 

Sharing)的方式，於高速鐵路營運

期間，每年提出稅前營業利益百

分之十之效益回饋甲方，作為發

展高速鐵路相關建設之用，但其

所累積之回饋金總額若低於下表

時，乙方承諾以下表為準：

  全線營運第五年年底止 NT$20億元

  全線營運第十年年底止 NT$100億元

  全線營運第十五年年底止 NT$250億元

  全線營運第二十年年底止 NT$480億元

  全線營運第二十五年年底止 NT$750億元

  高速鐵路營運特許期屆滿之日止 NT$1,080億元

前述「稅前營業利益」之定義，

雙方同意以乙方就其高速鐵路營運及

高速鐵路營運附屬事業等之營業收

入，扣除其因經營上述事業所需之一

切成本及費用後所餘之利益。但其項

目內容及計算方式，協調委員會得逐

年檢討之。

② 合約如規定「得」強制收買，

則屆時政府決定收買時，其價

格必高；如決定不收買，高鐵

營運資產皆屬特許公司所有，

而特許公司又面臨難以解散清

算之窘境，則法律與事實層面

之問題複雜難解，高鐵必然

形同癱瘓，無法維持正常之運

作。

3. 上述合約中有關「強制收買」之規定

疑義，於西元1997年11月25日甄審委

員會經充分討論及交換意見後，認為

高鐵建設計畫之性質特殊，一旦無法

完成興建或順利營運，將對社會大眾

及國家經濟產生重大之影響。另依獎

參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主管機關得

洽請金融機構給與融資協助，故撤銷

特許權許可時之強制收買規定，提供

融資機構某種程度之債權確保，可鼓

勵其積極參與高鐵建設之授信融資。

因此，甄審委員一致同意，本案在合

約中確有必要列入政府「應」強制收

買之相關規定。

4. 筆者認為台灣高鐵於甄審、議約過程

中，最關鍵之決策即為確認若台灣

高鐵公司無法完成興建或營運不順

利時，政府「應」予以強制收買，

「應」與「得」一字之差別，產生畫

龍點睛之效果。此項決定不但促成台

灣高鐵之籌資、融資得以順利推展，

而且控制政府所須承擔之最大風險在

一定範圍之內。

四、	有關「政府零出資」之誤解

(一) 投資計畫書承諾事項

1. 台灣高鐵BOT案有關評決標準中，列

序而癱瘓高鐵之興建營運以要

脅政府。

② 特許公司若遭撤銷許可，依法

應辦理公司之解散和清算，則

特許公司必須出售其資產，否

則無法完成解散清算程序。此

時政府依約並無強制收買之權

利，僅能任由債權人處分或出

售特許公司資產，眼看高鐵四

分五裂而束手無策。若有人刻

意僅購買高鐵某一關鍵項目，

而拒絕政府買回或要脅政府以

高價購回，則將引起重大之政

治和社會問題。

(2) 融資方面

高鐵建設之營運資產性質特殊，

無法適用一般房地產之質押或拍賣法

則。若無政府強制收買之機制，則金

融機構將可能承受債權無法回收之巨

大風險，而拒絕承辦台灣高鐵專案授

信融資，高鐵勢必無法由民間興建。

(3) 風險方面

① 撤銷許可時，特許公司即使同

意政府強制收買，依獎參條例

施行細則之規定，其價格必然

較高，兩者之比較如下：

－『得』強制收買： 工程實際成本＋使

用價值≧3,259億元

(合約中收買價金上

限)

－『應』強制收買： 工程實際發包價與

合約報價取上述兩

者較低者≦3,259億

元(合約中收買價金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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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銀行體系，雙重管道提供融資。亦

有保險業者表達有意願提供資金，惟

經評估現行之保險法，對於保險業資

金運用之途具有層層之限制，如欲鬆

綁則涉及現行法令之修法事宜而緩不

濟急。

3. 國外金融市場尋求融資之問題

(1) 鑑於國外交通建設之融資個案，

因其回收資本期程長而屢有諸多

失敗案例，以致國外銀行對於大

型交通建設之融資，均持較為保

守之心態。

(2) 本案如幸能獲得國外出口信貸機

構(ECA)支持而提供融資，惟如

ECA融資條件要求本國銀行出具保

證函擔保ECA債權，則授信風險仍

將回到國內銀行團。據悉台灣高

鐵公司於決定採用日本系統後，

亦曾尋求日本ECA之融資協助，

惟最後卻因考慮匯率風險負擔太

大，及國內授信保證事宜頗為複

雜而作罷。

(3) 因國內法令之限制及外國機構投

資者，對於類似台灣高鐵BOT案高

風險之交通建設，其融資接受程

度較低，將影響台灣高鐵公司赴

海外發行海外公司債籌募資金之

能力。

(三) 三方契約備忘錄的效果

1. 提供融資機構債權之確保與信心

依據民法之相關規定，若附著

於土地而性質上固定成為土地之一部

份者，如：道路、橋梁、路堤、下水

道、隧道、地下道等，均視為土地的

一部份而非土地之定著物，其所有權

資金融通之必要，得洽請金融機構給與

本條例所獎勵民間機構長期優惠貸款，

其貸款期限及授信額度不受銀行法第

三十三條之三，第三十八條及第八十四

條之限制。前項長期優惠貸款利息之差

額，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貼之。第一

項長期優惠貸款辦法由交通部會同財政

部定之。」其後交通部亦會銜財政部發

布「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長期優惠貸

款辦法」以資遵循。

(二) 實務上之困擾

上述法令規章看似完備，但於實際

運作時，卻發現以台灣高鐵BOT案約需新

台幣2,800億元之巨額融資，將遭遇下列

之問題：

1. 資本適足率(BIS ratio)之限制

由 於 國 際 清 算 銀 行 ( B a n k  f o 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規定自西

元1998年起，商業銀行資本適足率(銀

行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必須不低於

百分之八，否則銀行之信用評等恐遭

降低等級，且須限制其盈餘分配及罰

鍰。故銀行為符合上述標準，勢將透

過辦理增資以提高自有資本，或減少

風險係數高之貸款。以台灣高鐵BOT

案貸款金額高達新台幣約2,800億元，

且貸款期間超過一年以上，在無政府

提供保證之下，其授信風險之權數應

按授信額度之全額，即100%計算。

因此，國內貸款銀行於既有之自有資

本下，在受限於資本適足率(BIS ratio)

之規定，且為兼顧其他授信業務之拓

展，以及避免對其他風險性資產之融

資業務造成排擠效果，恐難大額參加

台灣高鐵所需之貸款。

2. 保險業資金投資額度之限制

台灣高鐵公司原擬考量由保險業

股票獲利等有關股東權益之行

為。

(3) 回饋金：其意義實際上類似於

「權利金」，依據獎勵民間參與

交通建設條例第七條規定：「主

管機關視交通建設個案特性，得

基於公平競爭原則許可民間機構

於一定期限內經營交通建設，並

得向其收取權利金。前項權利金

收取之相關事項應於投資契約中

明定。」

至於在台灣高鐵BOT案中改以

「回饋金」之方式列明於興建營運合

約中，係因台灣高鐵BOT案之民間自

償率概估只有43%，為期增加本案之

誘因及反映於政府投資額度之減少，

故於西元1997年8月15日高鐵民間投

資案件甄審委員會第二階段第二次會

議結論，台灣高鐵BOT案以政府不收

權利金之條件下，由申請人研提投資

計畫書及報價書。

4. 綜上所述，外界批評台灣高鐵公司以

「政府零出資」的承諾取得標案，卻

在日後違反承諾，由銀行團、公營機

構於興建階段持續出資且持續認賠一

節，顯然與事實明顯不符。而且台灣

高鐵公司所承諾之「回饋金」亦於營

運期間才會發生，故與興建期間銀行

及公營機構的投資行為，兩者時空背

景亦明顯不同。

五、	簽訂三方契約備忘錄之必要性

(一) 法源依據

獎 勵 民 間 參 與 交 通 建 設 條 例 第

二十六條規定：「主管機關視交通建設

(2) 回饋金應每年會同甲方結算一

次，於次年六月三十日以前支

付。

3. 台灣高鐵公司於上述承諾事項及興建

營運合約條文之規定中，均明確述明

係於營運期間以利益分享方式回饋政

府，且其用途亦限定作為發展高速鐵

路相關建設之用。可惜坊間一般媒體

及監察院調查報告，均將其簡化為

「政府零出資」，並認為其後在高鐵

興建期間之銀行團及公營機構等，持

續投資於台灣高鐵建設計畫，即為政

府放任坐視台灣高鐵公司違反「政府

零出資」之承諾，顯然將「出資」、

「投資」及「回饋金」三者之意義弄

混淆，茲將其差別列述如下：

(1) 出資：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

例及相關法規中，係指政府政策

性的貼補作為，民間不需要分擔

或回饋。例如：高鐵建設中的沿

線土地徵收、各縣市之都市變更

作業、車站聯外交通規劃、環境

影響評估之核可等事宜，均由政

府以編列預算方式，「出資」辦

理完成。

(2) 投資：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

例第四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民

間機構，係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

司；其有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投

資者，其直接投資間接投資合計

不得高於該公司資本總額百分之

二十。」在上述條文中特別指出

「依公司法設立」之關鍵字眼，

其目的即在指出「投資」係為取

得公司的股份或股權，並據以享

有選任董監事、股利分配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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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中發生之財務困難，特別協調將跨

國銀行之融資貸款，改為以債作股之股

本投資，並協助特許公司於西元1987年

股票上市向社會大眾募資，以獲取足夠

資金完成全部興建工程。此外，本案於

營運期仍然無法收支平衡，英、法兩國

政府又同意將特許期由55年延長為99年(

西元1987至2086年)，且以保證運量方式

降低營運風險，並於西元1998年協助特

許公司辦理投資融資及營運結構重組。

(二)綜上所述，各國政府對於重大公共工

程基礎建設之BOT案，因其涉及國計民生

及大眾權益頗巨，均採取積極協助之態

度，盡力促成建設計畫之順利推動，並

無所謂放任其自行倒閉或自行善後之情

事。

肆、機電核心系統更換事宜

一、	無線手機開放申請前車之鑑

線系統後，德、法兩家公司即撤銷其

原先承諾之投資額度，故外界批評台

灣高鐵公司之核心成員，其投資額度

不符投資計畫書之承諾一節，似與事

實不符，因為在興建營運合約中僅規

定台灣高鐵公司之發起人，於高鐵興

建期間持有之股份總數，合計不得

低於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

二十五，而營運期間因預期業已公開

上市或上櫃，自有公司法之相關規定

予以規範，興建營運合約中僅載明台

灣高鐵公司於BOT特許期間，各會計

年度終了時之股東權益佔總資產之比

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

七、	英法海底隧道BOT計畫之參考案例

(一)監察院調查報告特別列舉英法海底隧

道BOT計畫，英、法兩國政府對於特許

公司採取「不出資、不保證、不收拾善

後」之三不政策一節，則顯然係引用早

期舊的文獻資料，與目前的事實明顯不

符，因為英、法兩國政府為挽救本案於

台灣高鐵BOT案之投資計畫書並非興

建營運合約之一部分，而係供甄審委員

會參考評估民間合格申請人，是否具有

籌組特許公司之完整企劃，並有能力負

責高鐵之興建與營運。另外，投資計畫

書中有關要求政府承諾或協助事項，以

及特別之創意構想或財務規劃參數等，

並不全然為甄審委員會所接受，故須有

三個月的議約時間，釐清政府與民間投

資人各項權利與義務關係。幕僚人員初

步議定完成之興建營運合約內容，尚須

陳報甄審委員會於西元1997年11月20

日、11月25日及11月28日共計召開三次

會議，逐章審議合約內容後始無異議通

過，亦即議約之內容仍屬甄審程序之一

部分，顯見其過程十分嚴謹，亦有別於

一般公共工程之招標採購程序。

(二) 特許公司於投資計畫書研擬之資

本額架構

1. 台灣高鐵聯盟於其投資計畫書研擬資

本額之構想如下：

(1) 總資本額

原規劃為新台幣1,038億元，

但 因 於 甄 審 時 同 意 取 消 要 求 政 府

出資額238億元，故調整為新台幣

1,219~1,276億元。

(2) 資本來源

① 核心團隊成員約佔51%，除由

國內11家公司共同投資外，尚

包含德國SIEMENS公司5.1%，

及法國GEC公司5.1%。

② 一般機構投資人：29~34%。

③ 社會大眾：15~20%。

2. 由上述資本來源可知其架構係屬初步

概估，而且具有浮動及調整性質，尤

其當台灣高鐵公司決定採用日本新幹

均屬政府所有。故在法理上，台灣高

鐵公司似難僅以設定抵押、其他擔保

或負擔予融資機構或其指定之第三人

的方式，使融資機構同意提供授信貸

款。因此，由政府提供強制收買之機

制以確保融資機構之債權，在實務運

作上即有其必要性，且政府事先約定

於台灣高鐵經營不善時即行介入並強

制收買之承諾，亦可視為對高鐵計畫

支持之決心。

2. 控制政府強制收買價金之風險

藉由三方契約備忘錄之簽訂，政

府預先設定強制收買時之承擔金額上

限(即工程經費報價之新台幣3,259億

元加計可資本化財務成本817億元)，

且此一承擔金額應足以優先償還融資

機構之授信餘額，三方(交通部、台灣

高鐵公司及融資機構)並同意藉由適當

之機制，控管承擔金額及授信餘額之

風險。

3. 解決融資機構資本適足率(BIS ratio)之

問題

由於政府承諾於台灣高鐵經營

不善時，即行介入強制收買，且同意

收買價金優先清償融資機構之授信餘

額，使得參貸融資機構之授信風險

係數大幅下降，解決資本適足率(BIS 

ratio)不足之問題，台灣高鐵BOT案之

融資、籌資問題始得以順利進行，如

果不採取藉由「強制收買」之手段而

達到間接確保融資機構債權之目的，

則台灣高鐵BOT案必然因民間機構無

法獲得授信融資而宣告失敗。

六、	台灣高鐵公司原始股東投資額度問題

(一) 投資計畫書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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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不作白老鼠」、「警鈴聲響不停，高鐵

一日五驚」、「高鐵〝倒退嚕〞」、「專家學

者表示，希望天佑高鐵」等等。然而通車三年

多，台灣高鐵的舒適、快捷、準時，令人讚聲

連連，台灣南北一日生活圈型態儼然成形，亦

提昇台灣軌道技術在國際上的聲譽。回顧往

昔，台灣高鐵最大的成功關鍵，確實在於政府

決策官員「走對方向、勇於承擔」的魄力，以

及公、私部門相關參與人員盡心竭力、甘願付

出的辛勞，再次締造台灣鐵路史的新頁。筆者

謹以本文，懷念故交通部長蔡兆陽先生對於台

灣高鐵計畫的卓越領導，以及感謝高鐵局長官

在外界持續不斷的撻伐聲中，仍然全力以赴、

完成使命的胸襟。

交通部有鑑於無線手機開放申請甄審時，

要求國內廠商必須覓妥國外合作廠商共同投

標，且於得標後不得任意更換原合作團隊之陣

容，以免有違甄審競標之公平性。此舉使得國

內廠商於得標後，遭到原有國外廠商索取高額

之權利金、技術移轉等費用，使國內廠商苦不

堪言而又無法另擇其他合作夥伴，故紛紛向主

管機關反映實情及困境。

二、	開放高鐵機電系統可以更換

為使甄審評定之最優申請人，日後在與

其合作之國外核心機電供應廠商進行商業談判

時，擁有較多的談判籌碼，甄審委員會決定准

許最優申請人得於日後談判不順時，可以有權

更換機電核心參考系統，亦即於第一階段審查

合格之參考系統，包括：日本新幹線系統、法

國TGV系統及德國ICE系統，任擇一家作為國外

技術合作之對象。

三、	採用日本新幹線系統

據悉，台灣高鐵公司後來與德、法等歐鐵

聯盟果然談判不順，無法達成價格及技術上之

協議。故決定開放日本系統亦得以參與競標，

使得高鐵機電核心系統之造價因而大幅下降，

為國家節省不少外滙支出。至於坊間傳言，台

灣高鐵改用日本新幹線系統係為前總統李登輝

先生得以順利訪問日本之交換條件云云，則係

屬毫無事實根據之臆測而已。

伍、結語

台灣高鐵BOT計畫於興建前就有很多反對

的雜音，興建期中更為人所唱衰、杯葛，批評

高鐵是「廢鐵」、「半調子BOT」、「小孩子

玩大車」等等。營運開始時沒有鞭炮慶賀聲，

反而是社會各界的口水批評聲，諸如；「拒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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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電車線、最大桿距、風壓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鐵道工程部／正工程師／陳智淵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鐵道工程部／正工程師／李源洲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鐵道工程部／正工程師／劉開成 3
321

電車線系統為軌道供電系統重要子系統之一，電車線系統故障將影響列車運轉，且

無法以其他備援方式替代，僅能加速搶修縮短故障影響時間，因此電車線系統設計時，

不外乎以達到良好的集電品質與高度系統穩定度為供電系統之重要課題。臺鐵局為提高

電車線設備安全及配合台鐵捷運化行車容量增加，須加強鐵路電車線系統機械強度及增

加饋電容量，因此將原有電車線系統49.5mm2主吊線變更為95mm2主吊線系統，藉以減少

斷線的機率，更進一步提高電車線系統的可靠度。為因應主吊線變更，須重新評估最大

桿距限制是否改變，爰此，本文將針對臺鐵電車線系統最大桿距設計進行說明。

壹、前言

臺鐵自民國68年電氣化至今，已有30餘

年之歷史，檢視近十年來電車線故障紀錄可發

現，其中以主吊線的斷損故障比例最高，且所

造成的供電中斷影響行車運轉最為嚴重，因此

臺鐵局為提高電車線設備安全及配合台鐵捷運

化行車容量增加，須加強鐵路電車線系統機械

強度及增加饋電容量，藉由將原有電車線系統

49.5mm2主吊線變更為95 mm2主吊線系統，以減

少斷線及故障發生之機率。

更換主吊線時，首先須考量電車線桿距標

準是否因應換線而變更，且必須以國際規範及

標準為依據，進行桿距標準計算及評估。臺鐵

電車線主吊線95mm2桿距設計標準，以國際聯

合鐵路標準(UIC606-1 OR)為依據進行計算，

係因其已被廣泛用於歐洲鐵路規劃設計且證實

可行。此標準中詳細定義集電弓與電車線相互

之動態行為，並說明電車線最大桿距的計算方

式。

貳、最大桿距及風吹偏移量之計
算公式

一、動態風壓計算公式

依據UIC606-1第1.3.1節所述，作用於電車

線上動態風壓qw可由下式表示：

上式中：

qw：動態風壓，單位為 (N/m2)。

 v ：最大營運風速，單位為 (m/s)。

    ：重力加速度 (m/s2)。

臺鐵電車線系統
最大桿距探討

g

上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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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直線路段之電車線佈設示意圖

表1 最大桿距設計參數表

定義 數值及單位

線形：最小曲率半徑(R) 2,000m 

最大風速(V)
山線：26m/s

海線：29m/s

接觸線與電車線之直徑和(A) 0.0248m

在電桿支撐點之偏位(UN) ±0.200m

重力加速度(g)

空氣之比重

9.81 m/s2

11.5 N/m3

水平張力 1000(kg)

水平張力 1000(kg)

10,000 N

10,000 N

主吊線 95mm2 線徑

接觸線107mm2 線徑

0.0125m

0.0123m

電線、電纜與吊掛線拖曳係數(e) 1.25

桿間接觸線最大偏移量(Umax) 0.275 m

對於曲線路段及直線路段之最大桿距計

算，目的係為了要確認臺鐵將主吊線由49.5mm2

更換成95 mm2後，其桿距之設計標準及內容之

修訂。依據國際聯合鐵路(UIC)規定之公式以及

臺鐵電車線相關資料，最大桿距計算完成後，

應再進一步檢核電車線受風力影響之風吹偏移

動態行為。

在直線路段之電車線是沿軌道中心線左右

交錯以鋸齒狀佈設，正常偏位為0.200m，如圖

1所示，其集電弓滑行軌跡與軌道中心線一致。

此種偏位設計可使集電弓自接觸線集電時可在

碳刷上平均磨耗而不會集中於單點。在曲線路

段之電車線是佈置於軌道中心線的單側，如圖

2所示，因此其集電弓滑行軌跡與軌道中心線

會有所差異。若進一步考量曲線路段之風吹效

應，則可由此評估計算最大桿距之偏移量是否

合乎要求，如圖3所示，當風吹效應作用之方向

不同，所造成的偏移量也會有所不同。根據電

車線主吊線49.5mm2系統的規定，桿距間最大電

車線偏移量限制為0.275m，此規定經評估後可

繼續適用在電車線主吊線95mm2系統中。

二、最大桿距計算公式：

依據UIC606-1第1.3.1節所述，最大桿距公

式可由下式表示：

上式中：

c：最大桿距，單位為(m)。

R：曲率半徑，單位為(m)。

Zf：主吊線及接觸線之張力和，單位為(N)。

uN：接觸線於電桿處之最大偏位，單位為(m)。

umax：接觸線於桿距間之最大偏移量，單位為

(m)。

qw：動態風壓，單位為(N/m2)。

A：主吊線及接觸線之直徑和，單位為(m)。

三、風吹偏移量計算公式

依據UIC606-1第1.3.1節所述，因風壓導致

之風吹偏移量u
d
可由下式表示：

上式中：

ud：因風吹偏移之距離，單位為(m)。

qw：動態風壓，單位為(N/m2)。

A：主吊線及接觸線之直徑和，單位為(m)。

c：最大桿距，單位為(m)。

Zf：主吊線及接觸線之張力和，單位為(N)。

參、臺鐵電車線主吊線95mm2之最
大桿距計算參數說明

依據上節公式，彙整電車線最大桿距計算

參數數值如表1所示。

肆、臺鐵電車線最大桿距計算

臺鐵電車線最大桿距計算，以山線為例計算如后。臺鐵山線最大營運風速為26m/s，因此可求得

動態風壓如下：

 
(N/m2)

由表1及最大桿距計算公式，可得知主吊線及接觸線之張力和為20000N，接觸線於電桿處之最

大偏移量為0.200m，動態風壓為396.23N/m2，主吊線及接觸線之直徑和為0.0248m，臺鐵目前彎道曲

率半徑介於200m∼2,000m，若曲率半徑超過2,000m彎道則視為直線，接觸線於桿距間之最大偏移量

0.275m，將以上數值代入最大桿距公式後可得如下：

由以上計算結果可得知，當曲率半徑為2000m時，最大桿距為58.40m，而現行臺鐵山線直線路

段最大桿距規定為56m，因此當主吊線由49.5mm2換成95mm2時，臺鐵山線直線路段最大桿距值不需

改變。

圖2 曲線路段之電車線佈設示意圖

S1、S2：曲線路段兩端支持點之偏位

Ds： 跨距中點集電弓中心線至接觸線之距離(靜態支距)

B：風吹效應產生之偏離

V：曲線路段之正矢距離

圖3 曲線路段之電車線偏位及風吹偏移效應示意圖

U
max

參數定義為接觸線於桿距間之最大

偏移量，依據原臺鐵電車線標準規範圖說

OCS/014/009及OCS/986/025之規定，沿用臺鐵

電車線系統採用的桿距間允許之最大靜態偏移

量，因此U
max

參數採用0.275m進行計算。

UN參數為接觸線於電桿處之偏位絕對值，

依據原電車線標準規範圖說OCS/002/001、

OCS/003/001、OCS/003/002、OCS/004/002、

OCS/005/001、OCS/014/002及OCS/014/009之規

定，沿用臺鐵電車線系統採用的電桿處允許之

最大偏移量，U
N
參數採用0.200m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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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最大桿距改變時，正矢值亦必須修正，

將臺鐵山線彎道正矢值彙整後如表5所示。

          表5 臺鐵山線彎道正矢值

桿距

(m)

山線

桿距

(m)

山線

曲率
半徑
(m)

正矢值

(mm)

曲率
半徑
(m)

正矢值

(mm)

56 — — 35 463 331

55 — — 34 431 335

54 1673 218 33 402 339

53 1558 225 32 374 342

52 1451 233 31 348 345

51 1354 240 30 323 348

50 1264 247 29 299 352

49 1181 254 28 277 354

48 1104 261 27 256 356

47 1033 267 26 236 358

46 966 274 25 217 360

45 904 280 24 200 360

44 846 286 23 183 361

43 792 292 22 167 362

42 741 298 21 152 363

41 694 303 20 138 362

40 649 308 19 125 361

39 607 313 18 113 358

38 568 318 17 101 358

37 531 322 16 90 356

36 496 327 15 80 352

[註]： 本表適用於平面及車站路段接觸線高度4.5∼5.0m處。

二、桿距間允許之最大靜態偏移量

由於風吹偏移量因換線而改變，因此桿距

間允許之最大靜態偏移量必須隨之修正，臺鐵

山線桿距間允許之最大靜態偏移量彙整如表6所

示。

綜合以上資料，我們可將臺鐵原規範

OCS/014/002臺鐵山線及海線最大桿距圖說，修

正如圖4所示。

陸、電車線最大桿距之影響

電車線最大桿距對整個系統影響甚鉅，除

對於土建定線後電車線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之

電桿配置有極大的影響外，以下將說明最大桿

距的各種影響。

一、彎道正矢值

「正矢值」是指軌道中心線與該桿距中點

之距離，正矢值公式可由下式表示：

上式中：V為正矢值(mm)，L為桿距(m)，R

為曲率半徑(m)。

最大桿距算出後，下一步須計算最大風吹

偏移量，以檢核確認電車線在桿距間不會超出

集電弓碳刷範圍，因此由以上資料，可求得風

壓導致之偏移量u
d
如下：

重複以上步驟，我們可以依次求得當曲率

半徑為200m∼2000m之最大桿距值及最大風吹

移

量，如表2及表3所示。

伍、電車線最大桿距計算結果比
較

臺鐵原電車線系統49.5mm2主吊線最大桿距

規範與95mm2主吊線系統最大桿距規範比較，

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當主吊線換線後，在彎道處

桿距較先前略小，原因為主吊線風吹偏移量較

大，且原臺鐵規範使用計算公式與UIC606-1不

同之故。

               表2 臺鐵山線最大桿距計算值(以曲率半徑為變數)

臺鐵山線最大桿距計算

曲率半徑R(m)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最大桿距c(m) 26.02 31.03 34.93 38.13 40.82 43.13 45.15 46.93

風吹偏移量ud(m) 0.052 0.074 0.094 0.112 0.128 0.143 0.156 0.169

曲率半徑R(m)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最大桿距c(m) 48.52 49.95 51.24 52.41 53.48 54.47 55.38 56.00

風吹偏移量ud(m) 0.181 0.192 0.202 0.211 0.220 0.228 0.235 0.241

曲率半徑R(m) 1800 1900 2000

最大桿距c(m) 56.00 56.00 56.00

風吹偏移量ud(m) 0.241 0.241 0.241

                表3 臺鐵山線最大桿距計算值(以桿距為變數)

臺鐵山線最大桿距計算

最大桿距c(m)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曲率半徑R(m) 80 90 101 113 125 138 152 167

風吹偏移量ud(m) 0.022 0.025 0.028 0.031 0.034 0.037 0.041 0.044

最大桿距c(m)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曲率半徑R(m) 183 200 217 236 256 277 299 323

風吹偏移量ud(m) 0.048 0.052 0.056 0.060 0.065 0.069 0.074 0.079

最大桿距c(m)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曲率半徑R(m) 348 374 402 431 463 496 531 568

風吹偏移量ud(m) 0.084 0.089 0.094 0.099 0.105 0.111 0.117 0.123

最大桿距c(m)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曲率半徑R(m) 607 649 694 741 792 846 904 966

風吹偏移量ud(m) 0.129 0.135 0.142 0.149 0.155 0.162 0.170 0.177

最大桿距c(m)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曲率半徑R(m) 1033 1104 1181 1264 1354 1451 1558 1673

風吹偏移量ud(m) 0.184 0.192 0.200 0.208 0.216 0.224 0.232 0.241

                  表4 主吊線更換前後最大桿距比較

最大桿距c(m) 20 25 30 35 40 45 50 56

49.5mm2

曲率半徑(m) 111 180 271 388 541 741 1008 1461 

95mm2

曲率半徑(m) 113 183 277 402 568 792 1104 1673 

49.5mm2

風吹偏移量(m) 30 46 67 91 119 150 185 232

95mm2

風吹偏移量(m) 31 48 69 94 123 155 192 241 

  圖4 OCS/014/002最大桿距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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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由UIC606-1可知，最大桿距與曲率半徑、

主吊線及接觸線之張力和、接觸線於電桿處之

正常偏移量、接觸線於桿距間之最大偏移量、

動態風壓及主吊線及接觸線之直徑和有關，因

此當主吊線由49mm2更換為95mm2時，可由本文

結果得到換線後之最大桿距標準。

電車線系統基本設計規劃電桿配置時，

須考量於不同曲率半徑之曲線路段配置適當桿

距，因此設計時除須決定桿距外，其他相關之

電車線偏位、吊掛線長度及最大張力區間長度

等因素，皆對列車的集電性能有相當之影響，

本文乃針對最大桿距設計及計算方式提出探

討，希望對電車線系統設計者有所助益。

參考文獻

1. 黃運傑、陳三旗、梁火南、周廷岳、李長

澤、林朗焜及鄭猛巍，「電車線主吊線

49.5mm2變更為95mm2之改善研究」，交通

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表6 桿距中間允許之最大靜態偏移量

桿距中間允許之最大靜態偏移量
P=D-B-E, D=275

桿距

(m)

山線

桿距

(m)

山線

風吹偏
移量
B

(mm)

D-B
最大偏
移量減
掉風吹
偏移量

值
(mm)

風吹偏
移量
B

(mm)

D-B
最大偏
移量減
掉風吹
偏移量

值
(mm)

－ － － 33 84 191 

56 241 34 32 79 196 

55 232 43 31 74 201 

54 224 51 30 69 206 

53 216 59 29 65 210 

52 208 67 28 60 215 

51 200 75 27 56 219 

50 192 83 26 52 223 

49 184 91 25 48 227 

48 177 98 24 44 231 

47 170 105 23 41 234 

46 162 113 22 37 238 

45 155 120 21 34 241 

44 149 126 20 31 244 

43 142 133 19 28 247 

42 135 140 18 25 250 

41 129 146 17 22 253 

40 123 152 16 20 255 

39 117 158 15 17 258 

38 111 164 14 15 260 

37 105 170 13 13 262 

36 99 176 12 11 264 

35 94 181 11 9 266 

34 89 186 10 8 267 

[註]：P=D-B-E，D=275mm。

P：桿距中間允許之最大靜態偏移量(mm)、D：臺鐵規定桿

距中間最大偏移量(mm)、B：因風壓影響之實際風吹偏移量

(mm)、E：偏位效應(mm)(當S≦4(B-V)才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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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捷運路網、電磁干擾、高速鐵路、台灣鐵路

台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周至如

台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生／韓佳佑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捷運工程部／副理／于新源

中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李俊耀

21 3 4

本文乃探討捷運與鐵道（高速鐵路與台灣鐵路）系統並行建置時，此鐵道系統所

產生之電磁特性，對於捷運敏感設備之影響評估。文中除分別模擬高鐵與台鐵系統，在

捷運系統周圍所造成之磁場強度、地電位與感應電壓分佈外，並將提出安全距離限制建

議，以提供未來捷運定線人員在面對鐵道系統並行建置干擾時迴避與改善。

壹、 引言

大眾捷運系統具有方便、快速及大運量的

特點，是都市地區人員運輸的命脈；因此，捷

運系統是否能安全可靠的運轉，對都市的交通

及人員的安全影響至鉅。至於影響捷運系統的

安全性及可靠性的因素，除捷運系統本身的規

劃、設計、施工、運轉及維護外，對於捷運路

網周圍的干擾源須加以考慮[1]- [3]。

由於部分鐵道（高速鐵路與台灣鐵路）系

統路段與捷運系統並行、交叉甚至共構，雖至

目前為止各國並未有因鐵道系統所造成之電磁

干擾障礙的案例發生，但在兩者並行過長情況

下，其產生之磁場分佈、地電位分佈及對捷運

通訊及號誌線路感應電壓問題仍會造成影響，

此安全性之問題亟待研究、評估與改善。其中

包含高鐵及台鐵系統車道周圍之電磁特性（磁

場、軌道接地點雜散電流及地電位昇）分析，

以評估捷運系統與鐵路系統路線並行時，可能

遭受之影響及兩系統間應保持之間隔距離。

貳、 台灣高速鐵路系統車道影響
分析

一、 電磁強度分析

台灣高速鐵路系統所產生之電磁環境相

當複雜，造成臨近設備電磁干擾在所難免。若

捷運系統與其靠近，受其電磁干擾程度必須加

以瞭解分析。台灣高速鐵路電車線對地電壓為

27.5kV，又因是封閉系統與專用路權，與周圍有

柵欄之隔離，及電場本身很容易遮蔽之特性，

電場造成之影響較小，故本文探討的重點為磁

場。針對其行車軌道周圍磁場強度加以分析，

鐵道系統並行建置
對於捷運路網定線
之影響研究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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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以及受上述載流導體感應產生感應電流之架

