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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本期(87期)中華技術期刊係以『防災與

永續』為編輯主題，其內容並以『搶災及復

建』、『高科技廠房施工管理』、『營建自

動化與人本永續工程』為三大主軸。

搶災及復建

　　由於人類經濟的高度發展，對於地球天

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與濫用，已造成地球暖化

情況日益嚴重，導致大氣氣候及地球生態之

嚴重變異，諸如地震頻傳，節氣異常，降雨

過度集中，地區性的長期旱澇等災害時有所

聞，造成災害之程度也日趨嚴重，成為本世

紀初全球應努力積極面對的重要課題。

　　對於災害的降臨時機，以人類的本能感

官大多無法預知，目前已漸趨建置監測儀器

方式建立災害預警機制，以協助人類避開可

能降臨之災難；對於災難後之搶災救援行

動，更需迅速積極利用既有之一切資源與物

力，在最短時間內搶救災區之受難者與財

務，使受災後之損失降到最低，此外，災後

的調查與復建的工作更是格外重要，以利於

迅速恢復災區的生機與活力。

高科技廠房施工管理

　　高科技產業帶動了台灣社會經濟的快速

成長，隨著產業技術不斷加速更新，使得產

品的生命週期亦不斷的縮短，業者為了配合

產品的日新月異，無不希望所研發的產品能

在短時間內大量投入生產，以搶得市場先機

並提升市場佔有率，因此，高科技廠房的施

工，『時間』的控制經常成為管理的第一要

務。

　　高科技廠房之施工具有工期短、動員人

力多、材料設備多、施工界面多且較傳統營

建業複雜之特性，因此施工管理者需具備相

當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此外，對於土

建、機電、管線、儀控等設備之間的界面協

調整合，亦需要有實際建廠經驗，藉著整體

完善之規劃，嚴謹的時程管控以及有效的成

本控制，以降低建廠過程中不必要的工期延

誤及成本增加之風險。

營建自動化與人本永續工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2000年研提

「公共建設之永續發展中程綱要計畫」，期

藉由工程科技的研發，以達促進資源永續利

用、落實人本基礎建設、創造優質生活環境

之政策目標，2002年行政院通過「國家永

續發展行動計畫」，揭櫫國土資源的合理配

置、資源的再生利用及生物多樣性為國家永

續發展的重要政策。營建業是國家建設之火

車頭，應藉著推動營建業之標準化、系統化

等自動化之工法與技術之提昇，營建管理e

化之應用與推廣，營建材料的研發與創新，

以及營建資源的再生利用，以落實國家人本

基礎建設，創造優質的人本永續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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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您學成歸國之後進入台大土木系任

教，請說明您推動成立高科技廠房設

施研究中心之動機？

答：大約40年前，台灣企圖由勞力密集產業

轉型到資金及技術密集產業。因此，在經濟部

成立了台灣半導體推動團隊，一批約30多位有

熱忱的年輕人投入台灣第一座「積體電路示範

工廠」之專案計畫並派赴美國吸取RCA公司的

積體電路技術及建廠之知識及經驗，為國內高

科技產業之發展鋪路。當時的計畫主持人為胡

定華，成員包括曹興誠、史欽泰、曾繁城、戴

寶通、楊丁元、劉英達、葉勝年、章青駒、陳

碧灣、邱羅火、許健、黃顯雄、蔡明介、許祿

寶、張靜宇、謝鳳傑、黃南雅⋯等等。我本人

也有幸參與，成為台灣第一代的高科技廠房建

廠的人士之一。

1977年，在「積體電路示範工廠」興建即

將完成之前，有感於在高科技廠房營建管理方

面之知識不足，須再教育，進一層的學習，又

適逢當時美國各名大學土木系也正在展開營建

工程與管理的學程，毅然向當時之計畫主持人

胡定華先生辭職到美國進修。

1983年，我在德州大學土木系（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取得營建工程

與專案管理博士學位後，旋即到佛羅里達大學

（University of Florida at Gainesville）建築學

院營建系（Building Construction）執教。於

1986年轉到普渡大學土木系營建工程管理組任

教。普渡大學之營建工程管理與一般之建築營

建管理不同，它包括了土木、機械、電機等的

營建管理。普渡大學在2002年起集中資源投入

奈米及生物醫學科技之研發，並規劃建造先進

的奈米生物醫學等研究中心。其間，我曾參與

前言

一進入張陸滿教授的研究室，映入眼簾的不似一般土木學者總是置放著與土木結構相關元件，反之卻是

一個顯眼的12吋晶圓鑲嵌掛於牆壁上。張教授雖自嘲為高科技界的逃兵，且相對於30幾年前一起共同打拼

建造台灣第一座半導體積體電路示範工廠的同伴們的成就而言，算是對台灣半導體業貢獻最少的一位。惟從

張教授的言談中可感受出，若不是有著一股對此產業不減的熱忱及傳承的使命感，是不可能再踏入此一土木

界尚屬陌生的領域的。或許可以這樣說，張教授亟欲用此熱忱與使命，引領著新一代的土木人進入高科技廠

房設施的領域，相信這裡所蘊藏的機會及成就，是不亞於30幾年前台灣第一代進入半導體業的先驅們。

訪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高科技廠房設施研究中心」主任

    張陸滿教授
談  高科技廠房之營建管理

整理：黃春淦    攝影：黃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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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而不僅是單單土木內的施工管理專業。

營建管理無須越俎代庖地去深入實做其他領域

設計製造的點點滴滴細節，但需有各領域之基

本概念及大方向的知識流程，來促進各領域間

相互介面之協調及整合各領域的專業能力，將

團隊力量總合，發揮到最高境界，這也是我對

營建管理的定義與認知。

問：請您給高科技廠房下個定義，又高科

技廠房與傳統工業廠房其最大的差別

在哪裡？

同樣的道理，土木與奈米是否就無法產

生關聯？！那倒未必，其實基本原理都是一

致的，只要有心，前面的路就是你的。話說回

來，就像奇美面板六廠的興建， 貴公司不正

是擔任著PCM的角色嗎？  貴公司雖以土木交

通為主，但也主導著六廠設計、審查、發包與

管理，掌握所有領域的整合，這正是跨領域的

絕佳說明。正因此故，相信  貴公司將擁有絕

佳的機會與資格進入高科技廠房這一領域。

歸結來說，營建管理就是集合所有領域的

其實土木在高科技廠房設施領域扮演著

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所有的生產設備及公共

共用設施都要架設在土木的土壤結構上。有許

多的介面都與土木有關，雖然各個領域，如電

機、化工、工科、機械⋯，各有所職，但是絕

不能各行其事，是必須要加以整合才得其成。

從此一角度來看，其實土木應該可以居於這種

整合主導地位的。此外，土木領域的人應該打

破角色的迷失、更不能故步自封，「江山沒有

主人，知音才是主人」，誰知道多，誰就有能

力主導，誰就是主人。就如台大應力所最早是

由土木開展出去的，而今成為在台大從事最尖

端奈米生醫的研究單位之一，現在更在台灣主

導許多先進的奈米生醫科技的研發。

奈米研究中心之規劃，並於2003年起在普渡

大學開授高科技營建及潔淨室設計之課程。之

後，我於2006年回到台灣進入台大土木系繼續

從事高科技廠房設施之教學研究。

回台後，發現土木工程似乎給人印象沒有

往年之光景，已走入所謂的夕陽工業之末途，

而且好似更與當今在台灣如火如荼展開的高科

技產業脫節。

我算是很幸運成為第一代進入台灣半導體

業的土木人士之一。過去曾與當時的工研院電

子研究中心的同仁張學容、彭申炫、黃彥群等

人在炎陽日照、寒風刺骨下，投入生命中的一

段，在新竹頭重埔，共同協力完成台灣第一座

「積體電路示範工廠」。說真的，出國30年，

對這塊土地、這個產業有說不盡的感情及期

待。

我的動機很單純，就是想將土木工程與高

科技產業連結起來。藉此，也培養台灣高科技

廠房設施之人才，並加強其廠房設施研發創新

的能力，幸蒙台大土木系同仁之大力支持，成

立了「高科技廠房設施研究中心」。希望透過

此中心的研究發現，教育學習和產業服務來提

昇台灣高科技廠房設施及管理的關鍵技術。

張陸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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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慢，影響傳輸速度，影響電壓而有雜訊或甚

至斷訊。電晶體晶片是用化學物質做的，如

矽、磷、硼等物質，其純度要求非常的高，以

一般公共工程若容許誤差為5mm來看，5mm的

顆粒雜質在奈米科技尺度下就相當於500萬個

奈米。40奈米的電子通道上有500萬奈米大的

“巨石”堆壓，電流根本無法通過，對奈米的

晶片而言，就可比喻為一個很嚴重的“走山”

了。

因此，污染控制對高科技廠房是非常重

要，從規劃設計起就要慎重考量。高科技

廠房的選址，無塵室裡光罩微影瞬間

所能夠承受之振動，絕對不是只

有傳統土木力學裡面所遭遇

的地震，機械結

土木的人所難以想像的。

再以目前台積電即將量產的40奈米(Nano)

線寬為例，假若中間有20奈米的微細雜質或

空氣中有不純的物質或微振動，就會使電流傳

（Etching）、離子植入（Ion-Implantation）、

氣相沉積（Vapor Deposition）而製造出幾十億

奈米級可以傳輸電子的通道元件，這裡面電子

通道是多麼的盤根錯結、錯綜複雜。劃製中，

一個小小微振動可能弄得微影混淆模糊，致在

元件內外一點點細微的異類雜質污染，都可能

造成電子通道之品質不良。若空氣中有尿酸

味，就可能導致多分子晶片裡面的線路不通

暢，那麼晶片就可能會短路或失敗，這個是學

關於「高科技」國內外有很多單位賦予

不同的定義，依據聯合國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

織(OECD)將航太科技、藥品配製、電腦資訊

機械、通訊器材和科學儀器等定義為高技術產

業。又依據行政院經濟規劃委員會(CEPD)分類

高科技產業為六個類別，包括：積體電路、光

電儀器、生物醫學、遠距通訊、精密機械和電

腦週邊設備。我個人認為高科技廠房是包括微

電子、光電、精密儀器、電信、奈米科技(100

奈米以下)、藥品配製、微生物研究(如疫苗)、

醫療設備(如人造心臟心導管)、動物實驗、航

太等科技製造所需之廠房設施及研發實驗室。

高科技廠房設施就是指高科技產業研發

製造中所需的工廠實驗室，譬如建築、水電空

調、儀表控制、管線設備、廢水廢氣處理、環

境生態保護等等設施。高科技廠房設施工程則

係指規劃、設計、採購、施工、試車、移交、

維護及經營管理高科技廠房設施之相關工程。

至於高科技廠房與傳統工業廠房間最大

的差別就是在製程中所要求的精密度，以及製

程中間對於製程環境所講求之潔淨的程度。高

科技廠房的核心重點，就在潔淨室(cleanroom)

或稱無塵室裡面，因為高科技之研發製造是

在這裡面進行的。試想要在小小1吋見方的

晶片上，做微影（Photolithograply ）、蝕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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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40奈米的電子通道上有500萬奈米大的

“巨石”堆壓，電流根本無法通過，對奈米的

晶片而言，就可比喻為一個很嚴重的“走山”

了。

因此，污染控制對高科技廠房是非常重

要，從規劃設計起就要慎重考量。高科技

廠房的選址，無塵室裡光罩微影瞬間

所能夠承受之振動，絕對不是只

有傳統土木力學裡面所遭遇

的地震，機械結

元件內外一點點細微的異類雜質污染，都可能

造成電子通道之品質不良。若空氣中有尿酸

味，就可能導致多分子晶片裡面的線路不通

暢，那麼晶片就可能會短路或失敗，這個是學

張陸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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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目前有些量測儀器可以測量極端微粒

子，但其分析仍受限於應用之專業領域，那些

量測儀器設備有非電子式或電子式的，這些儀

器設備通常被使用在汽車排氣之研究，或用在

環境粒子之監控。他們的輕便性，評估極端微

小粒子大小分佈的能力，及快速回覆的時間是

本研究之主要方向。希望在3年內，本研究可

以利用氧化分解去除揮發性有機污染，使其去

除效率純度(Purity)達到60%以上。同時，也利

用高效率之吸附型處理機制去除99%以上的有

機污染物，並達到1-10ppt等級之高純度潔淨空

氣，如此提昇產品良率，改善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VOC)對潔淨室的污染。

另外，潔淨室空氣分子之純淨度影響製程

良率甚鉅。由於潔淨室的潔淨度規範要求愈來

愈高，目前分析儀器都已達其偵測極限，吸收

瓶需要花一天或數十小時才能達到可感知之偵

測量，因此提升分析鑑定技術至1-10 ppt級的

即時偵測，為此領域重要的研究目標。目前樣

品的萃取方法及時間與分析儀器的靈敏度為目

前技術瓶頸所在，亦有待克服。

二、微振動的干擾防制

高科技的研發製造，微晶片、微處理器和

精密儀器設備等等的微型化精密度要求逐漸提

言之，這些刻不容緩亟需解決難題的背後就是

關鍵技術。其技術基本上有四大分項，重點如

下。

一、空氣分子污染(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tion)

誠如前言，當半導體製程進展到奈米製

程技術以後，空氣分子及其純度對製程和良率

的危害程度已經取代氣懸微粒污染問題，成為

當今奈米科技研發和製造潔淨室環境的主要難

題。在潔淨室廠房設施完成後，污染產生常源

於操作者、設備、或是由外所滲入的外在污染

塵粒及不純之空氣。因此為確保潔淨室符合使

用者所要求，適當的監控設備是必要的。

不過，目前廣泛使用雷射計量粒子的方式

已難測量到極端微小的粒子，而且更沒有任何

潔淨室標準以極端微粒子低於0.1微米(100奈

米)來分級。另外顆粒之分佈，粒子之組成如

密度、粒子揮發性、煙霧的濃度在每立方米的

數目或每立方米多少微克，以及空氣純度都留

下許多的未知，更缺乏標準和技術來評估空氣

中的極端微粒子及其純度。這種缺乏不只造成

興建、運轉和養護半導體廠房設施之研究製造

的監測改進問題，還可能產生爭議並造成人體

健康與環境生態破壞之隱憂。

廠有18座，8吋廠有20座，而2010年12吋廠將

達30座，台灣12吋晶圓年產一百二十萬片並

將領先全球。半導體對台灣經濟愈來愈重要，

廠房設施之要求亦愈來愈高，其研發製造必須

在嚴格控制的潔淨室中進行，因此提昇半導體

廠房設施之精密潔淨等級為目前相當重要之課

題。

問：什麼是高科技廠房設施之關鍵技術？

潔淨室早期環境控制之重點主要在於處理

空氣顆粒的髒塵。但是現今，高科技時代下的

環境控制則有更寬廣的意義，包含溫濕度、空

氣與水的品質、化學物質與氣體的純度、噪音

與微振程度、電磁波與電頻干擾、靜電消除、

去氣物質 (Out-gassing)、安全接地、人員健

康、安全之確保與生物病毒危害之防治。

台大高科技廠房設施研究團隊已有 3年產

學合作的經驗，深刻了解目前台灣半導體產業

界在半導體的研發製造中，必須有高性能製造

設備(Tools)、細緻敏感儀器(Instrument)和超純

淨的水、電、空氣、化學物(Utilities)以及節能

減碳、環境生態保護等等的廠房設施。這些研

發製造程序必須在嚴格控制的潔淨室中，穩定

的製造平台上，在沒有電磁波干擾及有效的利

用能源以及降低對生態環境的危害下進行。換

構之振動，更需要考慮到如聲波、電磁波產生

的微振動、空氣品質等，故高科技廠房甚至不

能位在化工廠排氣的下游等等。

問：廠房設施對台灣半導體產業有什麼重

要性？

根據國際半導體技術藍圖(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emiconductor, ITRS)

在2009年的報導，國際半導體及相關產業將於

2012年進入32奈米(nm/ASIC 1/2 Pitch)線寬，

14奈米閘寬(Gate Length)，及18吋晶圓之製程

技術，同時廠房設備工程從施工興建至開始裝

設生產設備，將於九個月內完成。

但要推進提昇台灣半導體製程技術到線

寬32奈米，閘寬14奈米及晶圓18吋層次，廠

房和實驗室等設施之設計、建造、驗證、完成

及轉移使用，是半導體研發製造提昇中一個不

可或缺的先決條件。提升台灣半導體之製程技

術，廠房設施之研發亦應積極配合，不可等閒

視之，必須未雨綢繆加速研發。

半導體之研發製造過程中，對於環境控制

的要求甚為嚴格，隨著製程閘寬愈來愈小，晶

圓愈來愈大，廠房設施之興建是愈來愈快，投

資金額愈來愈高。台灣半導體發展至今，12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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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價值的核心關鍵技術。

四、綠廠房(Green Fab/Plant)

目前，全球積極探討資源有限的能源與環

境永續之議題，為維持全球經濟的持續發展，

必須也必要重視環境與生態的保護。未來，如

何將能源做最有效的利用以及降低對環境的

危害，將是高科技產業建設智慧型廠房(Smart 

Plant)的重要技術，也是持續維持經濟與社會

發展的重點。

綠廠房就是在廠房設施生命週期中之各階

段以最節約能源、最利用資源與最少廢棄物產

格的振動控制。這些工具經常出現於測量實驗

室內和擺放在要求寂靜並遠離電磁和無線電波

干擾的分析用空間裡。

目前國內外半導體產業在電磁干擾消除技

術發展方向，可以分為兩類：被動式隔離與主

動式消除。被動式隔離法有成本極高之缺點，

而主動式消除技術雖可針對機台局部放置感測

器(Sensor)之周圍位置作磁場消除控制，但實

施時仍需考量是否會造成周遭機台之額外磁場

干擾，亦即需避免主動式消磁線圈成為額外之

干擾源。如何在實際環境中準確驗證主動式消

除理論，進行消磁線圈的佈建及控制器參數的

最佳化，皆為未來提升主動式消除技術之實際

室也會因為這些機械系統的運作而顯得振動頻

頻，這就表示地板和基礎隔震技術有其潛在的

必要性。

在半導體的研究、發展與製造過程中，震

動可能源於地震、氣流、噪音、交通、關門、

電磁波干擾（EMI）、射頻（RF）或其他光量

子波動效應。在製造設備更為複雜且更要求微

型化更精密時，震動影響之重要性在奈米科技

之發展時程上顯然已逐漸超越過去對製造設備

精密度的要求。尤其是低於10赫茲 (Hertz) 的

微振動，目前全世界均無有效的對策，台大

高科技廠房設施研究團隊努力並期望能將高

科技廠房實驗內從目前每秒4.5微米(4.5μm/s, 

180min/s)速度振動的標準，提昇到可容許每秒

3微米(3μm/s, 125min/s)振動的速度。

三、混合式電磁消除控制系統

為了量測及製作奈米結構，很多精緻和

準確的高性能儀器曾被使用。這些儀器包括原

子力量顯微鏡(AFM)、掃描顯微鏡(STM)、近

場掃描光學顯微鏡(NSOM)、掃描電子顯微鏡

(SEM)、磁力顯微術，集中離子束(FIB)、傳送

電子顯微鏡(TEM)以及其他利用打印、刻印、

電子束等印刷工具，這些高性能顯微鏡要求嚴

高，亟須使用高性能顯微鏡（HPM）以及其他

高精確度儀器。為了善用此類顯微鏡和儀器，

其使用過程通常需要一個達接受震動水準的穩

定平台。

就微電子技術工業而言，微處理器和半

導體的生產過程，很多工具對振動是非常敏感

的。同時，因為噪音和地板振動格外影響進行

中的實驗和奈米製造過程，故聲波成為日益關

心的議題。例如，利用電子束或電子探查發展

物體表面精確影像過程，需要穩定的環境以利

電子束或探針以及被掃描物體的定位。否則，

被掃描的圖像可能模糊不清同時出現在不同的

位置並且可能被錯誤判讀。振動和過度的溫度

變化皆能干擾這些過程的穩定。

複雜的製程需要複雜的工具，更複雜的

工具運作過程需在更高的震動控制防護之下進

行。像是更複雜的次微米處理，微處理器需要

更嚴格的震動標準，因工具的微型化也導致工

具更為複雜，延伸而來，也讓配套設備零件更

多、更大型化。由於上述需求也導致需要更大

的真空幫浦、壓縮機、冷凍裝置。

由於分類已趨嚴格，因此必須關注在維持

潔淨室環境的機械系統，然而這些機械系統則

在敏感儀器附近衍生出更大的震動來源，潔淨

張陸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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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差、比喻來形容，高科技廠房之營建管理

講的是微觀的污染控制，而傳統營造業講的是

巨觀的結構功效。此外，一如先前所提及，高

科技廠房之營建管理者除了需具備本身的專業

知識與技術能力之外，也需要在土建、機電、

管線、儀控⋯等專業間從事界面協調整合。因

此，亦需要有各專業的基本知識及實務經驗。

所以，高科技

廠房之營建管

過幾年由12”提昇至18”時，又是另一種革命

性的改變，國內產業又得再向國外購買適合新

製程之精密儀器及製造設備。這是一種無盡追

趕的循環，也是最令人遺憾之處，這些突破還

有賴國內基礎工業的配合與技術提昇。

問：高科技廠房之營建管理其特點何在，

與傳統營造業之營建管理相較，是否

有哪些共同點與差異？

高科技廠房之施工特性，具有工期短、

動員人力多、材料設備多、空調水電化學管

路多、施工界面多且較傳統營造錯綜複雜。雖

要求速度快，但對品質規格、潔淨控制及精密

度上仍是不得馬虎的。傳統營建管理所能容

忍的工程誤差，卻是高科技廠房營建

管理所無法容忍的。或許可以用這樣

手機、通訊等等產品，當然速度較快、省電、

體積小、記憶儲存量大。而根據報導，台積電

做得更精細，很快即可做到28奈米之量產。

台灣半導體之廠房設施，基本上作的好、

速度快、成本低、準時完工、完工後運轉效率

高。但這些都是靠很多人力辛苦做出來的，大

都是單兵戰鬥，同業間互相激烈競爭，資訊幾

乎互不相通。而國外高科技廠房設施產業，比

較講究方法效率，不但肯投資做許多的研發，

而且組織不少之同業公會，舉辦研討會、各種

會議來相互切磋、技術交流。 

同時，國內產業雖然有設計承建高科技

廠房設施及無塵室的能力，但是對於無塵室

(Cleanroom)內生產所需的精密製造「工作母

機」，卻難以突破。如今絕大部仍仰賴國外進

口。投資一座高科技廠房動輒上千億，惟其中

土建費用約只占其中的10%~20%，其他大部分

的投資都花費在精密水電空調公共設施及精密

的製造儀器設備上，國內產業需在這一點上好

好得思考尋求突破。 

以晶圓製程為例，由8”提昇至12”即是

一種革命性的改變，晶圓尺寸一改變，所有相

對的機電、製造設備都必須隨之改換，因此必

須向國外購買精密的製造儀器及設備。等到再

生的方式，來建造安全、健康、舒適、效率、

環保及低環境負荷的廠房設施空間，並達到

人、廠房設施與環境共生共榮與永續發展目標

的廠房環境設計觀。

由於高科技廠房實驗室環境的精密控制要

求，會消耗大量的能源化學藥物，同時也會產

生對人類和生態系統造成傷害的污染。如何能

夠最有效的使用能源，以及如何降低污染物的

傷害，也是台大高科技廠房設施研究團隊在此

方面研究之重要課題。許多研究指出，包含水

電空調所需之能源節省、無溶劑性化學藥品、

催化作用及生物催化酵素、生命週期分析、資

源回收的智慧型廠房設計，亦是將來建造綠廠

房設施技術的重要基石。

問：您研究國內高科技廠房設施多年，您

覺得國內高科技廠房設施與國際相同

產業相較，是否仍有需提昇的地方？

台灣半導體業預計今年或明年初可提早進

入32奈米(1奈米等於10-9m)晶片量產，而今年

中國大連在英戴爾（Intel）之技術移轉下，也

開始要有90奈米的量產，32奈米之電子通道

比90奈米短。經由這樣做出來的積體電路晶片

裡電子傳輸之距離短、速度快、耗能少、用料

少，因此台灣由此32奈米晶片所組裝的電腦、

此，亦需要有各專業的基本知識及實務經驗。

所以，高科技

廠房之營建管

問：高科技廠房之營建管理其特點何在，

與傳統營造業之營建管理相較，是否

有哪些共同點與差異？

高科技廠房之施工特性，具有工期短、

動員人力多、材料設備多、空調水電化學管

路多、施工界面多且較傳統營造錯綜複雜。雖

要求速度快，但對品質規格、潔淨控制及精密

度上仍是不得馬虎的。傳統營建管理所能容

忍的工程誤差，卻是高科技廠房營建

管理所無法容忍的。或許可以用這樣

張陸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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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關鉅大，但，就科技公司來說，相較之下，

較不在乎建廠的價格，而是在乎準時完成，因

為這關乎了搶先以”億”計算的商業利益。當

然，要踏入高科技廠房領域必得要有所策略及

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更是公司經驗，信譽及重

視業主所託的事、滿足業主的需求。以CECI

而言，  貴公司幾乎網羅了土木界最優秀的人

才，且具備有機械、電機、建築等各領域的人

才。過去已有奇美六廠高科技廠房建廠經驗，

只要繼續建立口碑信譽，咸信只要市場有訂

單需求，大家會因對CECI的信心而自然想到

CECI。

另外，目前國內高科技廠房興建施工的

現況，其工期都很短，可能10個月之內就要

完成。為求如期或提前完工，也常不計成本，

盲目趕工。這是缺乏眼光及策略的。因時程

緊湊，邊設計邊施工，又嚴格要求準時完工

產出，對國內高科技廠房之營建管理，我認

為首要是時程管理，目前之時程管理應該提

升到4D（3D+Schedule）的層次。在時程管理

上，不僅要在3D立體圖上知道要徑在哪裡？

哪些是重要工項？同時趕工時亦需知道縮短哪

個工項？若沒有縮短會有哪些影響？運用3D

電腦模擬，預測若工期縮短對工程專業之其他

部分的影響如何？透過3D物件導向（Object-

Oriented）的模擬去估算並精確知道如何才是

半導體之研發創新對未來台灣的經濟及科

技有極大的衝擊，下世代之高科技廠房設施之

研發建造，其營建工程管理團隊，是跨領域的

結合，包括土木、建築、機械、化工、電機、

物理、化學、生物、材料、醫學、生態、法

律、管理、經濟、人文藝術等等。這裡需要各

領域優秀的人才來共同提昇台灣高科技廠房設

施之研發建造。

至於對許多欲進入高科技廠房設施的廠

家，我的建議是，一般來說，爭取或踏入高

科技廠房建廠的第一步及取得第一個案子，是

最艱辛的，也就是賠錢也要當著一種換取經歷

的投資去做。試想高科技廠房業主怎麼可能

將自己當成小白鼠任由沒有經驗的廠家來嘗

試錯誤？高科技建廠總經費約1,000餘億元，

晶圓，14奈米製程之層次。如何在廠房設施

方面去配合18吋晶圓廠的建造，如何克服

進入14奈米製程衍生出來的空氣分子污染

（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tion, AMC）、

微振動（Micro Vibration, MV）、電磁波之干

擾（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MI）、環境

生態之衝擊與節能減碳等問題是刻不容緩的課

題。高科技先進製程技術需要持續研發創新，

廠房設施也需要不斷地做先進性的研發創新。

如今，台灣半導體產業已邁入研發創新的

時代，而先進的研發創新需要有高水準的廠房

設施及經營管理配合。營建工程與管理，其研

究範圍涵蓋廠房設施的規劃、設計、採購、施

工、移交、維修及經營管理等等議題，是高科

技產業邁向研發創新時代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之一。

理，需憑藉著整體完善之規劃、嚴謹的時程管

控以及有效的成本控制，以降低建廠過程中不

必要的工期延誤，成本增加以及工安環衛不良

之風險。在全球資訊化時代，高科技業的商業

轉交貨期程，一天都延誤不得，建廠時程一天

的延誤，可能就是上億元以至上千億元的商業

損失，廠房準時完工通常是毫無妥協之地。

問：請問您對國內高科技廠房之營建管理

的未來發展，有何期許與建議？

台灣半導體晶圓之製造做得好、快、便

宜、良率高，又能準時交貨，響譽全球。歐美

日等國的高科技廠家，都到台灣來量身訂作他

們先進的晶片。如此，台灣成為晶圓代工王國

及擁有世界最多的12吋晶圓廠之王國。代工王

國的背後，就是台灣的半導體廠房設施，也出

類拔萃，走在時代的尖端。

基本上，相同處是，高科技廠房之營建管

理應用營建管理之原理、技術、方法到高科技

廠房設施之營造上，而傳統營造業則是將之應

用到一般建築及土木營造，譬如房屋、大廈、

道路、橋樑、隧道、港灣、水壩等等。

而今可預見的是今年台灣半導體業將進

入28奈米製程之量產，不久更要邁入18吋

(左1)陳世光協理  (左2)黃春淦副理                                                                      (右)張陸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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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趕工，而非盲目的管控，如此才可節

省更多的成本，有效縮短工期並準時完工。

在策略管控下縮短工期，這才是現代化的營建

管理。4D發展起來後，再從4D連結整合到成

本、品質、人事、契約、採購、資料、風險等

等，架構成N度空間之專案管理（ND-Project 

Management）。這些也是我對這領域未來發展

之期許與建議。當然在學術單位或學校亦應有

所準備或體認，就如目前台大在這方面就開設

有「N度空間專案管理」相關的課程，嘗試向

前跨出一步。

最後，我認為CECI是國內工程顧問公司的

龍頭，擁有最優秀的人才與

各領域紮實的基礎，是極有

潛力去做高科技廠房之營建

管理的。只要有策略、肯投

資，繼續累積經驗，培養儲

備這方面的人才，自然高科

技廠房PCM、設計的工作一

定會找上CECI。假若CECI需

要台大土木系營建工程與管

理組方面的協助配合，我們

絕對樂意支持並樂觀其成。
張陸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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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請理事長就個人立場而言，對於國內