空地線。接觸線、鋼軌、回流線及架空地線在

車道周圍空間中的擺置位置亦會改變磁場強度

的分佈。本研究以典型高鐵系統之路面車道為

範例進行車道沿線磁場模擬分析。

在不同饋電區段中，流經接觸線、回流線

及鋼軌等部分之電流值皆不同，且由於電流值

的不同，各區段內架空地線因感應產生的感應

電流也不盡相同，因此，在各區段內的磁場強

度分佈特性也會有所差異。本研究搭配各載流

導體及受感應產生電流之架空地線在車道空間

中相關位置資料(如圖3)及依據圖4中由左至右六

個區段中不同電流分佈情形，個別模擬分析，

得出六個磁場強度分佈狀況。現將各金屬導體

相關位置及六個區段中各導體電流資料整理如

表1及表2所示。

示。一般情況下，軌道沿線同時架設保護線，

約每隔5公里與軌道共同接地，此外在其上方配

置架空地線，並且每隔約240公尺進行接地。

在車道沿線，高鐵系統本身主要磁場源為

牽引動力用電之高壓27.5kV接觸線、供牽引動力

電流回流之鋼軌、供牽引動力電流回流之回流

沿線每隔10～15公里設置一自耦變壓器，藉此

設備將電壓降低至電車用電電壓，高速鐵路常

用之自耦變壓器匝比為1：1(饋電側匝數：回流

側匝數)，其連接方式為AT兩端分別連接接觸線

(Contact Wire)與回流線(Return Feeder)，變壓器

中性點則與軌道相連。

因此變電站電壓為電車線電壓的兩倍，當

負載容量為定值時，電流即為1/2，因此其電

壓降低值以電車線電壓換算即為1/4，所以變電

站間的間距可以拉大，其功用在於提高饋電電

壓、避免集電弓發生電弧現象致使接觸線與集

電弓之耗損、降低線路電流、減少電壓變動、

電壓不平衡及減低電信感應干擾，同時可以使

變電站間的間距加大、減少變電站的數量。

台灣高鐵全線採用比例為1:1之自耦變壓器

(AT)饋電方式，且沿著全線與電車線平行架設，

沿線每隔10～15公里設置一自耦變壓器，本研

究分析用模型假設每隔12公里設置一自耦變壓

器，且每部主變壓器供應三個饋電區間，如圖2

所示。其中，電車線系統包含電車線路（如主

吊線、輔助吊線(AUX)、接觸線(CW)、負饋線

(AF)及吊掛線等）、饋電線路（如饋電線、跳

線等）、回饋路徑（如鋼軌、回流線、鋼軌連

接線、保護線(PW)及架空地線(GW)）、支架物

（如電桿、懸臂、絕緣礙子、夾件與各式支持

物等）及其他附屬設備（如平衡裝置、中點錨

定及各式預埋件等），其立面空間關係如圖3所

其中磁場源除考慮正常供電線路上電流產生的

磁場，亦加以考慮其他金屬線路因電磁感應所

產生的磁場遮蔽效果。

台灣高鐵主變電站之變電方式如圖1所示，

皆由台電161kV變電所匯流排以三相雙回線引接

電源，由史考特型(Scott)主變壓器將三相電力轉

換為2組單相27.5kV，60Hz的單相電力饋至電車

線，再由動力車以集電弓擷取電車線與軌道間

之27.5kV電源供給列車所需一切電源。

列車饋電方式乃採用自耦變壓器（AT），

將變電站之饋電電壓提昇到高至電車線電壓，

圖1 高速鐵路主變電站電力供應圖

圖2 高鐵自耦變壓器(AT)饋電區間

表1  高鐵車道上周圍磁場源之空間位置

車道上各磁場源之空間位置 距離中心線距離(m) 距離車道地面高度(m) 備註

接觸線(CW)
2.25 5 北上

2.25 5 南下

回流線(FW)
3.6 8.67 北上

3.6 8.67 南下

行車鋼軌(Rail)
2.9675 0 外側鋼軌

1.5325 0 內側鋼軌

架空地線(GW)
5.1 9.91 北上

5.1 9.91 南下

圖4 饋電線路電路各分支電流分佈

圖3 高速鐵路電車線系統立面空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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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影響，須針對該饋電線路對周圍產生的感

應電壓加以分析。根據分析結果及圖5，可得知

軌道饋電架構各分之電流。同樣亦個別分析圖4

內六個車道區段對周圍產生的感應電壓。並利

用圖4中各導體之空間位置分佈資料及互阻抗公

式，可對高鐵系統車道周圍產生的感應電壓進

行分析，其中區段六之分佈情形如圖6(a)所示。

表3 正常運轉時高鐵沿線周圍地電位分佈值(V)
 ax

表4 故障時高鐵沿線周圍地電位分佈值(V)
 max

三、感應電壓分析

由於高鐵系統之饋電線路上負載電流會

對鄰近行控、號誌或通訊線路產生縱向感應電

壓。若捷運系統路線與高鐵系統路線並行時，

為免除高鐵系統之饋電線路對捷運系統運行的

與接
地點
距離
(m)

ρ=100 (Ω-m) ρ=200 (Ω-m) ρ=300 (Ω-m)

Rg=1Ω Rg=10Ω Rg=1Ω Rg=1Ω Rg=10Ω Rg=1Ω

10 45.54 455.4 56.43 564.3 61.32 613.2

20 32.86 328.6 45.54 455.4 52.27 522.7

30 25.71 257.1 38.18 381.8 45.54 455.4

40 21.11 211.1 32.86 328.6 40.35 403.5

50 17.91 179.1 28.85 288.5 36.23 362.3

100 10.18 101.8 17.91 179.1 23.97 239.7

150 7.114 71.14 12.98 129.8 17.91 179.1

200 5.466 54.66 10.18 101.8 14.29 142.9

與接
地點
距離
(m)

ρ=100 (Ω-m) ρ=200 (Ω-m) ρ=300 (Ω-m)

Rg=1Ω Rg=10Ω Rg=1Ω Rg=10Ω Rg=1Ω Rg=10Ω

10 633.5 6,335 785 7,850 853 8,530

20 457.1 4,571 633.5 6,335 727 7,270

30 357.6 3,576 531.1 5,311 633.5 6,335

40 293.6 2,936 457.1 4,571 561.3 5,613

50 249.1 2,491 401.3 4,013 503.9 5,039

100 141.6 1,416 249.1 2,491 333.4 3,334

150 98.95 9,895 180.6 1,806 249.1 2,491

200 76.04 7,604 141.6 1,416 198.8 1,988

區地電位遞昇，由前述分析軌道地電位昇皆在

其接地點處最大，其值為注入接地點的電流Ig

乘以接地電阻Rg，若將接地點之接地電極視為

等效半球型電極，則距接地點x距離處之地電位

V(x)可近似計算如下：

 5

 

5  

= =
2 2

V(x) = GPRg gI I r r
x r x x

r
2

=
gR

x r ( )V x r GPR

Rg Rg

 ..(1)

式中r為等效半球型電極之半徑(m)

 5

 

5  

= =
2 2

V(x) = GPRg gI I r r
x r x x

r
2

=
gR

x r ( )V x r GPR

Rg 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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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為大地電阻係數(Ω-m)

(1)式中若x

Ⅵ

r代表該點位於等效半球型

電極範圍內，故V(x

Ⅵ

r)=GPR若僅考

慮接地點洩漏電流最大值，則軌道接

地點之地電位昇最大值為74.161V，

因此以此地電位昇估算附近地區的地

電位分佈如表3及表4中所列數據。

表2 高鐵車道上各區段磁場源導體電流有效值

根據表2中資料，假設自鋼軌流回之列車電

流平均流經兩道軌道，並假設南下及北上車道

電流相角差90度(因史考特型變壓器供電)，利

用安培定理可將車道上各個區段中磁場強度進

行分佈，而其中第六個區段磁場強度，如圖5所

示。圖中說明距軌道地面之各類型電流磁場強

度。

二、 地電位分佈分析

高速鐵路軌道地電位昇(GPR)會引起鄰近地

區段別
車道上各磁場源導體電流有效值(A)

備註
1 2 3 4 5 6

接觸線
(CW)

961.83 412.83 387.33 137.8 411.77 137.23 北上

961.83 412.83 387.33 137.8 411.77 137.23 南下

回流線
(FW)

685.17 685.17 411.2 411.2 137.23 137.23 北上

685.17 685.17 411.2 411.2 137.23 137.23 南下

行車鋼軌
(Rail)

138.33 136.17 137.8 136.7 137.2 137.2 外側鋼軌

138.33 136.17 137.8 136.7 137.2 137.2 內側鋼軌

架空地線
(GW)

47.26 73.88 23.61 50.04 7.51 26.52 北上

47.26 73.88 23.61 50.04 7.51 26.52 南下

圖5 高鐵區段六磁場強度分佈情形

6(a)車道周圍

6(b)車道外200公尺

干擾影響，須針對該饋電線路對周圍產生的感

應電壓加以分析。根據分析結果及圖5，可得知

軌道饋電架構各分之電流。同樣亦個別分析圖4

內六個車道區段對周圍產生的感應電壓。並利

三、感應電壓分析

由於高鐵系統之饋電線路上負載電流會

六車道外各點感應電壓分佈與軌道距離(m) 10 20 30 40 50 100 150 200

感應電壓(MV/M)
max

245.5 217.5 198.5 184.1 172.7 135.8 114.1 102.2

表5 高鐵區段

圖6 高鐵區段六感應電壓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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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線間單位長度互阻抗(Ω/m)， Z
g
為架空地線

本身單位長度自阻抗(Ω/m)

台鐵系統本身主要磁場源為牽引動力用電

之高壓25kV接觸線、供牽引動力電流回流之鋼

軌、供牽引動力電流回流之回流線以及受上述

載流導體感應產生感應電流之架空地線。接觸

線、鋼軌、回流線及架空地線在車道周圍空間

中的擺置位置亦會改變磁場強度的分佈。本研

究以典型台鐵系統之路面車道為範例進行車道

沿線磁場模擬分析，由前圖9之結果得知，在不

同饋電區段中，流經接觸線、回流線及鋼軌等

部份之電流值皆不同，且由於電流值的不同，

各區段內架空地線因感應產生的感應電流也不

盡相同，因此，在各區段內的磁場強度分佈特

性也會有所差異。本研究依據圖9中由左至右三

個區段中不同電流分佈情形，搭配各載流導體

及受感應產生電流之架空地線在車道空間中相

關位置資料(如圖7(b))，個別模擬分析，得出三

個磁場強度分佈狀況。現將各金屬導體相關位

置及三個區段中各導體電流資料整理分別如表6

及表7所示。

根據表6及表7中資料，假設自鋼軌流回之

列車電流平均流經兩道軌道，並假設南下及北

上車道電流相角差90度，利用安培定理可將車

道上三個區段中磁場強度分佈情形分析如圖10

到圖11所示。

（如饋電線、跳線等）、回饋路徑（如導電軌

(Power Rail)、回流線(R.C)）、架空地線(GW)、

支架物（如電桿、懸臂、絕緣礙子、夾件與各

式支持物等）及其他附屬設備（如平衡裝置、

中點錨定及各式預埋件等），其立面關係圖如

圖7(b)所示。因MW、AMW及CW是並聯同電

位，通常被視為一體，以等效導體代表之。

由於鐵路之饋電系統採用60Hz頻率屬於極

低頻，因此分析該系統電路結構可以視為集總

電路(Lump Circuit)，系統中各種導體間之並聯

電容及其對地電容將忽略不計。本研究參考高

鐵列車滿載電流105A，並假設三台列車皆位於

軌道與回流線連接點上。

由於接觸線、回流線、鋼軌及架空地線之

電流皆會產生磁場，經電流計算分析後，可得

各分支電流分佈如圖9所示。

當各區段之接觸線、回流線及鋼軌電流求

出後，即可分別計算其對架空地線造成的感應

電流I
m
，如下所示：

 8

f fg r rg w wg
m

g g g

I Z I Z I ZI = + +
Z Z Z

 (3)

其中I
f
為接觸線電流(A)，I

w
為回流線電流

(A)， I
r
為鋼軌電流(A)， Z

fg
為接觸線與架空地線

間單位長度互阻抗(Ω/m)， Z
wg

為回流線與架空

地線間單位長度互阻抗(Ω/m)， Z
rg
為鋼軌與架

參、台鐵系統車道影響分析

一、磁場強度分析

台鐵系統所處之電磁環境相當複雜，電磁

場在所難免。若捷運系統與其靠近，受其電磁

干擾程度必須加以暸解分析。台鐵電車線電壓

為25kV，本身所產生之電場不大，又因是半封

閉系統與專用路權，與周圍有柵欄之隔離及電

場本身很容易遮蔽之特性，故本研究探討重點

為磁場。針對其行車軌道周圍磁場強度加以分

析，其中磁場源除考慮正常供電線路上電流產

生的磁場，亦考慮其他金屬線路因電磁感應所

產生磁場遮蔽效果。

台鐵主變電站之架構如圖7(a)所示，皆由

台電的69kV變電所匯流排以三相雙回線引接電

源，由拉勃朗克型(Le Blanc)主變壓器將三相電

力轉換為2組單相(M相和T相)25kV，60Hz的單

相電力饋至電車線，再由動力車以集電弓擷取

電車線與軌道間之25kV電源供給列車所有電源

使用，實際位置與接觸線(CW)及架空地線皆架

設於電桿上，如圖7(b) 所示，供電方式如圖8所

示，圖中可見回流線直接與軌道並聯。

台鐵採用變壓器直接饋電方式，列車經由

集電弓接引接觸線電壓，列車電流分別經導電

軌及回流線流回變電所，如圖8所示。其中，電

車線系統包含電車線路（如主吊線、輔助吊線

(AUX)、接觸線(CW)、及吊掛線等）、饋電線路

69kV

69kV/25kV

(Le Blanc)

69kV/25kV

(Le Blanc)

25kV25kV

7(a)架構單線圖

7(b)立面關係圖

圖7 台鐵主變電站

由於區段六感應電壓較其他區段高，再深

入分析該距區段軌道外感應電壓分佈情形如圖

6(b)及表5所示。

圖8 台鐵饋電系統之實際饋電方式

圖9 饋電架構各分支電流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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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與評估

高鐵磁場部分，整體而言，區段一、三、

五磁場強度分佈情形頗為相似，而區段二、四

及六的磁場強度分佈情形亦頗為相似，但仍

與區段一、三、五有別。此現象可歸因於在區

段一、三、五中，接觸線、回流線及鋼軌的電

流流向模式相似，回流線及鋼軌電流流向皆相

同，但與接觸線電流流向相反；反之，區段

二、四及六中，接觸線、回流線及鋼軌的電流

流向模式亦相似，皆為接觸線及鋼軌電流流向

相同，但與回流線電流流向相反。針對各區段

再深入探討，發現距離軌道地面3.5公尺處與距

離地面0.5公尺處磁場強度分佈情形有極大差

異，此現象可歸因於距離軌道地面3.5公尺處觀

察面較接近接觸線，因此磁場強度分佈情形主

要受接觸線電流影響，而距離軌道地面0.5公尺

處觀察面較接近軌道，因此磁場強度分佈情形

主要受軌道電流影響。另外，雖然車道內磁場

強度相當高，但觀察面往外延伸至車道外5公尺

處可發現，磁場強度劇烈衰減至100mG(毫高斯)

以下。

雜散電流的標準目前並無規定，但因雜散

電流引起相關的地電位昇及接觸電壓有嚴格的

規定，例如依據歐規EN 50122-1對於交、直流

軌道系統接觸電壓之標準，如表9所示，表10

為歐規IEC-479之標準交流系統地電位昇限制值

[4]-[9]。

由表9與表10看出，交流軌道系統在正常運

轉下之地電位昇限制值不得超過120V，就本研

究之模擬條件，在設定軌道接地點為1Ω、架空

遮蔽線接地電阻為10Ω之情況下，模擬出之軌

用表6中各導體之空間位置分佈資料及互阻抗

公式，可對台鐵系統車道周圍產生的感應電壓

進行分析，其中區段一感應電壓分佈情形如圖

12(a)所示。

由於區段一之車道周圍感應電壓較其他區

段高，再分析該區軌道外之感應電壓分佈情形

如圖12(b)及表8所示。

二、感應電壓分析

由於台鐵系統之饋電線路上負載電流會

對鄰近行控、號誌或通訊線路產生縱向感應電

壓。若捷運系統路線與高鐵系統路線並行時，

為免除台鐵系統之饋電線路對捷運系統運行的

干擾影響，須針對該饋電線路對周圍產生的感

應電壓加以分析。根據分析結果及圖9，可得知

軌道饋電架構各分之電流。同樣亦個別分析圖9

內三個車道區段對周圍產生的感應電壓。並利

接觸線(CW)
2 5 北上

2 5 南下

回流線(RC)
5.5 5.5 北上

5.5 5.5 南下

行車鋼軌
(Rail)

2.5335 0 導電軌

1.4665 0 號誌軌

架空地線(GW)
5.5 6.3 北上

5.5 6.3 南下

表6 台鐵車道上周圍磁場源之空間位置

車道上各磁場
源之空間位置

距離中心
線距離(m)

距離車道地
面高度(m)

備註

圖10 磁場強度分佈情形

圖11 台鐵區段三磁場強度分佈情形

 10(a)台鐵區段一

 10(b) 台鐵區段二
表7 台鐵車道上各區段磁場源導體電流有效值

區段別

車道上各磁場源導體
電流有效值(A) 備註

1 2 3

接觸線
(CW)

315 210 105 北上

315 210 105 南下

回流線
(RC)

127.58 85.1 42.52 北上

127.58 85.1 42.52 南下

行車鋼
軌(Rail)

187.42 124.95 62.47 北上導電軌

187.42 124.95 62.47 南下導電軌

架空地
線(GW)

1.49 0.99 0.49 北上

1.49 0.99 0.49 南下

12(a)車道周圍感應電壓分佈

 12(b)車道外感應電壓分佈

圖12 台鐵區段一  

表8 區段一車道外各點感應電壓分佈

與軌道距離(m) 10 20 30 40 50 100 150 200

感應電壓(MV/M)max 2.32 1.47 1.049 0.802 0.632 0.307 0.23 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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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型式

距離* (m)

與高鐵系統並
行長度**(km)

與台鐵系統並
行長度**(km)

5 1.4 33.2

10 1.5 64.7

15 1.6 103.9

20 1.7 150.6

25 1.8 196.3

30 1.9 250.0

35 2.0 302.4

40 2.0 353.8

50 2.2 468.8

60 2.3 585.9

系統型式

距離* (m)

與高鐵系統
並行長度
**(km)

與台鐵系統並
行長度**(km)

70 2.4 707.5

80 2.5 833.3

90 2.7 961.5

100 2.8 1071.4

120 3.0 1293.1

140 3.2 1500.0

160 3.4 1630.4

180 3.6 1785.7

200 3.7 1875.0

伍、高鐵或台鐵與捷運並行之間
隔距離

高鐵與台鐵系統允許與捷運系統交叉及共

構，當兩者並行時，其間隔距離必須考慮磁場

分佈，縱向感應電壓及地電位分佈之影響，而

其中縱向感應電壓部分與並行長度有關。

表12列出考慮縱向感應電壓之限制時，高

鐵或台鐵與捷運路網可並行之長度，表中可觀

察，因高鐵系統之供電電壓較高，高鐵系統與

捷運之允許並行長度，相較於台鐵系統與捷運

之允許並行長度短少許多，因此，於捷運路網

定線規劃時，需格外注意。另外，在接地故障

地電位分佈部分，因高鐵及台鐵系統比捷運本

身接地電阻低，且最高對地電壓等級相當，故

沒有限制，對於磁場分佈部分，高鐵及台鐵系

統與捷運路網之最小距離則評估為8m，評估結

果列於表13中。

道地電位昇與架空遮蔽線接地點地電位昇均不

超過120V，屬於安全範圍。

至於高鐵對車道周圍產生之感應電壓，

整體而言，區段二、四及六的感應電壓較區段

一、三、五的為大，其中，區段一、三、五的

感應電壓分佈情形頗為相似，而區段二、四及

六的感應電壓分佈情形亦頗為相似，但仍與區

段一、三、五有別。此現象可歸因於在區段

一、三、五中，接觸線、回流線及鋼軌的電流

流向模式相似，皆為回流線及鋼軌電流流向相

同，但與接觸線電流流向相反，導致感應電壓

互相抵消量大；反之，區段二、四及六中，接

觸線、回流線及鋼軌的電流流向模式亦相似，

皆為接觸線及鋼軌電流流向相同，但與回流線

電流流向相反，導致感應電壓互相抵消量減

少。

至於台鐵部分，由於其列車負載電流較高

鐵小，因此不管是磁場、雜散電流、地電位昇

及產生之感應電壓等項目，台鐵系統皆小於高

鐵系統。整體而言兩系統各項數據最大值比較

如表11所示。

  表9 交直流系統接觸電壓之限制值

標準 持續時間(ms) 0.05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300 ＞300

EN 50122-1 交流電壓(Vrms) 935 842 670 497 305 225 160 130 110 90 80 65 60

EN 50122-1 直流電壓(V) 770 660 535 480 435 395 310 270 240 200 170 150 120

  表10 歐規IEC-479標準地電位昇之限制值

接觸時間 正常運轉 t＞300ms 正常運轉 t = 300ms 接地故障 t = 100ms

接觸電壓 60V 65V 852V

鐵軌地電位 120V 130V 1,984V

表11 高鐵及台鐵系統車到沿線周圍之地電位、磁場及感應電壓分佈值

高鐵系統 台鐵系統

距離(m)
地電位
(V)max

磁場
(mG)max

感應電壓
(mV/m)max

地電位
(V)max

磁場
(mG)max

感應電壓
(mV/m)max

5 64.09 397.1 85.4 12.26 157 3.6

10 56.43 52.67 78.5 10.8 22.27 1.8

15 50.41 21.78 73.6 9.64 12.05 1.1

20 45.54 12.33 69.6 8.71 6.992 0.7

25 41.54 8.312 66.2 7.94 4.51 0.6

30 38.18 6.122 63.52 7.3 3.138 0.4

35 35.32 4.813 60.8 6.76 2.3 0.3

40 32.86 4.019 58.9 6.28 1.761 0.3

50 28.85 2.99 55.2 5.52 1.121 0.2

60 25.71 2.39 52.1 4.92 0.77 0.2

70 23.18 2.02 49.5 4.43 0.57 0.16

80 21.11 1.73 47.2 4.04 0.43 0.1

90 19.38 1.52 45.2 3.71 0.34 0.1

100 17.91 1.359 43.4 3.43 0.2719 0.1

120 15.55 1.12 40.3 2.97 0.19 0.1

140 13.74 0.96 37.6 2.63 0.14 0.08

160 12.31 0.84 35.2 2.35 0.1 0.07

180 11.14 0.74 33.4 2.13 0.08 0.06

200 10.18 0.6851 32.7 1.95 0.06453 0.06

*由軌道中心點往外之距離，假設大地電阻係數為100 Ω-m

表12 考慮縱向感應電壓捷運路網與高鐵及台鐵系統最小間隔距離與並行長度之關係

*�由軌道中心點往外之距離，假設大地電阻係數為100 Ω-m

**�適用於高鐵或台鐵系統平面或高架路段，地下路段則無須考慮，又若捷運之通訊、號

誌、及行控線路在各站皆有隔離裝置，則並行距離10m以上無限制(假設站距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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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N50121-3-2 Railway applicat ions–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Part 3-2: 

Rolling stock – Apparatus 2000 (RDIS IEC 

62236-3-2 July 2002).

8. EN50121 -4  Ra i lwa y  a pp l i c a t i o n s–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  Part 4: 

Emissionand immunity of the signal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2000) (RDIS IEC 

62236-4 July 2002).

9. EN50121 -5  Ra i lwa y  a pp l i c a t i o n s–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  Part 5: 

Emission and immunity of fixed power supply 

installations and apparatus, (2000) (RDIS IEC 

62236-5 Ju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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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考慮接地故障地電位及磁場分佈捷運路網與高鐵及台鐵系統之最小距離

系統型式 高鐵系統 台鐵系統

最小間隔距離(m)
接地故障地電位 無限制 無限制

磁場分佈 8m 8m

*�與台鐵或高鐵系統之最小距離是指軌道中心點往外之水平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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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自償率、股東報酬率、物業開發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副理／林貴貞

軌道建設對開發區域可創造就業、提升交通便捷及提高國際城市之競爭力。因高

鐵、北捷通車後，民眾已享受交通建設後所帶來之效益，故各縣市政府紛紛提出興建軌

道建設之需求，並向中央政府陳述規劃中之軌道建設計畫對當地之必要性及開發重要

性。然而，各項軌道建設所需之龐大開發費用，將造成中央財政相當大的壓力，政府為

紓緩對財政壓力，試圖以軌道建設搭配土地開發，以提高軌道建設之自償率。本文借鏡

香港、日本地鐵及鐵路經驗，探究土地開發或物業開發效益對軌道建設財務之影響，以

及搭配土地開發應具備之條件。

壹、前言

高鐵、鐵路及捷運等軌道建設帶給民眾

之便捷，無庸置疑。尤有甚者，因台北市捷運

所衍發之地價效益、區域開發、產業聚集等綜

效，導致國內各地方政府起而傚尤，希冀藉由

重大交通建設，改造區域發展，引入產業、創

造就業。每年國內提出龐大公共建設計畫，其

中大眾運輸交通建設的興建案，一縣接一縣相

繼提出。然而今年1月中旬在交通部嚴格把關

下，為免高捷運量不足致營運困難惡夢再演，

擱置全台九項捷運計畫。台北捷運以外的計

畫，有八項遭擱置，唯一過關的高雄環狀輕軌

BOT案，因BOT招商困難，目前也呈停擺狀態。

軌道建設因初期投資成本龐大，若僅依賴票箱

收入，實難以回收，故其自償率普遍偏低。捷

運建設如前長生機場捷運不含區段徵收效益之

自償率約為62.3%【1】、高雄捷運11%【2】、

臺北捷運信義線約33.71%【3】等，顯見要吸引

民間投資誘因偏低。前長生機場捷運線，原先

欲採BOT方式推動，但因財務計畫不確定改為政

府自辦。

台灣還能蓋捷運嗎？若不蓋，地方為此

常向中央抗議，案例屢見俱增也更顯頻繁。似

乎軌道建設不論是興建捷運、還是鐵路車站高

架化、或地下化已成為令政府財政頭痛之賠錢

貨。國內能否再持續推動軌道建設？關鍵因素

為提高自償率、開拓及創造永續財務計畫。

反觀國外，香港地鐵是世界上少數得以獲

利的地鐵系統，查港鐵2008年報，經營利潤率

達50.31％、股東報酬率8.76％【4】，這也成為

中國內地很多城市學習的榜樣。中國的地鐵始

建於1965年，近年更積極鋪建地鐵，擴建城市

普及北京、天津、香港、上海、廣州，南京、

軌道建設運用土地
開發強化財務策略
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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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內鐵路分成國有與私人鐵道，國有

鐵道投資興建公司為JR（Japan Rail Road）貫

通日本全國；而私人鐵道經營屬區域性，如西

武、阪神。鐵路營運模式以鐵路為中心，採多

角化經營策略。因考量土地稀少昂貴且人口密

集環境下，日本鐵路發展採高密度的開發模式

並嚴格控制及規範土地開發行為，避免土地資

源的浪費，務求土地資

源的使用與開發最佳

化。

鐵路外，日本許多

地鐵線都亦由政府出面

採區段徵收沿線土地，

再由取得特許營運權的

企業負責規劃地鐵交通

路線、開發、營運、和土地開發，並從土地發

展的獲利彌補地鐵之營運，故經營策略是同時

經營土地開發和地鐵營運。

就地鐵公司而言，為充分善盡地鐵建設所

帶來之效益，兼備經營與地鐵同榮共生的商業

大樓，包括百貨公司、遊樂場、旅館等。故地

鐵公司將很多商業大樓直接興建在車站周邊，

力求穩住客流所產生之消費、土地經營之收

於香港地鐵後續經營之重要性。因此，物業開

發利潤的確對地鐵公司的財務有積極、強化的

功能，但因此認為物業開發利潤即為解決地鐵

營運虧損之關鍵因素，又過度強化此事實。對

香港地鐵公司來說，每天220萬的撘乘運量才是

地鐵生命線，可見運量才是軌道建設未來營運

能否成功之勝敗因素。

綜觀香港地鐵的發展歷程，香港地鐵的營

運成功，主要依賴於實施車站地區高密度開發

和鼓勵民眾使用大眾交通工具的政策（直接保

證地鐵的客流量），以及地鐵公司於2000年上

市採行透明的商業化經營機制，促使地鐵公司

追求經營效率。

二、日本地鐵

表1 港鐵公司營收 　　   　　單位：百萬港元

年期收入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車費收入 5,932 6,282 6,523 7,115 11,467

其他業務收入
(佔總收入比)

2,419
(28.98％)

2,871
(31.36％)

3,018
(46.26％)

3,575
(33.42％)

6,161
(34.94)

總收入 8,351 9,153 9,541 10,690 17,629

資料來源： 港鐵公司2008年報；註：總收入未加計物業發展利潤，2008年物業發

展利潤為46.7億元。

表2 阪神電鐵業務與香港地鐵分類一覽表

項　目 阪神電氣鐵道株式會社 香港地鐵公司

成立時間 1899 1975

股　份 非公開公司 2000年上市，政府占76％，私人占23％

業務分類

三大業務：鐵道、自動車(空港、高速公
路、市區道路)、兼營(1.土地建物事業－
銷售、出租、以及仲介、估價等；2.娛
樂業-棒球場、遊樂場、植物園 3.旅遊業
4.零售業)

車務、車站商務及鐵路相關業務、物業
租賃及管理、物業發展及鐵路顧問服務
等項 

備　註

票箱收入33%
自動車7%
兼營(附屬事業) 60% 
註：摘錄2009公司訊息資料
http://www.hanshin.co.jp/company/about/profile.html

票箱收入38.57%
兼營(附屬事業) 61.43% (若加計2008年
物業發展利潤為46.7億元。)
註：摘錄2008年財務年報資料

務，新界西北區的輕鐵及巴士服務，城

際客運服務，以及貨運業務；

(二)車站商務及鐵路相關業務：商務活動

包括廣告位、車站內零售舖位及泊車位

的租務，鐵路電訊系統的頻譜服務，以

及與鐵路相關的附屬公司業務；

(三)香港物業租賃及管理：在香港出租所

投資物業中的零售舖位及泊車位，以及

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四)物業發展：從事鐵路系統沿線的物業

發展；

(五)所有其他業務：包括與「昂坪360」

有關的營運、鐵路顧問服務、中國內地

的租務及產業管理服務。

另與物業發展商合作，進行以住宅為主

的物業發展，物業發展利潤2008年為46.7億

港元；集團擁有的投資物業主要為商場及寫字

樓，並管理旗下物業以及其他業主的物業，投

資物業組合包括12個商場及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18層寫字樓。

香港地鐵之經營成功在於規劃及開發階

段，即思考未來之營運模式，將新線建設與沿

線房地產同步開發，讓地鐵的開發與新市鎮開

發緊密結合，將沿線房地產的利潤回饋到經營

者。採「地鐵加房地產」 開發經營模式，讓土

地和房地產開發之經營收入挹注票箱收入，對

於解決地鐵或港鐵公司當期現金安排與運用是

有加分作用的。

根據香港地鐵公司年報分析(見表1)，地鐵

營運收益仍以票箱收入為主，平均約佔總營收

2/3以上，除了票箱收入之外，其他收入含物業

發展收益呈現上升，可見物業相關開發收入對

深圳、武漢、長春、瀋陽、大連、杭州、成

都、西安等。

不少人認為，香港地鐵能夠獲利，關鍵在

於搭配物業開發的挹注，而國內被擱置之捷運

計畫，亦被要求加強土地開發計畫；似乎從香

港、日本至國內軌道推動歷史經驗，考量新建

軌道建設，期望將地鐵和土地結合，這種提高

財務策略是否一定成功？本文借鏡香港地鐵、

日本鐵道案例，探就土地開發或物業開發對軌

道建設財務之效益，以及若要搭配土地開發應

具備之條件。

貳、國際案例

就國內而言高鐵、傳統鐵路及捷運等軌

道建設係屬公共財屬性高，票價訂定常常無法

充分反應建設和營運成本，若只靠票箱收入並

無法回收該建設投資資金。故國際間之軌道建

設，亦常面臨建設資金短缺且持續虧損之窘

境。以下簡扼介紹香港、日本之軌道建設於開

發規劃、經營管理及財務籌措機制，提供相關

參考作法。

一、	香港地鐵

港鐵集團在香港經營以鐵路業務為主的運

輸系統，包括香港本地及過境服務、高速的機

場快線和輕鐵系統。整個系統總長211.6公里，

有82個車站和68個輕鐵站；依2008年財務報

表，其營業業務分類如下：

(一)車務運作：營運香港本地鐵路服

務，包括地鐵線（觀塘線、荃灣線、港

島線、東湧線、將軍澳線及迪士尼線）

以及九鐵線（東鐵線（不包括過境服

務）、西鐵線及馬鞍山線），至2008年

總乘客量12.054億人次服務，每名乘客

的平均車費為6.58港元；以及過境鐵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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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是否須負擔捷運建設之重增置成本，折舊

之歸屬、網運線路拆帳等議題，其財務之安排

亦非常複雜，恐會影響民間經營意願。

再就其他籌資管道，參考國外地方政府

在興建各項重大工程建設時，通常都會向地方

或使用民眾依照收益狀況，收取受益費或特別

稅捐等，如日本興建鐵道籌資之一所採用之受

益者負擔。國內亦曾實施「使用者付費」的原

則，台灣相關法令可徵收相關工程受益費，但

因民意壓力，大多縣市並無徵收，相關制度法

令形同虛設，故未來應宣導強化民眾認知，公

共設施使用之受益與代價關係，落實使用者負

擔與受益者負擔費用辦法，才有可能將部分費

用回饋予協助興建的中央政府，另一方面也可

增加地方政府收入。

若引入民間參與興建投資軌道建設，民

間機構籌資來源除自有資金外，依據民國89

年公布施行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

簡稱促參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參與公共

建設之民間機構得公開發行新股，不受公司

法第二百七十條第一款之限制」。而依促參

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民間機構經依法辦理

股票公開發行後，為支應公共建設所需之資

金，得發行指定用途之公司債，不受公司法第

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二款及第

二百五十條第二款之限制」。促參法已明文放

寬公司法對於公開募股及發行公司債之限制，

使得未來民間機構若投資參與興建本計畫時，

在財務籌措上能更具效率性及靈活性。    

另依促參法第三十條之規定，「主辦機關

視公共建設資金融通之必要，得洽請金融機構

或特種基金提供民間機構中長期貸款」。因此

融資計畫需就各項可能之融資來源作通盤性之

考量，期能以最經濟之融資結構搭配有效率之

資金運用模式，配合興建進度，挹注計畫之資

金需求。

土地開發受外在環境影響很大，如景氣循

環、民間投資意願、經濟成長等，在市場條件

不成熟時，過度樂觀之評估、若政府投資又無

法允諾、土地利用政策未進行相應的調整，期

望通過BOT與土地開發來修建軌道是不太可能

的，如原長生機場捷運模式開創一個新的財務

模式，以土地開發與捷運建設結合的方式，期

望藉由開發沿線低度利用土地以開創財源，並

計畫引入產業及計畫人口，創造運量，其主要

係將捷運建設成本納入區段徵收開發總成本方

式，以土地淨效益作為挹注與籌措捷運建設成

本之主要來源，期望以合理之票價達到計畫財

務自償，同時捷運營運又能藉由足夠運量得以

永續經營。

長生模式雖具創意及理想，惟採大面積土

地開發，不論在土地取得、土地處分以及資金

回收時間上皆具較高的風險，而其所需融資能

力也兼具挑戰，致最後終因財務不確定性較高

使BOT破局。

就我國現階段之經濟發展條件及相關土地

投資法令環境，欲效法香港或日本之多元經營

方式有其難度。以高鐵及高捷之經驗，欲引進

民間投入大型軌道建設資金，以國內廠商之活

力及財力是有能力的，雖賦予土地開發權利，

但因運量不足及不穩定，反而更加深開發及營

運風險，讓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怯步，績效不能

彰顯。

故短期內除非能確保運輸效益，否則新建

的軌道建設仍應以政府投資為主，輔以融資和

創新經營機制，否則要改善軌道建設之財務效

益有其實務上困難度。另考量當前我國的土地

開發制度和經濟環境，捷運建設或可採公辦民

營之OT模式。由政府興建後交民間機構營運，

惟考量經濟規模，恐須搭配其他網運線路，以

及給予車站地區土地的開發營運權。這種模

式，雖短期可紓解政府營運財政壓力，但民間

叁、財務操作策略

不論高鐵、傳統鐵路及捷運等軌道建設，

其特性為期初投資金額高且回收期長，故更需

要有穩定的財務籌措管道，日本軌道建設資金

的籌措為政府出資及補助、使用者負擔、受益

者負擔、發行債券、及貸款；而香港地鐵公司

原由政府全資投入，地鐵公司自行營運，後雖

於2000年上市，但香港政府持股仍高達76％以

上。

故瞭解香港及日本地鐵開發營運特性，

值得台灣借鏡參酌之處，如規劃之際確實審慎

考量路線、運量、結合土地及物業開發之綜合

效益分析。故營運後在穩定及足夠量的運量，

以及多角化業務經營，才能有穩定財務現金流

入。另香港地鐵於興建之初獲得政府的支持。

政府投資作為股本注入地鐵公司，並多次擴大

地鐵公司的股本，使得地鐵公司的資本結構能

保持良好的水準。而上市後採商業化經營機

制，允許地鐵公司自主訂定票價、保持董事會

和管理層處理事務的自主權，才得以交出漂亮

之財務成績單。以上根據香港及日本經驗對台

灣未來軌道建設之財務策略，建議如下：

一、規劃興建階段與財務籌措

台灣在規劃興建軌道建設階段應首重確保

運輸效益的達成，對旅次轉乘規劃亦應考量，

確保穩定之搭乘量。其次，若要借重土地來

創造財務效益，要注意日本及香港均是政府取

得地鐵土地所有權，而沿線土地之開發是政府

授予發展權，並在嚴格之土地發展政策下允許

開發商開發，如日本採立體化、多機能複合土

地使用開發政策，以結合地鐵及沿線土地之開

發，來確保人流，以及人流所帶來之金流，包

裹成完整可行計畫。

入，使土地投資能夠獲得最大利益。

故日本軌道建設之營運，茲舉阪神電氣

鐵道案說明如表2，阪神電氣鐵道株式會社

（Hanshin Electric Railway Co., Ltd.）是連結

日本大阪梅田、三宮的大手私鐵，為阪急阪神

控股集團的子公司，屬於阪急阪神東寶集團，

除經營鐵道外，亦兼營土地建物事業之銷售、

出租、以及仲介、估價等，還有娛樂業之棒球

場、遊樂場、植物園，含括旅遊業及零售業之

多樣性業務，就其2009年公司財務資訊，約略

營收結構比為票箱收入33%、自動車7%、兼營(

附屬事業) 60%。

綜合比較香港及日本皆屬土地昂貴、人口

密集，經濟繁榮、居民收入水準高、搭乘客流

量規模夠又穩定，這對於軌道建設來說是一個

十分有利的環境。在此條件下，香港地鐵才能

維持日平均220萬人次的客運量，才能維持亞洲

最賺錢的地鐵公司。所以，香港地鐵公司的營

運模式及高盈利只能作為一個模範參考。對盈

利模式的探討還要根據地鐵所處城市的條件情

況來規劃推動案例。另從香港地鐵公司與阪神

電氣鐵道株式會社(阪神)之業務比較得知（詳表

2），物業開發、管理「兼業」約占整體公司盈

收之60%左右，可見藉由票箱收入外的擴展，

可大幅提升整體財務收入。

由於土地開發易受不動產市場景氣影響，

於規劃評估階段若考量以土地淨效益作為挹注

與籌措台灣捷運建設成本，一旦不動產售價或

是處分時程不如預期，預期可產生之淨收益將

大打折扣，甚至會影響捷運本業之營運。因此

建議交通建設若是結合大型土地開發，必須慎

選開發規模、開發方式、開發時機且須留意風

險之控管，避免拖累公共建設開發時程及影響

建設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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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穩定且充分之運量客源才是軌

道建設未來營運能否成功之勝敗因素。搭乘運

量之養成，就經濟條件而言，於日本及香港每

人GNP已達3、4萬美元，加上土地昂貴人稠，

選擇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是最便宜的消費選擇。

但反觀台灣每人GNP未達2萬美元，雖人稠，但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非最便宜的選項。再從香港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習慣，港鐵經營公共交通

工具的市場佔有率為42.7%，過海交通工具市場

的佔有率為63.6%，另外在來往機場交通工具

市場的佔有率達24.0%、過境業務的市場佔有

率56.2% 。由此可見，台灣各縣市推動軌道建

設前之搭乘大眾交通量之習慣養成還有努力空

間，另就經濟條件之創造，全民均有待努力，

共同形塑軌道建設之天時、地利、人和條件。

透過聯合開發的方式，與民間共

同合作興建案，土地所有人參與聯合開

發，除土地不必被徵收，且可分享土地

有效利用及改善生活環境之效益，並獲

取開發利潤，創造旅客、業者、營運機

構三贏的效益，最主要係能創造營收效

益以挹注運輸本業收入，建立永續財務

來源。

●  維修成本的控制

若從公共建設生命週期的觀點來

看，在設計階段如適度選用高品質的規

格，配合使用具有優良耐久性的材料及

謹慎的施工，一般都能有效的降低後續

的維護管理費用，因為維修成本大幅的

減少，亦間接提高財務可行性。

肆、結論

參酌日本及香港開發營運地鐵成功因素之

一，開發者與營運者同屬一家企業體，能依市

場機制有效調整業務結構，並不降低對運輸服

務業之服務品質。現有台北市捷運是由台北市

捷運局來參與興建，另由台北捷運公司來經營

管理。當興建與營運係隸屬不同組織單位，如

何適時整合興建規劃與經營管理理念，或以專

責之物業經營單位來參與，擴大延伸票箱收入

外之其他效益，亦係軌道經營是否能達到財務

可行性之關鍵因素。

此外，由日本及香港地鐵經驗得知，雖然

土地開發或物業開發的確對地鐵公司之營收貢

獻卓著，但運輸本業之票箱收入佔總營收比至

少均維持在三成至五成左右，且營運之初是仰

賴運輸本業帶動土地發展，而後隨著物業開發

之擴大，與運輸本業產生共榮效益，才逐步拉

高物業開發對地鐵公司營收之比重。

二、經營管理階段

軌道建設在營運階段仍需投入大量營運人

力及維修保養成本支出，為確保能彌補營運階

段之支出，甚至希冀能回收興建期之投資。港

鐵曾運用上市，募集大眾資金及發行債券。香

港地鐵於2000年發行了6億美元的10年期環球債

券﹔2002年5月，發行了35億港元的定息零售債

券﹔2003年又發行20億美元債券，用於公司的

一般運營資金。惟其成功之前提是奠基於良好

的獲利能力，才能吸引債券投資者的青睞。

日本有些民營鐵路，如阪神電氣鐵道則屬

非公開上市公司，其營運資金之安排乃藉由業

務多角化創造籌碼及發行債券。

國內公共建設於營運階段之資金籌措管道

不論法令或管道亦非常完善，茲建議以下經營

管理策略，以充實財務收入，提高軌道建設計

畫之財務可行性。

●  資產投資策略

營運機構應善加利用營運的槓桿作

用  (Operating Leverage) 及財務的槓桿

作用(Financial Leverage)操作。妥善利用

現金，評估投資風險，依追求效益極大

化之準則，考量本業及本業外的營運需

要，於資本市場及貨幣市場作適當投資

規劃，才能創造附加價值與效益。

●  多角化經營

依大眾捷運法第三十七條規定：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得經地方主

管機關核准兼營其他附屬事業。」。故

若能利用捷運沿線人潮與車潮之商機，

擴大經營範圍與項目，將提高附屬事業

的收入，挹注更多盈餘。

●  聯合開發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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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無道碴軌道、長銲鋼軌、無道碴道岔、鋼軌伸縮接頭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工程師／楊漢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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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是土建與列車間之重要介面，為減少軌道養護及維修成本、提升行車舒適性，新

建軌道系統趨勢已朝採用無道碴軌道，並舖設長銲鋼軌方式施作。臺鐵台南沙崙支線工程

高架段軌道為臺鐵首次於高架橋上舖設無道碴道岔及無道碴伸縮接頭之案例，本公司擔任

本案專案管理顧問，本文擬介紹設計審查重點，並以施工紀實搭配施工過程實務相片來介

紹本工程之無道碴軌道施工流程及重要材料之檢驗。

壹、摘要

軌道是土建與列車間之重要介面，為減少

軌道養護及維修成本、提升行車舒適性，新建

軌道系統趨勢已朝採用無道碴軌道，並舖設長

銲鋼軌方式施作。臺鐵台南沙崙支線工程高架

段軌道為臺鐵首次於高架橋上舖設無道碴道岔

及無道碴伸縮接頭之案例，本公司擔任本案專

案管理顧問，本文擬介紹設計審查重點，並以

施工紀實搭配施工過程實務相片來介紹本工程

之無道碴軌道施工流程及重要材料之檢驗。

貳、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

為因應台南都會區與高鐵台南站間交通運

關鍵詞：無道碴軌道、長銲鋼軌、無道碴道岔、鋼軌伸縮接頭

臺鐵台南沙崙支
線無道碴軌道工
程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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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變坡地段之豎曲線半徑在三千公尺以

下者，不得舖設。 

※本案有多處曲線半徑約200m，不適合

　舖長銲鋼軌。

(二)溫差造成之橋上長軌效應

高架橋佈設無道碴長銲鋼軌，於溫

度變化時，因梁與鋼軌之溫度變化伸縮

量相異，致鋼軌與梁之間會有縱向力之

作用，將使鋼軌產生異常之軸力，該軸

力與扣壓力、溫差、跨距配置、支承配

置及伸縮接頭位置有關。因此必須針對

橋軌互制影響進行計算，檢討是否適宜

舖設長銲鋼軌。檢討項目包括：

1. 橋梁支承、跨距配置之適當性。

2. 橋梁固定支承的長軌縱向力檢核。

3. 最高軌溫下之軌道挫屈穩定性檢核。

4. 最低軌溫下之鋼軌裂斷開口量檢核。

5. 必要時配置鋼軌伸縮接頭。

※目前本案統包商於高架橋上下行線各

　設置四套鋼軌伸縮接頭。

二、一般段無道碴軌道結構設計審查要點

(一)基本設計條件

1. 鋼軌︰50N長銲鋼軌

2. 軌距：1067mm

3. 路線等級：乙級線

橋上長軌效應等議題，查核鋼軌軸力、橋梁變

位，以確保列車運行安全。以下將對前述橋軌

間之重要設計議題及細設成果審查要項擇要說

明。

一、針對橋軌相關議題之細設審查要項

(一)軌道與橋梁配置之適當性

1.道岔避開橋梁伸縮縫

道岔群段之高架鐵路橋不得設置結

構伸縮縫，宜以連續梁方式配置，另考

量橋梁伸縮縫之伸縮可能造成道岔之位

移或破壞，故橋梁伸縮縫須與道岔前後

端點保持一定距離。

2.避免配置大跨橋

大跨橋梁舖設無道碴軌道長銲鋼

軌易於溫差時造成軌道軸力累積，而有

挫屈之虞，因此應盡量避免配置大跨橋

梁；如不可避免時，應檢討鋼軌高溫下

之軸力或低溫下之裂斷開口量，若太大

則需設置鋼軌伸縮接頭。

本標係舖設50N鋼軌，當橋梁伸縮長

度超過100m時，常須設置鋼軌伸縮接頭

(EJ)。

3.不適合舖設長銲鋼軌路段檢討

依據「1067公厘軌距鐵路長銲鋼軌

舖設及養護規範」，舖設長銲鋼軌路線

之規定如下：

(1) 半徑未滿三百公尺之曲線，不得舖

設。

(2) 反向曲線半徑在一千公尺以下者，不

得連續舖設整根長銲鋼軌。

圖2 高架橋梁標準斷面示意圖

參、	無道碴軌道之設計審查

鐵路橋與公路橋之最大差異，在於前者

舖有鋼軌供列車行駛，橋梁之沉陷、錯位、變

形、振動等對軌道之影響應適當檢討，以免造

成列車出軌，故在配置鐵路橋梁時即應配合軌

道需求作適當考量。

於設計成果審查時特別針對橋軌互制、

輸需求，須有效整合台南都會區軌道路網，提

供高鐵站區聯外軌道運輸系統。臺鐵台南沙崙

支線計畫係由高鐵局完成規劃，並獲行政院93

年11月5日院臺交字第0930048842號函核定，

納入「新十大建設」中「臺鐵捷運化」項下辦

理，交由鐵工局施工。

二、計畫效益

1.輔助公路運輸，提昇高鐵台南站聯外交

通運輸系統服務品質。 

2.配合政府發展大眾運輸政策理念，與臺

鐵捷運化整合，服務台南市及南科往來

高鐵旅運需求。 

3.配合本計畫興建及高鐵站區開發，可吸

引都市地區人口移入，平衡區域發展，

帶動地方繁榮及提昇週邊公共設施服務

品質。

三、工程範圍及內容

臺鐵中洲車站北端至高鐵台南站，全長

6.523公里，與臺鐵銜接之路堤部份採傳統道碴

軌道(長1.223公里)，高架橋部份則全採無道碴

軌道(長5.3公里)。(圖1~2)

長榮大學站

改建中洲車站

沙崙車站

二仁溪

 R=200 M 

0K+000
   6K+523

高
速
公
路

高鐵台南車站特定區

圖1 路線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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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統包商依服務建議書及競標簡

報所提無道碴軌道建議型式，採本公司

研發之南港專案「彈性PC軌枕防振軌

道」並散佈吸音道碴(如圖3)，具有降低

噪音、減少振動等優點，不同者在於南

港專案採UIC60鋼軌，本案則為50N鋼

軌。

圖3 石碴散佈型彈性PC軌枕防振軌道示意圖

4. 列車活重：KS-15

5. 最高行車速度：直線段100km/hr，曲

線段90km/hr

6. 曲線段最小半徑：200m

7. 軌道整體垂直彈簧常數

為12~25 tf/cm

(二)無道碴軌道設計審查

要點

依統包商所提無道碴

軌道型式及依臺鐵相關規

範研擬各軌道組件(鋼軌、

扣結裝置、軌枕、道床…

等)之審查要點，特別注意

下列各機制。

1. 維修調整機制

考量曲線軌距加寬量、橋梁變形及

橋墩沉陷等，橋上無道碴軌道型式必須

有適當調整機制以因應該變形及沉陷。

本案曲線段最小半徑為200m，統包商採

用之無道碴軌道扣結裝置具有水平向及

垂直向各15mm之調整容量。

2. 絕緣機制

為避免電流由鋼軌傳導至道床混凝

土，扣結裝置應避免金屬與金屬或混凝

土直接接觸。

3. 軌道彈性機制

整 體 軌 道 垂 直 彈 簧 係 數 需 符 合

12~25tf/cm要求。

4. 預留排水及電力管線通道。

(三)無道碴軌道型式簡介

緣，採用預埋膠套管。

(5)維修調整機制：

本案扣結裝置能有水平向及垂直向

各15mm之調整容量，以應付微幅變位。

垂直向：利用鋼軌墊板下之絕緣板，作

為高低調整板，計有3mm、5mm、7mm

三種厚度高低調整組合用。

水平向：鋼軌墊板螺栓滑槽孔可作左右

調整15mm。

(6)絕緣機制：

為避免電流由鋼軌傳導至道床混凝

土，本案扣結裝置有五道絕緣設施：鋼

軌墊片、尼龍絕緣座、絕緣板、錨碇螺

栓預埋膠套管、絕緣套環。

2. PC軌枕（圖6）

設計考量在列車軸重及橫壓下，軌

枕斷面合應力須無彎矩拉應力及剪力破

壞。

主要軌道組成要件有50鋼軌、扣結

裝置、PC軌枕、彈性材、混凝土框式道

床、吸音道碴等。以下就組成要件說明

設計要點：

1. 鋼軌扣結裝置（圖4）

(1)鋼軌墊板：單層鑄鐵板，頂面傾斜度

1：40。

(2)彈性扣夾：橋上無道碴長銲鋼軌段

考慮溫差造成之橋上長軌效應，採用較

小扣壓力，提供較小之縱向阻力，以降

低橋上鋼軌軸力，本案採用Pandrol PR 

113A(扣壓力約350kgf)。

(3)鋼軌墊片：配合橋上長軌軸力分析，

分為無道碴長銲鋼軌段/非長銲鋼軌段兩

種型式，其中無道碴長銲鋼軌段墊片頂

部膠結不銹鋼片，以降低摩擦阻力(圖

5)。

(4)錨碇螺栓：螺栓與PC枕間須保持絕

圖6 彈性PC軌枕

圖4 潘多爾(Pandrol)扣結裝置

 1   e、PR型扣夾

 2   尼龍絕緣座

 3   鋼軌墊片

  

 4   鋼軌墊板

 5   錨碇螺栓

 6   墊圈

 7   彈簧墊圈

 8   蓋板

 9   絕緣板 

10  絕緣套環 

11  預埋膠套管

圖5 鋼軌墊片膠結不銹鋼片



圖8 混凝土框式道床

圖9 橋面板預埋錨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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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岔段無道碴軌道結構設計審核

目前臺鐵尚無道岔段舖設無道碴軌道之案

例，而臺北捷運、高雄捷運及高鐵道岔段則已

採無道碴軌道。

(一)設計審核要點

1. 道岔尖軌轉轍岔枕與轉轍馬達之配合

設計。

2. 扣結裝置配置及維修調整性。

3. 道岔之軌道彈性機制及彈性值，與一

般軌段銜接之彈性是否平順。

4. 道岔混凝土道床與橋面板結合方式。

5. 道岔若與長銲鋼軌銲接時之配套措

施。

6. 減振降噪能力。4. 混凝土框式道床(圖8)

(1)軌道板：標準長9.95m，混凝土強度

採350 kgf/cm2，於橋面板預埋錨筋（圖

9）。

( 2 ) 軌 道 板 排 水 ： 軌 道 板 下 方 2 支

φ 1 2 5 m m P V C 管 及 每 根 軌 枕 間 1 支

φ50mmPVC管。(圖10)

(3)配合機電需求，預埋電力管線。(圖

11)

5. 吸音道碴(圖12)

於軌枕四周及RC道床周圍空地散佈

吸音道碴，以有效降低噪音。

軌 枕 間 距 本 案 採 6 2 5 m m  ( 4 1 根

/25m)。

3. 彈性材(圖7)

本案軌道垂直彈性是由鋼軌墊片及

軌枕下方彈性材所合成；並於軌枕端部

與框式道床間佈設彈性材，整根軌枕為

三度空間彈性防振機制。為確保軌道之

垂直彈性，於軌枕端部設置可移除之彈

性楔，有利將來必要時可抬高軌枕進行

抽換。

　　垂直向彈性材之彈簧常數採用下列

數值︰

鋼軌墊片               60 tf/cm

軌枕彈性材            15 tf/cm

軌道合成彈簧常數　K =1/（1/60 +             

                               1/15）=12 tf/cm

圖7 軌枕彈性材

圖10 道床混凝土橫向排水及框內排水

 圖11 電力管線通道

圖12 吸音道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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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鋼軌

本計畫採用50N長銲鋼軌，又分普通鋼軌及

硬頭鋼軌，一般則採用普通鋼軌，R<600m之曲

線其外軌則需配置硬頭鋼軌。

三、軌枕

本計畫無道碴軌道PC軌枕分為三種型式(1)

一般段軌枕(2)鋼軌接頭軌枕(3)道碴軌道與無道

碴軌道界面處之合成枕。

PC軌枕成品檢驗項目如下：

(一)抗彎強度非破壞試驗(圖20)。

(二)彎曲破壞試驗(圖21)。

(三)預埋組件拉拔試驗(圖22)。

(一)無道碴與道碴軌道之界面應避免設

於橋臺處。

(二)高架末端設置20m以上之緩衝區，並

於界面處設置二根合成枕。(圖17) 

(三)不同軌道型式彈性變化問題。

(四)橋臺後方土路基應做土壤改良或技

術回填，以避免差異沉陷。(圖18)  

       

 圖17界面處合成枕

圖18 橋臺後方技術回填示意圖

肆、無道碴軌道施工及監造紀實

一、軌道施工

無道碴軌道及長銲鋼軌之施工流程示意圖

如圖19。

  圖16 道岔轉轍馬達長枕

四、界面段處理

於中洲站場、路堤及引道段舖設傳統道碴

軌道，而全線高架段舖設無道碴軌道，針對軌

道界面及緩衝區審核要點如下：

(二)無道碴道岔簡介

國內軌道工程技術已臻成熟，軌道

工程所需配件，如PC軌枕、扣件、鋼軌

墊板或床板、彈性材、絕緣板等均可由

國內自行生產，惟適用於無道碴道床之

道岔目前國內市場尚無該項產品，本案

統包商委託工研院材料所針對本案工程

特性與需求，設計與研製無道碴彈性PC

軌枕防振軌道型式之50N 8#道岔。(圖

13)

本案道岔為＂非長銲鋼軌型式＂，

其與兩端長銲鋼軌之銜接採鋼軌伸縮接

頭。該50N鋼軌伸縮接頭亦為無道碴彈性

PC軌枕防振軌道型式(圖14)，統由工研院

設計與研製。雖然道岔未與長銲鋼軌銲

接，但仍設有限位器。(圖15)

道岔轉轍馬達處所需二根長枕，

本案採用彈性PC軌枕(圖16)，具有高強

度、適當彈性與使用壽年長之優點；於

該轉轍長枕上預留4個孔位，鎖上一大鐵

板，可在該鐵板上任意鑽孔以固定各式

樣之轉轍拉桿機構。

圖13 臺鐵沙崙支線無道碴道岔

圖14 無道碴鋼軌伸縮接頭

圖15 道岔尖軌限位器

圖19 無道碴軌道施工流程示意圖

註：EJ 鋼軌伸縮接頭施工

IRJ 夾膠絕緣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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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適位於擬銲接位置，並以白漆噴上銲

口編號。

3. 調整二支鋼軌對接位置，予以夾緊固

定，檢查無誤後即進行通電銲接，約160

秒後，銲接動作自動停止(圖29)，清除鋼

軌因擠壓而產生之多餘鐵渣。將鋼軌順

著滾輪以捲揚機拉動移出，預備進行下

一銲口作業。

(五)銲口研磨及檢驗(圖30~31)

每一銲口分為五站研磨施工，依序

進行銲口之研磨作業，其研磨工作概分

為第一站軌頭研磨，第二站軌身研磨，

第三站軌底研磨，第四站鋼軌全部研

磨，第五站做最後檢查及研磨動作。

(六)銲口檢驗

鋼軌銲接前先辦理試銲作業，並作

(1)硬度檢驗(2)彎曲試驗(3)超音波(UT)(4)

磁粉探傷(MT)(5)破壞斷面檢視。一般於

線上銲接如火花銲或鋁熱劑銲接應辦理

檢驗項目為(1)研磨加工檢查(2)磁粉探傷

(MT)(3)超音波(UT) (圖32)。

200m，寬度5m以上，橋面銲軌配置示

意如下。(圖26)

(二)待銲鋼軌堆置

於銲軌機前進軌區外側，將硬頭鋼

軌與普通鋼軌分開堆置，下方擺放臨時

木枕，每層鋼軌間亦以木枕隔開。

(三)長銲鋼軌堆置與生產動線

堆疊方式與原型鋼軌相似。生產動

線儘可能直線，每隔3~4m放置一組可調

式滾輪。

(四)銲軌作業

1. 銲軌前依軌道配置圖繪製鋼軌銲接圖(

軌條圖)，將每支鋼軌予以編號。

2. 以門型架將欲銲接之原型鋼軌置於滾

輪上(圖27)，並將鋼軌二端以研磨機予

以全斷面及軌身研磨除銹(圖28)。再將

二支鋼軌一前一後以臨時固定夾固定後

拉動至銲軌機下方，使二支原型鋼軌端

(一)鋼軌扣件反覆載重試驗。(圖23)

(二)鋼軌扣件系統縱向試驗。(圖24)

(三)鋼軌扣件系統橫向試驗。(圖25)

五、長銲鋼軌銲接施工說明

(一)場地佈置

原型鋼軌暫置於橋下，以吊車吊

運至橋上，鋼軌銲接生產線長度至少

四、扣結裝置

本計畫採潘多爾(PANDROL)扣夾PR型及E

型。PR型扣夾(扣壓力約350kgf)使用於橋上無道

碴軌道長銲鋼軌段；E型扣夾(扣壓力約1250kgf)

使用於無道碴軌道非長銲鋼軌段、合成枕處、

油壓止衝檔段。

為印證鋼軌扣夾系統能達到預期之縱向阻

力及橫向束制要求，於材料規範訂出扣件系統

整體功能測試項目，包含：

圖20 鋼軌位置下緣抗彎 圖21 軌枕中央上緣抗彎 圖22 預埋組件抗拉拔

圖23 扣件反覆載重試驗 圖24 扣件系統縱向試驗 圖25 扣件系統橫向試驗

圖26 電阻火花銲軌場地配置與長銲鋼軌堆置示意圖

圖27 待銲軌移至滾輪 圖28 軌頭研磨加工 圖29 鋼軌銲接情形

圖30 第一站研磨 圖31 第五站研磨及檢驗 圖32 現場UT、MT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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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道床配筋應與圖說相符。

11. 橋面預留錨筋應保持無損，否則另行

植筋。

12. 道床模板組立寬度應與圖說相符。

14. 混凝土澆置泵浦車位置及混凝土車動

線應妥善規劃。

15. 混凝土澆置前應會同監造單位檢測高

程、線形無誤。

(十六)混凝土澆置完成(圖38)。

七、道岔安裝施工

本工程無道碴軌道採用50N #8道岔共4套。

在正式進場安裝前統包商先於生產工廠內辦理

試組裝(圖39)並邀監造及相關單位會同檢驗，並

請專業廠商說明組裝細節後再運至工地辦理後

續組裝作業。

(一)工廠試組裝檢驗重點說明

●   錳鋼岔心尺寸檢驗。

●   謢軌尺寸檢驗。

●   軌枕尺寸、間距檢驗。

●   軌枕鋼肩間距檢驗。

●   扣件型式檢驗(圖40)。

面最終抹平，使外觀無髮裂情形(圖

36)。

(十四)混凝土澆置完成後以不織布覆蓋並進

行澆水養護(圖37)。

(十五)混凝土澆置前監造單位查驗重點：

1. 土建交付軌道舖軌前橋梁斷面尺寸丈

量是否與圖說相符。

2. 軌 面 至 橋 面 板 高 度 應 大 於 或 等 於

60cm。

3. 軌距應符合1067(+0~-2)mm之要求 (曲

線段依軌距加寬要求施作)。

4. 軌枕配置間距應與圖說相符；軌枕排

放應與軌道中心線成直角。

6. 軌枕下方及端部彈性材、支壓板應包

覆固定良好。

7. 扣夾型式應與圖說相符(Pandrol E型及

PR型)。

8. 電力管線配置(含特殊需求處)。

9. 無道碴軌道排水管配置。

(七)設置千斤頂於左右鋼軌下方，將鋼

軌及軌枕同時頂起，調整千斤頂使

軌面高程、線形，大致符合設計

值。

(八)安裝垂直向支撐於左右鋼軌下方，

俾利調整軌道高程。 

(九)安裝橫向調整桿件組，俾利調整軌

道方向。

(十)垂直向及橫向支撐安裝完成，經測

量調整高程、線形及軌距無誤後，

移除千斤頂。

(十一)安裝軌枕端部彈性材、支壓板及間隔

材包覆等工作。

(十二)進行鋼筋綁紮、預埋管安裝(電力管

及排水管)、模板組立作業，俟該等

工作全部完成後再請監造單位會同檢

測軌面高程、線形及檢驗鋼筋、模

板、預埋管、澆置前準備等作業，均

符合要求後方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

圖34~35)。

(十三)混凝土澆置由地面混凝土幫浦車以

輸送管輸送混凝土，以振動棒充分

搗實、混凝土表面抹平，清潔軌枕

及鋼軌。混凝土澆置完成後四~五小

時或視天候狀況開始進行混凝土表

(七)銲接鋼軌運送（由銲軌區拖運至長

軌暫置區）

在長鋼軌前進方向每隔約4~6m擺

放一只滾輪，將長鋼軌以山越器吊至滾

輪上，鋼軌前端裝上鋼軌靴，夾住鋼軌

頭，以堆高機將長鋼軌以慢速向前拉，

直至指定地點後，將長鋼軌移至道床兩

側堆置整齊。

六、無道碴道床施工順序

(一)土建完成將橋面清理再交予軌道單

位施工。

(二)軌道中心線放樣，將長鋼軌運至橋

上兩側備用，於橋面板上標示PC枕

擺放位置。

(三)將已組裝完成鋼軌墊板及彈性材之

軌枕吊運至橋上暫置。

(四)以堆高機將PC枕送至定點，對準軌

道中心依序擺放。

(五)扣夾、尼龍絕緣座、鋼軌墊片置於

軌枕上備用。

(六)以山越器將長鋼軌移至PC枕之鋼軌

墊片上，以扣夾扣緊固定(圖33)。

圖33 鋼軌安裝於軌枕扣件 圖34 彈性材包覆及紮筋 圖35 澆置前監造檢測及調整

圖36 混凝土澆置 圖37 混凝土澆水養護 圖38 無道碴軌道完成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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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道岔組裝完成外觀 圖40 道岔扣件檢驗 圖41 道岔軌距量測檢驗

圖42 構件依編號與軌枕組合

(1)道岔組裝尺寸檢查。

(2)彈性材組裝完成檢查。

(3)道岔現場舖設檢查。

3. 第三階段：行車階段檢驗(由道岔管理

單位執行，目前尚未執行)，主要檢驗項

目如下。

(1)尖軌現場表面硬度量測。

(2)岔心現場表面硬度量測。

(3)尖軌現場磨耗量測。

(4)岔心現場磨耗量測。

(5)動態位移量測。

八、鋼軌伸縮接頭施工(Expansion Joint，EJ)

本工程鋼軌伸縮接頭採PC枕直線型，上下

行線各設置4處。

鋼軌伸縮接頭之安裝與道岔略同，依圖說

將其軌枕及床板編號依序組裝完成軌框後，施

作道床結構及混凝土相關作業。惟須特別留意

尖軌與受軌接合處之相對尺寸、與列車進行方

向背向舖設、尖軌受軌間密合度、軌距、完成

線形等檢驗，最後於零應力溫度時與長銲鋼軌

銲接。(圖45~47)

九、橋上移動式電阻火花銲接(250m長鋼軌

間銲接)與鋼軌應力釋放

本 工 程 移 動 式 電 阻 火 花 鋼 軌 銲 接 使 用

Paton K900型電阻火花銲接機，用於橋上已

完成之250m長鋼軌間之銲接，於零應力溫度

計值，安裝垂直向支撐及橫向調整桿。

9. 利用垂直向支撐及橫向調整桿調整軌

面高程及線形，符合設計要求後，移除

千斤頂，荷重轉由垂直向支撐承擔。

10. 安裝軌枕端部彈性材、包覆支壓板及

間隔材、綁紮鋼筋、組立模板等工作(圖

43)，俟該等工作全部完成後再會同監造

單位檢測軌面高程、線形及檢驗鋼筋、

模板、預埋管、澆置前準備等作業，均

符合要求後方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混

凝土澆置及養護作業同一般段無道碴道

床施工。

11. 安裝魚尾板及絕緣接頭。

12. 監造單位現場檢驗。本工程為臺鐵第

一次採國內工研院研發之無道碴道岔，

為求慎重，於道岔組裝及道床鋼筋模板

施作完成後(圖44)，洽請臺鐵局高雄工務

段就道岔軌距、高低、外觀線形至現場

指導並會同監造檢驗相關數據後，在符

合本工程施工規範及養護要求下，始同

意後續之混凝土澆置作業。

(三)道岔施工三階段檢驗

1. 第一階段：工廠試組裝檢驗(由道岔製

作單位執行)，主要檢驗項目如下。

(1)道岔組裝尺寸檢查。

(2)輪緣槽檢查。

(3)尖軌動程測試。

2. 第二階段：現場舖設後檢驗(由道岔舖

設單位執行)，主要檢驗項目如下。

3. 將道岔鋼軌、岔心、軌枕及配件吊運

至道岔區域指定位置。

4. 道岔組裝須保持平整，故軌枕安裝須

力求精確，依軌枕編號及間距標示軌枕

位置(圖42)。

5. 道岔床板依編號順序安裝於指定軌枕

上，以扣件鎖固，利用山越器將鋼軌與

岔心搬運到床板上。

6. 道岔內部接頭及前後端點採魚尾板接

頭，於鋼軌位置調整完成後，將道岔鋼

軌暫時以魚尾板安裝鎖緊，再以扣夾將

鋼軌與床板扣緊固定。

7. 依照道岔配置圖標示檢查點調整鋼軌

線形，利用IP、ETM及ETS等測量點控

制岔心角度與位置，量測是否與圖說相

符。

8. 以千斤頂將鋼軌及軌枕同時頂起，調

整千斤頂使軌面高程、線形大致符合設

●   軌枕彈性材尺寸抽驗。

●   基板及軌枕編碼檢驗。

●   道岔各部位軌距檢驗。

●   道岔轉轍器位置檢驗(圖41)。

●   尖軌與主軌閉合情形外觀檢視。

●   轉轍拉桿及床板絕緣檢驗。

●    止動撐檢驗。

●   尖軌材質檢驗。

●   錳鋼岔心連體試體棒檢驗。

●   魚尾板設置檢驗。

(二)現場道岔組裝施工順序

1. 本工程因無場地進行道岔預組裝，故

直接在橋上道岔區域安裝。道岔材料進

場時先將鋼軌、軌枕及配件先行於空地

按照道岔編號暫時堆置，並檢查外觀、

數量是否與道岔配置圖說相符。

2. 道岔位置測量放樣，包含IP(理論交點

)、BT(道岔起點)、ETM(主道岔終點)及

ETS(副道岔終點)等點位＂。

圖43 紮筋及彈性材包覆 圖44 道岔完成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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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EJ尖軌接合細部 圖46 工地整組長度檢驗 圖47 道床混凝土澆置完成