營建管理領域未來有何期許與建議提

供節能、精簡營建、快速、精緻的工

藝，以符合業主滿意及需求？

答：基本上，營建產業仍需從業主需求、業

主滿意之角度定義此產業的成長及發展，並非

為了技術而技術、為了管理而管理，而是思考

業主希望接受怎樣的產品，這是符合顧客導向

的整體策略思維。基於此，營建管理領域的發

展是不能逸脫這樣的概念，因此我們必需思考

如何滿足業主需求。當然業主需求也是動態問

題，今天要思考的是業主明天的需求，而不是

今天、甚至昨天的需求。換個角度甚至可以

說，業主的需求反而是營建管理領域最能提供

的部份，並作為研究發展最優先的選擇。因此

觀之，業主所需求的、我們所能提供的，無疑

就是節能、精簡營建、快速、精緻的工藝。

消除制度及法規的阻礙，思考各
專業的統合

　　縱使營建產業是極為辛苦的產業，往往

在預算、工期上有著極大的壓力，但這些都不

能作為無法滿足業主更高、更好需求的藉口。

在此前提下，我們業界需串接整合起來共同

面對法規、制度上的問題，並把阻礙我們產業

達到更好、更高效率的問題逐一且有系統地去

克服。又譬如技師專業，即有許多分科需要整

合的問題；惟現在所謂的土木概念，更應思考

如何走向機電、人文甚至地球工程等各專業領

域，亦即應從地球永續發展的前提來看待專業

的整合。因此我們土木需整合的對象，不單祇

是土木、機電，亦有可能是跟文化創意、藝

術、生態平衡等。簡言之，營建管理的領域即

要擴大至這些領域，並以符合業主需求為目

標，整合這些領域在一起。如此而言，若現

在法令、制度無法到位、仍有窒礙之處，這即

是我們所需去推動的目標。例如，政府採購法

基本上能讓機關以經濟、效率觀念辦理採購，

但如何能讓具有未來性、創意的工程服務進入

政府採購即不是那麼容易。又例如技師法的存

前言

謝定亞理事長，曾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現任國立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所長；謝理

事長長期關注國內營建產業之發展，除營建新觀念之啟發外，更強調於工程建設中注入人文關懷，追求工程

之永續發展，並不時鼓勵營建產業應勇敢踏進世界，迎接未來。本次專訪，即以營建自動化及人本永續工程

二大面相，請教謝理事長在產官學界之觀察及經驗，並提出相當令人省思之精闢觀點。

整理：陳世光     攝影：黃教正

訪中華民國營建管理協會

    謝定亞理事長
談  營建自動化
　  與人本永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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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內營建管理領域未來的期許與建議

在國內營建管理領域，我想要推動的有以

下三方面：

一、人才必須國際化：營建產業應積極的參與

國際上營建管理相關活動，如此可使這個產業

的人藉由不斷的參與，不以堅持自我本位，並

PCM廠商參與業主的工作，都是亟需重視且不

可規避的；否則，將會產生政府有許多案子，

必須委託民間廠商辦理，而民間廠商卻用低價

搶標，致使未來工程品質堪虞，PCM制度也因

受累而被污名化。透過以上這些例子的說明，

若欲往人本永續、優質及滿足業主需求邁進，

卻沒有適格的PCM制度、國際標準的BIM架構

等，將難大幅提昇營建效率與效能。

主的角色即是由民間PCM廠商來擔任。惟在此

PCM需求過程中，可發現其計價制度的不合理

性，亦即是將PCM與監造放在同一概念的計價

體系。然而事實上，PCM所需的專業、領導統

御、溝通能力，是不同於監造人力的需要，其

專業度是與監造有所區隔的。因此，國內雖

有PCM制度並已在實質運作，卻往往祇是空有

制度失其內涵。基於此，特別是PCM的合理計

價、人才培育及未來政府如何大量的讓民間

在，是否能應朝向讓不同工程專業更能發揮統

合作用為目的，而不是建立隔閡或區隔，這些

在在都是我們身處營建管理領域所需解決的問

題。

滿足業主需求、走向人本永續，都是已開

發國家曾面對的問題，因此我們應加速國內相

關營建產業制度與國際標準整合，除了修正不

合宜的制度、法令外，更應強化與國際接軌的

相關作為。

再 以 B I M （ B u i l d i n g  I n f o r m a t i o n 

Modeling）的發展為例，此技術預料將對營建

產業未來有革命性的改變，未來規劃設計階段

將可能以3D為基礎，繼而使未來設計流程、

發包、施工、營運維護都可根植於這樣一個基

礎，以3D呈現，即使是承商都能快速由3D模

型進行設計/變更設計數量計算及取得所需資

訊；惟在國內，往往資訊軟體的發展成為軟體

商的責任，這是不正確的概念，反而應該由營

建產業主動居帶頭地位，以引領軟體廠商發展

並促使政府採購招標跟著BIM發展前進，或許

有朝一日PCCES都將為BIM所取代。

另以PCM（專業營建管理）為例，其實公

共工程的PCM制度所呈現的是精簡的政府、小

而美的政府。因此有越來越多的政府機關，

不再從事實質PCM的工作。換句話說，未來業

謝定亞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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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過得都蠻開心的。而且從大家被服務的

結果，就可知道我昨天沒有白過。

問：國內土木自動化發展似顯得緩慢，目

前除營建署所推動的項目外，工程會

方面反而鮮少這方面著墨，想請教在

工程會是否有相關的論點及值得注意

的地方。

答：

營建自動化是以解決問題出發，再去尋

找解決的方法

當年我的博士論文，即是以營建自動化

為主題，不過主要是著重在預鑄或機械化施工

等概念。但從這幾年的研究或是社會服務的學

習過程中，一如前所談及的，基本上仍須從業

主的需求以看待營建自動化。如高科技廠房，

講求快速把廠房蓋起來，幾乎於一個月之內要

把幾十萬公噸重的鋼構吊定位，這即是業主的

需求，從這需求的角度，我們去找到適合的技

術，並以解決問題。因此技術的存在，永遠都

在這個鍵結裡；營建自動化的發展不似Ｒ＆Ｄ

公司，以研究新科技為其目的，若是如此將非

常的危險，畢竟營建自動化是以解決問題出

發，再去尋找解決的方法，沒有找到真正的問

題，新科技可能還會是個負擔。

研究過程中養成獨立思考、整理的能力，最終

成為自己的東西。即便對我亦復如此，但從學

生的成長，可以知道自己應沒有白活。

服務的想法，就是讓人感覺到她（他）

有被服務到位

在工程會服務期間，雖然工作量很大，

相對體力付出也多，每樣事情要搬上檯面，不

外是需經過多回合的討論、判斷，最後找出解

決方案。過程中，把大家的能力予以整合，不

時鞭策自己，對於不完美處當積極改善。因此

我所謂服務的想法，就是讓同仁的心態感覺到

他有被服務到位，並非單純的雙方“要”與

“給”而已。申言之，就是你心裡覺得這個東

西應該要用什麼方式服務，我就會考慮用什麼

方式給你，且是你最喜歡被給的方式，這就是

服務的一種方式，當然範圍不僅只是東西而

已。亦即在服務的想法上，我們注意到給的

方法，以及用何種方式交付。譬如說，要同仁

去解決一個問題，或去立法院溝通一件事情，

我們必須想到，這不僅只是“一件事情”，而

要想到讓同仁去得到他應有的成就感，且是屬

於他自己的成就感，其中如何支持他去解決事

情。若從這種角度去搭配每件事情，我認為每

件事都很新鮮，每件事都會有他的脈動。如果

要說有一以貫之的東西，那無疑就是，我覺得

教育界與擔任公職之角色扮演，如何

一以貫之？

答：

人生觀就是“服務”

個人的人生觀就是”服務”，只要觀念能

夠轉換，無論是教職或公職，都未感覺有不能

克服之處，即使需解決的事情不一樣，但仍是

自己的專業能貢獻或解決問題的場合。因此無

論是公職或教職的角色，兩者需要的都是專業

能力，並以專業能力解決問題，並從中感到成

就感。在解決問題、服務及付出的過程中都要

能很專注，不允許自己劃地自限，以期在這領

域儘量發揮。

從學生的成長，知道自己沒有白活

在學校，我總是把學生當作是自己的小

孩，從研究生進到學校起，想像兩年後這研

究生走出學校後，我將讓他成長成什麼、學會

什麼，並如何讓他利用他的潛能做出他所能成

就的。在這基礎之上，我能夠給予學生如何的

安排、準備、或是知識，我就儘量去做。同樣

的，我相信學生亦能感受到老師所給予的想法

與期許。學生因此也能盡其所能的自我栽培，

並從中得到許多成就感；學生亦從一年一年的

由所聽、所見、所聞，進而產生質變及想法

上根本的改變，這改變應是自發性，而非被動

的。惟走向國際之前，營建產業首當藉由國內

產業活動的參與，凝聚不同面向的想法與意

見，進而產生共識。當營建產業帶著共同的目

標與共識，積極參與國際上營建管理相關活

動，再回頭自我省視植基於原有的共識與目標

後，將從中得以知悉台灣營建產業確實所需、

所欠缺的為何，最終整個營建產業亦將得以真

正成為導航、領先的產業。

二、外語能力：台灣是個島國，踏出台灣往外

走是台灣的宿命與機會，具備各國語言的能力

亦成為必需。因此，應有系統地讓產業的人才

具備不同的外語能力，才足以走向國際。當

然外語能力不單只是最常用的英文，包括德、

日、西等語言亦應包含其中。

三、人際社交能力：一般咸信台灣營建產業的

社交能力並不差，惟仍應有好的平台，予以培

養後進。假以時日，當整個產業具備有語言條

件、社交能力及正確的觀念後，則營建產業的

發展將自然到位。

問：您從事於教育工作，並熱衷於社會服

務，期間並曾獲聘擔任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請教您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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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未來一定不會是台灣的資產，而是全世

界的資產，如此發展的技術才會有足夠的量。

附帶補充一點，中國的機械、施工機具，預估

在未來兩三年內就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施工機

具的國家，原因很簡單，因為全世界的市場就

在中國，我們亦無法置身度外。如此這又回到

先前所述及的，我們要有國際人才培育、外語

能力、社交能力、參與國際事務的平台，這些

無疑是連結在一起的，也是我們產業需積極突

破的。

問：對於營建管理自動化如何引進國外經

驗，及針對世曦營管事業群的走向，

從國際需求的角度看待，並介接到這個業主需

求來導引未來的技術發展，則台灣不可能會落

後，原因是我們很積極。譬如，現階段台灣就

有很多廠商進口日本的二手機械，再予以重新

模組化、校準，使成更適合台灣適用的機械，

這在台灣是相當普遍常見的現象，這可說明了

台灣確有這個能力。惟重要的心態是，我們不

能用發展技術的角度去發展技術，而是用業主

需求導向帶動技術發展，這也是全世界先進國

家發展模式。且當一個技術輸出成為一個商品

後，自然會衍生下一波的R＆D的發展。雖然台

灣有能力，但目前所面對的是連這基礎都尚未

創造出來，而這個待建的基礎，我可以很篤定

是有這能力的，就諸如此類概念，營建自動化

就應在這種構面上推動。再者，所謂裡面的個

別技術，根本上是無需特別關注的，只要是具

有高重複使用性，則工程師自會想一個優質自

動化技術取代。就譬如我非得去學打字我才會

打字，只是因為需要，所以我自然就學會適合

我自己的打字方法與軟體。因此重點就在於是

否會常常需使用到，技術夠成熟的話，自然就

會成為技術輸出的國家。

不能用發展技術的角度去發展技術，而是

用業主需求導向帶動技術發展

雖然過去產官學在營建自動化方面，曾經

如火如荼的推動過，惟未在產業間由量變形成

質變，因機會也錯失了。但是我相信，若持續

營建自動化，應貼近業主需求的滿足

當下營建自動化之瓶頸，在於業主需求

不夠具體，有些注重省錢、有些注重省工；惟

業主是否真的在意這些？業主是否都想買便宜

的東西？這倒未必。譬如說有些業主喜歡清水

模這種調性，若於上面作石材修飾他還不願接

受。這是我們必須緊貼業主的心予以瞭解的，

若是理解上有所誤差，站在工程角度看營建自

動化，那將是沒有業主願意付錢的，這樣的營

建自動化是不可能成功、也是不該被發展的。

若是業主需要、喜歡的東西，技術愈研發，則

愈貼近滿足業主需要，則業主愈願意付更多

錢。在此核心目標下，產業就更容易整合，就

如河流終將匯集於海洋，就是我們需要共同去

面對的問題。台灣一度是全世界潛盾機密度最

高的國家，主要是該期間市場有此需求；惟可

惜的是，我們沒有將此當作產業來發展，而是

各自需求各自採購，最終設備都成廢鐵一堆，

這也是一種無效率的體現。原本我們是該有機

會成為潛盾機技術輸出的國家，卻沒有作到，

是我們錯失了機會，實是至為可惜。再如，我

們的高鐵、捷運技術能力頗強，惟遺憾的是，

卻沒有變成一個商品化的服務，在全世界輸

出。譬如說泰國或其他國家城市要建造捷運，

就應該由捷運局所成立的團隊直接輸出當業

主，該城市無須再成立一家捷運公司，我們該

(左)陳世光專案協理  (中)黃春淦副理  (右)黃敏揚正工程師   

從國際需求的角度看待，並介接到這個業主需

求來導引未來的技術發展，則台灣不可能會落

後，原因是我們很積極。譬如，現階段台灣就

有很多廠商進口日本的二手機械，再予以重新

謝定亞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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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請教理事長有何看法。最後亦想請

教理事長有關落實人本永續工程的思

考課題。

答：

資訊是無縫隙、即時的，人只是決定”要

或不要”

營建管理自動化的基本核心就是資訊化，

而資訊科技的發展，不僅快速而且是一個無止

境的發展，例如可利用現在正夯的iPhone，並

與資訊平台相互結合運用，以應用到工地的第

一線。毫無疑問，我們的戰場就是在現場，如

何利用現下我們所擁有的許多後勤資源及視訊

媒體，並把世曦所有現場與總公司聯成一體，

相信許多的狀況，將能以群策群力的迅速獲得

解決。在這基礎上，業主亦可即時的看到案子

任何的構因、細節，中間無任何時差及移動，

他只消利用如iPhone等之產品，即可看到工地

即時進行的進程，所有資訊的累積、整理都是

即時的、共享的、完整的。在此概念下，未來

是否可放棄日報表的構念，每月估驗計價不再

需要含附佐證的施工品質照片，會議、變更設

計不需再勞師動眾、變更的model以及數量可

即時的傳遞給承商及業主。簡言之，資訊是無

縫隙、即時的，人的活動只專注在決策，而不

耗費人力在記憶、重複性勞務等低價值作業。

換言之，人將不擅長的工作交給營建管理自動

化來作，人則回到人本應作的事－理性和決

策，未來或許一天可做的決定將是現在數十、

數百倍，這無疑是人類效益極限之推展。這就

是我對營建管理自動化的思考以及觀察。

人本永續

人本永續，一直是個人在營建領域內相當

在意的一個課題。舉個例子來說，為何人可以

成為美食家？因為人是有品味的、會選擇的；

相對的，動物則是被環境所支配，你給牠什

麼牠就接受什麼，不知品味為何物。因此很明

顯的差別就是人會選擇，知道什麼是符合我們

的需要，這就是人性，惟人性是很少被當成課

題來研究的。工程師每天忙的本質究為何？無

非就是為了得到better life，惟應予如何定義

better life? 我小時候家境並不富裕、物質條件

亦差，但是並不會因此而較不快樂，反而現在

物質條件改善了，難道就比較快樂了？這是可

質疑的。因此回到之前的命題，better life是否

能簡化成就是現代化？這是值得深思的。因此

人本永續是相當值得工程師當一門課、一門學

問好好研究探討的，不應不問究理，直接相信

所謂的現代化就是好。

營建產業是需要不時的向人性去看齊、

跟人的需求去校準

我們所發展的產業，是否跟人類文明的

發展走向同一方向？抑或是一條岔路？因此我

們需要不時的跟人性、跟人的需求去校準，並

依此角度去發展包括教育體系，包括所謂的營

建自動化，包括產業的發展、制度、法令架構

等。

用我們最熟悉的營造業現況來談，若我

們檢視目前一般營造業的勞工，是否其工作上

得到足夠的人性對待？我們很少會覺得工地廁

所很臭、環境潮濕，是對勞工的不尊重。因為

我們可以忍受、可以接受他的工作環境就是如

此，即使他們有所抱怨，我們卻會認為是他們

不夠知足，這難道不是個該被滿足的人性需求

嗎？如果我們確實注意到這樣的問題，是否思

考該讓營造業勞工在工地上班就如同我們在世

曦上班一樣的環境？！我們可以很盡心盡力的

在工作崗位上打拼，無疑就是公司能提供具備

有better life的條件。在這基調上，工地也可以

擁有如此條件，這樣是否應該？如果公司因此

而付出更多的代價，這樣是否應該？如果公司

只談省錢，僅願提供更為擁擠的工作環境、不

適足的空調，這樣是否應該？在這裡，我提出

的是”該不該”而不是”多少錢”的問題。很

明顯，目前業主跟廠商之間互相的對待充滿著

不信任，業主甚至以大欺小、官衙門的心態，

這是否符合人性的需要？！人所創造出的組

織、制度以至工地，應該是要以人性為基礎，

並為最優先被考量的。如此種種都是值得去深

刻省思的。

再者，為何人性要跟永續銜接呢？因為

不符合人本的東西，根本就不為人類文明所接

受，遲早要被推翻或揚棄、不可能永續。非人

本所建構的一切，終將為人類所推翻成為歷史

的遺跡。舉凡周遭我們所建設的，總是充滿著

對環境、對人性的不尊重，讓整個城市裡充滿

著隔閡，無疑這些都是以工程的角度去建設、

為建設而建設，省錢、徵地及抗爭最少、路徑

最短、工進最快往往成了工程決定的主因。是

否有朝一日，人性覺醒後，這些不符人性的建

設就被拆掉了，這是值得令人省思的。人是否

有足夠的權力去支配這個世界，包括掌管生

態？！過往，好似這些思考都是學文史、法政

的專利；惟今日我們學工程的，也應該具備如

此的素養，並跟這些領域的人接觸、想法整

合。工程師所說的話，應該要為一般老百姓聽

得懂，並打動他們的心理。這是我對人本永續

的思考，亦是對工程領域的人最大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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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鉛心橡膠支承、隔震、原型測試、性能保證測試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材料試驗部／正工程師／陳貴麒