圖48 扣件拆除 圖49 位置無誤後開始銲接 圖50 以1m直規檢視平直度

圖51 鋼軌預熱

圖54 以拉軌機調裝絕緣端板

9. 俟鋁熱劑降溫後拆除砂模，進行鋼軌

銲口研磨，並以鋼軌踏面測定器檢驗軌

頭之平整度(圖53)。

10. 銲接處噴漆標註銲口編號。

11. 依照銲道檢驗程序辦理平整度及非破

壞性檢測磁粉探傷（MT）與超音波探傷

（UT）。

十一、夾膠絕緣接頭(Insulated Rail Joint，IRJ)

配合號誌需求，須於長銲鋼軌段設置夾膠

絕緣接頭分隔電路使其形成「閉塞區間」，位

置由號誌單位提供，交由軌道施工單位負責安

裝。夾膠絕緣接頭除應達到號誌系統之絕緣要

求外，更需提供鋼軌之連續性，以確保列車營

運安全。

夾膠絕緣接頭主要測試項目為絕緣接頭之

抗拉、抗壓強度及組合完成後之電氣絕緣試驗(

施工相片如圖54~55)

3. 用塞尺設定鋼軌間隙25mm，將萬能夾

緊裝置固定在軌頭上。

4. 先將預熱支架固定在萬能夾緊裝置

上，調整預熱器槍頭高度。

5. 砂模安裝於支架上夾緊固定。

6. 將相鄰二鋼軌頭移至定點後以砂模密

封，填封特製泥砂，然後檢查二鋼軌之

間隙是否有雜物或浮砂，如有，則必須

清理乾淨。

7. 砂模兩側各安裝一個托盤，將鋁熱劑

傾入坩鍋內，引信插入鋁熱劑中，吹管

點火，目視觀看鋼軌被火烘至一定程度

後停止加熱(圖51)。

8. 點燃引信，鋁熱劑完全熔解成液態

後，自動將液態鋁熱劑傾注於砂模中(圖

52)。

6. 於銲接處仍有餘熱時進行初步研磨，

以1m直規檢驗軌頭平整度。

7. 鋼軌銲接處噴漆標註銲口編號。

8. 依照銲道檢驗程序辦理平整度及非破

壞性檢測磁粉探傷（MT）與超音波探傷

（UT）之現場檢驗(圖50)。

十、橋上鋁熱劑銲接 (長銲鋼軌最終銲接)

本工程鋁熱劑銲接使用於最後階段之鋼軌

銲接，即鋼軌伸縮接頭與已完成長銲鋼軌之最

終銲接。主要考量因素為鋁熱劑銲接其銲口長

度較容易控制，若採電阻火花銲接則約有40mm

之鋼軌損秏。在零應力溫度(30±3℃)範圍時確

認鋼軌長度無誤後施工，其施工順序說明如下: 

1. 銲接前清潔鋼軌、除銹、除油，並將

鋼軌端頭研磨除銹。

2. 鬆脫銲口鄰近2~3根軌枕之扣件。

（30±3℃）時施作並配合鋼軌應力釋放重新舖

定。電阻火花銲接機前方鋼軌段稱為非固定鋼

軌，下方鋼軌段則稱為固定鋼軌，其施工過程

說明如下：

1. 銲軌機於兩支待銲鋼軌前方待命，並

標記應力未釋放前之鋼軌位置後鬆開欲

銲接之固定與非固定鋼軌上之全部扣件(

圖48)。

2. 將銲口位置調整於兩軌枕中央以利於

銲接。量測鋼軌溫度。

3. 於非固定鋼軌遠端設置山越器，移動

兩待銲鋼軌軌端對齊、軌距一致，使用

1m直規檢驗並調整線形。

4. 銲接機就銲接位置，重新檢查軌端是

否對齊。

5. 銲接機銲頭降至鋼軌末端，鉗緊鋼軌

進行銲接，銲接程序以自動化進行(圖

49)。

圖52 點燃引信銲接 圖53 銲接完成外觀

圖55  IRJ電氣絕緣阻抗測試 圖56 油壓止衝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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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部，「1067公厘軌距鐵路長銲鋼軌舖設

及養護規範」，(2006)。

4. 交通部，「1067公厘軌距軌道橋隧檢查養護

規範」，(2002)。

5. 黃民仁，「新世紀鐵路工程學」，文笙書

局，台北(2005)。

6. 黃民仁，「新世紀鐵路工程學基礎篇」，文

笙書局，台北(2007)。

7.台北捷運局，「捷運軌道工程實務」，台北

(2006)。 

十二、油壓止衝檔

沙崙站為本標終點，於上下行線端末各

設置一處油壓止衝檔，防止列車失控時衝出軌

道。止衝檔安裝於鋼軌上，利用液壓緩衝器提

供吸收動能的功用。(圖56)

十三、軌距

標準軌距為1067mm，依「1067公厘軌距軌

道橋隧檢查養護規範」於曲線段軌距應予適當

加寬，如下表：

伍、結語

無道碴軌道具有安全、堅固、耐用、易維

修、低壽年成本及低污染等優點，近來已完工

通車之高速鐵路及台北捷運、高雄捷運大部份

採無道碴型式及長銲鋼軌施工，提昇行車舒適

及安全性。本公司於完成臺鐵南港專案無道碴

軌道設計後，再擔任沙崙支線設計審查及監造

工作，故對本軌道型式之設計要點與施工實務

已能充分掌握，希望本文能拋磚引玉，提供臺

灣鐵路工程界參考。最後感謝施工專業廠商展

群營造協助，若有疏漏處尚請見諒。

參考文獻

1.「臺鐵台南沙崙支線計畫工程(設計統包工程

)」第二標軌道施工圖、施工規範及材料規

範。

2.「臺鐵台南沙崙支線計畫工程(設計統包工程

)」第二標軌道工程施工計畫書。

曲線半徑
R (m)

R 200 200 R 240 240 R 320 320 R 440 R 440

加寬度
(mm)

20 15 1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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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專案融資、債權、擔保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計畫經理／涂耀清

1

近年來銀行融資業務中專案融資的比率大幅提高，而專案融資有別於傳統融資。一

般傳統之金融機構放款會要求借款人提出擔保，若無擔保通常要求借款人提出具信用財

力之人作為保證人，並以保證人之一般財產作為擔保；而專案融資係指一獨立的融資計

畫，由融資銀行對特定的投資計畫提供中長期融資，作為固定投資之用。專案融資授信

評估在於該專案未來所產生的現金流量與相關的商業契約架構，而非以擔保品的內容來

評估。也因專案的現金流量常會隨經濟景氣波動而影響造成專案融資風險更大，為確保

專案融資債權，除授信契約中各項權利之保障外，對於計畫內容中資金用途、管控、自

有資金比例、還款方式及時程等都必須作最完整之評估。

本文以台灣高鐵專案融資為例，首先介紹融資過程及說明專業顧問之角色與工作，

在債權擔保方面分別以政府擔保、權利質權及不動產抵押權之擔保內容及其執行方式提

出說明。藉由契約的保障及專業顧問掌控工程進度與銀行專戶控管，以達到降低融資風

險，確保債權之目的。

壹、	前言

政府自民國83年發布施行「獎勵民間參與

交通建設條例」開始將民間及銀行資金有效投

入交通建設與觀光遊憩建設方面，至民國89年

發布實施「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更由

原本推動的範圍擴大到污水下水道、新市鎮開

發及農業設施等公共建設上。

在融資機構方面，銀行融資業務中專案融

資的比率大幅提高，相對地融資風險也隨之增

加。為確保銀行債權，在融資議約階段及還款

期，銀行除需本身原有之授信專業人員外，更

需其他專業顧問協助，以有效降低債權風險。

台灣高速鐵路融資案是目前國內金額最大

之專案融資，本文希望藉由台灣高速鐵路融資

案，探討銀行團如何確保債權，並透過案例分

享，提供作為日後類似案例之參考。

貳、	擔保及債權確保

一、擔保之定義及種類

「擔保」係為了收回債權而採取的法律措

施，債務人及其關係人提供相當之資產(包括有

形及無形資產)作為保障，使債權人據以督促債

務人履行債務，保障債權實現的方法。

依據銀行法第12條，所稱擔保授信，謂對

銀行之授信，提供下列之一為擔保者：

(一) 不動產或動產抵押權。

(二) 動產或權利質權。

專案融資銀行債權
確保之探討─以台
灣高速鐵路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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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等。相關本案之各相關商業契約架構如圖1所

示。

 圖1  台灣高鐵商業契約架構

(一) 債權確保組織

銀行團為進行本案商業契約架構中

各項擔保項目之債權確保工作，除需銀

行團本身授信專業人員外，部分內容已

非銀行團之專業範疇所能有效控管，故

須遴聘不同專業之顧問，也經由各專業

顧問之協助，有效控制風險。以高鐵案

為例，專業顧問除在議約階段提供專業

服務以維護銀行團債權外，在執行階段

對確保銀行團高鐵案中政府債務承擔、

權利質權、專戶控管、抵押權及信用保

證機構保證等五類擔保，也分別提出不

同的確保方法，高鐵銀行團各專業顧問

組織詳如圖2所示，其工作內容及確保方

式分述如下： 

圖2  高鐵銀行團顧問組織圖

(一) 政府債務承擔。

(二) 權利質權 

1. 興建營運合約特許權利。

2. 基於興建營運合約得向交通部請求金

錢之權利。

3. 保險權益。

4. 工程及維修契約權利。

5. 承包契約拋棄法定抵押權及抵押權登

記請求權。

(三) 專戶控管

1. 興建專戶。

2. 收入專戶。

3. 零用金專戶。

4. 營運專戶。

5. 備償專戶。

6. 資產增置及汰換準備金專戶。

7. 保險賠償金專戶。

(四) 抵押權 

1. 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

2. 地上權。

3. 設施及機器設備等動產抵押權。

(五) 信用保證機構保證。

三、高鐵債權確保

台灣高速鐵路融資案採專案融資，其償債

來源為本計畫的未來收益，融資銀行對股東不

具有債務追索權/有限債務追索權(Non-Recourse/

Limited Recourse Financing)，而台灣銀行界以

往均承做抵押貸款，對於無抵押、完全以未來

收入作為還款保證的專案融資，則無經驗。因

此，為保障融資機構之權益，政府與台灣高鐵

公司依據「興建營運合約」之規定與融資機構

共同簽訂「三方契約」，以述明債務承擔之時

點、承擔債務後之條件及承擔金額之計算及確

機構之權益，最後於民國89年2月由交通主管機

關出面增定約束交通主管機關、台灣高鐵公司

與融資銀行三者關係之「台灣南北高速鐵路計

畫三方契約」(以下簡稱「三方契約」)，並於同

日台灣高鐵公司與由兆豐銀行(前交通銀行)等共

同組成之融資機構簽訂「台灣南北高速鐵路計

畫聯合授信契約」(以下簡稱「第一聯貸契約」

)，後再於民國95年7月與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等共同組成之融資機構簽訂「台灣南北高速鐵

路計畫第二聯合授信案聯合授信契約」(以下簡

稱「第二聯貸契約」)。

為因應近年社會經濟的變遷及高鐵營運通

車之影響，台灣高鐵公司提請融資架構重組之

構想，但仍因融資機構之債權確保等因素，最

後仍由交通部、台灣高鐵公司及融資銀行於民

國99年1月簽訂「台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計

畫三方契約」(以下簡稱「新三方契約」)後，同

日方由台灣高鐵公司與台灣銀行、兆豐國際商

業銀行等共同組成之融資機構簽訂「台灣南北

高速鐵路興建營運計畫聯合授信契約」(以下簡

稱「新授信契約」)。

由於高鐵工程為國家重要建設，屬公共

財，本案之成敗將影響全島南北運輸及國家經

濟發展，為使聯貸合約順利完成，政府在本案

提出債務承擔之擔保以提高銀行團融資意願及

降低銀行團風險。由此看出，債權確保為授信

與否之最重要決定因素，因此擬以本案債權擔

保種類及債權確保方法進行說明。

二、高鐵擔保種類及內容

依台灣高速鐵路案提供之擔保內容，可概

分為政府債務承擔、權利質權、專戶控管、抵

押權及信用保證機構保證等五類，以下將針對

此五類擔保種類之內容，包含但不限於以下項

目：

(三) 借款人營業交易所發生之應收票

據。

(四) 各級政府公庫主管機關、銀行或經

政府核准設立之信用保證機構之保

證。

因此，在一般傳統之金融機構放款會要求

借款人提出擔保，若無擔保通常要求借款人提

出具信用財力之人作為保證人，並以保證人之

一般財產作為擔保。

二、債權確保(Protection)

金融機構在進行授信作業時，通常會對貸

款對象之狀況、資金用途、還款來源、債權確

保及授信展望等項目審慎評估，其中尤以債權

確保一項，更能影響債權能否確實回收。所謂

債權確保最直接者即為提供擔保品，然每隨經

濟景氣的變動、房地產行情之波動或折舊，擔

保品之價值也隨之起伏，若擔保品之價值低於

債權，將增加金融機構對債權收回之風險，此

種情況尤以長期貸款更為明顯。依據銀行法第

37條第1款「借款人所提質物或抵押物之放款

值，由銀行根據其時值、折舊率及銷售性，覈

實決定」。因此擔保品之估價及放款成數之決

定對債權之確保有極重要之關係。

參、	案例說明

一、緣起

台灣高鐵公司於民國87年與交通主管機關

簽訂「台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以下

簡稱「興建營運合約」)及「台灣南北高速鐵路

站區開發合約」(以下簡稱「站區開發合約」) 

等相關合約後即積極進行融資計畫，並與融資

銀行協商。但由於本案之風險高，為保障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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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擔保價值，並且高鐵現有資產

不具市場性，乃基於興建營運合約之

契約權力所產生之價值，故當台灣高

鐵公司發生違約事宜時，可經由政府

強制收買接管並承擔債務的方法，以

保障銀行團之權益。

2. 權利質權設質、轉讓或其他擔保權益

予銀行團

(1) 與銀行團簽訂興建營運合約權利

質權設定契約，將台灣高鐵公司

基於興建營運合約得向交通部以

金錢請求之權利，設定權利質權

予銀行團。

(2) 依據銀行法第30條要求出具反面

承諾書，承諾於授信案存續期間

不得將高鐵資產及其他資產設定

質權、抵押權或其他擔保利益予

銀行團以外之第三人。

(3) 將台灣高鐵公司之承包契約下得

對相關承包商以金錢請求之權利

或利益，轉讓予銀行團。

(4) 各項保險下之保險權益轉讓予銀

行團。

(5) 定期存款、公債、國庫券及票券

等其他金融商品設質或轉讓予銀

行團。

(6) 承包契約拋棄法定抵押權及抵押

權登記請求權。

(7) 簽發以銀行團為受款人之本票及

本票授權書。

擔之價格(暫定資產價值)依「工程

成本」(含可資本化之財務成本)及

「工程完工程度」之百分比定之。

以此一機制將控制政府承擔金額於

興建營運合約約定之上限內。此外

透過專業機構顧問對工程進度、成

本品質之監督、驗證、查核，工程

計價審查及確認，以確保每期向融

資銀行申請融資金額與債權。

B. 營運期

營運期是以高鐵資產及站區附

屬事業用地地上權作為融資契約之

擔保，其擔保價值為上述價值總和

扣除興建營運合約履約保證金後之

餘額，其中：

(A) 「高鐵資產」價值：是以高鐵

資產帳面價值為擔保之依據，

每年五月及十一月第一個營業

日確認高鐵資產帳面價值與

暫定資產價值較低者定之。因

此，融資銀行即以高鐵資產帳

面價值與暫定資產價值較低者

做為債權確保之依據。

(B) 「站區附屬事業用地地上權」

價值：參考鑑價機構之鑑價決

定之。

營 運 期 專 業 顧 問 除 需 對

新增資產之興建進度、成本品

質之監督、驗證、查核，工程

計價審查及確認外，更重要是

須依據高鐵特許期限或資產年

限，計算資產折舊後價格，以

確認擔保價值是否足夠。

(3) 政府債務承擔之特色

透過專業顧問適時掌握高鐵資產

險管控事務，協助銀行團實際瞭解、

追蹤、考核每一重大事故之現況及理

賠進度，並提供保險專業諮詢與建

議。

(3) 會計顧問

依財務會計準則規定核算除工程

發包成本外之一切必要而合理之支出

及依權責發生基礎計算之興建期借款

利息及一切其他財務費用，核閱台灣

高鐵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每半年出具之

財務報告，並就前述資料進行分析比

較。

(二) 債權確保方法

1. 政府債務承擔

(1) 政府承擔之範圍

銀行團為債權確保，首要確定的

是政府承擔之範圍，依興建營運合約

規定，為特許期間內，因興建營運高

速鐵路而取得之現存所有全部營運資

產及其他為維持高速鐵路營運所必要

之資產。

(2) 政府承擔金額之計算與執行

A. 興建期

因本案為BOT計畫，台灣高鐵

公司為民間機構，不受採購法約

定，發包成本是否符合業界公認合

理之價格，於政府計算承擔金額

時，難以評估，如由專業機構進行

鑑定，因計畫仍處於興建過程亦難

以認定，故政府承擔之價格必須有

一公平的基礎，此一基礎即依據興

建營運合約總金額為上限，再設計

一制衡之計價機制，即政府債務承

1. 財務顧問

處理融資案相關之財務工作，其

中包括複核台灣高鐵公司修正之財務

模組、審閱台灣高鐵公司修正後事業

計畫及次年度事業計畫與預算、依據

營運結果與預算分析還款能力、定期

檢視財務狀況、協助相關財務諮詢及

其他財務協助等。

2. 法律顧問

處理融資案相關之法律工作，其

中包括授信契約之協商、一般諮詢、

法律事務諮詢、專案協助等法律事

務。

3. 專業機構顧問

為利債權確保之工作執行，銀行

團特將工程顧問、保險顧問及會計顧

問共同組成一個團隊，統稱為專案機

構顧問，並由工程顧問整合三個顧問

的工作內容。對三個顧問之工作內容

分別說明如下： 

(1) 工程顧問

瞭解高鐵興建、營運、維修執行

情形，並依據興建營運合約之規定，

確定高鐵資產價格，協助銀行團審閱

可供做為本案債權擔保之資產或權

利，提供工程技術諮詢與建議。

(2) 保險顧問

檢核台灣高鐵各項保險契約或保

險單之內容及範圍是否符合市場上一

般標準及適當性，並提出未保險重要

風險項目供銀行團參考，監督債務人

選定之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之信用

償債能力及續保保險計畫等保險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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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在各種債權確保方法中，高鐵資

產抵押權並搭配政府債務承擔是屬於較全面性

之債權保障，而權利質權設質及信用保證機構

保證則是加強債權之保障；至於專戶控管則確

立融資專款專用於高鐵興建與營運，並藉由資

金流向與資金透明以瞭解台灣高鐵公司營運狀

況與還款能力。各種債權確保方法藉由銀行團

自身專業人員與專業機構顧問之協助，使以上

確保方法從不同層面達到確保銀行團債權之目

的。 

肆、	結語

專案融資有別於傳統融資，專案融資授

信評估在於該專案未來所產生的現金流量與相

關的商業契約架構，而非以擔保品的內容來評

估。也因專案的現金流量常會隨經濟景氣波動

而影響造成專案融資風險更大，如何控管融資

風險，確保銀行債權，便是專案融資銀行重要

的課題。

專案融資銀行必須依據專案特性，在不同

階段採取不同的風險控管手段，將風險分散並

達到可控制的範圍內。在議約階段除必須對貸

款對象做完整評估外，還須評估授信契約中是

否賦予許可權利之轉讓?是否有介入權或政府

保證等權利，另為降低財務風險，可提高特許

公司自有資金比例，以降低銀行融資風險；在

執行過程中，除必須掌控工程進度與撥款時機

外，並要確實控制專款專用，亦即要做銀行專

戶控管。對特許公司之財務計畫要定期檢核，

確認各項財務風險均在預計之允許控制範圍

內，避免財務失控。融資銀行在上述過程中，

藉由法律、財務及工程等專業顧問之協助，並

在「財務可行」、「融資可行」之前提下，降

低融資風險以達到確保債權之目的。

4. 抵押權：由特許權利於興建或營運過

程，將取得或製造各項如土地、建築

物、設施及機器設備等之所有權或其

他權利，須設定抵押權予銀行團。

5. 信用保證機構保證：確保工程契約委

任信用保證機構已開擔保用狀或保證

金保證書轉讓予銀行團。 

3. 專戶控管

為控制本案之資金流向，確保資

金專款專用，銀行團特要求台灣高鐵

公司予銀行團開設並維持各項專戶，

包括興建專戶、收入專戶、零用金專

戶、營運專戶、備償專戶、資產增置

及汰換準備金專戶及保險賠償金專戶

等，各專戶之運用如圖3所示。

圖3 各計畫專戶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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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台灣高鐵、號誌系統、中央行車控制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鐵道工程部／正工程師／李坤享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鐵道工程部／計畫工程師／包志強

鐵路系統最攸關安全的即是號誌系統，列車於軌道上行車均須依據號誌系統之指示運

轉，如號誌系統發生問題，將嚴重影響行車安全，甚至造成重大事故及傷亡。尤其是高速

鐵路，係營運在時速二百公里以上，對於管理列車行駛的號誌系統，安全要求更是高於一

般傳統鐵路。因此，高速鐵路系統在進行規劃設計之初，即須詳細建立號誌安全原則，作

為後續建置階段系統設計驗證之準據，確保所建立的號誌系統為一安全有效的系統。

我國高速鐵路自2007年2月1日開始正式營運，至今已屆滿4年，為期回顧及說明台灣

高鐵建設號誌系統設計所依循的安全理念以及其系統安全的要求，爰以台灣高鐵號誌安全

原則為題，探討對現代鐵路號誌系統的功能需求、號誌系統的安全原則、號誌系統之設計

考量，以及號誌系統設備的配置情形，俾對高鐵的號誌系統技術作一基礎介紹。

壹、台灣高鐵號誌系統概要

台灣高鐵號誌系統的主要功能，簡言之，

用於提供高速鐵路軌道路線之雙向運轉號誌，

自動控制列車運轉，確保列車運轉安全、增進

行車密度、避免列車運轉衝突等。號誌系統主

要是由行車控制系統、遙測系統、自動列車控

制系統、電子聯鎖系統、軌道防護系統、災害

告警系統、號誌道旁設備及電源供應系統等子

系統所組成。茲簡介台灣高鐵號誌系統的重要

設備諸元如下：

一、	行車控制系統

高鐵列車載運旅客使用之軌道或列車運轉

經常使用之軌道稱為正線；中央行車控制系統

(Central Traffic Control System, CTC)設置於行車

控制中心(Operation Control Center; OCC)、沿線

車站及軌道正線，為控管列車操作的最主要設

備。

台灣高鐵的中央行車控制系統稱為行車控

制系統(Traffic Control System, TCS)，為台灣高

鐵行車控制的核心，是確保列車於軌道正線上

能安全可靠運作的交通控管系統。系統主要設

備安裝在行車控制中心，透過號誌遙測及數據

資料傳輸，將正線上列車位置、列車進路開通

狀況等資訊集中在行車控制中心顯示。行車控

制系統(TCS)藉由自動進路設定系統(ARS)、列

車運行情報系統(TDS)、自動列車運行圖系統

(ADS)與列車運行表管理系統(TLMS)等四大次系

統[5]，協助行控中心控制員監控列車運轉，紀

錄列車運轉資訊，以達成高效率的中央行車控

制。在正常營運狀況下，車站、軌道及列車上

等之號誌裝置，均係以此一系統控制，自動地

執行操作、顯示、告警等功能，正線上的所有

台灣高鐵號誌
安全原則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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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亦均藉由行車控制系統進行自動管理。圖1

所示為台灣高鐵的行車控制中心一景，行車控

制中心內的設備正如同中樞神經之大腦，舉凡

列車之運轉管埋、計畫維修、災害防範、系統

安全監視與管控、旅客即時資訊提供等，均在

行車控制中心指揮及調度。

行 車 控 制 系 統 亦 安 裝 於 各 車 站 控 制 室

(Station Control Room, SCR)及基地控制室(Depot 

Control Room, DCR)，與CTC中央裝置以通訊網

路連結。車站控制室之行車控制系統主要作用

是在監控列車於正線上之移動，行車控制中心

失效時，提供維持運轉所需之就地控制；基地

控制室之行車控制系統則在監控基地內之列車

2. 列車位置計算：程式化列車停站控制

時，根據車輪直徑、迴轉偵測脈衝及

預設之軌道里程資料，計算列車的移

動距離，用以精密調校剎車力，使列

車準確停車。

3. 停站控制：產生理想停車運轉曲線，

與 列 車 位 置 及 速 度 比

較，執行速度控制，程

式化準確停站。

4. 行車狀態顯示：車載

電腦終端裝置及顯示器

提供設備運行狀態及列

車性能指示等，提供駕

駛員操作資訊；高鐵列

車駕駛座前的ATC人機

界面(MMI)如圖3所示。

 圖3 車載ATC系統駕駛座前人機界面

(二) 道旁ATC系統功能 

1. 列車位置偵測：藉由軌道電路偵測軌

道沿線閉塞區間是否為列車佔據，並

據以判別列車所在。

2. O3保護線圈控制：當列車停站時，防

止列車冒進，自動啟動列車煞車。

現場設備狀況資訊，包括車站月台列車編號接

收器及列車由機廠進入正線前轉換軌的列車編

號接收器等的資訊，同時亦將行控中心的進路

設定命令傳達給CTC車站裝置，可以說是行控中

心與地區車站號誌設備的遠端控制及監視之介

面。

圖2 設備架構與控制資訊傳遞流程

三、	自動列車控制系統

高鐵所有的正線，以及基地與正線間轉

換軌，圴設置有自動列車控制系統(Automatic 

Train Control System, ATC)，以自動控制列車運

行速度，避免列車超速、冒進、追撞等事故發

生，確保行車安全。

ATC系統包含車載ATC系統及道旁ATC系

統，主要功能含括：

(一) ATC車載設備功能

1. 列車速度監控：以受電器接收流動於

鋼軌的ATC號誌訊號，將號誌顯示在

駕駛台的速度計上。

調度、監控基地與轉換軌(Transfer Track)間之列

車移動。車站裝置與中央裝置成對，圖2所示為

號誌設備架構及控制資訊傳遞流程，兩者以資

料傳輸迴路連結，使中央裝置之命令傳送至車

站裝置及車站的聯鎖控制裝置，控制道旁信號

與轉轍設備。

二、	遙測系統

台灣高鐵行車控制系統(TCS)中負責現場控

制資訊與進路資料傳送的子系統稱為號誌遙測

系統(Telemetry System)。

遙測系統係負責接收從CTC車站裝置傳回的

圖1 台灣高鐵行車控制中心



2

104 │No.86│ April, 2010

專
題
報
導

2

No.86│ April, 2010 │105

專
題
報
導

(四) 列車接近警告系統 

列車接近警告系統主要分為隧道

區域及車站月台區域之列車接近警告系

統，其與聯鎖系統介接，當有列車接近

時，會作動告警訊號，以警示月台上乘

客或隧道區域工作人員。隧道區域之列

車接近警告揚聲器裝設如圖7所示。

六、	災害告警系統

災害告警系統(Disaster Warning System，

DWS)係作為監測正線潛在性之災害，天然災害

如地震、強風、水位、雨量、邊坡滑動或落石

等，以及可能之人為危害如道路車輛入侵等，

在高速行駛之鐵路系統中有必要提供預警偵

測。

高鐵營運首重安全，為了在災害發生前或

災害發生後能立即採取對應措施，高鐵沿線特

定地點安裝災害告警檢知器，以即時提供災害

告警信號並啟動適當的防護措施，確保列車行

車安全。台灣高鐵已裝設之災害告警系統有：

(一) 地震計

地震所影響之地區大，地震波的

傳送速度較信號的傳送速度慢，因此

可以爭取列車反應時間。當偵測到地

震強度高於設定之地震準位值(Ground 

Acceleration Level, GAL)時，立即動作

使列車停止。主地震計(Main Earthquake 

Sensors)設置於正線沿線之中間號誌通

信機房(ISCER)及總機廠號誌通信機房

(SCER)，當GAL值高於預設之數值，道旁

ATC系統將傳送一緊急停車訊號至受影響

區域之所有列車。圖8所示為裝設機房內

之主地震計。

(二) 臨時速限系統 

臨時速度限制(Tempora r y  Speed 

Restriction, TSR)系統提供臨時速限之設

定，當TSR被設定時，將作用於ATC系統

的列車運轉速限，列車上之車載ATC系統

即根據接收的區間速度設定，限制列車

最高運轉速度。

(三) 工作人員穿越軌道防護設備

工作人員穿越軌道防護設備一般

裝設在車站前後以及有需要人員穿越軌

道的地方，提供工作人員穿越軌道時之

安全防護。主要包含工作人員穿越指示

燈、工作人員穿越開關箱及工作人員穿

越標誌板等設備；軌道旁設置之穿越軌

道防護設備如圖6所示。

圖6 工作人員穿越指示器

圖7 隧道區域之列車接近警告揚聲器

圖4 EI監控控制台

五、	軌道防護系統

軌道防護系統(Track Protection System)包

含軌道安全防護系統(Track Safety Protection 

System, TSP)、臨時限速系統(Temporary Speed 

Restriction System，TSR)、工作人員穿越軌道防

護設備(Staff Crossing Equipment)及列車接近警

告系統(Train Approach Warning System)等次系

統。各次系統的作用簡介如下：

(一) 軌道安全防護系統 

軌道安全防護系統(TSP)設置在高鐵

沿線車站及正線道旁，當TSP裝置作動

時，ATC系統會作用於防護區域內設有車

載ATC系統的列車運轉；圖5所示為正線

道旁的TSP開關箱。

圖5 正線道旁TSP開關

3. 數位傳送列車控制及保護訊號至車載

ATC。

4. 與防災警報(Disaster Warning System)及

軌道安全防護(Track Safety Protection )

連結作用，以確保列車有即時危險時

立即停車。

5. 列車車次追蹤：依據列車佔據軌道閉

塞區間的轉換，自動追蹤所在區間的

列車車次。

四、	電子聯鎖系統

台灣高鐵所採用之號誌聯鎖系統(Electronic 

Interlocking System, EI)係為分散式(Distributed 

Type)之電子聯鎖系統，提供了高鐵雙向行車保

護。行車進路設定指令在控制相關設備前，係

由EI系統作安全檢驗，除非經系統解鎖，任何列

車不能進入可能有列車佔據或不安全的進路區

間。EI系統設計係一失效偏向安全(Fail-Safe)的

系統，提供列車安全運轉所需的軌道號誌連鎖

指令及操作。車站聯鎖系統亦設置有行車控制

中心(OCC)與車站控制室(SCR)切換界面，當行車

控制權由行控中心切離時，由車站裝置在其控

制區域內，依控制員指令執行進路之要求或取

消。

設置聯鎖控制的區域包含正線及基地，道

旁號誌設備及其聯鎖裝置間之聯鎖控制與狀態

指示之通訊採多工(Multiplexing)方式，如此，

使得道旁所需之電纜得以減少。運用多重化傳

輸路徑之實體分開路徑，多工通訊資料連結使

用於號誌維生資料之傳輸。圖4所示為設置於車

站號誌裝置機房內的EI監控人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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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 Stop Control, PSSC)接收道旁設備傳送

之控制訊號至車載ATC系統，並以道旁應答器

(Transponder)信號提供列車位置之校正，使得列

車可以雙向精確地在車站停車，圖14為車站軌

道區應答器。

九、	電源供應系統

號誌系統為維護車輛安全運轉之重要設

施，電源供應須確保不受電源斷電影響，因此

號誌系統之電源供應系統須具有自動切換備用

供電及不斷電之功能，以穩定電源供應。

貳、號誌系統需求

台灣高鐵號誌系統設計前，即需考量達到

下列之功能需求：

一、	運轉需求

1. 確保列車在速度300km/h、3分鐘班距

下，安全運行，可以達到營運計畫之

要求。

2. 在號誌系統失效時，仍可確保列車運

行安全。

3. 發生天然災害時，防護列車運行安

全。

4. 提供員工及旅客災害防護設施。

5. 於正線各車站提供程式化車站停車。

7. 利用備援或多重化之容錯技術確保系

統之可靠度與妥善率。

8. 提高列車運轉的靈活度，正線上設計

為雙向號誌系統，以避免局部設備故

圖12 正線轉轍器

圖13 基地號誌顯示裝置

圖14 車站軌道區應答器

八、	程式化車站停車控制

程式化車站停車控制系統(Prog rammed 

運參考資訊，偵測資料傳送至號誌裝置

機房(Signal Cabin Room, SCR)及行車控

制中心(OCC)。依事件發生之情形及惡

化程度，按預設之告警層級，提供控制

員儘速採取適當之防護，確保列車運轉

安全。圖10為一設置於道旁的風速偵測

器，圖11為一雨量偵測器。

圖10 風速偵測器

圖11 雨量偵測器

七、	號誌道旁設備

號誌道旁設備設置於正線沿線道旁及基地

區域，號誌道旁設備包括軌道電路、轉轍器、

號誌顯示裝置、應答器、O3線圈及列車車次接

收裝置等。號誌道旁設備功能在操作軌道號誌

設備及傳送號誌設備狀態訊號等，圖12為設置

於軌道道岔之轉轍器，圖13為基地內之號誌指

示燈。

圖8 主地震計

(二) 邊坡滑動、落石及道路車輛侵入偵

測

在某些區域，可能有發生天然或人

為事件災害之風險，造成路線阻斷。在

這些區域，設置相關偵測器，主要係以

防護網型式或傾斜偵測器(Tilt Sensors)構

成，廣範圍分佈在可能發生危險區域，

並予連續之偵測。當危險發生或偵測訊

號中斷消失，即為危險之警告，道旁ATC

系統將發送一緊急停車訊號至受影響區

域之所有列車。圖9所示為一裝設道路車

輛侵入偵測器之區段。

圖9 道路車輛侵入偵測器

(三) 風速、雨量及水位偵測

這些偵測器所收集之資訊係作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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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維生及非維生安全準則

無論安裝在道旁或車載之設備，任何系統

之運作及驗證，必需提供設計之一致性並加以

管理。失效偏向安全電路及原件必需與安全位

階及妥善率之要求一致。下列各項條件需導入

設計中：

1. 維生(Vital)相關系統及元件必須是失效

偏向安全，因此號誌系統在無預期之

失效狀況下，不會造成危險。

2. 非維生(Non-Vital)相關系統及元件，在

發生失效之情況下，將合理地轉換為

受限制之狀態。

3. 在正常操作及失效條件下，電路將被

設計成防止電流反饋。

4. 電路錯誤可以自我發現及迅速偵測，

以減少造成序列錯誤之風險，在第一

個錯誤發生時，即使系統離開不安全

之狀態。

5. 維生及非維生設備發生故障時，將即

時被偵測，並產生警告。

6. 使用最佳化技術以確保非維生系統界

接於維生系統時，不會造成維生設備

失效或產生不安全之情況。

七、	測試要求

為了證明與驗證號誌系統之安全符合契約

要求，必須執行測試以確保維生與非維生所有

之功能符合安全要求。進行工廠及現場測試前

需發展測試計畫與程序，並將測試作業詳細規

劃作成項目測試表格，以方便紀錄。

號誌系統發展測試程序須遵循下列之程序

三、	系統自我檢查

號 誌 系 統 並 須 有 系 統 自 我 檢 測 之 功 能

(System Self Check Function)，在預定之週期下，

執行系統檢測，以確保系統正常運作；當自我

檢測功能失效時，系統將導向安全之條件。

四、	抗電磁干擾及電磁相容

對於電磁干擾及雷擊必需提供適當的保

護，以避免造成損傷。系統必須執行EMI/EMC

管理計畫，進行測試以証明符合台灣高鐵及

EN50126要求。

五、	穩定電源供應

提昇系統設備穩定度，號誌系統電源包含

自動電源切換設施及不斷電系統(UPS)多重化電

源供應源。一般而言，每個車站及基地皆設置

不斷電系統(UPS)，在主電源供應失效時，始不

致影響號誌系統之運作(但轉轍器電源除外)。

UPS之設計為可提供1小時之電源，電源供應之

需求如下：

1. 接收外電適當轉換電壓及分電至號誌

系統設備。

2. 監控號誌系統電源供應之情況。

3. 保護電源供應系統，應提供下列之量

測：

(4)接地洩漏電流偵測

(5)絕緣變壓器

(6)斷路器

(7)電壓突波保護

計算電源供應系統時，需考慮到備用容量

之需求，此需求將為總電源供應之10%以上；

號誌設備電源供應之最大允許電壓降為小於

5%。

一、	失效偏向安全

鐵路之營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就號誌設

備之設計而言，是建立在失效自趨安全(Fail-

Safe)之概念上，此設計概念為：在任何失效情

況，設備將導向安全之條件，以確保行車之安

全。

二、	檢核多重化

採用檢核多重化(Checked Redundancy)之方

式以提高系統之可靠度，檢核多重化之架構如

圖15所示，互為備份之系統1與系統2使用相同

之軟體。每個系統電路具有二獨立運作之處理

器(CPU), CPU-A及CPU-B，系統內二處理器同時

使用相同之時序電路進行數據運算，硬體比較

器隨時比較二獨立排線之計算資料輸出，比較

結果，如果輸出為相同表示模組為正常運作，

維生檢核繼電器保持激磁狀態，系統模組正常

輸出；反之，如二獨立排線之計算結果資料輸

出為不相同，表示模組有故障，維生檢核繼電

器即轉為降磁，系統輸出轉由正常之備份系統2

運作，同時發出警告以便進行系統維護。

圖15 檢核多重化之多重化設備架構圖

障導致路線中斷。

9. 當供電系統不穩定或故障時，號誌系

統仍可不受影響安全運作。

10. 單一設備故障或接地故障時，號誌

系統仍可繼續運作或自動降為安全狀

態。

11. 能指示及顯示號誌系統故障。

二、	環境需求

所有設備及系統可以在台灣熱帶氣候條件

及環境下正常運作。因此必須考量高溫、高濕

度、高污染、暴雨等自然條件。

三、	可靠性

號誌設備必須設計為生命周期內最小化成

本，並維持高可靠度與妥善率之要求。系統技

術考量技術發展之改變、規劃設備增置及重置

周期；高鐵機電設計年限為35年。

此外，號誌系統為攸關安全的重要系統，

著眼於運用成熟可靠之系統技術，因此所有設

備及系統必須有二年運用於高速鐵路之實績，

以證明其具有可以使用於高速鐵路之能力。在

特殊情況下，所提出之設計與設備偏離要求

者，必須提供完整適當說明，以證明滿足設

計。

參、系統設計概念

為確保建立一安全有效率之號誌系統，高

速鐵路系統於進行規劃設計之初即應確立號誌

系統的設計符合安全原則，重要之設計概念說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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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 當施行反向運轉時，所有運用於正常

方向運轉之條件，如路線速度、進路

設定、軌旁設備之控制、指示、進路

之釋放等，亦需適用。

2. 當任何運行方向改變時，所有進路選

定區間必須為淨空。

而車載電腦的ATC運轉控制，亦須配合運行

方向自動選擇正確之數據資料。

三、	不安全事件及條件之防護

列車之停車方式包含自動停車或人為介入

停車二種。但在緊急情況下，駕駛員可以在任

何時刻使用煞車；當號誌系統偵測到可能危害

列車安全時，列車亦將自動帶入減速或停車，

此種情況包括：

1. 道岔訊號異常，例如正位(Normal)或反

位(Reverse)訊號未偵測。

2. 偵測到天然災害(落石、土石流、地震)

及道路車輛侵入。

3. 發生車載ATC系統故障。

4. 非經允許之列車冒進。

5. 列車於軌道安全防護系統開關啟動受

影響地區。

6. 列車發生倒行(Roll Back)。

7. 當列車控制員於車站啟動號誌故障(All 

Signal On，ASO)設施。

四、	超速之控制

2. 每個例行程序所需處理之時間、

3. 設備備用容量之預留、

4. 聯鎖邏輯運算周期時間。

聯鎖系統的邏輯必須查核並確保滿足下列

各項條件：

1. 進路及道岔之設定與釋放，必須避免

不安全之條件。

2. 進行之指示只允許在與控制表條件完

全符合的條件。

3. 任何被允許之道岔及可動岔心動作必

須設定且保持在安全位置，以提供保

護。

4. 在有需要情況下，任何被允許之動作

可以被取消。

5. 只有在安全可行及所有接近鎖條件都

滿足之情況下，才可以執行進行移動

之釋放。

6. 聯鎖系統將檢核任何道岔的控制請

求。

7. 在列車通過道岔之界限後，反位道岔

將自動回復正位。在橫渡線道岔，無

自動回復正位之功能。

二、	雙向設計

台灣高鐵號誌系統提供完全之雙向運轉功

能。在車載ATC系統失效情況下，備用道旁號誌

機(Fallback Wayside Indicator, FWI)及冒進防護

系統(SPAD Protection)，仍可以提供雙向運轉需

要，行車控制系統(TCS)設計時即須符合下列條

7. 開啟鎖錠設施後，方可以移除及更換

元件。

8. 提供容易操作之移除及更換作業，作

業無需更動其他元件位置。

9. 需提供維修程序、操作手冊及訓練。

九、	可變更性概念

號誌系統採用自動化、模組化及套裝的設

計方式，使營運、維護人力需求及備品儲存量

得以減少，亦提供未來修改或擴充軌道佈置及

提昇運轉效率之能力。

十、	設備保護

號誌相關機房設備及道旁設備箱提供掛鎖

系統，防護人為破壞。

肆、號誌設計要點

一、	電子聯鎖設計

電子聯鎖(EI)設計須以聯鎖圖表顯示其相關

之架構及邏輯，包括下列連鎖項目：

˙ 進路鎖(Route Locking)

˙ 接近鎖(Approach Locking)

˙ 道岔鎖(Turnout Locking)

˙ 進行指示提供與移除

˙ 道旁設備控制與安全偵測

˙ 車站控制室(SCR)及行車控制中心

(OCC)切換控制

計算系統聯鎖之數量、容量及能力需求

時，應滿足未來擴充之需要。因此，下列因素

應在設計時列入計算：

1. 每個邏輯條件處理之時間、

及原則：

1. 測試應由基礎逐步架構至總體系統，

依模組(Module)/整合(Integration)/型式

(Type)/首件產品(FACI)/例行(Routine)/

安裝(Installation)/驗收(Acceptance)/系

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最終驗收

(Final Acceptance)之過程，逐步測試驗

證。

2. 測試須交由有能力及經驗之人員進

行。

3. 須發展元件、設備及系統的測試時失

效分析– 資料紀錄及修正作業系統

(Data Recording And Corrective Action 

System, DRACAS)。

4. 在每個測試表項目成功完成後，須提

供測試報告/結果及證明的完整文件紀

錄。

八、	維修考量

系統設備維修之難易關係高速鐵路之妥

善率。系統設計配合維修需要，須考量下列因

素：

1. 任何可能之現代及模組化技術運用。

2. 提供偵錯系統及元件。

3. 最小化生命周期成本。

4. 維修需求設計必須符合契約之目標。

5. 需線上更換之元件不可大於20公斤。

6. 更換大於20公斤之元件，必需依據不

同狀況基礎，備置說明及規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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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車站、台中車站及左營車站)及所有基

地之轉換軌，傳送列車的車次資訊。

(五) 號誌機與標誌板

除非受軌道現地條件或其他之限制

而無法目視外，道旁號誌機及道旁標誌

板依左側原則設置，標誌板將提供相關

資訊給駕駛員，號誌機設置之位置須允

許駕駛員可於10秒前，清楚並完全地辨

識。標誌板設置之位置須使駕駛員可以

在120km/hr速度下操作列車停止。號誌機

與標誌板設置需考量下列因素：

1. 駕駛員容易確認。

2. 考量駕駛員讀取及反應時間。

3. 易於運轉方向辨識正確之號誌。

4. 符合結構軌距之要求。

5. 電氣界限(最小3m)。

6. 視線之阻礙。

7. 設備堅固。

8. 易於維修。

9. 周遭亮度條件。

10.潛在之駕駛員分心因素。

(六) 轉轍器

台灣高鐵正線容許列車通過道岔速

度高，故配置大號數之道岔，採用多驅

動式轉轍器(Multi Drive Switch Machine)

來轉動岔尖及岔心。每一轉轍器尖軌部

分並配置一岔軌閉合偵測器(End Position 

Detector, EPD)，以確保尖軌正確到位。

在遇有障礙物情況時，若尖軌不能正確

到位，轉轍器馬達可能過載，接觸偵測

會切斷馬達之電源供應，以確保安全。

此外，當轉轍器以手搖桿插入人工操作(

打開)時，亦將自動切斷馬達電源供應。

(七) 災害告警設備

為偵測潛在天然或人為災害危害，

以確保列車運轉安全，必須設置許多與

Transponders)

位置校正應答器(LAT)係被動式應

答器，安裝於正線約每1,200m，於車

站區域約每600m。在直線段區間一般

以每個軌道電路裝設一個為原則。

2. 程式化車站停車控制應答器( PSSC 

Transponders)

PSSC應答器係被動式應答器，安

裝於車站月台軌道區域，使列車可以

正確停於停車點位置。其提供程式化

車站停車控制之校正，使列車準確地

在車站停車。

3. 車門防止開啟應答器(Train Door Anti-

enable Transponders)

車門防止開啟應答器使用同被動

式之位置校正應答器(LAT)，裝設於車

站月台軌道區域，如果列車通過此應

答器，車門開啟之功能將被封鎖，防

止乘客於非月台區域下車。

4. 冒進防護應答器(SPAD Transponders)

冒進防護應答器係主動式應答

器，當車載ATC失效或隔離時，採備

用道旁號誌機模式(Fallback Mode)，

SPAD應答器設置位置將提供列車冒進

之保護。

5. 架空電車線應答器(OCS Transponders)

架空電車線應答器係被動式應答

器，當列車由一股道行駛至另一股道

時(上行至下行或下行至上行)，架空電

車線應答器將設置於橫渡線區域，以

控制列車上集電弓動作防止產生電弧

(Arcing)現象。

(四) 列車車次接收線圈

列車車次接收線圈設置於始發站(台

時間。

6. 道岔大小及佈置。

7. 製造商之廠品規格。

8. 阻抗搭接器(Impendence Bond)至SCER

或ISCER之距離，並考量纜線之損失。

以台灣高鐵軌道電路為例，最大長度參考

詳如表1。

             表1 軌道電路最大長度

距設備室之距離
最大軌道電路長度

開放區段 隧道區段

0~6km 1.2km 1km

6km~12km 1km 0.9km

        圖16 O3線圈安裝位置示意圖

(二) O3線圈

O3線圈提供列車冒進之防護，台灣

高鐵O3線圈長度為50m，其配置原則如

圖16所示。

(三) 應答器

於號誌系統中，應答器設置於道旁

提供固定或回應資訊予列車，以供行車

控制之用。應答器種類包括：

1. 位置校正應答器( Location Adjustment 

車載ATC系統連續監控列車運轉速度，並依

據淨空區間數目及現行列車狀態，計算出允行

速限。如果超速，常用煞車(Service Brake)將作

動直到列車速度降至允行速限以下。

五、	正線配置之設備

為了使列車可以安全於正線運轉，高鐵正

線配置下列號誌設備：

1. 軌道電路。

2. O3線圈。

3. 應答器。

4. 列車車次線圈。

5. 標誌板。

6. 備用道旁號誌機(FWI)。

7. 進路指示器。

8. 轉轍器(包含岔軌閉合偵測器)。

9. 災害警告設備。

10.軌道安全防護開關(TSP)。

11.列車接近告警系統。

12.工作人員穿越軌道防護設備。

13.列車禁止移動設備。

各項設備配置要點說明如下：

(一) 軌道電路 

軌道電路之配置須考量下列條件：

1. 班距(Headway)之要求(依據動態模擬

)。

2. 土建強度及現地條件限制。

3. 設備容量之限制(例如最大傳輸輸出及

接收靈敏度) 。

4. 軌道電導(Rail Conductance)及洩漏電

導(Leakage Conductance)限制。

5. 車載系統接收及解碼傳送資訊所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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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工作人員穿越軌道防護系統架構圖

(十一) 列車禁止移動設備

列車禁止移動系統(Train Movement 

Inhibit System)係為預防列車在整備、清

理作業中，或開始新服務前，發生列車

誤動的保護系統，用以保護列車上作業

人員安全。該設備設置於台北、台中及

左營車站三個始發站。列車禁止移動之

指示燈將顯示於行車控制中心(OCC)及

車站控制室(SCR)，其系統架構如圖23所

示。

圖23 列車禁止移動系統架構圖

隧道區域之列車接近警告系統在有

列車經過時會發出聲響，以保護需要在

軌道上工作及靠近軌道的工作人員或授

權人員的安全，在需要時由使用者操作

TSP開關，以觸發列車接近告警訊號，其

系統架構如圖21所示。

圖21 隧道區域列車接近警告系統架構圖

(十) 工作人員穿越軌道防護設備

工作人員穿越軌道防護設備包括穿

越指示燈、開關箱及標誌板三樣，裝設

於單一基座上，設置於工作人員需要穿

越軌道之地點，並連接至聯鎖系統，其

系統架構如圖22所示，設置需考量條件

如下：

1. 不影響結構軌距。

2. 不使駕駛員混淆，例如錯誤之進路顯

示。

3. 安裝於安全之地點。

4. 橫越軌道之二側均須安裝。

(八) 軌道安全防護開關

軌道安全防護開關(TSP)配置於道旁

及月台區域，當TSP開關作動，所有列車

在進入此TSP防護區間(TSP Zone)前會停

車，對向之TSP區間並將施以70km/h之臨

時速限指令，其系統架構如圖19所示。

圖19 軌道安全防護系統架構圖

(九) 列車接近警告系統

月台區域之列車接近警告系統對

於月台工作人員及月台上之乘客為二

種型式之警告，於月台站務室(Platform 

Operation Room)係以視覺及聽覺警訊、

車站月台係以燈號，警告列車即將進站

或通過車站，其系統架構如圖20所示。

      圖20 月台區域列車接近警告系統架構圖

號誌系統介接之災害告警偵測器，包含

地震、風速、雨量、水位、道路車輛侵

入、邊坡滑動及落石等。災害告警系統

提供即時接收並管理由偵測器傳送之訊

號功能，以自動作動停車指令或觸發警

告訊號至車站控制室(SCR)及行車控制中

心(OCC)。

災害告警設備依功能性，區分為具

立即危險性之告警(地震、邊坡滑動、落

石、道路車輛侵入)及無立即危險性之告

警(風速、雨量、水位)二種，圖17及圖18

說明此二者之系統架構。

圖17 具立即危險性之災害告警設備架構圖

圖18 無立即危險性之災害告警設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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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轉換軌

轉換軌係連接正線與基地間之軌道，提供

列車進出正線及基地時之緩衝，為了使列車可

以安全地進出基地及正線，轉換軌上安裝設備

包括：軌道電路、號誌機及標誌板、應答器、

O3線圈及列車車次線圈。其設備配置位置亦請

參考如圖24所示。

伍、結語

鐵路號誌系統對鐵路運輸負有相當重要之

使命，即確保行車安全、提高運轉效率及增加

路線容量，所有行駛於鐵路上之列車都需依據

鐵路號誌的指引來操控運轉。若鐵路號誌發生

問題，輕則影響行車運轉(降級運轉)，重則危害

行車之安全。

高鐵號誌系統的良莠為整個高鐵系統安

全運轉的重要關鍵，由失效偏向安全的基礎理

念，建構出號誌系統之整體設計，一切以安全

為最高原則，配合精密設計之功能使列車有效

率地安全運轉，例如在發生道岔訊號異常事件

時，因為具有雙向號誌之功能，使得列車不致

中斷該線之運轉，雖然降低運轉品質，但在安

全之前提下，仍可利用單線配合雙向號誌，調

度列車續行運轉。本文僅就台灣高鐵號誌系統

之設計原則作一介紹，期使讀者了解台灣高鐵

號誌系統設計之基礎與理念，並期能對國內軌

道號誌系統的設計有所助益。

參考文獻：

1.「徵求民間機構參與興建暨營運台灣南北高速

鐵路機電系統規範 3 號誌」交通部高速鐵路

工程局，1997.7。

1. 過走保護應答器

過走保護應答器係被動式應答

器，裝設於基地駐車軌(Depot-stabling 

Track)，以防護任何列車過走情況發

生。

2. 錯開保護應答器

錯開保護應答器係主動式應答

器，當發生駕駛員冒進基地號誌機顯

示險阻(紅燈)區段時，其設置位置應使

列車可於號誌機前停車。

(三) 號誌機與標誌板

基地號誌機與標誌板提供列車於基

地運轉安全。調車號誌機設置於基地內

維修廠區域，以供列車調度。號誌機與

標誌板設置，需考量因素同正線上之號

誌機與標誌板設置。

(四) 轉轍器

基地內轉轍器之道岔號數較小，列

車運轉速度低，故可採用單驅動式轉轍

器(Single Drive Switch Machine)。

六、	基地內配置之設備

基地內所有列車之運轉不使用ATC系統，為

了使列車可以安全於基地內調度，基地內裝置

有下列號誌設備： 

1. 軌道電路。

2. 應答器。

3. 號誌機與標誌板。

4. 轉轍器。

設備配置位置參見圖24示，重要設備諸元

說明如下：

(一) 軌道電路 

基地軌道電路最大長度為600m，

一般而言基地軌道電路最小長度不小於

100m或小於最小軌道車輛車軸距離。

(二) 應答器

基地內對於未經許可的列車移動

管制，設置過走保護應答器(Ove r r un 

Protection Transponder)或錯開保護應答器

(False Departure Transponder)。同時，為

了防護應答器故障情況發生，其配置以

成對方式提供備援。

圖24 轉換軌及基地道旁設備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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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結構噪音、低頻噪音、高架橋梁、Ansys、Sysnoise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正工程師／顏彬任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正工程師／桂國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工程師／李奕璋
21 3

軌道系統噪音振動為都會中最重要之環保議題，其中橋梁結構型式之低頻結構噪音
又為最複雜之問題。因該低頻噪音非來自輪軌之摩擦音，係屬橋軌振動產生之聲音，無
法以隔音牆改善，應從結構之振動分析，計算並改變結構型式或加裝減振措施，來降低
低頻噪音之影響。

本公司參與「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狀線第一階段工程DF112設計標設計顧問
服務」，以下簡稱DF112標，其路線穿越中和及板橋人口密集之都會區，其中板南路段
因道路空間不足，軌道採用疊式高架，本文即以上述之分析方法計算，為瞭解該高架橋
梁所產生之低頻噪音，是否符合目前環保法規對低頻噪音之要求，並評估該噪音對附近
住戶之影響。本文採兩階段進行評估分析，第一階段以有限元素(FEM)分析軟體Ansys進
行橋梁結構受列車激振力作用後，產生之振動量，第二階段再由邊界元素軟體Sysnoise
計算橋梁結構振動後所輻射出之結構噪音。

經計算，距疊式橋梁軌道中心12公尺處之低頻噪音值為52.7dB(A)，再經由建物衰
減後，室內低頻噪音值可符合環保法規之要求。

壹、橋梁斷面型式與低頻噪音

一、 橋梁斷面型式

DF112標全線總長6.348公里，路線穿越中

和及板橋人口密集之都會區，其中板南路段由

於道路寬度不足，如果採用一般高架橋，將會

超過6m建築界線，因此DF112標將此段設計為

疊式高架，參見圖1、圖2。

二、 低頻噪音之管制

一般人耳可聽到的聲音頻率範圍為20 

Hz~20K Hz，一般噪音多屬此範圍，而低頻噪

音係指頻率範圍低於200 Hz之噪音，此範圍之

噪音較不易被人耳察覺，但卻嚴重危害人體健

康，例如人體會產生壓迫感，對睡眠及心理的

影響相當大，甚至可能導致神經衰弱、憂鬱症

關鍵字：結構噪音、低頻噪音、高架橋梁、Ansys、Sysnoise

Ansys及Sysnoise
軟體於橋梁結構

噪音之分析及案例

1

2

3

圖1 疊式高架橋梁斷面圖

圖2 疊式高架橋梁示意圖

疊式高架路段：簡支U型梁橋--標準跨長25m ，橋墩為鋼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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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橋梁結構低頻噪音分析流程

本文先以Ansys建立高架橋梁有限元素模

型，分析其受列車輪軌單位激振力作用下，橋

梁之變形量，並以此結果匯入Sysnoise當作邊界

條件，進行高架橋梁輻射音之模擬，最後將實

際運行捷運列車激振力加入計算，求得實際的

結構噪音。

一、 Ansys高架橋梁激振響應模擬流程

 流程圖參見圖3，詳細說明如下。

算，結果顯示及處理等完整的動作。

Ansys主要分析流程分為3部分：

1. 前處理 - 建立有限元素模型

  - 建立或匯入幾何模型

  - 定義元素類型

  - 定義元素常數(依據元素特性設置，有

些元素沒有常數)

  - 定義材料參數

  - 網格劃分

2. 求解 – 施加負載及進行分析

  - 設定求解類型

  - 設定邊界條件

  - 設定負載狀況

  - 進行分析

3. 後處理 – 察看分析結果

二、 Sysnoise邊界元素數值分析

軟體簡介

Sysnoise已被廣泛的應用並有

效的解決許多的聲振問題，不但可

以預測聲音從振動體的輻射，而且

可以預測由於聲場所激發的結構振

動。常見的應用包括來自振源的聲

音輻射、聲場散射、空氣路徑傳遞

損失、結構路徑傳遞等問題。

Sysnoise處理聲音和聲振耦合

問題提供了多種方法：聲場有限

元素法（FEM）求解內部噪音非

常適用於封閉區域、無限元素法

（I-FEM）求解輻射聲場、直接/間

接邊界元素法（DBEM/IBEM）求解

內部聲場和外部輻射聲場。

1. 鋼輪所發出之聲音於2000 Hz以上貢獻

度最多。

2. 鋼軌所發出之聲音於500 Hz~2000 Hz

貢獻度最多。

3. 橋梁結構振動而產生之結構噪音於500 

Hz以下貢獻度最多

因此，要探討捷運系統對低頻噪音的影

響，需要由橋梁結構噪音著手，以求得較正確

之評估。

貳、 橋梁結構低頻噪音分析模式
簡介

本文以有限元素法架構整個軌道結構與高

架橋梁系統，並以邊界元素法進行高架橋梁結

構輻射噪音評估。

一、 Ansys有限元素數值分析軟體簡介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軟體「Ansys」為美國

Swanson分析系統公司發展完成，是以有限元素

法(FEM) 為基本架構的數值分析軟體。

Ansys能夠執行靜力分析（結構分析），動

力問題（振動分析等），非線性問題（大變形

分析等），熱流分析，熱傳，電磁學分析以及

偶合問題等⋯⋯，運用範圍極為廣泛；結構上

包括塑性（Plasticity）、潛變（Creep）、大變

形及扭轉問題均可分析。

Ansys結合了使用者圖形介面(GUI)的多層

視窗，下拉式選單，對話框和工具列。軟體本

身亦有像Patran軟體的前後處理功能。所以利用

Ansys分析時，除了可以與其他繪圖軟體合用以

外，亦可獨立完成建立有限元素模型，解析計

等，尤其對年紀較大者容易產生影響，常見的

低頻音源有泵浦、空調系統、發電機、變電器

等設備。

因此，行政院環保署於民國94年1月31日公

布「娛樂及營業場所低頻噪音管制標準」，並

於同年7月1日起實施，再於民國97年1月1日起

實施「工廠低頻噪音管制標準」，對娛樂及營

業場所和工廠20Hz ~200 Hz之噪音量，有明確之

限制，參見表1、表2。

表1 娛樂及營業場所低頻噪音管制標準

頻率範圍

時段
管制區類別

20 Hz~200 Hz

日 晚 夜

第一類 35 35 30

第二類 40 35 30

第三類 40 40 35

第四類 40 40 35

表2 工廠低頻噪音管制標準

頻率範圍
   

時段
管制區類別

20 Hz~200 Hz

日 晚 夜

第一類 35 35 30

第二類 40 35 30

第三類 40 40 35

第四類 40 40 35

日間： 上午6時至晚上8時(第一，二類) ，上午7時至
晚上8時(第三，四類)

晚間： 晚上8時至晚上10時(第一，二類)，晚上8時至
晚上11時(第三，四類)

夜間： 晚上10時至翌日上午6時(第一，二類)，晚上
11時至翌日上午7時(第三，四類)

三、 捷運系統音源特性

捷運系統主要噪音來源有鋼輪噪音、鋼軌

噪音、橋梁結構噪音，其特性如下所述：

圖3 Ansys模擬流程圖



2

122 │No.86│ April, 2010

專
題
報
導

2

No.86│ April, 2010 │123

專
題
報
導

1.建立模型

將Ansys匯出的模型網格資

料(.cdb)，匯入Sysnoise作為邊

界元素模型，參見圖6。

2.定義空氣介質參數

空氣介質參數參數如表4所

示。

表4 空氣介質參數

Sound velocity 340 m/s

Mass density 1.255 kg/m3

3.設定邊界條件

將Ansys分析結果檔(.rst)

匯入Sysnoise，作為橋梁面的

速度邊界條件。在此需注意結

果檔(.rst)之節點編號需與匯入

Sysnoise的邊界元素模型相關

聯，分析才正確。

4.設定分析類型及頻寬

在此以間接邊界元素法

(IBEM)進行橋梁結構輻射音分

析，分析頻寬為1 Hz~200 Hz。

5.建立分析網格面

Sysnoise求解時，需在欲分

析位置設置分析網格，本文於

橋梁中心向外建立一長25m寬

15m距離地面高1.5m的分析網

格面，參見圖7。

4. 將模型進行網格劃分

先用Solid45元素以0.4大小將橋

梁進行網格劃分，接著用Shell63元素

以0.4大小將橋梁面進行網格劃分，

此時Solid45元素及Shell63元素為統

一的節點編號，接著將Solid45元素刪

除，只保留Shell63元素並輸出成CDB

檔，作為之後Sysnoise邊界元素模型，

再利用Solid 45元素將高架橋梁做網

格劃分，並刪除Shell63元素，只保留

Solid45元素繼續進行激振響應之模

擬。

5. 定義負載

高架橋梁所受負載為列車激振

力，考慮橋梁長度會承載到最多的鋼

輪數，在此條件下依鋼輪與鋼輪間距

離施加激振力。

6. 設定邊界條件

疊式高架橋梁為簡支U型樑，其

邊界條件為固定橋梁兩端垂直地面之

方向。

7. 設定分析類型及頻寬

分析類型為Harmonie，分析頻寬

為1 Hz~200 Hz。

8. 進行分析

檢查上述設定無誤後，即可開

始分析橋梁受列車激振力作用後，

1 Hz~200 Hz之變形量，分析完成後，

Ansys將會自動生成一副檔名為rst之結

果檔，此檔將匯入Sysnoise作為橋梁之

邊界條件。

二、 Sysnoise高架橋梁結構噪音模擬流程

流程圖參見圖5，詳細說明如下。

1. 建立模型

先於繪圖軟體建立高架橋梁模

型，參見圖4，接著將模型轉成 Ansys

支援的格式匯入Ansys。

2. 定義元素

模型匯入Ansys後，先定義要使用

之元素形式。本文以Solid45元素進行

橋梁激振響應分析；以Shell63建立橋

梁外圍面之有限元素模型，並匯出模

型檔，供Sysnoise作為橋梁模型使用。

3. 定義材料參數

本文模型之材料為均質混凝土，

其材料參數如表3所示。

                表3 材料參數

材料性質 RC

楊氏係數 3X1010 N/m2

波松比 0.2

密度 2320 Kg/m3

圖4 高架橋梁幾何模型

圖6 Sysnoise邊界元素模型

             圖5 Sysnoise模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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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思元，“高架軌道橋樑之減振防噪研究”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碩士

論文，2006。

3. 李浩月‧周田朋‧劉相新，“Ansys工程計算

應用教程” 中國鐵道出版社，2003。

梁結構輻射音，距軌道中心12m處為67.8 dB，

參見圖9，加入A加權後之結果為52.7 (dBA)，參

見圖10。

圖9 橋梁斷面距軌道中心12m處 1/3 Octave Band 未加

權結構噪音

(1-200Hz TOTAL = 67.8 dB)

圖10 橋梁斷面距軌道中心12m處 1/3 Octave Band A

加權結構噪音

(1-200Hz TOTAL = 52.7 dBA)

肆、結果討論

依照台北縣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之劃

分，板新路沿線以中和市連城路為界，連城路

以北路段劃分為工業區，屬第四類噪音管制

區，其低頻噪音管制標準最低值為夜間的35 

dB(A)，連城路以南路段劃分為住宅區，屬第二

類噪音管制區，其低頻噪音管制標準最低值為

夜間的30 dB(A)。

6.進行分析

檢查上述設定無誤後，即可開始

分析橋梁受列車單位激振力作用，1 

Hz~200 Hz之橋梁結構輻射音，再將實

際列車運行之激振力大小加入計算，

求得實際結構音。

三、Sysnoise高架橋梁結構噪音模擬結果

本文以疊式高架路段簡支U型梁橋跨距25m

的橋梁斷面進行討論分析。經過Ansys振動響應

分析，再由Sysnoise分析離地1.5m噪音分佈情

形，結果參見圖8。

取距軌道中心12m處各10點之模擬結果，

取其算數平均，轉換成1/3 Octave Band，再乘上

列車通過之激振力，可得實際列車通過時的橋

圖7 Sysnoise分析網格面

圖8 橋梁斷面模擬結果

分析網格面

由本文模擬結果顯示，距軌道中心線12公

尺處，結構噪音為52.7 dB(A)，然此評估結果為

室外之噪音值，而環保署標準為室內噪音值，

因此須再扣除建物阻隔之衰減量，方能與標準

比較，以環保署提供，比重為2.2之玻璃，其厚

度與隔音效果關係表（參見表5）當作參考依

據進行比較，於第二類噪音管制區內住戶，需

採15mm厚度之玻璃；於第四類噪音管制區內住

戶，需採8mm厚度之玻璃，其室內之低頻噪音

方可符合環保署低頻噪音管制標準值。

參考文獻：

1. LMS SYSNOISE Rev 5.5, “User’s Manual-

Modeling principles and theoretical basis,” 

2000.2.百度百科網頁，http://baike.baidu.com/

view/257718.htm (2010)。

表5 玻璃隔音效果與厚度關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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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壓密沉陷、預壓、預力混凝土樁、振動量測。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捷運工程部／技術經理／王慶麟 1