台灣自1994年引進鉛心橡膠支承應用於橋梁之隔震系統，至今已有許多橋梁採用鉛心

橡膠支承之隔震設計。早期的鉛心橡膠支承主要來自於國外進口，所有的測試必須仰賴國

外之試驗機構，而國內卻始終缺乏合適之試驗系統，導致研發及製造的成本過高，對於鉛

心橡膠支承力學性能的了解亦因而受限。目前國內已有合格之試驗機構可接受委託進行隔

震元件試驗，有效提升國人自製鉛心橡膠支承的能力。本文將介紹鉛心橡膠支承的力學特

性，並針對其試驗及檢核方式進行實例探討，使業界更能掌握鉛心橡膠支承的實際性能，

並作為未來品管驗收及試驗規劃之參考。

壹、 前言

地震乃不可避免之天然災害，如何提昇結

構物本身的防震能力，使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獲

得可靠的保障，實乃非常值得研究之課題。傳

統的耐震設計是利用構材之強度、勁度與韌性

變形的能力來抵抗地震力及消散地震引致之能

量，其設計流程不但複雜，韌性發生之實際過

程是否如預期亦難以掌握。

隔震技術自1980年代發展至今已臻成熟，

而隔震系統之採用已成為耐震設計的新趨勢之

一。隔震設計的基本原理乃藉由延長結構物的

自然週期以遠離地震之高能量頻率集中區，並

提供結構物額外附加的阻尼以消散傳入上部結

構物的地震能量，進而降低其加速度反應。在

1994年美國北嶺大地震及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

震中，皆證實隔震裝置能夠有效地降低上部結

構物之加速度反應，使得隔震系統在世界各國

的應用更是蓬勃發展，而鉛心橡膠支承為其中

一種最廣泛使用的隔震元件。

台灣自1994年起，於國道3號選擇數座橋梁

以研究性質進行鉛心橡膠支承之隔震設計。在

1999年歷經921集集地震後，政府單位逐步將鉛

心橡膠支承的隔震橋梁導入實際應用階段，以

提高橋梁的安全性。國道6號埔里－霧峰段經過

地震頻繁地區的高架橋，便大量使用鉛心橡膠

支承 [1]。早期的鉛心橡膠支承主要來自於國外

進口，研發與測試大多需委託國外的專有且合

格之試驗機構，導致成本過高、進度緩慢。目

前國內已有認證合格之研究及試驗機構可進行

隔震元件試驗，同時有效提升國人自製與品管

鉛心橡膠支承的能力，自2007年起國產的鉛心

橡膠支承陸續應用於國內的隔震橋梁工程中。

鉛心橡膠支承
之力學性能與
實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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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鉛心橡膠支承之外觀

圖3 鉛心橡膠支承之設計尺寸(單位：mm)

圖4 6000噸雙軸向試驗機

參、 鉛心橡膠支承之試驗規劃

目前國內隔震技術的應用已與各先進國家

並駕齊驅，相關的規範也漸趨於成熟，包括內

政部於2005年底公告修訂之「建築物耐震設計

規範及解說」、交通部於2008年底頒布之「公

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以及國道新建工程局

之「施工技術規範特定條款」第0582A章，對於

鉛心橡膠支承的試驗及檢核方式均有相關之規

定可依循。由於鉛心橡膠支承在設計上須承受

很大的垂直軸力與水平剪力變形，必須有可提

供高垂直載重及大水平位移之儀器設備方能進

行測試。目前國內具備相關試驗容量之研究或

試驗單位包括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4]、台灣

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

本文以國產之鉛心橡膠支承的原型測試及

性能保證測試進行實例說明，其外觀型式及設

計尺寸分別如圖2及圖3所示，試驗所需之設計

值如表1所示。試驗所採用的儀器設備為台灣世

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楊梅試驗室之6000噸

雙軸向試驗機，如圖4所示。試驗內容則依目前

國內隔震橋梁最常採用之國道新建工程局「施

工技術規範特定條款」第0582A章的要求規劃如

下：

         表1 鉛心橡膠支承之設計值

設計垂直靜載重PDL 625 tf

設計垂直活載重PLL 220 tf

水平及垂直地震所造成之
垂直載重PEQ

59 tf

水平設計位移DD 161 mm

常態載重所對應之位移 31 mm

有效勁度設計值Keff 0.960 tf/mm

消散能量設計值Ed 23600 tf-mm

等效阻尼比設計值 15.09 ％

鉛心橡膠支承的遲滯行為如圖1所示，其力

學特性可由試驗結果來決定，主要包括有效勁

度 、消散能量 及等效阻尼比 等參數，

各參數之定義分別說明如下：

一、鉛心橡膠支承墊在每個載重循環的有效勁度

可由下式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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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試體於該循環測試中水平

正向及負向之最大剪力。

、 ：試體於該循環測試中水平正

向及負向之最大位移。

二、鉛心橡膠支承墊的消散能量 為在不同位移

振幅時所得之單一循環迴圈面積，可由下式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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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試體於該循環及下一個循

環之水平零位移起始點。

 、 ：試體於該循環及下一個循

環之水平零位移起始點所對應之水平

力。

 n：該循環所記錄的數據點數。

三、鉛心橡膠支承墊在每個載重循環的等效阻尼

比 為：

　　　　
 .............................................(3)

 其中

   ：試體於該循環之水平正向最大位

移 與負向最大位移 之平均值。

為了增進國內業界對於鉛心橡膠支承之

實際性能與試驗內容的了解，本文將針對鉛心

橡膠支承原型(實體)測試及性能保證測試之試

驗及檢核方式加以介紹，藉由鉛心橡膠支承之

測試結果進行實例說明，使其力學性能更能被

掌握，以作為業界驗收、品管及試驗規劃之參

考。

貳、 鉛心橡膠支承之力學特性                        

鉛心橡膠支承（Lead-Rubber Bearings，

LRB）為天然積層橡膠支承與鉛心所組合而成，

此設計最早於1975年由紐西蘭W. H. Robinson所

發明[2]。鉛心橡膠支承在天然積層橡膠支承中

擠入一個或數個高純度(99.9%以上)的圓柱狀鉛

心，使其緊密鑲嵌於鋼板與橡膠片間。鉛在常

溫下即具有快速再結晶的恢復能力，藉由鉛心

塑性降伏後所產生的遲滯阻尼可有效地消散地

震能量並控制其相對位移，而在常態載重作用

下鉛心所提供的水平初始勁度則足以控制橋梁

的位移。因此，鉛心橡膠支承改良了天然積層

橡膠支承之低阻尼及水平位移較大的缺點，可

單獨地在隔震系統中使用而無須另外加裝阻尼

器[3]。

圖1 鉛心橡膠支承之遲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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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性能保證測試

在鉛心橡膠支承進行安裝之前皆須進行下

列性能保證測試，以評定其力學特性是否與設

計值相同或容許誤差範圍內。

(一) 壓力試驗

每個鉛心橡膠支承應承受1.5 ＝

937.5 tf之垂直載重5分鐘，並於卸載前後

觀察其變化。

(二) 壓力及剪力組合試驗

每個鉛心橡膠支承應在 ＝625 tf

之垂直載重下進行3個水平循環測試，每

個循環之最大位移應為鉛心橡膠支承之

設計位移161 mm。

肆、鉛心橡膠支承之試驗結果

鉛心橡膠支承試驗結果之分析與檢核方式

說明如下，其中各循環測試之結果係不包含第

一次循環之試驗數據。

一、原型測試結果

(一)所有測試之力－位移圖中，試體A及

試體B所顯示的勁度皆為正值，如圖

5～圖9所示。

一、原型測試

原型測試應包括2個依設計圖要求所製造

之全尺寸原型試體，試驗過程中每一循環之載

重、位移及遲滯行為等均應詳細記錄，且應依

下列順序進行水平力測試：

(一) 常態載重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設計靜載重與活載重

總和845 tf之下，進行20個循環測試，每

個循環測試之最大位移為鉛心橡膠支承

之常態載重所對應的位移31 mm。

(二) 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設計靜載重625 tf下，

實施3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位移

依序分別為鉛心橡膠支承水平設計位移

161 mm的1.0，0.50，0.75，1.0及1.25倍。

(三) 性能穩定性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設計靜載重625 tf下進

行10個循環測試，每循環之最大側向位移

為鉛心橡膠支承之水平設計位移161 mm。

(四) 鉛心橡膠支承穩定度試驗

在垂直載重各 為 ＝

794 tf及 ＝566 tf下，分別進行3

個循環測試，每個循環之側向位移為鉛心

橡膠支承水平設計位移161 mm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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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常態載重試驗的力－位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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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的力－位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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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性能穩定性試驗的力－位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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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鉛心橡膠支承穩定度試驗的力－位移圖(垂直載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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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鉛心橡膠支承穩定度試驗的力－位移圖(垂直載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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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態載重試驗中，試體A及試體B之

水平位移及水平剪力試驗結果可參

見表2及圖5。

(三)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中，試體A及試

體B在各指定的測試位移和垂直荷重

下，其任一循環的有效勁度 、

與其3個循環的平均有效勁度

、 之差異分別為(參見表3、

表4)：

表2 各試體於常態載重試驗的最大水平位移及最大水平剪力

循
環
順
序

試體A 試體B

水平正向最
大位移

(mm)( )A

水平負向最
大位移

(mm)( )A

水平正向最
大剪力

(tf)( )A

水平負向最
大剪力

(tf)( )A

水平正向最
大位移

(mm)( )B

水平負向最
大位移

(mm)( )B

水平正向最
大剪力

(tf)( )B

水平負向最
大剪力

(tf)( )B

1 30.60 -30.73 71.79 -71.12 31.15 -30.90 70.28 -72.95 
2 30.70 -30.75 72.79 -71.20 31.21 -30.46 71.18 -73.07 
3 30.74 -30.77 72.65 -70.85 31.21 -30.84 71.24 -72.89 
4 30.77 -30.72 72.34 -70.44 31.28 -30.42 71.10 -72.61 
5 30.69 -30.70 71.98 -70.02 31.20 -30.43 70.91 -72.28 
6 30.75 -30.71 71.64 -69.65 31.08 -30.64 70.62 -71.95 
7 30.62 -30.68 71.30 -69.29 31.16 -30.41 70.32 -71.65 
8 30.66 -30.77 70.98 -68.98 31.10 -30.12 70.02 -71.31 
9 30.72 -30.58 70.68 -68.67 31.20 -30.46 69.73 -71.00 
10 30.66 -30.75 70.38 -68.38 31.16 -30.77 69.44 -70.69 
11 30.76 -30.77 70.13 -68.12 31.21 -30.41 69.17 -70.39 
12 30.70 -30.58 69.87 -68.12 31.25 -30.56 68.92 -70.11 
13 30.66 -30.70 69.65 -67.64 31.24 -30.51 68.69 -69.90 
14 30.79 -30.71 69.44 -67.42 31.20 -30.97 68.48 -69.68 
15 30.69 -30.60 69.24 -67.22 31.11 -30.19 68.23 -69.47 
16 30.58 -30.63 69.06 -67.04 31.24 -30.40 68.06 -69.28 
17 30.70 -30.74 68.89 -66.86 31.25 -30.43 67.91 -69.11 
18 30.53 -30.73 68.72 -66.69 31.12 -30.57 67.72 -68.95 
19 30.79 -30.71 68.56 -66.51 31.19 -30.79 67.55 -68.78 
20 30.76 -30.73 68.40 -66.39 31.29 -30.49 67.40 -68.71 

表3 各試體於不同變形特性試驗的最大水平位移及最大水平剪力

之
倍
數

設
計
位
移

循
環
順
序

試體A 試體B
水平正向
最大位移

(mm)( )A

水平負向
最大位移

(mm)( )A

水平正向
最大剪力

(tf)( )A

水平負向
最大剪力

(tf)( )A

水平正向
最大位移

(mm)( )B

水平負向
最大位移

(mm)( )B

水平正向
最大剪力

(tf)( )B

水平負向
最大剪力

(tf)( )B

1.0 
1 161.19 -161.38 170.06 -167.30 161.29 -161.27 165.16 -164.72 
2 160.95 -161.36 164.78 -163.19 161.22 -161.30 159.50 -160.48 
3 161.14 -161.34 162.31 -161.26 161.29 -161.32 156.87 -158.24 

0.50 
1 80.56 -80.56 99.65 -96.52 80.34 -80.95 96.59 -97.23 
2 80.27 -80.54 99.78 -96.85 80.44 -80.67 96.80 -98.00 
3 80.44 -80.73 99.78 -97.04 80.39 -80.50 96.85 -97.84 

0.75 
1 121.41 -120.91 126.78 -124.39 120.80 -120.88 122.63 -123.57 
2 120.90 -120.92 126.50 -124.12 120.82 -121.11 122.26 -123.29 
3 121.20 -120.93 126.22 -124.02 120.80 -120.89 122.01 -123.18 

1.0 
1 161.13 -161.23 159.14 -158.03 161.28 -161.27 153.59 -154.81 
2 161.64 -161.23 158.02 -157.06 161.13 -161.26 152.45 -153.59 
3 161.09 -161.33 157.29 -156.09 161.35 -161.29 151.74 -153.02 

1.25 
1 201.31 -201.54 195.43 -194.14 201.40 -201.62 186.77 -188.30 
2 201.57 -201.39 191.00 -190.90 201.44 -201.61 183.50 -185.16 
3 201.35 -201.45 188.71 -188.62 201.44 -201.60 181.53 -183.10 