台北市政府捷運局／中區工程處土六所／主任／邱奕遷 2

1 2

蘆洲機廠面積約16公頃，其中約9公頃其地表高程均低於EL.103.56公尺，必需填土

1至3公尺以避免淹水。由於工址之地表40公尺以下，粘土層厚度至少達55公尺；表土

20公尺則由軟弱粘土與鬆砂組成。因此，大地工程設計主要問題包括：(1)填土所造成

之壓密沉陷量及壓密時間。(2)地表20公尺內，土壤液化潛能高，需決定適當的基礎型

式。(3)工期緊迫，整地施工順序必需妥善安排。

經分析填土壓密沉陷量及壓密時間，均無法滿足規範及工期要求，必須藉由填土加

載預壓方式，以減少完工後之殘餘沉陷。預壓期間，由沉陷鈑之監測資料顯示，六個月

即可完成100%之壓密度，由此證實巨厚粘土層中所夾之薄砂層，在壓密排水過程中，

發揮了極大的貢獻，此與設計之預測頗為一致。為了抵抗土壤液化，經評估各種方法，

包括擠壓砂樁、礫石樁、動力壓密、預力混凝土樁(以下簡稱PC樁)及反循環樁，其中以

PC樁最為經濟有效。施工期間並量測打樁之振動量，均可符合相關規範要求。

壹、工程環境

蘆洲機場位於臺北盆地西緣，蘆洲近郊

二重疏洪道與淡水河交匯口，臨淡水河南側的

堤防內，西側緊鄰蘆洲抽水站，基地全長約

800m，最寬處約280m，佔地面積約16公頃。開

發前的蘆洲機廠預定地，早在民國65年起就成

為廢棄物業者的禁臠，大部分是營建廢棄土，

任意棄置於基地內各處，少部分則為工業廢棄

物，埋置於東北角落，造成基地地表高低起

伏。東邊地勢較高高程可達109m，西邊最低處

則維持原始高程約101m(如圖1）。緊鄰機廠周

圍則群聚著鐵皮屋工廠，廠內尚有操作天車吊

重，屬敏感設備，部分則當貨運廠房使用，基

地南側則緊鄰20m寬的水湳溝，對施工而言 是

一道天然屏障 隔絕了施工噪音振動對鄰近居民

的生活影響，溝頂加蓋充當停車場，水湳溝外

則有工廠及公寓住宅零散分佈。這些外在條件

對基礎設計影響甚大。

開發後之機廠建築物共計有維修工廠、

儲車區(其上部規劃為停車場約可停放汽車740

輛，供未來蘆洲運動公園使用)、土木/軌道工

廠、電聯車清洗場、行政訓練中心/警衛室、主

變電站/動力配電室/設備配電室、污水處理廠

等。其中維修工廠、儲車區、土木/軌道工廠，

都安排在廠區地勢較高地區，也較靠近民宅及

工廠，是本計畫大地工程設計與施工的重點。

土建工程工期約四年，而後交由軌道承商鋪

軌。

關鍵字：壓密沉陷、預壓、預力混凝土樁、振動量測。

蘆洲機廠之
大地工程設計
與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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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提醒細部設計顧問應注意此問題。因此

粘土壓密特性及其間是否夾有砂土層，對廠區

填土沉陷影響甚鉅，是補充土壤調查工作的重

點。經整理土壤鑽探報告的試驗資料粘土層的

壓密特性與不排水強度參數敘述如下。

               表1 東區簡化土層

               表2 西區簡化土層

厚度
(m)

土壤
類別

 N值
γt

(t/m3)
Su

(t/m2)
φ'
(o)

3.3 SF 4-18 2.0 0 32

5 CL 3-7 1.92 2.0 31

10 SM 10-20 1.97 0 33

5 ML 7-20 1.90 10 33

10 SM 10-39 1.94 0 34

11 CL/ML 7-22 1.92 12 33

18 ML/SM 12-41 1.95 16 33

11 ML/SM 15-65 1.97 20 32

>20 CL/SM 28-100 1.97 30 35

No.86

厚度
(m)

土壤
類別

 N值
γt

(t/m3)
Su

(t/m2)
φ'
(o)

3.3 SF 2-27 2.0 0 32

5 CL 2-8 1.96 3.5 32

12 SM 3-21 1.94 0 32

13 CL-ML 2-27 1.90 6 33

12 CL/ML 4-30 1.91 10 33

13 ML 7-36 1.94 12 33

16 ML/SM 11-45 1.95 16 34

>15 CL/ML 16-48 1.96 24 34

亦不排除突然錯動的可能性，1694年之康熙台

北湖(關渡平原)即為一項證據。

二、 土壤特性

肇因於山腳斷層的活動所致，台北盆地西

側形成一半碗狀之凹陷，以五股、蘆洲附近最

深，此凹陷區日後被沖積土壤堆積，根據中央

地調所蘆洲一號井的紀錄顯示，其覆蓋深度超

過300m。工程影響範圍的土壤深度約在100m，

此深度內的土壤工程特性，是本計畫所關心的

課題。綜合土壤鑽探所得資料，工址東區土層

分佈可簡化如表1及表2。

表土層多為營建廢棄土其含量主要為粉質

細砂，夾雜少量磚塊、混凝土塊及鋼筋，經取

土樣進行化學成分分析，土壤中並未發現有害

物質。為減少回填土方數量，除位於維修工廠

及儲車區內的廢棄土(但工業廢棄物則必須立即

運出廠區)需挖除丟棄外，在丟棄之前，先暫

時堆置於其他低漥區至少達六個月，當作預壓

所需土方，以節省施工費用及環境衝擊。其餘

原留於各區的廢棄土仍保留使用。由表中可發

現，東區土層在地表深度33m以下，西區土層則

在地表深度20m以下，均存在著巨厚的粉質粘

土，其厚度約達55m。根據業主提供規劃階段的

地質調查報告顯示該深度粘土的過壓密比(OCR)

有小於1的現象，在填土3m條件下，預估沉陷量

約為58cm，而壓密完成90%的時間將長達1348

層，該斷層被高速公路所在之大窩坑斷層錯

開，分成南北二段(圖2)，北段年紀輕，也較活

躍，距工址約僅2km，其活動可能以潛移為主。

據經濟部中央地調所研究（1999年3月）指出，

該斷層平均每千年以1.5m至2m的速度陷落。但

貳、工址地質與土壤特性

一、 區域地質

影響本工址最大的地質構造當屬山腳斷

蘆洲機廠施工前空拍照片(90年攝)

圖1 蘆洲機廠基地環境示意

圖2 蘆洲機廠之區域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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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顯示進廠軌道區地勢最低，需要回填

約2.4m厚度。另由試坑開挖結果，發現維修工

廠有掩埋垃圾情形，因此建議儲車區與維修工

廠須將表土分別清除至EL.101.0m及EL.100m然

後再回填至EL.103.56m，以符合200年洪水位要

求。其它地區因對沉陷量要求較不嚴格，若施

工期間沒有發現垃圾掩埋的情況，則在考慮工

程費與環境衝擊的條件下，可考慮僅刮除表土

0.5m，再進行回填或逕自開挖至高程103.56m(

地勢高於EL.103.84m之區域)。由於填土及道

叁、填土設計與施工

一、 土方工程規劃原則

土方工程必須綜合工期、結構物位置、基

礎沉陷要求及地表現有高程進行規劃。機廠內

各區之現地高程及整地高程列於表4，圖5則顯

示機廠結構物配置。

(二) 粘土壓密狀態的研判 

由上所知，廠區在地表下30m以下存

在著厚達55m的粉質粘土，該粘土的壓密

狀態將決定填土沉陷量大小。由該深度

取出的土樣進行壓密試驗結果，檢視OCR

值有小於1的現象，然而其SPT-N值卻均

大於10以上，屬堅實至堅硬的稠度。又

檢核粘土的液性指數(LI)均小於0.6，與試

驗結論無法吻合，研判可能是試體擾動

的影響，因此參考下表判斷該深度粘土

應是否處於過壓密狀態(2)：

其OCR值則可參考以下的經驗公式判

斷：

         OCR=5.66(Su/ ’ )1.111..................................(4)

(台北捷運統計值)

         OCR=4.3(Su/ ’ )1.05......................................(5)

(中國大陸岩土工程手冊)

取兩者之中間偏保守值設計。

(三) 不排水剪力強度

本標粘土層三軸試驗之結果顯示，

粘土不排水剪力強度(Su)大致可以下式表

示：

         Su (t/m
2) = 0.67N + 1.71................................(6)

或概略為Su (t/m
2)≒N/1.2 ，式中N為標準

貫入試驗之打擊數

狀態 稠度
土壤
屬性

Bowles
(1988)

Terzaghi & 
Peck(1948)

正常

壓密

粘土

極軟弱
young 

clay

0-2 0-2

軟弱 3-5 2-4

中度 6-9 4-8

OCR

增大

堅實
Aged/

cemented

10-16 8-15

極堅實 17-30 15-30

堅硬 >30 >30

本工址因緊鄰淡水河，地下水相當高，約

位於EL.99m，呈靜水壓分佈。

(一) 壓密特性 

統計本標壓密試驗結果(1)，壓縮指

數Cc與含水量之關係示於圖3，壓密係數

Cv與液性限度之關係示於圖4。圖中亦將

Woo & Moh所統計的大台北地區之壓密特

性繪入，其方程式如下式表示：

         Cc = 0.015 (Wn – 8).....................................(1)

         Cv = 0.033 x 10(-0.025Wl)....................................(2)

式中Wn為自然含水量，Wl為液性限度

由圖中可看出，本標的Cc大致與式

(1)一致，Cv則落在試驗值的下限。意即

本標粘土層的壓密速度較快，對消除長

期壓密沉陷很有助益。為確實反應出本

標粘土層的壓密特性，將試驗值迴歸後

得出下式，以為計算壓密完成時間之依

據。

Cv=-0.0098*(Wl)
2+0.1981*(Wl)+13.776........(3)

圖3 壓縮指數CC與含水量之關係

圖4 壓縮係數CV與液性限度之關係

表3 土壤屬性與SPT-N之關係 表4 機廠各區之現場高程及整地高程

結構物名稱 現有範圍高程(m) 現有平均高程(m) 整地高程(m) 備  註

維修工廠 102.1~108.9 106 103.56 開挖至EL.100.0再回填

儲車區 102.1~107.3 103.3 103.1~103.56 開挖至EL.101.0再回填

土木/軌道工廠 102.6~105.2 103.5 103.56

儲車軌 100.7~105.2 103.5 103.29~103.56

行政訓練中心 102.5~103.3 102.6 103.56

BSS/TSS/SS3 102.5 102.5 97 地下室開挖

污水處理廠 102.6~103.2 102.6 104.23

進廠轉轍軌區 100~102 101 103.56

列車清洗廠 103.6~109.6 105 103.4 局部地下室開挖

進廠轉轍軌 101.1~101.6 101.2 103.56

圖5 蘆洲機廠設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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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之沉陷量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H
f
 =[H/(1+e

0
)]*C

C
* log(p

0
+p

f
)/p

0
 ......................(10)

△H
f+s

=[H/(1+e
0
)]*C

C
*log(p

0
+p

f
+p

s
)/p

0
 .................(11)

欲使超載達到設計載重的總沉陷量△H
f
時，

其壓密度U
f+s

為

U
f+s

*△H
f+s

=△Hf ...........................................................(12)

U
f+s

=△H
f
/△H

f+s
=

[log(p
0
+p

f
)/p

0
]/[log(p

0
+p

f
+p

s
)/p

0
] ...........................(13)

U
f+s

 =f(T
v
) ........................................................................(14)

T
v
= (t

sr
* C

v
) / (H/n)2 ....................................................(15)

(式15)中t
sr
 = 180天，可求得時間因子T

v
，

繼而求得壓密度U
f+s

再由式(13)求出所需之超載(p
s
)

為填土整地施工方便，將基地分成I至V共

五區 預壓區則分A、B、C、D四區，其位置如圖

7及圖8所示，說明如表5。預估預壓時間在6個

月後，將可使粘土層之壓密度達90%，經預壓

後各區廠房之基樁總沉陷量亦均可小於5cm。

少沉陷量，是最經濟有效的工法。

三 預壓沉陷分析

由於工期緊迫，無法全面預壓。DDC選擇重

點式的預壓，其原則如下：

1. 原地表高程低於EL.104m之廠房區包

括：維修工廠與儲車廠之西側、儲車廠

之南側、土木/軌道工廠西半部、BSS/

TSS。

2. 依CEDM規定，鋪軌後沉陷量不得大於

5cm。填土沉陷量超出此規定之區域有進

廠轉轍軌區。

本計畫預壓期間僅能有六個月，為加速沉

陷量發生，採以下分析方法計算預壓密所需的

超載，並進行沉陷量分析。經核算預壓土堆置

高程於1.項區域EL.106m，於2.項區為EL.105m，

預計預壓時間在6個月後，將可使上方粘土層之

壓密度達90%，較下方巨厚粘土層則約達50%。

預壓後各區廠房之基樁總沉陷量亦均可小於規

範規定(10cm)，預壓沉陷依圖6所示的概念進行

分析。

圖6  預壓填土沉陷解說示意

差異沉陷量及沉陷量過大將危害建物及設備安

全。DDC以下式計算壓密沉陷量：

............................................(7)

 ...........................................(8)

 ..............(9)

式中 H：粘土層厚度

 C
C
：壓縮指數

 C
s
：再壓縮指數

 σz'：有效覆土壓力

 σp'：預壓密壓力，此處需考慮預壓

 　　  後的產生新的壓密壓力值

 △σz'：應力增量

上式中視土壤壓密狀況及應力增量大小，

選用適當的公式計算之。

依上述之公式與填土整地高程，計算填土

沉陷量，最大沉陷量發生於進廠轉轍軌區，其

值約為75.2cm，一年後之殘餘沉陷約8.9cm。其

次為維修工廠西南角(該處附近之地形，為機廠

次低窪區，平均高程約102m，需填土約1.3m)，

其沉陷量為23.3cm，估計一年後之沉陷量為

0.9cm。

此外，當全部廠房建築完成後(約在開工後

四年)，將由軌道承商接手進行道碴填築及軌道

鋪設工作。道碴鋪設厚度至少為40cm，估計全

區道碴填築後所造成的額外沉陷量將達7.5cm左

右，此沉陷量將對廠房基樁造成負摩擦力及不

均勻沉陷，威脅廠房結構的安全。另在BSS/TSS

區因上部荷重較大，亦將使基樁沉陷超過規範

規定值(10cm)。由於基地在地表40m以下存在有

巨厚的粘土層，傳統的打砂樁或排水帶以加速

孔隙水壓消散的工法，因受限於工作能力(最深

達40m)，而無法採用。善用表土作為預壓以減

碴回填引致之壓密沉陷量可能對機廠結構物與

設備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必須就填土整地工作

作最佳的安排，以降低衝擊。整地原則規劃如

下：

1. 容許沉陷量小的結構應先整地回填，

俾有較長的時間進行壓密。

2. 工期緊迫的工作項目應先整地回填，

以免影響後續工作。

3. 沉陷量大的區域應優先回填。

根據此原則，確定整地回填的工作方向如

下：

1. 維修工廠及儲車區容許沉陷量小，且

地面結構與設施之施工期又長，整地回

填工作應優先施作，一則填土後可有較

長的時間進行壓密，二則不會影響結構

與設備之施工。

2. 機廠西側之軌道區，雖然沉陷量大，

但因管線埋設與鋪軌工作均在施工後期

才進場，因此列為最後整地的區域，但

整地前正可利用維修工廠與儲車廠所挖

出來之表土，堆置預壓，以減少壓密沉

陷。

估 計 整 個 機 廠 之 挖 棄 方 約 為 2 5 萬 立 方

公尺，填方約為22萬立方公尺。整地工作先

開挖維修工廠及儲車廠至預定高程，隨即進

行收方量測，裝設沉陷鈑，而後逐層滾壓至

EL.103.56m。表土中含大量垃圾者，隨即運

棄，其餘表土則運至五個低漥區進行預壓。

二、填土沉陷分析

填土作業無可避免的將引起地表沉陷，

圖7 基地填土及預壓分區位置(圖中SP為沉陷鈑編號)

圖8 蘆洲機廠預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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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蘆洲機廠各區土方回填及沉陷量一覽表

項

次

區

域

回填時間 填土

厚度

（m）

填土總沉陷量

（平均）

（mm）開始時間 完成時間

1 IA 91.12.15 92.02.20 3.56 118.75

2 IB 91.12.07 92.01.22 2.56 99.19

3 IV 92.03.18 92.04.28 0.5~1 28.41

4 III 92.04.24 92.05.07 0.5~1 20.71

5 II 92.05.07 92.06.24 0.5~1.2 34.06

6 V 92.07.08 92.07.17 1.2 11.60

圖10及圖11所示，由資料顯示，整個工區回

填厚度不一，除IA、IB區固定為3.56M及2.56M

外，其餘區域則僅填土約0.5~1.2M。因IA、IB區

（除A預壓區外）大部份區域原地形高程均高於

EL.103.56m，已達到類似預壓之效果，故後續

填土所造成之119mm及99mm沉陷量，屬解壓再

壓沉陷，且經過約一年四個月之壓密，目前沉

陷量均已達穩定狀況，其餘區域因大多經過預

壓，且後續回填厚度僅0.5~1.2m，故所造成之填

土沉陷相對亦較小，平均從11.6mm到34mm不等

且目前大多已達沉陷穩定之狀況。

四、 預壓沉陷監測

蘆洲機廠預壓期間之監測儀器配置如圖7，

監測頻率為每週量測一次，各區最終沉陷量彙

整如表6，歷時沉陷量曲線如圖9所示，由資料

顯示各預壓區預壓約4個月後其累計沉陷量即達

到6個月累計沉陷量之94%~99%，且最終符合原

設計理念各預壓區預壓時間至少六個月及單月

累計沉陷量小於3mm規定，顯示其預壓成效相

當良好，經研判應與本標地質特性大多為粉土

質細砂與粉土質粘土互層有關，於預壓時可提

供良好之排水路徑並達到快速壓密之效果。

五、填土沉陷監測

基地內佈設之沉陷觀測點包括測沉板（計

18處）及桿式伸縮儀（計8處）等兩項，量測

頻率為填土期間至填土完成三個月內每週量測

一次，填土完成三個月後為每二週量測一次，

各區最終沉陷量彙整如表7，相關歷時曲線如

表5 各預壓分區位置與高程

圖9 蘆洲機廠預壓沉陷板（SP501~SP5013）歷時曲線

圖10 維修工廠沉陷鈑及伸縮桿(-20m,-40m) 沉陷監測資料

圖11 儲車區沉陷鈑及伸縮桿(-15m,-35m) 沉陷監測資料

　　　　　　　　　　

預壓區
編  號

位  置
預壓高
程(m)

預壓時間(月) 備  註

A區
維修工廠、儲車
廠西側及儲車廠

南側
EL.106 Min. 6

I區開挖之土方暫
置於III區，俟整
地完成後，再運
回預壓。

B區
土木/軌道工廠

西半部
EL.106

I、II、IV區整地
完成後。

C區 BSS/TSS/SS3 EL.106 Min. 6

D區 進廠轉轍軌 EL.105
I~IV區整地完成

後。Min. 6

IB物料室、
III、IV

EL.106 Min. 6

                  表6 蘆洲機廠各預壓區回填及沉陷量一覽表

項

次

預壓

區域

預壓回填時間 預壓土解

壓時間

總沉陷量

（平均）

（mm）

備註
開始時間 完成時間

1 A 92.01.25 92.02.20 92.08.20 185
依 原 設 計 理

念：預壓時間

至少6個月且

最終每月累計

沉 陷 量 小 於

3mm

2 B 91.05.31 91.06.05 92.01.28 181

3 C 91.05.20 91.05.30 92.01.28 310

4 D 91.06.06 91.06.20 92.05.02
320至500

平均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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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樁長應貫穿液化層：本基地液化層

深度達20m，故PC樁長至少應大於

20m。

(二)基樁承載力：樁點最好落於承載層(

維修工廠與儲車廠均有此條件)。

(三)最小振動量

綜合上述三項因素，決定適宜的樁長為

25m。

基樁承載力分為垂直承載力、抗拉拔力與

側向承載力，設計容許載重詳表9。基樁之驗証

則分為靜力載重試驗及動力載重試驗，本標靜

力載重試驗六組採單樁快速載重試驗法，一組

採標準載重試驗，動力載重試驗則採PDA (Pile 

Driving Analyzer，打樁動力分析)試驗，於每一

組試樁擇一支基樁，配合於打樁時進行試驗，

表10為靜壓力載重之試驗結果。

二、基樁設計及載重試驗

PC樁徑之選擇有以下三點考量：

(一)打樁振動量：打樁產生之振動不致

影響鄰近建物。

(二)長徑比大於40：為避免打樁時造成

挫屈，打樁時之樁長(最大18m)與

樁徑之比應大於40。若以打樁長度

18m長而言，則樁徑至少45cm。

(三)基樁承載力：樁徑越大，承載力亦

越大。

綜合以上三項因素，選擇最適宜的樁徑為

50cm。

PC樁之樁長考量亦有以下三項因素：

液化潛能。發現在ODE地震下，土壤抵抗液化之

安全係數(FL)多大於1。在MDE地震下，沿線土

壤在GL-6m~-20m液化潛能高，對結構安全甚具

威脅，必須施作土壤改良。以消除土壤液化的

威脅。由於面積廣大，若要全部改良則所費不

貲。DDC建議僅對主要結構的基礎進行改良，

其它如軌道區、洗車場，因破壞後修復容易，

不考慮改良。大面積地區常用的改良工法有：

擠壓砂樁、礫石樁、動力壓密、PC樁、反循環

樁。DDC針對此五種工法進行評估，評估結果詳

如表8。

在工程費低、工期短、改良效果佳的條件

下，DDC建議選用P.C樁以克服液化問題。至於

噪音振動問題，則因打樁距離民宅至少有40m的

緩衝空間，距離東邊的工廠則僅約10m，應可藉

由相關的施工措施，以達到環境法規的要求。

機廠重要結構及設備，如維修工廠、車輪

切削區、儲車廠、土木/軌道工廠、主變電站

(BSS/TSS)、行政訓練中心、洗車廠控制室，其

基礎形式均採獨立基腳加PC樁，其餘較不重要

的結構，因修復容易，則以淺基礎(獨立基腳或

筏式基礎)替代。

　　由圖10維修區填土3.56m厚度伸縮桿測得之

監測資料顯示，地表深度40m以下的巨厚粘土，

其沉陷量約17mm，深度20m至40m之間的土層

沉陷量約17mm，地表總沉陷量約110mm。可見

20m深度以內的土壤貢獻了約76mm的沉陷量，

約占總量的70%，圖11儲車區的沉陷觀測也顯

示類似的結果。同時圖10及圖11亦可看出，

PC樁打設的振動對地表沉陷也提供了很大的貢

獻，最大可達130mm，讓地層更為緊密，加強

對土壤液化的抵抗能力。

六、結構完工後之監測

為避免發生類似北投機廠

建築物完成後持續產生過大差異

沉陷之情形，蘆洲機廠於所有結

構物完成後，即請廠商額外於各

結構物上裝設監測點，以觀測其

長期沉陷情形。從民國95.12.11

至96.07.11九個月之觀測結果顯

示，各結構物完成後以來僅產生

微小之沉陷量，最大者維修工廠

亦僅有2.1mm之沉陷量，顯示當

初以預壓及PC樁克服土壤沉陷之

成效良好。

肆、基礎設計與施工

如上所述，本工址靠近山腳斷層與淡水

河，地表下20m的土層又屬鬆軟的粉質細砂與粘

土，液化潛能高。基礎設計的最大考慮即在於

如何克服土壤液化及控制沉陷問題。第三章已

解決了沉陷問題，本章將對適當的基礎型式進

行探討。

一、土壤液化評估與對策

DDC採用日本道路橋協會(JRA)1996年版之

方法，對沿線所有鑽孔之土壤資料，進行評估

  表8 土壤改良工法比較表(以維修工廠與儲車區為例)

工法種類
工程費
(萬元)

工期
(月)

改良
效果

噪音
振動

優  缺  點

擠壓砂樁 11100 5.5 佳 嚴重
優點：機動性高，經驗多
缺點：品質控管不易

礫石樁 10308 8 佳 嚴重
優點：品管確實
缺點：國內只有兩家

動力壓密 2500 7.5 不佳 嚴重
優點：操作簡單、快速
缺點：最大改良深度13m

P.C樁 6560 3.5 佳 嚴重
優點：施工迅速品管確實
缺點：噪音振動大

反循環樁 16400 7 可 無
優點：無噪音振動
缺點：品質控管差

註：維修工廠與儲車區之改良費用，約佔機廠全部改良費用的75%。

表9  基樁設計容許載重一覽表

垂直載重 拉拔力(t) 側向力(t)

區   別
常時 地震 常時 地震 常時 地震

STATIC ODE MDE STATIC ODE MDE STATIC ODE MDE

儲車區 100 100 175 - - - 9 12

維修工廠 95 142 150 31 45 43 - 9 12

維修工廠辦公室 100 150 190 - - - 9 12

土木/軌道工廠 65 95 100 27 39 35 - 8 12

主變電站 65 97 75 - - - 8.5 12

洗車廠控制室 53 80 80 - - - 8 12

行政訓練中心 62 93 85 - - - 8 11

備註： STATIC ：常時狀態
 ODE ：一般設計地震加速度（0.14g）作用力值
 MDE ：最大設計地震加速度（0.23g）作用力值

表10  基樁靜壓力載重試驗結果

基樁編號 PT1 PT2 PT3 PT4 PT5 PT6 PT7

樁徑（mm） Φ500 Φ500 Φ500 Φ500 Φ500 Φ500 Φ500

樁長（m） 28 28 30 25 25 30 30

預計最大試驗載重（T） 220 310 340 300 300 230 230

實際最大試驗載重（T） 220 310 410 300 259 230 230

最大位移量（mm） 7.306 16.587 11.969 12.971 51.245 14.037 13.341

殘留位移量（mm） 1.243 5.589 0.452 1.994 42.651 4.813 5.044

推估極限承載力（T）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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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設計過程中，對打樁機的型式，打樁

順序及打樁機的施工配置等均有詳細限制，因

此施工期間引起的打樁振動量均比其他案例為

小，並無擾民事件發生。

本工程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有一些心得，

一併提出與讀者分享：

● 對於填土沉陷的設計，土壤取樣進行壓密試

驗的結果，常因試體擾動誤差甚大  造成沉陷量

與壓密時間的錯估，建議地質調查時，增做荷

蘭錐貫入試驗(CPT) ，以了解粘土的壓密特性及

是否有砂土夾層。

● 填土前於粘土層中加裝電子式水壓計，以量

測孔隙水壓，了解壓密度隨時間的進行。本工

程亦有安裝，惜因施工中遭到破壞，未能得到

水壓消散資料。

本工程自90年開工迄今已八年餘，當初顧

慮的長期沉陷問題都未發生，可見本工程之設

計是相當成功的，因而榮獲97年度公共工程委

員會頒發之設計類金質獎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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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南施打為佳。

(三)打樁機的型式與配置

打樁機的型式必須選擇採用以打

樁效能較高的油壓式打樁機。同時基

地內最多只能有兩部機同時作業，打

樁時間限制在上午8:00至12:00，下午

1:30~5:30，例假日則減少打樁機施打的

數量。

(四)打樁振動量測

打樁之前為評估打樁是否影響周遭

三、基樁施工與振動量測

參考永安鄉LNG工地與麥寮六輕工地兩個案

例之量測結果，推估本工地打樁在50m距離外，

引起的地表最大振動量約為4mm/sec，以此振動

量來評估其對鄰近建築物的影響。同時為減小

打樁振動，規定本工程施工應遵守以下原則：

(一)隔振溝設置

  打樁期間，於基地內BSS/TSS、

行政訓練中心、儲車區結構物之南側及

維修工廠區之東側，沿著用地範圍線設

置隔振溝。隔振溝寬1m，深度

5m，用於阻絕表面波(表面波的

能量衰減最慢，對結構體的殺傷

力也最強)。又機廠南側的水湳溝

亦是一道天然的隔振溝，打樁震

波經過二道隔振設置，即可將震

波降至最低。

(二)打樁的順序 

  案例經驗顯示，在已完成

PC樁的基地旁繼續打樁，與在原

土基地上打樁，其振動量可降低

50%以上，意即已完成的PC樁其

阻隔震波的效果非常好。因此打

樁的順序必須把握此一優勢，作

妥善的安排。DDC擬定打樁的順

序為：

1.廢棄物處理廠、污水處理廠、

BSS/TSS、行政訓練中心、儲車區

應由南逐排往北施打。

2.維修工廠區應由東逐排往西施

打。

3.土木軌道工廠因離堤防約有

80m，與民房約距180m，故以由

建物？特別安排幾組振動量量測，圖12

及圖13是在不同打樁深度、距離所測得

的地表最大振動量。在振動量為4mm/sec

時，打樁距離約在17m至19m，與原先推

估的50m，結果更令人滿意。

圖14亦顯示打樁的振動頻率約在5Hz至20Hz

之間，均較前述案例為低。量測顯示基樁在設

計階段的週密考量都已奏效，即便在緊鄰10m處

有使用天車的工廠，在打樁期間均安然無恙的

正常運轉。

伍、結論與建議

由以上的設計與施工監測可歸納以下之結

論：

● 本計畫充分利用區域內挖除的營建廢棄土，

對低漥區進行預壓，不僅節省了大量的借土，

也縮短了工期。

● 本基地在地表深度35m以下的巨厚粘土，確處

於過壓密狀態，其沉陷量約占總沉陷的15%，

20m至35m之間亦約占15%，70%的填土沉陷均

發生在深度20m之內。

● 填土沉陷在6個月內，壓密度均可達90%以

上，歸功於粘土之間含有砂土夾層， 提供孔隙

水壓消散的路徑。

● 經評估本基地基礎型式以打擊式PC樁最為有

效經濟，除了提供足夠的承載力外，打樁過程

的振動，亦可引起土壤沉陷達13cm，增強了抵

抗土壤液化的能力。

● 5m深的隔震溝可有效阻絕打樁深度較淺的振

動，但隨著打樁深度的加深，隔震溝的效果愈

不明顯。

圖13  P3基樁震動量測結果

圖12  P2基樁震動量測結果

圖14 四組基樁震動量測之頻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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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洲機廠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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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輪軌振動噪音、浮動道床、減振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王永明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捷運工程部／協理／李正剛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捷運工程部／副理／馬坤祥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魏敬訓 4
1 2 3 4

近年來台灣都會區發展對道路的需求逐漸提高，車輛成長率與道路用地的擴大無法
趕上其快速的發展，且因過度發展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在近年來對生態環境已造成極大
的衝擊，為兼顧環保永續的理念與經濟發展的需求，鐵路運輸成為世界交通運輸發展的主
流。鑒於現代軌道運輸的高乘載率、低污染、使用能源少、安全性高、用地少等優點，但
與各種運具的比較，傳統鐵路受行車衝擊所伴隨的噪音與震動比其他載具大。但對景觀、
環境污染、能源消耗與交通事故方面的衝擊，鐵路則佔有絕對的優勢。

本文之目的為針對軌道運輸系統之行車振動與噪音問題，依據國外相關規範、力學
分析理論、以往學者之研究成果與國內現有及計畫中之軌道運輸系統相關資料，建立分析
方法，行車振動部分針對隧道段浮動道床軌道系統以ABAQUS有限元素建立3D模型，計算
鋼軌、浮動式道床、仰拱以及土層之振動頻譜並與連續道床之振動頻譜比較以評估浮動式
道床之減振功效。輪、軌互制作用所造成噪音之分析方面亦以有限元素建立車輪與軌道模
型，模擬車輪在粗糙軌道上滾動所造成之振動頻譜。於量測方面則在台北捷運頂溪站至古
亭市場站間進行隧道內行車振動與噪音之量測以與計算結果相互比對。

壹、緒論

一、前言

近年來環境保護的意識提升與居住品質需

求的提升，工程上常面臨如何在最小破壞自然

環境達到人類需求建設的難題，尤其都會區的

工程建設所面對的問題更是如此，軌道運輸所

擁有的高乘載率、低污染、使用能源少、安全

性高、用地少等種種優點近年來逐漸成為全世

界運輸建設的首選，因此如何克服鐵路在行車

中所造成噪音與振動對臨近環境造成的衝擊已

成為學者與工程師間爭相研究的課題。以台北

捷運系統及台灣高速鐵路為例，由於行車造成

地表振動與噪音導致沿線居民之抗議即時有所

聞。甚至行車所造成地表振動可能影響沿線精

密產業工廠之營運，衝擊經濟成長。台北捷運

系統對都會區經濟與紓解嚴重道路擁塞問題的

解決有目共睹，因此如何準確分析、評估軌道

系統運作時所造成之振動與噪音，進而討論如

何減振、隔振、隔音以符合居民生活、產業活

動之需求及降低對環境之衝擊，如何使鐵路系

統成為最具環境親和力的運輸系統，已成為學

界與工程界面臨的重點課題，且近年來國內各

地的交通運輸預算將極大比例投注於大眾捷運

中，例如台北捷運系統新莊及蘆洲線之軌道工

程即在部份路段採用了浮動道床之設計以減輕

行車振動問題、國科會在台灣高鐵行經台南科

學園區路段進行減振工程以因應高鐵行車振動

對高科技廠房之衝擊、及各地方的捷運規畫及

鐵路整建等。

本文之目的為針對軌道運輸系統之行車振

動與噪音問題，依據國外相關規範、力學分析

理論、以往學者之研究成果與國內現有及計畫

中之軌道運輸系統相關資料，建立分析方法，

捷運系統輪軌振動噪
音計算及隧道段浮動
式道床減振效果評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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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噪音間之相關函數分析噪音之來源

與機制，結果顯示在軌道曲線段所發生

尖銳噪音的確為車輪側向震動所造成，

而在直線段之滾動噪音與車輪振動關係

並不明顯，可能主要原因為鋼軌或車廂

之振動。

車輪在軌道上滾動，由於軌道不

平整以及車輪不圓，激發車輪與軌道的

振動，是造成滾動噪音最主要因素。

Cordier等[17]探討了輪軌不平整度的量測

方法，主要分為二大類方法--間接法與直

接法。間接量測法是經由量測轉向架附

近之噪音或車輪軸之振動來評估輪軌不

平整度，直接法則是直接量測車輪之不

圓度以及軌道之不平整度。由於車輪滾

動尚需考慮輪軌間接觸作用，因此直接

法所量得結果還需經過修正去除微小凹

凸後才能真正反應出激發輪軌振動的不

平整度，不同之修正方法可能造成相當

差異的結果。

總和以上文獻可知，行車所造成

支撐結構與地層振動，主要原因為在支

撐結構上施加移動荷重所造成之動力效

應。因此在分析上所需考慮因素主要為

鋼軌、支撐墊、枕木以及下部結構之型

態，車輪載重之分布情形以及行車速度

等。一般而言橋梁結構軌道較地面系統

更容易造成行車振動，因此這一方面的

研究文獻也較多。行車噪音之主要來源

為輪、軌間互制作用，所需考慮因數為

車輪與軌道之形狀、材質、平整度等以

及車輪以上荷重、鋼軌支撐墊、道床結

構、行車速度等，此外噪音之形成尚需

考慮輪、軌振動與空氣振動等聲學關

係。在行車噪音之研究方面雖已有大略

足夠應用之結果，然而在其形成機制方

面仍需進一步的研究。

之噪音，此類噪音頻率範圍從100Hz至

5000Hz屬於較高頻之噪音，對人類之生

理、心理影響較大。

Gautier[1]對1995~2000年間主要在

歐洲之學者與業界對此一方面的研究成

果作了詳細的回顧並列出了未來的研究

重點。文中指出歐洲基於環保之考量，

對採取措施以減低鐵道噪音有強烈的需

求，而對輪軌振動噪音的模擬，在理論

發展上也已達到足以提供低噪音之解決

方案的程度，未來的發展方向主要在於

對輪、軌粗糙化的形成機制以及管控策

略之研究等解決方案，以獲取最大利

益。

目前對輪軌振動噪音最系統之研究

當屬Thompson[9~13]所作之系列研究，

此系列研究首先建立了輪軌交互作用模

型而後分別對車輪振動、軌道振動、輪

軌接觸區與接觸力、車輪滾動效應等加

以討論，找出各振動模態之頻率響應函

數，整合於交互作用模型，用來分析輪

軌互制振動。

歐洲鐵道研究所(Eu ropean  Ra i l 

Research Institute, ERRI)整合了Thompson

等之理論，建立一套軟體稱為TWINS 

("Track-Wheel Interaction Noise Software")

作為在不同輪、軌設計下分析輪軌噪音

之工具。Thompson[14, 15]等曾對TWINS

之計算效果加以驗證。Gautier[1]指出

TWINS以及其後修正之模型對噪音之計算

與實地量測間可達到3db之內的精度。

Sakamoto[16]依據彈性理論計算以及

實驗量測車輪之自然振動頻率，分析其

振態。而後實地量測車輪在行車狀態下

之振動以及所造成之噪音，依據車輪振

法中，車輛以一組移動荷重表示，地層

視為黏彈性體，軌道以Euler–Bernoulli梁

模擬，枕木以一異相性Kirchhoff板模擬，

藉由Fourier轉換求取解析解，並與實際量

測結果比較，驗證分析方法相當精確。

可見目前的力學理論足以精確分析地面

行車所導致地層振動之力學行為。

在軌道系統之減振研究以及實務

應用上也有許多文獻與案例，其中較為

經濟而有效的為採用浮動式道床軌道系

統，此類軌道系統在世界各大都會區捷

運系統上均有應用之實例。中華顧問工

程司捷運工程部在「建立鋼輪鋼軌振動

模式暨評估浮動道床減振功能之研究」

[7]中對國外所採用的浮動道床軌道種

類、特性、使用案例作了詳細的回顧，

台北捷運系統新莊及蘆洲線之軌道工程

即在部份路段採用了浮動式道床設計以

減輕行車振動的問題。

行車所造成噪音為另一引起關注

之問題。行車所造成車輛以及下部支撐

結構或地層之振動雖會引起空氣振動產

生噪音，唯其振幅並不大，且頻率均在

100Hz以下屬低頻噪音，一般稱之為二次

噪音，通常只有在橋梁結構尤其是鋼橋

結構，此類噪音才引起關注。

Heckl等[8]分析結構振動所產生之聲

音，指出其主要頻率範圍在40Hz到100Hz

之間，其振動行為與結構及地層特性有

強烈關係，欲得可靠結果有賴於大量之

經驗數據。

(二) 輪-軌互制行為形成振動與噪音

行車噪音最主要之來源為車輪在

軌道上滾動導致車輪與鐵軌震動所發出

利用ABAQUS等有限元素軟體進程分析並與實測

資料加以驗證並探討浮動式道床之減振效果。

二、文獻回顧

國內對於行車與噪音振動問題無論是在

規範之建立、分析技術、相關資料等均尚在萌

芽階段，相較於國外對軌道運輸系統之行車振

動與噪音問題的重視與積極研究已有數十年時

間，且有相當之進展，尤其是較重視環保之歐

洲地區，過去十幾年間高速鐵路噪音降低了

10dB(A)以上[1-2]，因此在實務上常需借重國外

之顧問公司。國內學者在此一方面雖也積極進

行研究，然大多以行車所造成結構或地層之振

動分析為主[3-5]。依據以往學者之研究，軌道

運輸系統之行車振動與噪音問題依其來源主要

可分為以下幾種，其一為行車所造成車輛以及

下部支撐結構或地層之振動，其次為車輪在鋼

軌上滾動所造成滾動噪音。此外在高速鐵路系

統上還有由於車體高速行駛所造成之氣體動力

噪音問題等。以下將問題分為行車導致之結構

震動與輪-軌互制行為形成振動與噪音兩部分來

分析，探討例年學者研究的方法並且由中歸納

出有效且合理的分析模式應用於本研究中：

(一) 行車導致之結構振動

行車所造成車輛以及下部支撐結

構或地層之振動，其主要的影響為造成

鄰近結構物之振動，例如高鐵行經台南

科學園區所引發行車振動對鄰近高科技

廠房營運產生衝擊之疑慮即為近年著名

之案例。此一部份之研究，在國內、外

向來受到學者與業界之重視，無論理論

分析、現地量測，均有大量文獻可供參

考。

Karlstrom等[6]以解析方法分析地面

行車所導致地層振動問題，在其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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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仰拱示意圖

圖3 浮動式道床示意

圖4 土層斷面與各地層編號與深度示意圖

(單位：mm)

音之量測取得隧道仰拱之振動資料作為比對，

利用量測資料與計算分析數據求取適用於台北

捷運系統之特性參數，以供往後台北捷運系統

相關分析以及系統改善設計之應用。

參、軌道系統、支撐結構以及地
層之振動分析

本文針對台北捷運系統新莊及蘆洲線所採

用之浮動式道床軌道系統，以ABAQUS等套裝

有限元素軟體建立3D模型進行分析，以下就

ABAQUS建模所需資料與所建立模型分別說明。

一、ABAQUS模型

台北捷運系統新莊及蘆洲線之鐵軌採用

UIC60之標準鋼軌，鋼軌以Timoshenko beam

在其上施加移動荷重來模擬，隧道環片內徑

2700mm厚度為250mm如圖1，隧道內部仰拱尺

寸如圖2，浮動式道床尺寸如圖3，土層資料如

表1與圖4，隧道內部組裝完成示意圖如圖5。浮

動式道床上各基鈑或支承墊以ABAQUS內部之

connector在相關位置上建構兩個連接點間的關

係，且給予基板與支承墊的材料參數與兩點相

互變位關係。

圖1 隧道環片示意圖

除計算支撐結構之振動外，亦計算地層振動行

為以充分分析各種減振結構之效能。

二、行車噪音振動分析

行車噪音對軌道運輸系統沿線居民之生活

品質與身體健康有重大的影響，此方面之分析

也是目前最受學者關注的。行車噪音之最主要

來源是剛性車輪與軌道間之衝擊作用，衝擊作

用之大小當然與車輛之振動有關，然而最大的

影響因素是在於車輪與軌道的粗糙度。輪、軌糙

度在美、日學者之分析中一般採用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相關規範以

一空域頻譜密度函數表示之，歐系學者則常以實

際量測輪、軌之粗糙度之空域頻譜做為分析之

依據並依實測噪音來修正參數。

輪、軌糙度遠小於車輛與軌道振動之位

移振幅，在實際分析上若與車輛、軌道之振動

同時處理在數值計算時將因數值計算精度原

因喪失其意義。且車輛、軌道與道床之振動

其頻率約1~100Hz而輪、軌糙度振動頻率約在

100~5000Hz而振幅約在1 mm因此其對車輛、

軌道下部結構之振動影響亦可忽略，因此分析

上應單獨分析再合併車輛、軌道之振動來計算

車、軌間衝擊力以評估所造成之噪音。

依據Sakamoto[16]由彈性理論計算以及

實 驗 量 測 所 得 ， 車 輪 之 自 然 振 動 頻 率 約 在

500Hz~1000Hz，與噪音振動主要頻率相符，因

此車輪振動分析對行車噪音計算相當重要。本

文對此一方面之分析，依據台北捷運系統所採

用車廂之車輪資料，利用有限元素法分析其自

然振動頻率，並依據Lei and Noda[19]建議之

輪、軌糙度頻譜公式進行輪、軌振動分析，再

依據輪、軌振動與行車噪音進行比對。

為驗證理論分析結果，本文在台北捷運頂

溪站至古亭市場站間進行隧道內行車振動與噪

貳、研究方法

軌道運輸系統所造成之振動一般可分為

三個方面，其一為軌道系統、支撐結構及地層

之振動等，以及由此所引致之鄰近結構的振動

等，其次為行車噪音振動，第三為車輛之振動

行為。由於本文之重心為軌道運輸系統行車振

動對周遭環境之影響，以下僅就前二點分別討

論其分析方法。

一、軌道系統、支撐結構以及地層之振動分

析

軌道系統、支撐結構以及地層之振動關係

到軌道系統本身之設計與對鄰近結構與居住品

質之影響等，故最先受到重視。此一力學分析

之方法一般可分為移動荷重法與移動質量法二

種，由於車輛行進振動之垂直加速度一般約為

0.02g遠小於車輛之重量，因此除在某些輕型橋

梁或柔性支撐，且造成車、橋共振之情況外，

其分析一般忽略車輛之振動加速度而將車輛視

為移動荷重作用於軌道系統即已足夠。

本文針對台北捷運系統所採用之連續道

床軌道系統以及浮動式道床軌道系統等，以

ABAQUS等套裝有限元素軟體建立3D模型進行

分析，探討不同軌道系統之行車振動特性，以

供往後設計分析之參考。國內其他學者在相關

的研究中為簡化分析亦通常採用一維振動模型

來模擬軌道、道床與隧道仰拱等結構之振動行

為，此類分析方法僅能評估仰拱等結構之減振

效果。為充分了解軌道系統中各結構體之行為

以及地層振動之傳遞情形，建立3D模型進行分

析有其必要性。本文中，除軌道仍以樑元素建

構外，道床、隧道仰拱、隧道環片、地層等均

以各種版、殼以及塊體元素建構3D模型，以充

分模擬整體結構以及地層之特性。至於荷載部

分，由於所考慮分析路段為隧道部分，具有足

夠之支撐剛性，以移動荷重法分析即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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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長版與短版浮動式道床減振效果評估

方法A 方法B

長版系統 5.03dB 16.81dB

短版系統 4.88dB 20.11dB

● 土層振動分析

圖10~13為各種道床系統土層中振

動頻譜之比較，參考深度為地層中與隧

道中心等高之處，由圖中可看出距軌道

中心軸越遠振動越小，由5m至20m差異

約為10dB。整體而言長版浮動式道床有

較佳之減振效果，短版浮動式道床除在

2~10Hz範圍有較佳之減振效果外在其他

反而造成較大之振動。

圖10 連續道床系統土層中振動頻譜

 圖11 長版浮動式道床系統土層中振動頻譜

圖8 仰拱中點變位歷時

圖9 仰拱中點振動頻譜

圖9為仰拱中點振動之1/3八倍音譜頻譜，

由圖中連續道床系統之計算結果與本文中實地

量測結果之比較可知，依據本文所建立模型分

析結果在10Hz以下之頻譜與量測結果相當吻

合。l0Hz以上則計算結果偏低，其原因可能為模

型所用之元素不夠細無法反應較高頻之振動，

此一方面有待進一步深入分析探討。由三種道

床系統之計算結果可看出，在低頻部分，長版

浮動式道床有較佳的減振效果。短版浮動式道

床在較高頻部份有較佳的減振效果。表二為長

版與短版浮動式道床減振效果評估之比較，其

中方法A為由各自之振動總dB與連續道床之振動

總dB相減後所算得，方法B則由各自頻譜值與連

續道床頻譜值相減後再計算其總dB值所得，一

般而言方法A所求結果較適用於振動分析。由表

中可看出以方法A所求長版浮動式道床之減振效

果較短版系統為佳。

軌道、道床與仰拱振動分析

本文針對台北捷運系統新莊及蘆洲

線之地層、隧道結構以及道床型式進行

分析，以討論浮動式道床之減振功效。

道床型式分為連續道床、長版浮動式道

床(版長7.5m)以及台北捷運所採用之短

版浮動式道床(版長1.5m)。圖6為三種道

床系統軌道中點變位歷時，圖7與8則分

別為道床中點變位歷時與仰拱中點變位

歷時。計算結果顯示浮動式道床會造成

軌道與道床較大之變位，道床長度越短

則軌道與道床之變位越大，其原因為短

版造成道床之勁度下降所致。至於仰拱

部分其變位之大小受道床型式影響並不

大。

圖6 軌道中點變位歷時

圖7 道床中點變位歷時

圖5 隧道內部組裝完成示意圖

二、數值計算結果分析

以下依據前述模型以ABAQUS程式分析結果

分別討論分析模型之可靠度以及浮動式道床之

減振功效。

二、數值計算結果分析

以下依據前述模型以ABAQUS程式分析結果

分別討論分析模型之可靠度以及浮動式道床之

減振功效。

土層
編號

描   述
土壤密度 楊氏係數 柏松比

tonne/mm3 N/mm2 －

1
粉質粘土

灰色
19.1E-8 36.454 0.32

2 粉質中細砂棕灰~灰色 19.7E-8 25.872 0.32

3
粉質粘土

灰色
18.9E-8 56.154 0.31

4
粉質細砂

灰色
19.2E-8 17.15 0.33

5
粉質粘土偶夾細砂薄層

灰色
19.0E-8 75.852 0.31

6

粉質粘土夾

砂質粉土次層及細砂薄層

灰色

19.5E-8 31.36 0.32

7
粉質粘土

灰色
18.9E-8 115.248 0.32

8
粉質細砂

灰色
19.0E-8 29.592 0.32

9
粉質粘土

灰色
18.9E-8 161.21 0.32

10
粉質粘土

灰色
19.6E-8 220.304 0.32

表一 地層各土層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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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鋼輪尺寸及有限元素平面網格圖

圖19 鋼輪有限元素三維網格圖

二、軌道不平整度

本節使用一個簡單的三角函數rd(X)去模擬

軌道不平整的問題，此不平整可在大域X,Y及Z

方向，目前只考慮Z方向，即將原平順軌道之Z

方向座標加上式(1)之值，公式說明如下Lei and 

Noda[19]：

 8

10dB 2~10Hz

 

14~17

5m 20m 5dB

2~10Hz  

2~10Hz  

  

Lei and Noda[19]

Ju et al. [20]

 

 

18 Young's 204 106 kN/m2

0.29 7.85 T/m3 19 8

n=2

431Hz n=0 637Hz

n=1 1009Hz n=3

1134Hz Thompson[13] (

400Hz)  

 

rd(X)

X,Y Z Z Z

(1) Lei and Noda[22]  

N

1k
kkk

d )Xcos(a)X(r

ak wk [wl, wu] [wl, wu] power 

 (1)

其中a
k
是振幅，w

k
是介於[w

l
, w

u
]之間的頻

率，而[w
l
, w

u
]用來定義power spectral density 

function的上下限值，f
k
是一個隨機角度平均分

肆 車輪與軌道之振動分析

本文對車輪與軌道之振動分析，依據台

北捷運系統所採用車廂之車輪資料，利用有限

元素法分析其自然振動頻率，並依據Lei and 

Noda[19]建議之輪、軌糙度頻譜公式進行輪、軌

振動分析。對車輪在軌道上滾動則利用Ju et al. 

[20]所提之接觸滾動計算方法進行有限元素法計

算其振動行為，再依據輪、軌振動與行車噪音

進行比對。

一、車輪之有限元素模型與振態

鋼輪之尺寸如圖18所示，鋼輪及鋼軌之

Young's係數使用204×106 kN/m2，柏松比使用

0.29，及密度使用7.85 T/m3。其有限元素網格

如圖19所示，使用8節點等參數元素模擬。模

態分析可求得其自然頻率與振態，第一、二振

態為環向周期數n=2之振態，週期為431Hz，第

三振態為環向周期數n=0之軸對稱振態，週期

為637Hz，第四、五振態為環向周期數n=1之振

態，週期為1009Hz，第六振態為環向周期數n=3

之振態，週期為1134Hz，此結果Thompson[13]

一致。鋼輪之自然頻率均為較高頻率(大於

400Hz)，對噪音之影響應遠大於對振動之影

響。

圖12 短版浮動式道床系統土層中振動頻譜

圖14~17為各種道床系統地表振動頻

譜之比較，與地層中振動不同的是地表

振動隨距離衰減之現象並不明顯，由5m

至20m差異小於5dB。其原因應與表面波

之傳遞特性有關，表面波不易隨距離之

變化而衰減。對地表振動長版浮動式道

床之減振效果並不明顯，同樣在2~10Hz

範圍短版有較佳之減振效果。

綜合以上所述，純就減振效果而

言，長版浮動式道床有較佳的整體減振

效果，短版浮動式道床則在2~10Hz範圍

有較佳之減振效果。

圖13 各式道床系統土層中離軌道中點5m振動頻譜比較

圖14 連續道床系統地表振動頻譜

圖15 長版浮動式道床系統地表振動頻譜

圖16 短版浮動式道床系統地表振動頻譜

圖17 各式道床系統地表離軌道中點5m振動頻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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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振動與噪音量測

為與計算結果比對，於2007年12月27日凌

晨1:30 ~4:00 (裝設量測儀器) 至 12月28日凌晨

1:30 ~3:30 (拆除量測儀器) 在台北捷運中和線頂

溪站至古亭市場站隧道段進行。

一、量測方法

地下隧道段之現地實驗，設置3個測站，分

別在不同之地點，每測站設一組儀器隧道中距

離軌道中心線2-m左右。每一組儀器共設置有

三個加速度規用以量測三個方向(X,Y與Z向)的地

表振動。使用電腦設備紀錄測站的速度及加速

度歷時，資料儲存設定為二進位制每秒取樣頻

率為2048 Hz。量測啟動後採同步連續不間斷的

量測，大約3個小時，而量測完成後使用自行發

展的電算程式擷取列車經過區間的40秒量測數

據。此外，再由每一列列車通過前後各200秒的

背景值中擷取兩組各40秒的背景值量測資料。

另在其中一測站裝設一噪音計量取噪音之1/3八

音度音頻。

二、數據分析

實際量測結果有二測站因訊號不穩定量測

失敗僅集錄到一測站之完整資料，振動量測集

錄到的班次大約有20多班列車，實際取得可資

分辨的有效計錄有15筆。圖22為將所有班次列

車通過測站一之三方向(X, Y與Z向)振動反應(dB

值)繪製成圖。各圖中所有班次的反應幾乎都很

相近，一方面顯示量測結果的可信度頗高(因各

車次的反應相差不大，除了某幾班次)，另一

方面表示通過此測站的捷運列車之車速變化不

大。量測結果取三方向振動之均方根值與數值

模擬之結果比對相當吻合，詳第3節之討論。

(20b) 橫向

(20c)垂直向

圖20 鋼軌定點振動頻率域曲線

圖21 鋼輪外圍橫向振動頻率域曲線

顯示鋼軌在某定點三方向振動頻率域曲線，圖

21顯示鋼輪外圈Y方向振動頻率域曲線，此兩圖

顯示下述之特點：

鋼軌在軸向(X向)之振動最小，側向(Y向)及

上下向(Z向)較大。Y向振動多集中在800 Hz之

下，但Z向振動在1100 Hz亦有次高峰，但所有

超過1200 Hz之振動已不大。鋼輪在400Hz以下

之振動應是由軌道相互制之振動，在430Hz附近

之振動應為其第一個自然頻率所產生之振動。

圖中顯示鋼輪在超過800Hz之振動已沒有

過大之現象，在此特別說明試驗資料只顯示至

500Hz，是因為儀器(加速度器之限制)所量測到

之上限值為500Hz。

由上可知軌道與車輪互制之振動均集中在

150Hz至1200Hz之間，與噪音量測之最大噪音頻

譜範圍一致，相信此高頻振動應是噪音主要的

來源。

有限元素分析之振動均大於實際量測到

之振動，其原因為有線元素之分析地點在鋼軌

及鋼輪上，而現地試驗則離軌道約有1~2m的

計離，因此量測到之振動比例較小。要精確之

高頻振幅定量比較，則需將現地試驗改在鋼軌

上，或將有線元素擴大至包含地表之網格，此

部份希望在以後之研究中能進行。

(20a) 鋼軌軸向

佈在[0,2p]之間，X是軌道方向，N是總共之項數

用以計算此不平整度，其中a
k
及w

k
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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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

求頻率之上下限值，及N是一個足夠大的正整數

(目前使用1000)。對軌道而言其等級表三所示。

        表三  軌道不平整度等級

等級 A (m2rad/m)

1 0.0339E-4

2 0.2095E-4

3 0.5376E-4

4 0.6816E-4

5 1.0181E-4

6 1.2107E-4

本文分析使用之資料如下：A=0.6816E-

4m2r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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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ad/m, N=1000。

三、輪、軌振動頻譜

本文針對車輪在軌道上滾動進行有限元

素分析，分析之方式為直接積分法(Newmark 

method)之歷時分析，時間步長為0.0001秒。元

素使用8節點立體元素，鋼輪及軌道介面使用

Ju et al. [20]之contact元素，鋼輪中央輪軸處使

用主從節點之方式，將主節點放在輪軸中心，

含6個自由度，其中Z方向受81 kN之外力去模擬

上部車體之重量，X向受一變位控制，使鋼輪以

60km/hr之速度向正X向前進。軌道則75cm有一

支撐，本文直接將此處三向位移束制住。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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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至於要精確之定量比較，則需進一步之

現地試驗鋼軌上之振動，或將有線元素擴大至

包含地表之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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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某一典型車次橫方向加速度頻率域曲線

噪音量測部分後來以隨車量測，集錄到捷

運兩車廂間連接處之噪音數值，圖24為1/3八音

度即時音頻結果，其中捷運行車所引起之噪音

主要頻率集中於500~800Hz附近以及1200Hz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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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捷運兩車廂間連接處之噪音量測分析結果

此外，圖23為某一典型車次之加速度頻

譜，其頻率約集中在180, 280, 350及430Hz左

(22a) 軌道軸向的振動反應

(22b) 橫向的振動反應

(22c) 垂直向的振動反應

圖22 所有班次列車通過測站一之三方向振動反應(dB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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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高架橋、浮動道床、減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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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系統具有快速與運量大之特性，因此成為都會區常採用之大眾運輸系統形
式。與此伴隨而來的是由於車體重量較重、車速較快與剛性輪軌高頻振動所造成的地表
振動以及噪音等影響沿線居民生活品質的問題。行車所造成車輛以及下部支撐結構或地
層之振動，其主要的影響為造成鄰近結構物之振動，進而影響居民作息以及產業儀器設
備之運作。在軌道系統之減振研究應用中，較為有效的為採用浮動式道床軌道系統，此
類軌道系統在世界各大都會區捷運系統上均有應用之實例。

以往浮動式道床大多應用於地下或地面軌道系統之減振，應用於高架軌道系統之案
例甚少，本文以台中捷運系統設計上所採用之高架捷運方式，分析高架軌道系統之振動
特性以及浮動式道床系統在高架軌道系統減振效果，並探討影響浮動式道床振動特性之
因素，進行振動最小化之研究，針對台中捷運系統設計上所採用之高架捷運方式，本文
進行了ABAQUS建模與分析之工作，探討影響高架結構振動特性之因素以及不同減振對策
之功效。分析結果顯示高架結構之自然振動頻率以及浮動式道床之自然振動頻率等振動
特性對高架捷運系統行車所造成附近地層振動有極大之影響，唯有配合結構型式與振動
特性選擇適合的質量、勁度比之浮動式道床始能達到減振功效。

壹、緒論與文獻回顧

軌道運輸系統具有快速與運量大之特性，

因此成為都會區常採用之大眾運輸系統形式。

近年來國內各都會區相繼建立或規劃軌道式捷

運系統以及台灣高速鐵路之完成使國內軌道車

輛系統之應用更為普遍。與此伴隨而來的是由

於車體重量較重、車速較快與剛性輪軌高頻振

動所造成的地表振動以及噪音等影響沿線居民

生活品質的問題，因此如何準確分析、評估軌

道系統運作時所造成之振動，進而討論如何減

振、隔振、隔音以降低對環境之衝擊及符合居

民生活之需求已成為一重要之課題。

國外對此一問題之重視與積極研究已有十

年以上時間，且有相當之進展，尤其是較重視

環保之歐洲地區，過去十年間高速鐵路噪音降

低了10dB(A)以上[1-2]。國內對於此一問題無論

是在規範之建立、分析技術、相關資料等均尚

在萌芽階段，在實務上常需借重國外之顧問公

司，國內學者在此一方面雖也積極進行研究，

然大多以行車所造成結構或地表之振動分析為

主[3-5]。雖然軌道車輛系統因牽涉車輛之設

計、製造與軌道系統之建造等，其關鍵技術與

專利常掌握於外國跨國產業公司手中，但掌握

其分析技術以應用於國內系統之改善仍是值得

努力的。

行車所造成車輛以及下部支撐結構或地層

之振動，其主要的影響為造成鄰近結構物之振

動，進而影響居民作息以及產業儀器設備之運

作，例如高鐵行經台南科學園區所引發行車振

動對鄰近高科技廠房營運產生衝擊之疑慮即為

近年著名之案例。此一部分之研究，在國內、

外向來受到學者與業界之重視，無論理論分

析、現地量測，均有大量文獻可供參考。

關鍵字：高架橋、浮動道床、減振

捷運系統高架
橋浮動式道床
減振效果評估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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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床之自然振動頻率等振動特性對高架捷運系

統行車所造成附近地層振動有極大之影響，浮

動式道床之不當配置可能反而造成較大之振

動。唯有配合地層特性、結構型式與振動特性

選擇適合的質量、勁度比之浮動式道床始能達

到減振功效。

貳、 橋梁、軌道系統、支撐結構
以及地層之振動分析模型

軌道運輸系統所造成之振動主要為行車所

導致軌道系統、支撐結構以及地層之振動等以

及由此所引致之鄰近結構的振動。台中捷運系

統所採用高架橋梁分別有箱形混凝土梁、U形

混凝土梁、箱形鋼梁三種型式，為分析台中捷

運系統所採用高架橋梁捷運系統之行車振動特

性，本文針對以上三種橋梁進行了ABAQUS建模

與分析之工作。

本文針對所分析結構以ABAQUS建立三維模

型，進行振動模態分析以及行車振動分析。計

算所使用地層資料採用台中捷運系統TCG-DG02

標GB-29孔下井法震波速度井測所得資料為依據

(如表1 )，且各土層皆給定Ra y l e i g h  阻尼

([Damping] = α[Mass] + β[Stiffness])，其中α

和β分別為0.4/s和7.3e-7s/mm。

表1 下井式震波速度井測之地層材料性質

No.86

深度
Depth
(m)

縱波值
VP

(m/sec)

橫波值
VS

(m/sec)

動態剪力
模數Gd
(kg/cm2)

動態楊氏
模數Ed
(kg/cm2)

動態總體
模數Kd
(kg/cm2)

動態
包生比

νd

0～2 840 115 256 764 13338 0.490

2～4 1060 204 849 2515 21798 0.480

4～8 1530 325 2263 6683 47144 0.476

8～18 1650 410 3602 10569 53536 0.467

18～35 1800 490 5144 15023 62568 0.459

壁效果有限，鄰近土壤改良是較為有效之減振

方法。

在軌道系統之減振研究以及實務應用上也

有許多文獻與案例，其中較為有效的為採用浮動

式道床軌道系統，此類軌道系統在世界各大都

會區捷運系統上均有應用之實例。中華顧問工程

司捷運工程部在「建立鋼輪鋼軌振動模式暨評

估浮動道床減振功能之研究」[10]中對目前國外

所採用的浮動道床軌道種類、特性、使用案例作

了詳細的回顧。而在「浮動式道床減振功能評估

暨鋼輪鋼軌振動分析模式與現場振動量測比對

修正之研究」[11]針對目前台北捷運系統新莊及

蘆洲線之軌道工程在部分路段所採用浮動道床

之設計進行模擬分析以評估其減振功能。

以往浮動式道床大多應用於地下或地面軌

道系統之減振，應用於高架軌道系統之案例甚

少，Crockett及Pyke[12]討論廣九鐵路高架橋之

減振及減噪策施提及採用浮動式道床於高架橋

梁一般而言效果小於應用於地下隧道者，主要

原因為高架橋之勁度較地下隧道為低。本文主

要以台中捷運系統設計上所採用之高架捷運方

式，分析高架軌道系統之振動特性以及浮動式

道床系統在高架軌道系統減振效果，並探討影

響浮動式道床振動特性之因素，進行振動最小

化之研究。本文之研究成果對相關應用之可行

性以及設計上所需考量因素的探討分析應有所

幫助。

針對台中捷運系統設計上所採用之高架捷

運方式，本文進行了ABAQUS建模與分析之工

作，台中捷運系統所採用高架橋梁分別有箱形

混凝土梁、U形混凝土梁、箱形鋼梁三種型式，

本文針對以上三種高架捷運系統之振動特性以

及減振方案例如加載質量塊、設置浮動式道床

等進行分析，探討影響高架結構振動特性之因

素以及不同減振對策之功效。分析結果顯示地

層特性、高架結構之自然振動頻率以及浮動式

Karlstrom等[6]以解析方法分析地面行車所

導致地層振動問題，在其分析方法中，車輛以

一組移動荷重表示，地層視為一黏彈性體，軌

道以Euler–Bernoulli梁模擬，枕木以一異向性

Kirchhoff板模擬，藉由Fourier轉換求取解析解，

並與實際量測結果比較，驗證分析方法相當精

確。可見目前的力學理論足以精確分析地面行

車所導致地層振動之力學行為。

Ichikawa等[7]利用特徵函數展開以及振態

分析法解析移動質量通過多跨連續橋梁之振

動，並探討在不同車/橋質量比以及車速變化下

之橋梁振動特性。

Wu等[8]以三維模型探討車輛、軌道、橋梁

之互制作用，對移動質量推導出三種車-軌互制

元素(Vehicle-rail Interaction (VRI) Elements)進行

數值計算。結果顯示除垂直向振動外，橋梁亦

可能產生側向共振以及扭曲共振，在對向列車

同時通過時，垂直向振動有合成效應，而側向

以及扭曲振動有可能合成亦有可能造成抵消，

需視列車如何交錯而定。

Ju[9]以三維有限元素法分析高速鐵路通

過橋梁所導致地層振動以及各種隔振、減振構

造之效果，文中對移動荷重以一移動車輪元素

(Moving Wheel Element)加入有限元素法中，在

有限元素邊界上為抑制反射振動，使用了吸收

邊界條件計算。數值計算結果顯示空槽溝或回

填槽溝都只能隔離高頻振動，對於低頻振動並

無多大效果，較為有效之減振方式還是需從軌

道以及橋梁基礎著手。

隨後Ju[5]以相同方法探討高速鐵路通過

橋梁所導致鄰近結構物之振動行為以及減振方

案，結果顯示車輛通過特定橋長所造成之荷重

頻率為造成鄰近結構振動最主要的因素，當荷

重頻率接近鄰近結構物之自然頻率時會造成鄰

近結構物之共振。在減振方面，樁基礎或連續

圖1 三個地區：

(1)文華高中 (2)四維國小 (3)北屯機場之落錘試驗頻譜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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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14

Mode 17

圖5 箱型預鑄RC梁之第14與17主要垂直振態

 

表4 箱型預鑄RC梁之垂直向自然振動頻率

Section Type 箱型預鑄RC斷面

Mode No.
Frequency 
(cycle/sec)

Y-direction 
Effective Mass (%)

14 5.880 58.50%

17 6.141 23.94%

18 6.578 7.14%

44 21.10 3.65%

21 9.540 1.70%

46 21.78 1.57%

主要頻域
6 Hz , 
10 Hz , 
22 Hz

96.51%

圖2 箱形混凝土梁、U形混凝土梁、箱形鋼梁斷面圖 

表2 箱型鋼梁之垂直向(Y方向)自然振動頻率

Section Type 箱型鋼梁斷面

Mode No.
Frequency 
(cycle/sec)

Y-direction 
Effective Mass (%)

7 2.269 59.8%

5 1.967 31.2%

34 8.980 4.34%

50 11.90 1.40%

13 3.035 1.33%

主要頻域
2-3 Hz , 
9-12 Hz

98.1%

   表3 U型預鑄RC梁之垂直向自然振動頻率

Section Type U型預鑄RC斷面

Mode No.
Frequency 
(cycle/sec)

Y-direction 
Effective Mass (%)

14 5.808 58.1%

17 6.034 13.8%

21 7.213 8.53%

50 22.95 5.94%

12 5.711 5.83%

18 6.509 3.70%

主要頻域
6-7 Hz , 
23 Hz

95.82%

表1所示之地層彈性模數約為台北地區之

一倍，顯示台中地區地層條件對於行車所造成

震動會較小。針對台中捷運沿線地質，國立海

洋大學震動與噪音工程研究所進行落錘試驗，

為了解其振動特性並進行車振動評估，本文節

錄部分三個現地量測點：文華高中、四維國小

及北屯機場，由所得振動頻譜數據繪製如圖1所

示。比較圖1知三個地區的落錘試驗頻譜顯示在

6Hz-10Hz間振動隨距離衰減甚小，其原因可能

為台中地區表土層較底層軟，易產生表層震動

自然頻率下之共振。在本文後面所進行行車振

動之數值模擬分析中亦顯示此一地層特性，且

對行車振動有相當大的影響。

橋梁結構自然振動頻率與振態分析

高架橋梁軌道系統之行車振動特性與橋梁

之自然振動頻率有極大之相關性。為探討其振

動行為，本文建立三種不同型式橋梁結構斷面

如圖2，以ABAQUS程式分析其自然振動頻率以

及振態。針對垂直向振動之振態，以其所占有

效質量比例之大小為序列出主要振頻如表2~4，

其相關振態則如圖3~5。由表中可知箱形鋼梁系

統之垂直向振動頻率主要在2-3Hz以及9-12Hz區

間。U形混凝土梁系統之垂直向振動頻率主要在

6-7Hz區間以及23Hz。箱形混凝土梁系統之垂直

向振動頻率主要在6Hz、10Hz以及22Hz。箱形

鋼梁系統主要頻率偏低之主要原因為其跨距較

長，相對而言勁度較低。另外在箱形混凝土梁

系統中可發現主要振態中有些是以橋面頂板振

動為主之振動型式，與其他兩種結構之振動方

式有所差異。

箱形混凝土梁斷面圖

U形混凝土梁斷面圖

箱形鋼梁斷面圖

Mode 7

Mode 14

Mode 17

       圖3 箱型鋼梁斷面之第7與5主要垂直振態

圖4  U型預鑄RC梁之第14與17主要垂直振態

Mod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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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車振動分析