表4 各試體於不同變形特性試驗中任一循環有效勁度與3個循環平均有效勁度的差異

之
倍
數

設
計
位
移

循
環
順
序

試體A之有效勁度 試體B之有效勁度 試體A與試體B平均

有效勁度之差異單一循
環值

(tf/mm)

( )A

3個循環
平均值
(tf/mm)

各循環與3個循環平

均值之差異

單一循
環值

(tf/mm)

( )B

3個循環
平均值
(tf/mm)

各循環與3個循環平

均值之差異

1.0 

1 1.046 

1.022 

2.35% 1.023 

0.997 

2.61%

2.51%2 1.018 0.39% 0.992 0.50%

3 1.003 1.86% 0.977 2.01%

0.50 

1 1.218 

1.221 

0.25% 1.202 

1.207 

0.41%

1.16%2 1.223 0.16% 1.209 0.17%

3 1.221 0.00% 1.210 0.25%

0.75 

1 1.037 

1.035 

0.19% 1.019 

1.016 

0.30%

1.87%2 1.036 0.10% 1.015 0.10%

3 1.033 0.19% 1.014 0.20%

1.0 

1 0.984 

0.977 

0.72% 0.956 

0.950 

0.63%

2.84%2 0.976 0.10% 0.949 0.11%

3 0.972 0.51% 0.945 0.53%

1.25 

1 0.967 

0.951 

1.68% 0.931 

0.917 

1.53%

3.71%2 0.948 0.32% 0.915 0.22%

3 0.937 1.47% 0.905 1.31%

 2.35％；

 2.61％

規範要求必須在10％以內。

(四)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中，試體A及試

體B在各指定的測試位移和垂直荷重

下，兩個試體的平均有效勁度 、

之差異為(參見表4)：

 

3.71％

 規範要求不得大於10％，其中

 為 與 之 較 小

者。

(五)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中，於第二次

水平位移為鉛心橡膠支承設計位移

時之3個循環測試，試體A及試體B之

3個循環測試的平均有效勁度值

、 與有效勁度設計值 之差異

分別為(參見表5)：

 
1.77％； 

 
1.04％

 規範要求為不得超過15％。

 試體A及試體B之3個循環測試的平均

消散能量 、 與消散能量設計值

的比例分別為(參見表5)：

104.25％； 106.56％

 規範要求為不得小於85％。

 試體A及試體B之3個循環測試的平均

等效阻尼比 、 與等效阻尼比設

計值 的比例分別為(參見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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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5％； 107.36％

 規範要求為不得小於85％。

(六)性能穩定性試驗中，試體A及試體B

於任一循環測試之有效勁度

、 與第一循環測試的有效勁

度 、 之差異分別為(參

見表6、表7)：

 
1.10％；

表5 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中，各試體於第二次水平位移為鉛心橡膠支承設計位移時的3個循環測
試之平均有效勁度、消散能量及等效阻尼比與設計值之比較

循
環
順
序

試體A之有效勁度 試體B之有效勁度

單一循環值

(tf/mm)

( )A

3個循環平均值

(tf/mm) 

3個循環平均值             

與設計值之差異

單一循環值

(tf/mm)

( )B

3個循環平均值

(tf/mm)

3個循環平均值             

與設計值之差異

1 0.984 
0.977 1.77%

0.956 
0.950 1.04%2 0.976 0.949 

3 0.972 0.945 

循
環
順
序

試體A之消散能量 試體B之消散能量

單一循環值   

(tf-mm)

3個循環平均值

(tf-mm) 

3個循環平均值             

與設計值之比例

單一循環值   

(tf-mm)

3個循環平均值

(tf-mm) 

3個循環平均值             

與設計值之比例

1 24722
24602 104.25%

25286 
25147 106.56%2 24608 25131 

3 24475 25023 

循
環
順
序

試體A之等效阻尼比 試體B之等效阻尼比

單一循環
值   

3個循環
平均值

3個循環平均值             
與設計值之比例

單一循環
值   

3個循環
平均值

3個循環平均值             
與設計值之比例

1 15.39%
15.40% 102.05%

16.18%
16.20% 107.36%2 15.40% 16.22%

3 15.42% 16.19%

表6 各試體於性能穩定性試驗的最大水平位移及最大水平剪力

循
環
順
序

試體A 試體B
水平正向最

大位移

(mm)( )A

水平負向最

大位移

(mm)( )A

水平正向最

大剪力

(tf)( )A

水平負向最

大剪力

(tf)( )A

水平正向最

大位移

(mm)( )B

水平負向最

大位移

(mm)( )B

水平正向最

大剪力

(tf)( )B

水平負向最

大剪力

(tf)( )B

1 161.41 -161.21 147.17 -144.96 161.17 -161.18 141.92 -142.37 
2 161.25 -161.25 146.58 -144.57 161.14 -161.24 141.39 -142.03 
3 160.86 -161.28 146.31 -144.40 161.25 -161.16 141.11 -141.85 
4 161.50 -161.25 146.14 -144.38 161.14 -161.25 140.99 -141.76 
5 161.24 -161.23 145.94 -144.13 161.12 -161.25 140.81 -141.73 
6 161.12 -161.29 145.91 -144.13 161.30 -161.37 140.71 -141.47 
7 161.35 -161.34 145.71 -144.11 161.11 -161.27 140.57 -141.42 
8 161.19 -161.39 145.60 -143.83 161.13 -161.25 140.46 -141.32 
9 161.21 -161.22 145.45 -143.66 161.16 -161.27 140.35 -141.20 
10 161.28 -161.31 145.35 -143.52 161.16 -161.33 140.19 -141.10 

表7 各試體於性能穩定性試驗中任一個循環有效勁度與第一個循環有效勁度的差值

循
環
順
序

試體A之有效勁度 試體B之有效勁度

單一循環值(tf/mm)
任一循環與            

第一循環之差異
單一循環值(tf/mm)

任一循環與            
第一循環之差異

1 0.905 － 0.882 －

2 0.903 0.22% 0.879 0.34%

3 0.902 0.33% 0.878 0.45%

4 0.900 0.55% 0.877 0.57%

5 0.900 0.55% 0.876 0.68%

6 0.900 0.55% 0.875 0.79%

7 0.898 0.77% 0.875 0.79%

8 0.897 0.88% 0.874 0.91%

9 0.897 0.88% 0.873 1.02%

10 0.895 1.10% 0.872 1.13%

表8 各試體於性能穩定性試驗中任一個循環消散能量與第一個循環消散能量的比例

循
環
順
序

試體A之消散能量 試體B之消散能量

單一循環值(tf-mm)
任一循環與            

第一循環之比例
單一循環值(tf-mm)

任一循環與            
第一循環之比例

1 24166 － 24679 －

2 23974 99.21% 24502 99.28%

3 23866 98.76% 24375 98.77%

4 23814 98.54% 24304 98.48%

5 23709 98.11% 24216 98.12%

6 23652 97.87% 24146 97.84%

7 23595 97.64% 24060 97.49%

8 23547 97.44% 24020 97.33%

9 23494 97.22% 23959 97.08%

10 23423 96.93% 23913 96.90%

 
1.13％

 規範要求為不得大於20％。

 試體A及試體B於任一循環測試之消

散能量 、 與第一循環測

試的消散能量 、 之比例

分別為(參見表8)：

 

96.93％；

 

96.90％

規範要求為不得小於70％。

(七)鉛心橡膠支承穩定度試驗中，在保

持指定的垂直載重下，試體A及試體

B在整個受力歷時均保持穩定，其水

平勁度皆為正值(參見圖8、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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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國內目前隔震技術的發展已趨成熟，但業

界對於隔震元件試驗如何執行與落實仍存有諸

多疑慮。國內鉛心橡膠支承之生產製作尚在起

步階段，國人必須藉由工程經驗的累積方能提

升設計及製造技術。本文所提供之鉛心橡膠支

承試驗及檢核方式，可作為業界未來進行隔震

元件試驗之參考。而國內所展現之相關試驗技

術與能力，對於隔震元件之研發及製造將有相

當之助益。此外，由原型測試及性能保證測試

的試驗結果顯示，國人自製之鉛心橡膠支承已

具有良好的性能表現，不但能符合規範及設計

之要求，同時亦達到了實用化之目的。

2. 試體的平均消散能量 和設計值 之

比例為(參見表10)：

  

＝110.43％

 規範要求為不小於85％。

3. 試體的平均等效阻尼比 和設計值

之比例為(參見表10)：

  

＝109.15％

 規範要求為不小於85％。

4. 鉛心橡膠支承墊之力－位移關係請參

見圖10，試驗完成後之試體外觀並無

任何破壞情形產生。

(八)原型試驗結束後觀察試體的外觀，

試體A及試體B皆無可見之破壞情形

發生。

二、性能保證測試結果

(一)壓力試驗(參見圖10)

1. 鋼片和橡膠層墊間無接合不良的情

形。

2. 橡膠層表面無3三道(含)以上大於2mm

寬或2mm深的裂縫產生。

(二)壓力及剪力組合試驗

1. 試體的平均有效勁度 和設計值

之差異為(參見表9)：

  

＝1.15％

 規範要求為不超過15％。

表9 試體於壓力及剪力組合試驗之平均有效勁度與設計值之差異

循
環
順
序

水平正向

最大位移

(mm)

水平負向

最大位移

(mm)

水平正向

最大剪力

(tf)

水平負向

最大剪力

(tf)

有效勁度

單一循環值   

(tf/mm)

3循環平均值    

(tf/mm)

平均值與設計值

之差異

1 161.00 -161.05 155.22 -161.38 0.983 

0.971 1.15%2 161.00 -161.05 153.07 -159.01 0.969 

3 161.03 -161.09 151.76 -157.70 0.961 

表10 試體於壓力及剪力組合試驗之平均消散能量及等效阻尼比與設計值之比例

循
環
順
序

消散能量 等效阻尼比

單一循環值

(tf-mm)

3循環平均值   

(tf-mm)

平均值與設計值

之比例
單一循環值 3循環平均值

平均值與設計值

之比例

1 26476 

26061 110.43%

16.53%

16.47% 109.15%2 26002 16.47%

3 25706 16.41%

(i)壓力試驗 (ii)壓力及剪力組合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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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性能保證測試的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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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隔音牆、微量振動、頻譜分析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材試部／高雄環工試驗室／正工程師／鄭乙任

台灣由於地狹人稠且住戶密度甚高，在全國上下不斷地積極開發建設下，雖然造就

了更多的經濟奇蹟與繁榮，但確實亦衍生了不少之環境噪音/振動問題，此可從近年來，

每年約有三萬多件之噪音陳情案件看出端倪。為解決此一棘手的問題，環保署最近紛紛

修正噪音管制法及環境音量標準，同時自2010年1月21日起，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

準之公告，相信未來噪音/振動量測會在陳情民眾、環保主管機關及交通系統營運或管理

機關間，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因此，本文列舉二項與交通運輸系統相關之噪音、振動

量測技術，提供日後噪音改善工程驗收及交通系統傳遞振動對高科技廠房之影響程度評

估的參考。

壹、背景說明

根據環保署陳情案件統計數據資料顯示，

噪音/振動陳情案件已悄悄登上環保陳情案件之

首。因此，環保暑公告自2010年1月21日起，陸

上運輸系統只要受到民眾陳情且經量測後逾越

噪音標準者，則交通系統營運或管理機關將要

負起噪音改善之責，以降低民眾陳情之次數。

因此，日後工程顧問所須面對的噪音/振

動問題，將是如何確定噪音/振動來源逾越法

規標準及協助被陳情者如何改善噪音振動污染

問題。惟從被陳情到改善之過程，均需仰賴精

良的噪音/振動量測設備及檢測技術，方能找到

問題的解決之鑰，同時有鑑於未來噪音/振動問

題，勢必會回到改善工程的層面，因此本文將

介紹一般噪音改善工程常用之隔音牆其減音功

能之驗收量測方法，以確認噪音改善之實際成

效及是否符合陳情案要求之法規標準；振動方

面則以微量振動量測方法來了解交通系統所傳

遞之振動特性，評估振動量是否超出敏感受體

所能程承受之程度，並提供振動事件之頻譜資

料，以尋求可能之振動解決之道。

貳、噪音振動量測方法/法規標準

一、噪音量測方法/法規標準

各國或國際標準組織於噪音量測相關領

域所訂定之法規標準，相當繁雜多樣(見表

1，部分整理)。我國主要噪音量測方法為環

保署環境檢驗所所公告之環境噪音量測方法

(NIEA P201.93C)、環境低頻噪音量測方法

(NIEA P205.92C)，缺乏戶外隔音牆功能驗收

之量測方法/標準(如ISO 10847-1997、ANSI 

關鍵詞：隔音牆、微量振動、頻譜分析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材試部／高雄環工試驗室／正工程師／鄭乙任

振動量測技術與
工程實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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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國內外與噪音量測有關之方法/法規標準[1]

組織或國家 法規標準編號 主要內容 備註

中華民國
NIEA P201.93C
NIEA P205.92C

環境噪音量測規定及品管目標

環境低頻噪音量測及品管目標 

噪音計型號、校正公差、量測地點、

報告應出具項目

國際標準
組織

ISO 10847
ISO 6393
ISO 6395
ISO 3746
ISO 4872

戶外隔音牆減音功能驗收

土方移除施工機具聲音功率量測

土方移除施工機具聲音功率量測

一般施工機具聲音功率量測

一般施工機具聲音功率量測

以插入損失計

戶外現場量測(音壓轉聲功率法)

戶外現場量測(音壓轉聲功率法)

土方移除施工機具除外

土方移除施工機具除外

美國 ANSI S12.8 戶外隔音牆減音功能驗收 以插入損失計

歐盟標準
協會

CEN/TS 1793-5 隔音牆減音功能驗收 振動量測點為周界處

速度規)結合頻譜分析儀將時域之聲音/振動訊號

轉為頻率域之聲音/振動訊號。因為每個聲音或

振動均是由各個頻率之聲音或振動能量，經加

總後取對數再乘以10而得。因此，只要了解那

個頻率之聲音或振動能量最大，再以工程技術

來減低或消除該能量，就能使噪音或振動量降

低。所以，要進行噪音/振動改善工程一定要先

進行頻譜分析。另外，必須於量測前後以聲音

校正器及振動校正器進行儀器設備校正。噪音

計必須每二年送度量衡公正單位作檢定，以符

合CNS7129 TYPE1之規定；振動計則每二年送

度量衡公正單位作校正；校正器則每年須送校

一次。

肆、噪音/振動量測案例說明

噪音/振動量測範疇相當廣泛，本文將選擇

與交通系統相關之噪音、振動量測案例說明：

一、噪音量測實例─隔音牆設置前後減音功

能評估

(一)參照標準及規範

目前現地量測並決定隔音牆減音功

能之方法/標準，主要有ISO 10847-1997(

國際標準組織)、ANSI S12.8-1998(美國

噪音標準)及CEN/TS 1793-5-2003(歐體

標準化委員會)，其中前二者以插入損失

計，後者以空氣聲隔音指標計[6]。本案

例，當時是國內第一起以ISO 10847標準

方法執行量測。

1. ISO 10847-1997 Acoustics—In-situ 

determination of insertion loss of 

outdoor noisebarriers of all types.

2. ANSI S12.8-1998 (R2003) Methods 

for Determination of Insertion Loss of 

Outdoor Noise Barriers.

參、噪音振動量測技術

由於噪音、振動量測儀器設備不斷地推陳

出新，再加上環保意識的抬頭，許多量測技術

和方法陸陸續續的發展出來，讓噪音和振動這

種主觀的感覺，能以客觀的數值來呈現。噪音

量測之範圍相當廣泛，包括一般環境噪音、低

頻噪音、營建工程噪音、陸上運輸系統噪音、

機具(設備)聲音功率、等噪音線模擬繪製、隔音

牆功能評估、隔音牆規劃設計、防音材質功能

檢驗及儀器設備問題診斷等；而振動量測方面

則包括，環境振動、人體對振動的忍受、高科

技廠房微量振動、建築物振動危害評估及儀器

設備問題診斷。

雖然噪音可量測的技術及方法相當多，但

基本的量測及評估項目不外乎音壓(音量大小)、

聲音功率、聲音頻譜三大類；振動則為振動位

準(位移、速度、加速度)及振動頻譜。

一、音壓及振動位準

以噪音計及振動計直接量測。一般用於環

境噪音及振動量大小之檢定，尤其在環境影響

評估各階段，同時也是環保單位取締之依據。

二、聲音功率

量測方法有二，一為使用噪音計於特定聲

學環境量測音壓位準再換算為聲音功率，二為

使用聲音強度探測管/分析器來量測聲音強度再

換算為聲音功率。由於聲功率與音壓有一關係

(LW=SPL+20log
10
r-8(於非吸收地面))，故可用於

評估營建工程施工機具或電腦相關產品因所在

位置及方向不同，所產生之噪音大小。

三、聲音/振動頻譜

利用麥克風及振動感測器(一般為加速規或

二、振動量測方法/法規標準

國內振動相關法規標準，除CNS有規範振

動量測設備及環檢所公告之環境振動量測方法

(NIEA P204.90C)外，其餘部分相當缺乏。甚

至目前還沒有本國之環境振動相關法規，長期

以來均以日本振動規制法為環境振動標準之參

考。其他相關量測方法/法規標準，請參考表2。

S12.8-1998、CEN/TS 1793-5-2003)及易產

生噪音施工機具聲音功率量測之部分(如ISO 

6393:1998、ISO 6395:1988、ISO 3746:1995、 

ISO 4872:1978)。至於噪音法規標準，主要有環

境音量標準、噪音管制法、噪音管制法施行細

則、噪音管制標準(含低頻噪音)、陸上運輸系統

噪音管制標準及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等，

屬維護人民居家安寧層面。

表2 ISO及德英日各國與振動有關之標準[1]

組織或國家 標準編號 主要內容 備註

國際標準組織

ISO 2631
ISO 2631-1
ISO 2631-2
IS0 4866

振動對人體影響之限值

一般規定： 

結構振動(1～80Hz)

振動量測及評估對建物之影響

振動量測點為人體所在位置

頻率(1～80Hz)、振動大小(加速度

)、振動延時(1min~24h)、對人體之

振動方向

德國

DIN 4150
DIN 4150-1
DIN 4150-2
DIN 4150-3
DIN 45672-1
DIN 45672-2

振動對人體影響之極限

一般規定

人在建物中所受影響

地表振動引起之建築物損壞等級鐵

路振動量測

鐵路振動分析評估

振動量測點為人體所在位置

(1～100Hz)

振動量測點為距路軌中心線8公尺

英國

BS 6841

BS 6472
BS 7385
BS 7385-1
BS 7385-2

量測及評估人體曝露於全身振動及

反覆振盪

人體曝露在建物內之振動評估

建築物內振動之評估與量測

振動量測及評估對建物之影響

地表振動引起之建築物損壞等級

振動量測點為人體所在位置

(1～80Hz)

同時量測三軸振動速度之未濾波歷

時資料(RMS)

日本

----
JIS 28735
JISC 1510
JISC 1511
JISC 1513

日本振動規制法

振動位準測定法

手持工具用振動計

噪音和振動之八音階及1/3八音階倍

頻分析法

振動量測點為周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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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端至防音設施間之距離小於15公

尺時，則參考麥克風可儘可能抬高，

以便使從噪音源區較近端至參考麥克

風的高度角大於至防音設施頂端夾角

10°以上。

3. 量測儀器佈設圖

現依上述測點規劃原則，並配合

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及環東基河快速

道路測點之噪音量測作業環境及相關

結構物尺寸，將參考麥克風及噪音接

受體處之麥克風架設位置平面圖及立

面圖，劃定於圖1及圖2。

(九)隔音牆聲音插入損失之決定 

1. 直接量測方法 

如果音壓位準能夠於隔音設施設

置「前」、「後」直接量測，則可直

接量測防音設施之插入損失。隔音設

施插入損失DIL，計算如下： 

(八)量測設備架設

1. 水平位置

因該二條快速道路之噪音源至欲

設隔音牆之距離均小於15m，且就現

場實地勘查結果及冀符ISO 10847規範

之雙重考量下，於洲美快速道路須自

其高架橋雙邊外牆作11.25m水平距離

之延伸(因噪音源至高架橋外牆距離為

3.75m)，以作三點(一個參考麥克風及

二個噪音接受點麥克風)不同垂直高層

之高空噪音量測；於環東快速道路處

雖有上、下層之分，惟仍須一致向外

作11.5m水平距離之延伸(因噪音源至

高架橋外牆距離為3.5m)。

2. 垂直位置

參照ISO 10847規範之建議，每

個量測點，規劃設置三支不同垂直高

度之麥克風，即參考麥克風及二支噪

音接受體處麥克風。惟從噪音源區較

3. IEC 942:1988音源音位校正器 

4. IEC 1260:1995電聲學－倍頻及1/N倍

頻濾波器

(五)量測方法

規範中，所提及之量測方法有二，

即直接量測法及間接量測法，可作為戶

外防音牆插入損失檢測。一般量測現場

未設置任何防音設施時，建議方法為直

接量測法，若無法為之時，則替代方法

為於〝設置前〞，以等同場地(Equivalent 

site)替代之間接量測法。因台北市洲美

快速道路及環東基河快速道路當時未設

置任何防音設施，故直接量測法較為適

用。

(六)音源型式選擇

有三種型式之聲源可用於防音設施

插入損失現場測定，即自然聲源，控制

型自然聲源，控制型人造聲源。自然聲

源做為防音設施設計之非控制型自發聲

源，係為本國際標準所採用正式的最佳

聲源。

(七)噪音量測延時

依據現場音源狀況，再對照表3，以

選擇適當之量測延時。

3. CEN/TS 1793-5 Road traffic noise 

reducing devices - Test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acoustic performance - 

Part 5: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 In situ 

values of sound reflection and airborne 

sound insulation.

(二)適用範圍

係用於決定各種不同音源之戶外防

音牆插入損失，其規範現場防音牆插入

損失值量測程序，包括麥克風位置、音

源狀況及現場聲學環境。

(三)量測地點選定

量測地點選定於台北市洲美快速

道路需設置隔音牆之位置及環東快速道

路基河路段高架橋上、下層隔音牆設置

之位置，故量測地點優先考量於以上二

路段之外側且無交通影響之地方進行量

測，並考量伸降平台作業車能到達、架

設之地方。

(四)參考相關規範

下列標準所含規範為制訂本標準條

文之依據：

1. IEC 651:1979噪音計 

2. IEC 804:1979積分型噪音計 

表3 建議每次噪音量測延時或應有之取樣次數[3]

噪音之暫時狀況種類

建議每次噪音量測延時

最大期望之範圍(dB)

10 10-30 30

穩定 2分鐘 無可應用的

非穩定，變動的 5分鐘 15分鐘 30分鐘

非穩定，間歇的 至少10次事件(events)

非穩定，衝擊性及獨立爆發 至少10次事件(events)

非穩定，循環性 3次循環 圖1 洲美快速道路隔音牆設置前、後噪音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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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與高科技廠房之振動標準作一比

較。

(三)量測地點選定

測 線 1 於 距 高 鐵 基 樁 P 2 6 2 

(STA.291+981.789)約12.5m及200m處

(STANDLEY廠區北側康寧之停車場旁)

 (四)量測方法

1. 量測設備(參見表4)

二、振動量測實例─高速鐵路行經高科技廠

房之微振動量測

(一)參照標準及規範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自

行研發。

(二)適用範圍

係用於決定振源頻譜分析，了解列

車通過時最大振動速度及發生之頻率，

考點位置之音壓位準 

 Lr,A： 於防音設施設置「後」，在噪音

接受點位置之音壓位準 

 Cr及Cr’為噪音接受點位置型態之校正

因子，如下： 

 半自由場 ： Cr = 0 dB     

    反射面 ： Cr’ = 6 dB 

 註：噪音接受點位置最好選擇於Cr及Cr'相

同之處。 

 間接所得之防音設施插入損失D'IL如

下： 

 D'IL= DLA - DLB 

高架橋隔音牆減音功能驗收所執行之現場

噪音量測作業，與一般環境噪音量測差異相當

大，除須注意架設於起重機吊籃的麥克風於高

空之相對位置外，還須執行平面道路之交通管

制，同時交通流量之監測亦屬必要。有關現場

量測之作業過程，見圖3。

 DIL =（Lref,A -Lref,B）－（Lr,A -Lr,B），其中

 Lref,B：於防音設施設置「前」，在參考

點位置之音壓位準 

 Lr,B ：於防音設施設置「前」，在噪音

接受點位置之音壓位準 

 Lref,A：於防音設施設置「後」，在參考

點位置之音壓位準 

 Lr,A ：於防音設施設置「後」，在噪音

接受點位置之音壓位準 

2. 間接的方法 

參考點與噪音接受點位置之半自

由場音壓位準差表示如下： 

 ΔLB = Lref,B -（Lr,B - Cr） 

 ΔLA = Lref,A -（Lr,A –Cr’），其中 

 Lref,B：於防音設施設置「前」，在參考

點位置之音壓位準(替代場所) 

 Lr,B：於防音設施設置「前」，在噪音

接受點位置之音壓位準(替代場所) 

 Lref,A： 於防音設施設置「後」，在參

圖2 環東基河快速道路高架橋上、下層隔音牆設置前、後噪音檢測

圖 3 洲美快速道路高架橋隔音牆減音功能驗收之現場噪音量測作業

表4 微振動頻譜分析量測儀器設備彙整

儀器設備名稱 廠牌 功能說明 使用地點

振動頻譜分析儀 B&K / PULSE 噪音振動頻譜分析 測定點

振動加速規 WILCOXON 振動物理量量測 測定點

訊號積分放大器 G-TECH 將振動加速度訊號積分放大為速度訊號 測定點

資料分析用電腦 BENQ 資料分析及顯示 測定點

氣象監測儀器 DAVIS / MONITER И 溫度、相對濕度、氣壓、風速及風向測定 測點附近

光柵感測器 OMRON 利用光柵遮斷時間長短於固定距離求取車速 測點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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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由此時段之振動速度歷時，求

取此列車振動事件包含90%(5%~95%)

振動能量之頻譜分析所須擷取之時

間(Te,詳圖5 )，此時Te上、下時間

範圍，才是真正事件分析時間(詳表 

5)。

(2) 列車通過前背景振動

由所記錄振動速度歷時，將列車

通過量測點前600m處往前擷取一段

Te，做為分析一個列車通過前背景振

動頻譜之時間。

(3) 列車通過後背景振動

由所記錄振動速度歷時，將列車

通過量測點後600m處往後擷取一段

Te，做為分析一個列車通過後背景振

動頻譜之時間。

2. 電磁輻射

3. 選擇合適設置地點

4. 加速規之大小

5. 加速規之裝設

(六) 頻譜分析方法[7]

所量測之振動速度歷時記錄(time 

history，圖4)，最後將時域資料經快速傅

利葉轉換(FFT)為頻率域含1/3 倍頻中心

頻率為1~100Hz 之三軸向振動速度值。，

因此每次量測列車班次至少10~20班次。

其分析程序說明如下：

(1) 列車通過之有效時段振動分析

列車通過時段之振動速度，為列

車通過量測點前後各600m之振動速度

(2) 若現場是非水泥地等堅硬路面，

則須向下挖30cm高之四方形土

坑。

4. 加速規軸向

與列車行駛方向平行者為Y軸，垂

直者為X軸，垂直地表為Z軸。

5. 加速規、麥克風與頻譜分析儀連接

接好後，每個感測器依序觸碰以

了解訊號線有無錯接。

6. 開始量測

(五) 量測應注意事項

1. 基座應力(Base Strain)：

2. 列車通行速度

高鐵列車通過附近高科技廠房

時，振動對生產機台之影響，而列車

行駛速度又是一重要影響因素，因此

車速之量測是相當重要的。

(1) 光柵感測器：列車通過光柵感測

器時，會遮斷光柵感測器發射訊

號，此時頻譜分析儀會記錄遮斷

前後時間，最後除以列車長度

(304m)即為車速。

(2) 碼表計時：由現場人員記錄列車

頭尾通過之時間最後除以列車長

度(304m)即為車速。

3. 測點位置定位及整理

(1) 測點須與對應之橋墩垂直，故以

經緯儀作距橋墩中心線12.5m及

200m定位。

圖4 列車通過量測點前後各600m之振動速度歷時(距橋墩200m處)

圖5 列車通過之頻譜分析所須擷取時間(Te)

表5 列車通過測線之車速及列車通過之分析時間窗

量測日期
(04/23)

車速
(km/hr)

列車通過時段
之起始時間點

列車通過時段
之結束時間點

列車通過分析
時間 (5%)

列車通過分析
時間 (95%)

備註

南下列車通過 267 10:13:31 10:13:51 10:13:37 10:13:45

圖6 高鐵列車行經時於距橋墩200m處高科技廠房之振動速度位準及頻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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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依噪音管制法第十四條規定，快速道路、

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內，車輛

行駛所發出之聲音，若超過2010年1月21日環保

署公告施行之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營

運或管理機關應於180天內訂定該路段噪音改善

計畫，其無法改善者得訂定補助計畫。因此，

隔音牆之設置會是必需而不可或缺之噪音改善

設備。

過去，我國及日本均無隔音牆戶外減音功

能驗收之相關規範，隔音牆一經設置後就一定

可以順利結案，即使減音效果不彰，亦對承商

無可奈何。自從民國2004年第一次在洲美及環

東快速道路實施隔音牆戶外減音功能驗收後，

隔音牆設備廠商就必須為其承諾之減音量(差入

損失值)負責，若達不到時就得依約罰款或要

求持續改善到好為止，此應該是國內噪音改善

工程的一大進步。因此，為因應目前最新噪音

管制法規定，執行噪音改善計畫，屆時還須經

過一套嚴謹的隔音牆減音功能檢驗方法，來核

驗改善計畫之成效。目前隔音牆減音功能之檢

驗方法，主要有ISO 10847-1997、ANSI S12.8-

1998、CEN/TS 1793-5-2003及於陳情人住處測

量特定時段之均能音量等四種，每種量測方法(

或標準)均有其專業上的考量，但也有其不完善

之地方。因此，到底採用那種測法，才能真正

的反應隔音牆真正的減音量？確實有待相關主

管機關，對這些量測方法作一整體性的比較，

最後決定出較合乎國內環境之隔音牆減音功能

檢驗方法，提供與噪音改善計畫有關之單位來

執行。

高速鐵路經過高科技廠房之現場微振動量

測作業，與一般環境振動量測(只測振動加速度

大小)差異相當大，因為微振動之振動感測器(振

動加速規)相當靈敏，因此測點現場之環境狀況

須一一掌握，避免旁有如高壓電塔、地塹、水

溝、大樹(林)、空心

不堅實之結構物或產

生低頻噪音/振動之設

施(如空調排氣系統、

冷卻水塔、空壓機…

等)，必要時還須執

行平面道路之交通管

制。有關現場量測之

作業過程，見圖8。

經由列車通過時段振動與列車通過前背

景振動及列車通過後背景振動作背景振動修正

後，即可得本次列車行駛時真正振動速度值及

頻譜資料(見圖6)。最後，再與圖7之標準值作比

較，以了解列車行駛對高科技廠房之影響。

圖8 高速鐵路經過高科技廠房之現場微振動量測作業

圖7 精密機具運作之振動標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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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壹、前言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簡稱機