為探討高架橋梁軌道系統之行車振動特

性，建立三種橋面版系統模型且採用一般之連

續道床，以ABAQUS程式分析其行車所造成之

振動，其中混凝土梁結構取6個跨距每跨間距

24m，鋼梁結構取3個跨距每跨間距48m進行分

析。此一基本頻率以及其倍頻即為結構系統所

受多節車廂移動荷重之頻率。台中捷運系統採

用4節車廂為一列車，依其輪軌分布採用移動

荷重法進行分析，行車速度採用60km/h，其中

車長17.2m計算所造成行車荷重基本頻率(車速

/車長)為0.969Hz。在未使用浮動式道床情況下

求得三種系統行車所造成橋墩邊緣地表及離橋

墩5m、10m以及20m處之振動頻譜如圖6~9、圖

11~14與圖16~19所示。其振動總dB值與距離關

係則如圖10、圖15與圖20所示。由圖中可看出

兩種混凝土橋系統之振動特性差異不大，而鋼

梁系統之振動較混凝土橋系統小了約10dB，且

振動頻率也較偏低。若與三種橋梁結構之垂直

向振動特性相較，箱形鋼梁系統之垂直向振動

頻率主要在2-3Hz以及9-12Hz區間，而U形混凝

土梁系統主要在6-7Hz區間以及23Hz，箱形混凝

土梁系統主要在6Hz、10Hz以及22Hz，顯示在

高架橋梁軌道系統中，行車振動與結構之振動

特性有極大之相關性，採用較柔性之結構系統

以及較大之跨距，降低結構振動頻率，可有效

降低行車振動。此外三種系統在20m外之振動

總dB值已小於40dB，顯示台中之地質特性相當

良好。若由頻譜隨距離之變化觀察，在6-10 Hz

區間三種系統之振動均不隨振源距離增加而衰

減，此結果與落錘試驗結果一致，顯現台中地

區地層存在共振現象。此一現象導致較遠處之

振動行為受系統所激發6-10 Hz區間振動頻譜所

控制，如果要有效降低振動需避免此一頻率域

振動的激發。

圖6 橋墩邊緣地表垂直向速度震動dB

圖7 距離橋墩5m垂直向速度震動dB

圖8 距離橋墩10m垂直向速度震動dB

圖9 距離橋墩20m垂直向速度震動dB

圖10 垂直向速度震動dB與距離關係圖

圖11 橋墩邊緣地表垂直向速度震動dB

圖12 距離橋墩5m垂直向速度震動dB

圖13 距離橋墩10m垂直向速度震動dB

圖14 距離橋墩20m垂直向速度震動dB

圖15 垂直向速度震動dB與距離關係圖

圖16 橋墩邊緣地表垂直向速度震動dB

圖17 距離橋墩5m垂直向速度震動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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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振動頻率等振動特性對高架捷運系統行車所

造成附近地層振動與有極大之影響，浮動式道

床之不當配置可能反而造成較大之振動。國外

學者之研究顯示採用浮動式道床於高架橋梁一

般而言效果小於應用於地下隧道者，由本文分

析結果與「浮動式道床減振功能評估暨鋼輪鋼

軌振動分析模式與現場振動量測比對修正之研

究」[11] 有相同之結論。

三種橋梁結構系統中，兩個混凝土結構

系統之結構振動特性差異不大，因此其行車振

動特性亦相近。唯有箱型混凝土梁結構系統其

自然振動頻率中有一為9.54Hz其振態為橋面頂

板之振動為主，因此降低浮動式道床自然頻率

反而接近此一頻率造成較大振動。顯示浮動式

道床之設計須考量結構振動之特性進行詳細之

分析，唯有配合結構型式與振動特性選擇適合

的質量、勁度比之浮動式道床始能達到減振

功效。不同型式之配置其振動dB值差異可達

10dB。

箱型鋼梁系統由於跨距較大，結構相對柔

軟，其行車振動較低。在鋼梁底板上加適當之

置重混凝土有助於減振，唯其厚度需經詳細計

算分析，在本文案例中加5cm之混凝土可減振約

4dB。

整體而言，浮動式道床應用於高架系統之

設計需考量結構特性，較柔之橋梁結構與浮動

式道床勁度通常可降低振動，但須避免浮動式

道床振動頻率與地層與結構振動頻率相近。在

本文中所引用之台中捷運系統案例中，由當地

落錘試驗結果得知，在6-10 Hz區間存在地層共

振現象，本文計算結果亦顯示此現象，因而造

成浮動式道床所引發的振動較連續道床為高。

因此在評估是否採用浮動式道床設計前需先了

解當地之地質動力特性以及所採用結構之振動

特性，而後再選擇適當之浮動式道床參數並進

行模擬分析才能得較佳的設計。

二、箱型混凝土梁橋梁行車振動分析

為探討箱型混凝土梁軌道系統之行車振動

特性，本文亦分別就三種浮動式道床情況求得

行車所造成橋墩邊緣地表及離橋墩5m、10m以

及20m處之振動頻譜如圖11~14所示。其振動總

dB值與距離關係則如圖15。由圖中可看出降低

橋墩勁度使系統較為軟化可有效降低振動，尤

其是高頻部分。而在此例中降低浮動式道床之

自然振動頻率反而升高了其振動，經比較北捷

浮動式道床頻率為14.15Hz而加重之浮動式道床

頻率為11.5Hz與箱型混凝土梁之主要振頻中有一

為9.54Hz相近應為主要原因，因此設計浮動式道

床時須避開結構共振頻率始能達較佳之效果，

不同設計結果振動總dB值相差可達約10dB。若

與連續道床相比則浮動式道床振動仍均偏大，

原因仍在於浮動式道床系統激發了6-10 Hz間之

地層共振。

三、箱型鋼梁橋梁行車振動分析

為探討箱型鋼梁軌道系統之行車振動特

性，本文亦分別就三種浮動式道床情況求得行

車所造成橋墩邊緣地表及離橋墩5m、10m以及

20m處之振動頻譜如圖16~19所示。其振動總dB

值與距離關係則如圖20。結果顯示鋼梁採用連

續道床，其行車振動原為三種結構中最低者，

而加上浮動式道床後其振動情形增加至與箱型

混凝土梁相當，原因仍是地層共振之效應。而

兩種不同勁度道床支承墊所得結果差異不大，

唯有橋墩勁度變化對浮動式道床的行車振動有

較大的影響。

肆、結論

台中捷運系統若依現有地層資料與設計

其行車振動並不大，若採用浮動式道床，由於

高架結構之自然振動頻率以及浮動式道床之自

使用之浮動式道床，橋墩使用高強度混凝土。

第二種為降低橋墩混凝土勁度，使系統較為軟

化。第三種則進一步加重浮動式道床質量以降

低浮動式道床自然振動頻率。在鋼梁結構中第

三種案例則因系統之振動頻率已偏低，故加大

浮動式道床支承墊之勁度以提高浮動式道床自

然振動頻率作為比較，其中浮動式道床加重與

提高支承墊勁度的數據與模擬得之自然頻率如

表5所示，頻率範圍約為10~14Hz。

一、U型混凝土梁橋梁行車振動分析

為探討U型混凝土梁軌道系統之行車振動

特性，本文分別就三種浮動式道床情況求得行

車所造成橋墩邊緣地表及離橋墩5m、10m以

及20m處之振動頻譜如圖6~9所示。其振動總

dB值與距離關係則如圖10。由圖中可看出降

低橋墩勁度使系統較為軟化可有效降低振動，

而降低浮動式道床之自然振動頻率亦有助於降

低振動，不同設計結果振動總dB值相差可達約

10dB。若與連續道床相比則浮動式道床振動除

在5m範圍之內外均偏大，分析其原因主要為U

型混凝土梁之自然振動頻率為6-7 Hz加上浮動式

道床後激發了地層共振，導致振動頻率在6-10 

Hz區間居高不下。因此浮動式道床之採用需考

量地質特性與系統特性，避免造成反效果。

為探討浮動式道床應用於高架橋梁系統

之減振效果，以下分別就三種不同系統討論其

在各種浮動式道床下之振動特性。在每一種系

統中均分別以三種浮動式道床系統模型進行分

析。在混凝土橋梁中第一種為使用台北捷運所

                                 

圖18 距離橋墩10m垂直向速度震動dB

圖19 距離橋墩20m垂直向速度震動dB

圖20 垂直向速度震動dB與距離關係圖

 表5  各式浮動式道床支承墊重量與自然頻率表

ABAQUS計算結果

支承墊勁度 FST自重 自然頻率

KN/mm tonne Hz

6200 3.12 14.1

8000 3.12 16.0

6200 4.68 11.5

6200 5.6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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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岡、新豐、崎頂三處地點較適合作為廠址預定

地(詳圖1)。

關鍵字：富岡基地、臺北機廠、新竹機務段、workshop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工程師／楊漢生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機械工程部／協理／林坤滄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鐵道工程部／計畫經理／李明勳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機械工程部／副理／楊文祥 4
1 2 3 4

　　「富岡基地」計畫內容主要包含新竹機務段(一、二級檢修)、臺北機廠(三、四級檢修)及
北區材料供應廠。以搬遷擴建來因應臺鐵局轉型捷運化，新增電聯車營運檢修之需求，並參
考國外檢修機廠經驗及採用最新設備技術，以達廠段合一、資源共享、省力自動化、現代化
車輛基地之目標，本文概述技術服務包含之二大主要工作內容：

一、廠址評選

　　
採用TOPSIS結合層級分析法及折衷權重法，評估選定「富岡基地」做為後續建設廠址。

二、綜合規劃細部設計

基地配置採機務段車輛先洗後檢直列式及臺北機廠車體固定並列式等作業模式，做為基
地軌道廠房配置之依據。

廠房空間配置依據各級檢修項目及流程，計算規模需求，並採取作業工場立體化原則，
以達精簡空間、縮短流程動線之目標。經檢討需求並綜整各方意見後，調整機廠行政區與材
料供應廠配置並預留可對外經營之展示教育生活園區。

廠房設計則須兼顧符合檢修需求、時代感綠建築、預算經費及施工期程控管之要求。

壹、前言

「臺北機廠」為臺鐵車輛維護作業之首要

地位，現將遷建至「富岡基地」，更是臺鐵百

年首見之重大工程，因此倍受關注與重視。並

期望藉由此次遷建案引進新技術新設備，達成

現代化、效率化之新機廠目標。

本文將分〝廠址評選〞、〝綜合規劃與細

部設計〞二部分，概要說明其主要作業方式、

設置規模及主要考量因素，供各界嘹解遷建過

程之脈絡及新機廠之輪廓。

貳、廠址評選

主要工作係於桃園至苗栗間之鐵路沿線覓

得適宜遷建之廠址用地，經初步篩選後，以富

關鍵字：富岡基地、臺北機廠、新竹機務段、workshop

臺鐵臺北機廠遷
建富岡基地技術
服務計畫概要 

圖1 桃園至苗栗間電聯車基地適合廠址示意圖 No.86圖1 桃園至苗栗間電聯車基地適合廠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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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具及作適當排列，然

後據以釐訂作業流程，

務使經過的途程最短而

順暢，以達到最佳之績

效。有關機廠之電聯車

主要檢修作業流程和工

場 配 置 以 集 中 並 列 排

列，為避免廠房全部集

中造成面積過大而產生

通風不良等問題，分為

二主體工場，分別負責4

輛以下編組及8輛編組之

各型車輛檢修作業。各

組件同時於車體工場進

行拆卸與組立，再將各

組件分送各工區，此方

式類似於現行臺北機廠

作業模式。

三、檢修流程與檢修  

設備

富岡基地的檢修設

備設計採用新式設備，

以 提 高 檢 修 品 質 及 效

率，作業流程採排列連續一貫作業之據點檢修

方式，使檢修作業流程順暢。鐵路車輛的主要

構件系統包括：車體、聯結器、轉向架、推進

系統、氣動系統、車門系統、空調系統、電氣

電子系統、照明系統、艤裝設備、控制與其他(

如監控資訊、避雷器、接地)系統。 

(一)維修流程

富岡基地機廠車輛檢修流程係依臺

鐵局營運現況加以分析並參考日本最新

維修機廠相關資料，同時納入臺鐵局使

用單位意見，據以發展各工場及場區之

細部設計。

場區之配置概念係參考國內外類似

車輛基地，將檢修、到開及留置線群等

分別以直列方式配置，股道配置包括：

(1)留置線群(2)轉車盤線(3)機器洗車線(4)

工務、電務車庫線(5)人工洗車線(6)搶修

車庫線(7)故障車線(8)機料裝卸線(9)電聯

車日月檢及局修線(10)地下車輪床線(11)

列車編組線(12)貨車檢修線，其直列式軌

道配置概念詳圖5。

(二) 臺北機廠區 

機廠作業流程之規劃，從作業項

目、性質、數量及等級之確認開始，擬

定廠房大小及佈置(參見圖6)，並選用

    圖3 廠址評選層級結構關係圖

參、綜合規劃與細部設計

一、車輛檢修數需求

本基地負責車輛維修種類與數量，包括新

竹機務段電聯車444輛及貨車400輛，臺北機廠

電聯車1074輛、柴電機車126輛及電力機車154

輛。

二、車輛作業流程及配置規劃

(一) 新竹機務段場區 

機務段作業流程之規劃，從電聯車

進入基地後，利用留置時間施行排放污

水、清掃、給水等整備工作，實施一、

二級檢查、局修工作等，其作業流程如

圖4所示。

圖4  新竹機務段場區作業流程圖

廠址評選作業須整體考量各項影響層面，

俾使評估內容與過程符合周延合理之要求，本

計畫採用較具理論基礎且對質化、量化準則

有較佳適用性之“理想解類似度偏好順序評估

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TOPSIS），在權重方面係結

合層級分析法（Analtic Hierach Process，主觀權

重）和熵法（Entropy，客觀權重）之折衷權重

法，整個評估流程如圖2所示。

經討論分析後歸納廠址評估之因子可分為

四項層面(Scope)，包括廠址環境特性、開發成

本效益、鐵路營運影響及相關配合條件。並於

每一標的(層面)之下擬定數個重要可區別之評估

準則，共計14項如圖3所示。

以前述之四項層面及14項評估指標，經

TOPSIS評估之結果：「富岡廠址」較適宜為遷

建廠址。

  

圖2 電聯車廠址多準則評估流程圖

電聯車1074輛、柴電機車126輛及電力機車154

輛。

二、車輛作業流程及配置規劃

  

不通過

通過

俾使評估內容與過程符合周延合理之要求，本

計畫採用較具理論基礎且對質化、量化準則

有較佳適用性之“理想解類似度偏好順序評估

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TOPSIS），在權重方面係結

合層級分析法（Analtic Hierach Process，主觀權

重）和熵法（Entropy，客觀權重）之折衷權重

經討論分析後歸納廠址評估之因子可分為
圖5 新竹機務段場區直列式軌道配置示意圖

圖6 臺北機廠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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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供應廠則於Y區設置材料線。基地內各區軌

道功能配置如表1所示，配置詳圖10及圖11。

自動程序清洗轉向架(包括清

潔劑清洗、清水沖洗及吹乾

程序)，配置全自動進/出裝

置，以牽引轉向架進出自動

清洗設備。

四、整地工程

基地位於富岡站與湖口站間

之縱貫線海側，臺鐵東正線里程約

85k+000～86k+600間（新竹站以北

約21公里附近）。基地外形略呈長

條狀(詳圖9)，長度約1,600公尺，

平均寬度約329公尺，面積約52.7公

頃，現況大部份為農地，就基地之

地勢而言，整體高程大多介於80～

106公尺間，最大高差約21公尺。

基地大部份區域為軌道區，坡度要

求為水平，採取基地土方平衡，路

基整地高程為 97.44公尺，完工後

基地高程為98.34公尺。基地西北

側自然生態景觀區內保留既有埤塘

並設置滯洪池，並利用全區挖填剩

餘土方加以處理，美化自然環境。

基地東南側為挖方區，西北側為填

方區，總挖方量約1,189,972立方公

尺、填方量約1,182,216立方公尺，

所產生剩餘土石方量約為7,756立方

公尺。

五、軌道工程

電富岡基地新竹機務段場區軌

道採直列方式配置，分為A、B、

C、D、E、F、G、ER及FR等共九

區，另包括工務、電務檢修車庫

線、轉車盤線等；臺北機廠區採用

「車體固定」之檢修模式，分為H、Y、DL及EC

等共四區，另包括試車線、拖上線及機待線；

個轉向架。轉向架與車體分離後，將轉

向架頂升機下降，在該處的轉向架亦同

時下降至軌道面，將該轉向架移出。若

要維修車體下方時，可將頂升設備下降

至任何適當的高度，以利維修（如圖

8）。

每一編組(4輛)有8座轉向架頂升機和

16台車體同步頂升設備，採用各自獨立

的裝置。可以升降任一輛或一編組(4輛/

編組)，車體同步頂升設備可適應多種車

輛不同的支撐點，以電動方式使該升降

裝置任意橫側移動(與軌道平行移動)。

圖8 電聯車頂升更換轉向架示意圖

2.轉向架清洗設備

本設備可在不需工作人員操作下以

主要檢修作業流程，說明如下(詳如

圖7)：

1.進廠檢查及鬆脫/安裝作業 7.車身鈑金檢修

2.拆解車體 8. 組立作業

3.檢修轉向架及及車輪 9.油漆車體

4.牽引馬達及引擎檢修 10.出廠試驗

5.電氣、電子檢修 11.動態試驗

6.其他設施檢修 12.出廠

(二)檢修設備

富岡基地所使用之檢修設備以新

購為主，並將既有設備予以搬遷使用，

新舊設備之界面需求如機坑、基座、用

電、給水、排水、排氣、壓縮空氣及空

調通風等均加以整合配設，俾利施作及

使用。基地使用之主要新式檢修設備，

性能簡介如下：

1.地上式頂升設備

本系統的構造是分為上下二段，

由轉向架頂升機和支撐車身兩側的車體

同步頂升單元而構成。利用轉向架頂升

機，將整編組車輛上升到最高點後，再

以車體同步頂升單元的托架支撐車身兩

側，可拆卸其中的任何一個轉向架或多

圖7 主要檢修流程

圖9 基地整地平面圖

圖10 富岡基地軌道配置示意圖

圖11 基地軌道配置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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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築工程

(一) 基地配置規劃目標

1.與自然環境相融合，

達到「廠區公園化」之

目標，提供員工舒適之

生活空間。

2.達成「廠、段合一」

之目的，提高空間資源

運用效益與維生管線之

整合。

(二) 依維修需求與基地

環境，基地概分為五個

分區，如圖14。

1.新竹機務段場區：檢

修庫，洗車作業，工、

電務車庫，材料堆置場

等。

2.臺北機廠區：電聯車

檢修廠(一)、(二)，柴

電 、 電 力 機 車 維 修 廠

等。

3.北區供應廠區：自動倉儲、大型料庫

房、油脂品庫、待驗料庫等。

4.生活教育訓練區：作為臺鐵局之員工訓

練教育及對外開放出租場地，並納入有

關臺鐵歷史車輛維修之展示區。

5.自然生態景觀區：以公園與滯洪池為主

題規劃為生態景觀區。

(二) 基地排水系統：基地降雨之逕流流

入鐵路側溝，藉地下管涵(支渠)連接

至箱涵(幹渠)、滯洪池，排入既有區

域排水(伯公岡支線)。本案採二百

年重現期作為入流流量，基地滯洪

池設計出口流量採用2年一次重現

期以減輕伯公岡支線排水負荷。經

檢討，由於滯洪池調節後，基地開

發後比開發前逕流量可減少降低約

38.3%；大幅減輕下游之伯公岡支線

負荷，並可減少週遭地區積水之機

率。

六、灌渠與埤塘處理

(一) 灌渠改道原則：基地係位於石門農

田水利會灌溉系統末端，北側以光

復圳為界，另由光復圳灌溉取水，

而基地內之現存埤塘僅供基地內或

鄰近農田使用。

    　　套繪富岡工作站GIS系統第32輪

區圖(圖12)，灌渠處理方式主要分為

兩類，第一類為整地後灌溉基地內

之小給溝渠喪失灌溉功能者，將予

以銜接至區域排水系統，第二類為

灌溉區外之渠道，其處理方式則採

改道至基地路權界維持其區外之灌

溉功能。

(二) 埤塘處理原則：基地範圍內有2處埤

塘，其中一為水利會所管之37B保留

池約2.59公頃，另一為私人埤塘約1

公頃，依開發計畫審議結論，將予

保留，37B池則經石門農田水利會同

意部分使用0.34公頃並依原護岸復

舊。

七、基地排水工程

(一) 既有水路改道：基地開發內經過之

既有水路，將配合區內土地使用配

置予以改道，其中〝伯公岡分線〞

改道至基地與基地北側鄰接道路

間，採用石籠梯形溝；〝伯公岡支

線〞因穿越基地軌道區故採箱涵型

式穿越。上述兩水路匯流後仍以石

籠梯形溝與下游之既有伯公岡支線

銜接，改道平面示意如圖13所示。

               表1 富岡基地軌道功能配置表

區別 股道數 功能說明

A 11 10股到開留置線、1股調車線

B 8 8股到開留置線

C 7 6股到開留置線、1股機器洗車線

D 3
2股到開留置線、1股機迴線(初期兼

夜間留置線)

E 5
2股人工洗車線(兼夜間留置線)、1

股搶修車庫線、1股故障車線、1股

機料裝卸線

F 3
1股地下車輪床線、1股調車線(兼夜

間留置線)、1股拖上線(兼夜間留置

線)

G 4
2股列車編組線(兼夜間留置線)、1

股機迴線(通勤月台線，初期兼夜間

留置線)、1股調車機留置線

ER 11

4股  8輛/編組電聯車日月檢線(兼夜

間留置)

4股 12輛/編組電聯車日月檢線(兼夜

間留置)

2股局修線

FR 3 2股貨車檢修線、1股留置線

EC 14
電聯車工區（一）6股檢修線，電聯

車工區（二）4股檢修線，4股電聯

車留置線

DL 11
4股電力、柴電機車檢修線，2股高

壓試驗線，1股油漆線，1股馬力試

驗線，3股留置線

H 4
2股進出廠整備試驗線，1股油漆

線，1股機迴線

Y 6
1股材料裝卸線

1股進出材料廠線

4股報廢車留置線

其他 6
1股工務車庫線、1股電務車庫線、1

股轉車盤線、1股試車線，1股拖上

線，1股機待線

合計 96

圖12 基地套繪富岡工作站GIS系統32輪區示意圖

圖13 排水改道及基地排水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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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地西北隅之滯洪區及其周邊自然

生態景觀區，配置休閒散步道、活

動小廣場及大草坪等場所，作為廠

區員工及鄰里居民休憩、交誼空

間。

(三) 配合環場道路系統，營造林蔭綠廊

意象及田野漫遊氛圍的綠色生活動

線。

十、機電工程

(一)電力系統 

九、景觀工程

以〝延續自然環境，融入地景風貌〞為概

念，於基地四周設置緩衝綠地做為與四周田園

景緻之緩衝空間，並可兼作防風林帶效果；利

用區內保留之埤塘地景與滯洪池整合規劃為自

然生態景觀區，除增添區內生態多樣性外，並

能提供作為生活休憩場所。全區景觀配置說明

請參見圖15。

(一) 廠區建築物四周留設綠化空間，使

建築物包圍在綠蔭森林中，達到

「廠區公園化」的規劃目標。

皮，展現外觀之垂直線條意象，搭配玻

璃、百葉、鋁格柵及雨庇之橫向帶狀線

條，基座以洗石子創造建築物立面沉穩

的效果，整體立面以簡潔俐落的手法，

展現廠房的機能特性及現代化的風格。

2.模組化設計：多層次有規律的結構系統

及立面構架，採用生產及組裝快速之材

質，節省施工時間及營建成本。

3.豐富的立面元素：廠房之長向以突起之

方型量體與斜屋頂搭配，強化廠房內部

之通風採光功能，豐富廠房造型及視覺

效果。

4.屋頂造型：雙層山形屋頂形式搭配穿

插，呼應廠房大跨度之結構需求，並有

縮小建築量體的視覺效果。

(三) 車輛及行人動線說明

1.車行動線：汽、機車由新民街接基地聯

外道路，連接環場道路、廠間道路至辦

公大樓及廠區停車場。

2.人行動線：人行徒步為主，自行車代步

為輔。利用環場道路地下箱涵段設置軌

道區工作人員出入口，達到人行及軌道

動線分離的目的。

(四) 建築外觀及材質

廠房外觀造型以強化自然通風與採

光為原則，利用框架單元去串聯各棟之

間的關係。

1.建築立面材料：以鋼構為骨，金屬板為

富岡基地電聯車維修廠建築造形示意圖

基地入口大門示意圖

機務段檢修庫示意圖

機廠檢修廠房示意圖(一)

機務段檢修庫入口示意圖

機務段檢修庫入口示意圖(二)

建築造形示意圖

圖14 富岡基地建築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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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由重力或水泵送至廠區污水井，再

匯流至污水處理廠，處理至符合環保法

規要求後，放流或供應洗車設備前段作

業使用。配合基地之滯洪池，規劃集中

式雨水回收系統，基地內之雨水經雨水

下水道排放至滯洪池後排放。

(四)整體消防安全設計

消防系統包括手提滅火器、自動撒

水系統、室外消防栓系統、室內消防栓

系統、固定式及移動式泡沫滅火系統、

低污染氣體滅火系統、火警自動警報系

統、避難逃生設備及消防蓄水池等。消

防系統設計係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基準」、臺鐵局所頒佈標準及

NFPA相關規定。機廠辦公大樓地下停車

場空間超過200平方公尺，將設置泡沫滅

火設備，採用水成膜(AFFF)泡沫液。

（五）通風空調系統

行政大樓採用中央空調冰水主機系

統，搭配可變風量系統或多聯變頻可變

冷媒流量空調機系統。備勤房舍、休息

空間及廠房辦公室、以及24小時溫濕度

控制的精密設備庫房或機房，為因應作

業及作息時間不同，以個別空間獨立空

調方式規劃。一般工場及庫房區域，為

提高能源管理之節能效益，原則上採用

自然通風，以達到節約能源之目的。但

為維持良好舒適的熱環境及健康的空氣

品質，在受限於建築設計或環境氣候條

件限制，而無法有效使用自然通風時，

則採用機械換氣裝置。針對會產生大量

塵埃或污染氣體的特殊工作區域，如車

輛清潔區、油漆工場、油脂庫及馬力試

驗工場等，將依照不同性質區域，設置

加強機械通風及集塵過濾設施，降低環

境污染程度，以符合相關勞工衛生安全

及環保規定。針對高溫產生的工作區

的，每棟建築物將採用間接供水方式，

設置日常蓄水池及屋頂水塔，自基地內

中繼水池及加壓設備至各建築物間之管

路，採用環狀規劃，並於各適當位置設

置止水閥，以便利日後自來水管路之維

護，並提高供水的可靠度。

(三)污廢水系統

排水系統規劃，採用雨水、污廢水

分流方式。各建築物之排水系統，先由

重力方式流至每棟建築物之污水槽，污

主BUS設置分錶，分別饋送到各建築物之

22.8kV變電站，經變壓器降壓後，連接至

各設備。

(二)給水系統 

基地之自來水源由自來水公司主幹

管引接入基地內，並依照自來水公司供

水能力及管路壓力狀況，於基地內設置

足夠容量之蓄水池及加壓設備。蓄水池

之總容量規劃係依照基地3日用水量，約

為1400立方公尺。為達到穩定供水之目

富岡基地台電輸電幹線為161kV特

高壓供電系統。在考量節省空間、減少

維修人力，並提高可靠性，161kV級特

高壓開關設備採用GIS 系統；而25kV以

下高壓開關設備則採用一般之Metalclad 

Switchgear。在基地自台電161kV系統引

入後，除供應測試軌及高壓試驗工場之

電車線用電，直接降壓至25kV外，維修

工場及辦公生活區用電，先將161kV電源

在總配電室降至22.8kV。依臺北機廠、

新竹機務段、北區供應廠等，於22.8kV

圖15  富岡基地景觀配置示意圖 

● 林蔭道路

● 森林劇場

● 景觀土丘

● 林蔭廣場 ● 休閒漫步道 ● 滯洪景觀池

● 林蔭道路

採粗放式維護管理之設計原則

● 林蔭道路
● 耐旱之原生或地區適生鄉土

    樹種

● 配合埤塘水圳意象
● 調節微氣候
● 員工休憩使用

● 活動草坪

● 入口景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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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合協助，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

意。

二、技術提升

(一)配合業務發展，提升修車效率與品

質，提高車輛可用率及可靠度，提

昇良好服務顧客形象。

(二)引進新穎修車流程及設備，並以精

實人力提高修車容量，降低鐵路車

輛維修成本。

三、未來展望

(一)維修基地佈局合理化，並得以架構

臺鐵局未來長遠適所之維修基地。

(二)滿足廠、段使用需求，以及現代

化、自動化及資源共享之計畫目

標。

(三)為臺鐵局車輛維修外包預先構建基

礎，因應臺鐵公司化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1. 遷建廠址評選報告（臺鐵局95.01）

2. 綜合規劃報告（臺鐵局96.05）

3. 臺北機廠遷建計畫-富岡基地建設計畫（臺鐵

局96.09）

4. 變更楊梅鎮(富岡、豐野地區)主要計畫（配

合臺鐵富岡電聯車基地興建工程）案計畫書

（桃園97.10）

域，另外提供重點冷卻 (Spot Cooling)設

施，以兼顧能源效率及工作品質需求。 

肆、後語

臺北機廠遷建計畫此刻正積極辦理細設及

施工中，各項作業將按期程逐步完成。實現臺

鐵局修車技術提升及現代化、效率化之計畫目

標。

一、計畫執行

(一)未來高鐵通車至南港後，鐵路車輛

進出臺北機廠將與高鐵產生過軌問

題，嚴重影響行車安全，是故臺北

機廠之搬遷，解決過軌問題之最好

方案。

(二)臺北機廠主要負責臺鐵局電聯車及

動力機車維修作業，其維修流程及

設備種類繁雜，本計畫為臺鐵局最

重要的維修機廠遷建案，國內並無

類似工程案例可供參考，且須於高

速鐵路全線通車前限期完成，遷建

時程相當緊迫，因此臺鐵局、本公

司細設團隊及相關配合單位均需發

揮同舟共濟之精神戮力以赴，方可

完成此一艱鉅之任務。

(三)本計畫執行過程中，承蒙交通部、

環保署、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水

利署第二河川局、桃園縣政府、桃

園縣楊梅鎮公所、新竹縣湖口鄉公

所、石門農田水利會及臺灣鐵路管

理局范局長、黃副局長、專案工程

處、機務處、材料處、臺北機廠、

新竹機務段等相關單位之督導審查

5. 擬定楊梅鎮(富岡、豐野地區)細部計畫（配

合臺鐵富岡電聯車基地興建工程）案計畫書

（桃園97.11）

6. 臺北機廠遷建建設計畫-富岡電聯車基地開發

計畫（臺鐵局97.11）

7. 變更臺北機廠遷建建設計畫-富岡電聯車基地

開發計畫（臺鐵局99.04）

8. 臺鐵電聯車富岡基地興建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臺鐵局97.01）



184 │No.86│ April, 2010 No.86│ April, 2010 │185 

稿約格式
一、文      字：稿件應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中文及英文摘要以400字為限。

二、單      位：所有含因次之量須採用SI單位公制。

三、打      字：

來稿請使用電子檔（以Word編排）圖、文需以單欄橫向編排方式，共同排列在文稿內(過大的圖或表可以附件方式呈

現)，論文之長度 (含圖)字數限5-6,000字以內；左、右邊界2.5公分，上、下邊界3公分，內文字體為細明體12點字，行

距為1.5倍行高。

四、題目／作者：

論文題目宜簡明，作者姓名、任職機構、部門、職稱、技師科別列於論文題之下方，其服務部門及職稱以l，2，3編號

註記在首頁末，另附上作者之生活照高畫質之電子檔。

五、關  鍵  詞：在題目中須選出中文及英文二至四個關鍵詞，並置於作者姓名下方。

六、章節及標題：論文之章節標題須列於稿紙之中央對稱位置，且加編號。小節標題亦加編號但必須從文稿之 

      左緣開始，例

      壹、　大標題（居中）

　　　      一、　中標題（齊頭）

　　　　      　（一）　子標題（齊頭）

　　　　　　      　　1、　小標題（齊頭）

　　　　　　　　　　      　（1）　次小標題（齊頭）

七、數學式：所有公式及方程式均須書寫清楚，其後標式號於圓括弧內。為清晰起見，每一式之上下須多空一列。

八、長度：論文之長度(含圖)，內文以不超過6,000字或其相當之長度為準(以A4規格約8頁(含圖)計算)。

九、插圖與圖表：不論在正文中或圖裡本身，所有圖表、照片必須附有編號及標題或簡短說明，其編號請用阿拉伯數

字，不加括號表示。如圖1、表2；Table 1、Figure 2，表的標題置於表的上方中間，圖的標題置於圖的下方中間。

十、符號：內文所有符號須於符號第一次出現時加以定義。

十一、參考文獻 ：

所有參考文獻須按其在文中出現之先後隨文註號碼於方括弧內，並依序完整列於文末；文中引用提及作者時請用全名，

未直接引用之文獻不得出現。

參考文獻之寫法須依下列格式：

(l)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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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Bazant，Z. P.，and  Oh，B. H.,“Strain-rate  effect in  rapid  triaxial loading of concrete，”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ASCE，Vol.108，No.5, pp.764-782(1982).

(2)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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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益超、李文友，「鋼筋混凝土T型梁火災後彎矩強度之分析與評估」，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71年年會論 

   文集， 臺北，第25-30頁(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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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科技的工程應用需要時間來演化，很多人都記得高鐵剛通車營

運階段，雖有些人搶先登記試乘，但也有些人抱著觀望的態度在關心

著它的發展；時至今日，不只南來北往的人已經習於台灣高鐵高效率

的交通機能，或許更多人也對搭乘飛機往返北高的記憶，已由模糊而

淡忘。

　　十多年前，中華顧問工程司開國內工程顧問業先例，成立軌道事

業群以推動我國的軌道建設，此時國際上也興起綠色運輸潮流，相較

於普及多年的公路運輸，由於軌道運輸不僅提升量能、時間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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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後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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