場捷運，位於北台灣，為服務桃園國際機場聯

外交通為主之大眾捷運系統。起自臺北車站，

經由桃園國際機場、止於中壢市。其中桃園國

際機場三個航廈大樓之間，規劃了10條捷運潛

盾隧道，做為旅客運載動線，潛盾隧道工程由

CU02A施工標施作，自2007年5月開工至2010

年1月止，已完成10條潛盾隧道貫通，在全程自

動化即時監測系統進行控管及緊急通報之管理

等措施下，其中#3、#4潛盾隧道於2009年8月

順利通過機場東滑行道高敏感區域，#9、#10於

2009年8月潛盾隧道順利通過機場西滑行道高敏

感區域，#5、#6於2010年1月潛盾隧道順利通

過一期航廈及塔台高敏感區域。這段期間共完

成全部捷運潛盾隧道7200公尺施工，得到許多

屬於桃園台地卵礫石層的大地監測資料及潛盾

施工寶貴管理資訊，可做為日後卵礫石層潛盾

隧道工程施工安全管理之重要工程經驗。

貳、工程概述

一、工程地質

本標工程位於桃園台地，主要通過地層為

桃園層、中壢層與大南灣層。地表主要為紅土

層覆蓋，厚度約在1～4公尺之間，其下則為卵

礫石為主(桃園層、中壢層)，填充物為砂、泥、

粘土等，顏色主要為紅色，局部為黃棕色。紅

土層之標準貫入試驗N值多在5～20之間，卵礫

石層標準貫入試驗N值則多達100以上。卵礫石

層厚度約10～25公尺或更厚不等，在礫石層中

常夾有厚約1～2公尺膠結不佳之砂泥層，多分

佈在地表下11～15公尺之間，卵礫石層之礫石

1 2 3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為政府核定納入「挑戰2008― 國家發
展重點計畫」之重要工程建設。其間三個航廈之聯結，規劃以潛盾隧道方式施作，其穿
越之地層屬桃園台地卵礫石層，開挖長度達7200公尺，就其地質及開挖長度而言，為國
內首例最長之卵礫石層捷運潛盾隧道工程。

機場捷運潛盾隧道穿越桃園國際機場下方，在鄰近重要構造物包括如華航維修場、
航廈、塔台、滑行道等均佈設相關監測儀器進行地面沈陷及建物傾斜、沈陷監測，以達
施工風險之管控，尤其是在塔台、滑行道等飛航管制區域不能受施工干擾及影響，因此
特別採用全程自動化即時監測系統進行控管。

本文探討機場捷運潛盾隧道在穿越機場滑行道、塔台等高敏感區段，其針對滑行道
之道面及地中深層沉陷之自動監測儀器的佈設，塔台區之地層沉陷、地下水位、重要建
物變位等自動監測儀器的佈設；在施工過程中，並經由全程自動化即時監測系統進行控
管及緊急通報之管理等措施，做為潛盾施工安全管理的重要依據，在施工團隊確實的控
管下，已順利完成貫通高敏感區域之潛盾掘進工程，並未造成滑行道、塔台等重要構造
物之任何影響，本工程於高敏感區域採用全程自動化即時監測系統進行控管，實有其必
要性且可做為日後潛盾隧道工程施工安全管理之重要工程經驗。

關鍵詞：卵礫石層、潛盾、自動監測、施工安全管理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計畫經理／黃金田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務所主任／汪子翔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協理／張順忠 3

關鍵詞：卵礫石層、潛盾、自動監測、施工安全管理

機場捷運潛盾
通過滑行道及
塔台區自動監
測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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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潛盾隧道施工概況綜整表

潛盾隧道分區 潛盾機編號 發進井 到達井 長度(m) 覆土深度(m) 備註

I
1

A11P1 A11P2
1203(上行)

14.3~29.4
2 1232(下行)

II
3

A11P2 A12
844(上行)

12.4~21.8
4 844(下行)

III
5

A12 A13
648(上行)

10.4~17.2
到達棄殼

6 647(下行) 到達棄殼

IV
9

A14M1 A13
111(上行)

9.6~11.3
到達棄殼

10 111(下行) 到達棄殼

V
7

A14a A14P2
769(上行)

9.1~14.7
8 769(下行)

潛盾機主要機器結構

螺旋運輸機

潛盾機主要機器結構

螺旋運輸機

後續設備

切刃盤 切刃驅動電動機 環片盾尾止水封中折千斤頂

形狀保持裝置

螺旋運輸機

潛盾機主體 潛盾千斤頂 架設機

潛盾油壓單元 變壓器操作室

環片運輸軌道 潛盾機控制盤切刃起動盤

No．１台車 No．２台車 No．3台車

電線存放處

No．4台車

圖3  潛盾機主要構造圖

外徑為6240mm，且具有開口率為50%之面盤，

其容許最大礫徑為70cm，儘可能不破碎卵礫

石，使直徑≦70cm的卵礫石可直接進入土艙，

利用螺運機排出，巨大卵礫石（φ＞70cm）

則經切刃磨碎，以限制進入機內土艙之卵石大

小，防止螺運機的阻塞。採用之潛盾機如圖3所

示。

  

5600mm，鋼筋混凝土環片由三片A型環片、一

片B型環片、一片C型環片及一片K型環片組成，

環片厚度為250mm，環片長度為1000mm，環與

環間以弧形螺栓結合。

本工程區域內潛盾機處理卵礫石材料多數

為35cm以下，偶而方出現70cm情形，鑽掘之潛

盾機為密閉型，採用加泥式土壓平衡型式，其

潛盾隧道覆土深度在8公尺~24公尺之間，

縱坡最大達到2.66%，上、下行隧道採水平配

置，共分五個施工分段：第I隧道段由編號1及2

號潛盾機鑽掘，西行施工穿越南崁溪，隧道最

小間距約3.5公尺；第II隧道段由編號3及4號潛

盾機鑽掘，西行穿越東滑行道(EC)；第III隧道

段由編號5及6號潛盾機鑽掘，西行經過第一航

廈、塔台區至第二航廈東側停車場止；第IV隧

道段由編號9及10號潛盾機鑽掘，潛盾機是由編

號1及2號潛盾機轉用，東行穿越西滑行道(WC)

抵第二航廈西側停車場止。第V隧道段由編號7

及8號潛盾機鑽掘，西行穿越埔心溪至A14P2潛

盾到達井止。(綜整如表1)

三、潛盾隧道

潛盾隧道斷面採用圓斷面，其標稱內徑為

以矽質砂岩為主，粒徑大小不一，大多在數公

分至50公分之間不等，多呈次圓形，填充物為

泥砂。卵礫石層內礫石之含量約在52%～59%，

部分區段可達75%～85%，礫石屬石英砂岩，其

單壓強度約在95~207Mpa。卵礫石層之下則為膠

結不佳砂岩與泥岩(大南灣層)。地下水位約在地

表下3～7公尺之間變化。(如圖1)  

二、潛盾隧道施工概述

機場捷運CU02A標潛盾隧道東起桃園縣大

園鄉南崁溪東側發進井，穿越南崁溪後進入桃

園機場範圍，其間經過東滑行道、第一航廈、

塔台、第二航廈、西滑行道等，西迄大園鄉埔

心溪西側到達井，隧道上下行線總長約7.2公里 

(如圖2) 。

圖1  沿線地層剖面圖

：聯絡通道

111m 647m769m 844m 1234m

二期航廈 一期航廈三期航廈

A12站
A13站A14站

A14a站

111 m 647 m 844 m 1232 m

1，2號機3，4號機5，6號機7，8號機 9，10號機

769 m

圖2  潛盾隧道配置圖

機場捷運CU02A標潛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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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變位，其監測平面配置及斷面詳如圖5所

示。自動化監測系統之配置概述如下：

(二)地表變位採用相互連接之電子式桿

式變位計(EL-Beam)量測，以得到完

整之地表沉陷槽曲線。

(三)道面以油漆標示監測點位，以人工

方式量測地表沉陷量。

二、塔台區自動監測系統

針對穿越塔台管制區下方之潛盾隧道段，

佈設自動化電子式監測儀器，另輔以人工量測

潛盾於發進工作井及到達工作井處均須輔

以區外降水及地盤改良，以確保鏡面破鏡時之

施工安全。

參、滑行道及塔台區自動監測系
統

機場捷運潛盾隧道穿越桃園國際機場下

方，在鄰近重要構造物包括如華航維修場、航

廈、塔台、滑行道等均佈設相關監測儀器進行

地面沈陷及建物傾斜、沈陷監測，以達施工風

險之管控，尤其是在塔台、滑行道等飛航管制

區域不能受施工干擾及影響，因此配置了全程

即時自動化監測系統，藉由全程自動化即時監

測系統的整合，做為潛盾施工安全管理之依

據。

潛盾隧道監測儀器的配置以監測潛盾隧道

引致的地層變位及隧道內空變位為主要考量。

在一般潛盾隧道段範圍沿隧道中心及其兩側佈

設地表沉陷觀測點，並在隧道中心上方安排多

桿式伸縮儀，監測地層垂直向變形，在隧道外

側佈設水壓計與土中傾度管，監測水位變化與

土壤側向變形。

一、滑行道區自動監測系統

針對穿越滑行道下方之潛盾隧道段，則佈

設與一般路段相同監測目的之自動化電子式監

測儀器，另輔以人工量測滑行道面地表沉陷，

其監測配置及斷面詳如圖4所示。自動化監測系

統之配置概述如下：

(一)鄰近道面兩側分別佈設D型計測斷面

電子式儀器，包括土中傾度管、水

壓計、多點桿式伸縮儀等。

圖4  東、西滑行道監測配置及斷面圖 圖5 塔台管制區監測配置及斷面圖

土中傾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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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塔台管制區與滑行道自動監測傳輸架構

圖7 自動監測傳輸流程

點選單一儀器：顯示單一監測儀器
歷時記錄。﹝如下圖﹞

土
中
傾
度
管

燈
號
顯
示
：
以
文
字
顯
示
目
前
監
測
儀
器
狀
態

多點桿式伸縮儀

桿式變位計

監測成果摘要說明：以文字
顯示目前監測儀器狀態

儀器配置圖：顯示監測
儀器在現地所在位置

點選斷面：以斷面圖顯示監測儀器顯示目前狀態。﹝詳次頁﹞點選斷面：以斷面圖顯示監測儀器顯示目前狀態。﹝詳次頁﹞

：儀器故障、異常

：儀器超出管理值(警戒值、行動值)

圖8 自動監測軟體畫面

四、自動化即時監測系統架構及緊急通報

潛盾隧道工程在機場塔台區段規劃採用自

動化即時監測，由監測執行廠商設計視窗介面

監視平台，在多頁式選單畫面中，藉由圖形、

顏色、燈號及數據等，很直覺的由監視螢幕判

讀即時資料，資料擷取頻率設定每10分鐘一

次，儀器若有超過設定管理值或故障異常，系

統會經由燈號顏色、警示聲響及自動發送手機

簡訊告知管理者，其塔台管制區與滑行道自動

監測傳輸架構詳如圖6，自動監測傳輸流程詳如

圖7所示，自動監測軟體畫面詳如圖8所示。

(四)佈設電子式儀器包括傾斜計、土中

傾度管、水壓計、桿式伸縮儀。

三、自動化儀器簡介

滑行道及塔台管制區潛盾隧道段，配置了

自動化電子式監測儀器，以便潛盾通過管制區

期間能即時得到監測資訊，提供高風險管控重

要依據。自動化監測儀器項目及照片詳如表2。

(一)連通管式沉陷計：設置於塔台、近

場台、電力中心，以監測建物之沉

陷。

(二)佈設C型計測斷面3處，採自動化監

測以供施工監測管理。

(三)全測站3D測沉系統：配合稜鏡之裝

設，進行區內建物26點之沉陷觀

測。

表2  自動化監測儀器項目表

表2  自動化監測儀器項目表

地層變位 隧道內空 塔台區建物變位 地下水

地表沉陷 地層沉陷 地層側移 變位 建物沉陷 建物傾斜 狀況

地表型沉陷觀測
點(SM)

電子式多桿式伸
縮儀(EXM)

電子式土中傾
度管(SIS)

周弦式收斂計
(BCS)

連通管式沉陷計
(DSM)

電子式傾斜
計(TI)

水位觀測井
(OW)

淺層沉陷觀測點
(SSI)

環片內混凝土應
變計(SG)

稜鏡觀測沉陷點
(SB)

電子式水壓計
(ELP)

滑行道面型沉陷
觀測點(SB)

自動化全測站儀
(TS)

電子式桿式變位
計(EBS)

公共管線型沉陷觀
測點(SU)

監測儀器名稱 監測內容 規範

 

電子式傾斜儀(TI) 結構物傾斜 量測範圍±10℃

全測站自動化量測系統 結構物沉陷 系統精度1mm

連通管式沉陷計(DSM) 結構物沉陷 量測範圍±40mm

電子式水壓計(ELP) 水位/水壓 量測範圍±15t/m2

周弦式收斂計(BCS) 隧道內空變位

量測範圍
±10О

(短臂)
±2О

(長臂)

電子式多點桿式伸縮儀(EXM) 土層沉陷/隆起 量測範圍0±100mm

電子式土中傾度管(SIS) 土層側向位移 量測範圍±10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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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通報案例(如表3)：2009.12.15一筆MC-

C-02監測斷面之EXM104815超過警戒值手機簡

訊，經由監測數據的判讀確認，監造單位立即

開出「警戒黃單」，並於2009.12.16召開緊急應

變措施討論會議，經研判「此桿式伸縮儀係距

離塔台最遠處且週邊其他監測儀器皆無異狀，

該處位於潛盾機下方，研判可能為該處原本就

有孔洞，潛盾機通過時之背填灌漿造成伸張儀

縮短之現象，目前地表面無任何異狀對塔台並

無影響，潛盾鑽掘仍可繼續進行」，由主承商

即刻進行潛盾施工安全管理標準再確認、加強

監測及進行地面層24小時目視監控，經後續監

測數據確認並無進一步擴大。藉由緊急通報、

有效施工安全管理方案等流程，達成自動監測

資訊與高風險管控結合之終極目標。

肆、自動監測成果

一、滑行道區監測儀器變化情形

在自動化監測及高風險施工管理下，其中

#3、#4潛盾隧道於2009年2月~2009年8月順

利通過機場東滑行道高敏感區域，#9、#10於

2009年5月~2009年8月潛盾隧道順利通過機場

西滑行道高敏感區域，其主要自動化儀器(SIS、

EBS、EXM)監測變化情形如圖9~11所示。

  

表3  緊急通報案例及流程

圖9 EC、WC滑行道自動化土中傾度管儀器變化情形

 

 

 

 

 

 

 

 

 

 

 

 

 

 

 

最大變化量/位置

0.87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7)

3號機通過前
(5/17)

最大變化量/位置

2.31mm/GL-1m
最大變化量/位置

15.33mm/GL-13m

3號機通過後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23.25mm/GL-13m

4號機通過後
(7/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16mm/GL-16m

3號機通過後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5.4mm/GL-1m

4號機通過後
(7/8)

SIS1023剖面圖 SIS1025剖面圖

最大變化量/位置

0.87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7)

最大變化量/位置

0.87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7)

3號機通過前
(5/17)

最大變化量/位置

2.31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7)

最大變化量/位置

2.31mm/GL-1m
最大變化量/位置

15.33mm/GL-13m

3號機通過後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15.33mm/GL-13m

3號機通過後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23.25mm/GL-13m

4號機通過後
(7/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3.25mm/GL-13m

4號機通過後
(7/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16mm/GL-16m

3號機通過後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2.16mm/GL-16m

3號機通過後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5.4mm/GL-1m

4號機通過後
(7/8)

最大變化量/位置

5.4mm/GL-1m

4號機通過後
(7/8)

最大變化量/位置

3.24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7.79mm/GL-0m

3號機通過前
(5/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2.37mm/GL-0m

3號機通過後
(6/1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4.97mm/GL-1m

3號機通過後
(6/11)

最大變化量/位置

22.38mm/GL-1m

4號機通過後
(7/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9.87mm/GL-0m

4號機通過後
(7/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9.08mm/GL-0m

(至10/30)

最大變化量/位置

33.42mm/GL-1m

(至10/31)

SIS1024剖面圖 SIS1026剖面圖

最大變化量/位置

3.24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3.24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7.79mm/GL-0m

3號機通過前
(5/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7.79mm/GL-0m

3號機通過前
(5/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2.37mm/GL-0m

3號機通過後
(6/11)

最大變化量/位置

22.37mm/GL-0m

3號機通過後
(6/1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4.97mm/GL-1m

3號機通過後
(6/1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4.97mm/GL-1m

3號機通過後
(6/11)

最大變化量/位置

22.38mm/GL-1m

4號機通過後
(7/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2.38mm/GL-1m

4號機通過後
(7/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9.87mm/GL-0m

4號機通過後
(7/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9.87mm/GL-0m

4號機通過後
(7/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9.08mm/GL-0m

(至10/30)

最大變化量/位置

29.08mm/GL-0m

(至10/30)

最大變化量/位置

33.42mm/GL-1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33.42mm/GL-1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6.61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SIS1044剖面圖 SIS1046剖面圖

最大變化量/位置

1.76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6.6mm/GL-2m

9號機通過後
(6/16)

最大變化量/位置

9.5mm/GL-0m

10號機通過後
(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7.63mm/GL-0m

9號機通過後
(6/16)

最大變化量/位置

10.87mm/GL-0m

10號機通過後
(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5.04mm/GL-5m

(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3.6mm/GL-0m

(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6.61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6.61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1.76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1.76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6.6mm/GL-2m

9號機通過後
(6/16)

最大變化量/位置

6.6mm/GL-2m

9號機通過後
(6/16)

最大變化量/位置

9.5mm/GL-0m

10號機通過後
(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9.5mm/GL-0m

10號機通過後
(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7.63mm/GL-0m

9號機通過後
(6/16)

最大變化量/位置

7.63mm/GL-0m

9號機通過後
(6/16)

最大變化量/位置

10.87mm/GL-0m

10號機通過後
(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10.87mm/GL-0m

10號機通過後
(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5.04mm/GL-5m

(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5.04mm/GL-5m

(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3.6mm/GL-0m

(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3.6mm/GL-0m

(10/31)

潛盾機發進方向

MC-D-01
MC-D-02

(EC)自動化土中傾度管(SIS)說明

SIS1023
SIS1025

SIS1024

SIS1026

潛盾機發進方向潛盾機發進方向

MC-D-01
MC-D-02

MC-D-01
MC-D-02

(EC)自動化土中傾度管(SIS)說明

SIS1023
SIS1025

SIS1024

SIS1026

SIS1023
SIS1025

SIS1023
SIS1025SIS1025

SIS1024

SIS1026

SIS1024

SIS1026 潛盾機發進方向

(WC)自動化土中傾度管(SIS)說明

02A標聯合
辦公室

SIS1043 SIS1045

SIS1044 SIS1046

MC-D-03 MC-D-04

潛盾機發進方向潛盾機發進方向

(WC)自動化土中傾度管(SIS)說明

02A標聯合
辦公室

SIS1043 SIS1045

SIS1044 SIS1046

SIS1043 SIS1045SIS1043 SIS1045

SIS1044 SIS1046SIS1044 SIS1046

MC-D-03 MC-D-04MC-D-03 MC-D-04

最大變化量/位置

0.97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0.81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5.37mm/GL-2m

9號機通過後
(6/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6.25mm/GL-0m

9號機通過後
(6/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10.77mm/GL-2m

10號機通過
後(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3.86mm/GL-0m

10號機通過
後(8/15)

SIS1043剖面圖 SIS1045剖面圖

最大變化量/位置

15.81mm/GL-2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5.49mm/GL-
14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0.97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0.97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0.81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0.81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5.37mm/GL-2m

9號機通過後
(6/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5.37mm/GL-2m

9號機通過後
(6/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6.25mm/GL-0m

9號機通過後
(6/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6.25mm/GL-0m

9號機通過後
(6/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10.77mm/GL-2m

10號機通過
後(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10.77mm/GL-2m

10號機通過
後(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3.86mm/GL-0m

10號機通過
後(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3.86mm/GL-0m

10號機通過
後(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15.81mm/GL-2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5.81mm/GL-2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5.49mm/GL-
14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5.49mm/GL-
14m

(至10/31)

     

位位位 置：置：置：東東東側側側(((EEECCC)))滑滑滑行行行道道道
斷斷斷面面面(((儀儀儀器器器)))編編編號號號：：：MMMCCC-D-01-D-01-D-01；；； 000222
潛盾潛盾潛盾機機機編號編號編號：：：###333 ; ; ; ###444
里里里程程程 ///環環環數數數 ：：：AAA111111---222KKK+++888505050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666333111環環環(((MMMC-C-C-DDD---000111)))

AAA111111---222KKK+++999030303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666888333環環環3環333環3環3環333環3 (((MMMC-C-C-DDD---000222)))
警戒警戒警戒值：值：值：±±±333±3±±±3±3±3±±±3± 555mmmmmm      行行行動值動值動值：：：±±±444±4±±±4±4±4±±±4± 555mmmmmm

剖剖剖面面面圖圖圖

加加加壓壓壓站站站站站站

    

位位位 置：置：置：西西西側側側(((WWWCCC)))滑滑滑行行行道道道
斷斷斷面面面(((儀儀儀器器器)))編編編號號號：：：MMMCCC---DDD---000333；；； 000444
潛潛潛盾機盾機盾機編號編號編號：：：###999 ;  ;  ; ###111000
里里里程程程 ///環環環數數數 ：：：A13A13A13---0K+0K+0K+222989898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888666環環環6環666環6環6環666環6 (((MMMCCC---D-03D-03D-03)))

A13A13A13---0K+0K+0K+333505050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333444環環環4環444環4環4環444環4 (((MMMCCC---D-04D-04D-04)))
警警警戒值戒值戒值：：：±±±333±3±±±3±3±3±±±3± 555mmmmmm     行行行動動動值值值：：：±±±444±4±±±4±4±4±±±4± 555mmmmmm

剖剖剖面面面圖圖圖

 

 

 

 

 

 

 

 

 

 

 

 

 

 

 

最大變化量/位置

0.87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7)

3號機通過前
(5/17)

最大變化量/位置

2.31mm/GL-1m
最大變化量/位置

15.33mm/GL-13m

3號機通過後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23.25mm/GL-13m

4號機通過後
(7/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16mm/GL-16m

3號機通過後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5.4mm/GL-1m

4號機通過後
(7/8)

SIS1023剖面圖 SIS1025剖面圖

最大變化量/位置

0.87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7)

最大變化量/位置

0.87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7)

3號機通過前
(5/17)

最大變化量/位置

2.31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7)

最大變化量/位置

2.31mm/GL-1m
最大變化量/位置

15.33mm/GL-13m

3號機通過後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15.33mm/GL-13m

3號機通過後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23.25mm/GL-13m

4號機通過後
(7/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3.25mm/GL-13m

4號機通過後
(7/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16mm/GL-16m

3號機通過後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2.16mm/GL-16m

3號機通過後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5.4mm/GL-1m

4號機通過後
(7/8)

最大變化量/位置

5.4mm/GL-1m

4號機通過後
(7/8)

最大變化量/位置

3.24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7.79mm/GL-0m

3號機通過前
(5/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2.37mm/GL-0m

3號機通過後
(6/1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4.97mm/GL-1m

3號機通過後
(6/11)

最大變化量/位置

22.38mm/GL-1m

4號機通過後
(7/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9.87mm/GL-0m

4號機通過後
(7/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9.08mm/GL-0m

(至10/30)

最大變化量/位置

33.42mm/GL-1m

(至10/31)

SIS1024剖面圖 SIS1026剖面圖

最大變化量/位置

3.24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3.24mm/GL-1m

3號機通過前
(5/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7.79mm/GL-0m

3號機通過前
(5/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7.79mm/GL-0m

3號機通過前
(5/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2.37mm/GL-0m

3號機通過後
(6/11)

最大變化量/位置

22.37mm/GL-0m

3號機通過後
(6/1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4.97mm/GL-1m

3號機通過後
(6/1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4.97mm/GL-1m

3號機通過後
(6/11)

最大變化量/位置

22.38mm/GL-1m

4號機通過後
(7/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2.38mm/GL-1m

4號機通過後
(7/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9.87mm/GL-0m

4號機通過後
(7/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9.87mm/GL-0m

4號機通過後
(7/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29.08mm/GL-0m

(至10/30)

最大變化量/位置

29.08mm/GL-0m

(至10/30)

最大變化量/位置

33.42mm/GL-1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33.42mm/GL-1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6.61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SIS1044剖面圖 SIS1046剖面圖

最大變化量/位置

1.76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6.6mm/GL-2m

9號機通過後
(6/16)

最大變化量/位置

9.5mm/GL-0m

10號機通過後
(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7.63mm/GL-0m

9號機通過後
(6/16)

最大變化量/位置

10.87mm/GL-0m

10號機通過後
(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5.04mm/GL-5m

(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3.6mm/GL-0m

(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6.61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6.61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1.76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1.76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6.6mm/GL-2m

9號機通過後
(6/16)

最大變化量/位置

6.6mm/GL-2m

9號機通過後
(6/16)

最大變化量/位置

9.5mm/GL-0m

10號機通過後
(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9.5mm/GL-0m

10號機通過後
(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7.63mm/GL-0m

9號機通過後
(6/16)

最大變化量/位置

7.63mm/GL-0m

9號機通過後
(6/16)

最大變化量/位置

10.87mm/GL-0m

10號機通過後
(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10.87mm/GL-0m

10號機通過後
(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5.04mm/GL-5m

(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5.04mm/GL-5m

(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3.6mm/GL-0m

(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3.6mm/GL-0m

(10/31)

潛盾機發進方向

MC-D-01
MC-D-02

(EC)自動化土中傾度管(SIS)說明

SIS1023
SIS1025

SIS1024

SIS1026

潛盾機發進方向潛盾機發進方向

MC-D-01
MC-D-02

MC-D-01
MC-D-02

(EC)自動化土中傾度管(SIS)說明

SIS1023
SIS1025

SIS1024

SIS1026

SIS1023
SIS1025

SIS1023
SIS1025SIS1025

SIS1024

SIS1026

SIS1024

SIS1026 潛盾機發進方向

(WC)自動化土中傾度管(SIS)說明

02A標聯合
辦公室

SIS1043 SIS1045

SIS1044 SIS1046

MC-D-03 MC-D-04

潛盾機發進方向潛盾機發進方向

(WC)自動化土中傾度管(SIS)說明

02A標聯合
辦公室

SIS1043 SIS1045

SIS1044 SIS1046

SIS1043 SIS1045SIS1043 SIS1045

SIS1044 SIS1046SIS1044 SIS1046

MC-D-03 MC-D-04MC-D-03 MC-D-04

最大變化量/位置

0.97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0.81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5.37mm/GL-2m

9號機通過後
(6/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6.25mm/GL-0m

9號機通過後
(6/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10.77mm/GL-2m

10號機通過
後(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3.86mm/GL-0m

10號機通過
後(8/15)

SIS1043剖面圖 SIS1045剖面圖

最大變化量/位置

15.81mm/GL-2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5.49mm/GL-
14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0.97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0.97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0.81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0.81mm/GL-0m

9號機通過前
(5/23)

最大變化量/位置

5.37mm/GL-2m

9號機通過後
(6/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5.37mm/GL-2m

9號機通過後
(6/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6.25mm/GL-0m

9號機通過後
(6/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6.25mm/GL-0m

9號機通過後
(6/18)

最大變化量/位置

10.77mm/GL-2m

10號機通過
後(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10.77mm/GL-2m

10號機通過
後(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3.86mm/GL-0m

10號機通過
後(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3.86mm/GL-0m

10號機通過
後(8/15)

最大變化量/位置

15.81mm/GL-2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15.81mm/GL-2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5.49mm/GL-
14m

(至10/31)

最大變化量/位置

-5.49mm/GL-
14m

(至10/31)

警戒值警戒值警戒值
±±±353535mmmmmmmmmmmmmmmmmmmmm 警戒值警戒值警戒值

±±±333555mmmmmmmmmmmmmmmmmmmmm

警警警戒戒戒值值值
±±±353535mmmmmmmmmmmmmmmmmmmmm

警警警戒戒戒值值值
±±±353535mmmmmmmmmmmmmmmmmmmmm

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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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一期航廈及塔台高敏感區域，其主要自動

化儀器(SIS、EXM、DSM、TI、TS)監測變化情形

如圖12~16所示。

二、塔台區監測儀器變化情形

在自動化監測及高風險施工管理下，其中

#5、#6於2009年8月~2010年1月潛盾隧道順利

圖10 EC、WC滑行道自動化電子式桿式變位計儀器變化情形

接下頁↓

圖11  EC、WC滑行道自動化多點桿式伸縮儀儀器變化情形

圖12 塔台區自動化土中傾度管儀器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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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圖14 塔台區自動化連通管式沉陷計儀器變化情形

管理值是多點式桿式伸縮儀(EXM104815)最大變

化量為42.76mm超過警戒值，疑是側方土層受潛

盾機頭擠壓及背填灌漿造成伸縮桿隆起，經監

測系統啟動緊急通報機制，後續變位值維持穩

定無進一步擴大，在施工團隊確實的風險控管

下，已順利完成貫通高敏感區域之潛盾掘進工

程，並未造成航廈、塔台、滑行道等重要構造

物之任何影響。

三、滑行道及塔台區監測成果

綜整本工區大地監測儀器成果，潛盾施工

對滑行道及塔台路段卵礫石地層產生之變位大

都低於管理值，最大變位量如表4-6所示；其中

電力機房之電子式房屋傾斜計，受潛盾機擠壓

瞬間數值跳動，變化趨勢約＜±100sec，潛盾

通過隨即恢復至警戒值以下；另MC-C-01斷面電

子式水壓計受鄰近擴挖隧道完成，局部停止抽

水，致水位回昇但不影響安全。唯一超過施工

圖13 塔台區自動化多點桿式伸縮儀儀器變化情形

圖15 塔台區自動化建物傾斜計儀器變化情形

圖16 塔台區自動經緯儀儀器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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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EC滑行道區監測最大變位量成果表

施工位置 儀器名稱 監測最大值 警戒值 行動值

A11P2~A12站#3,#4潛盾機 桿式變位計EBS0020 4.92mm ±30mm ±50mm

A11P2~A12站#3,#4潛盾機 土中傾度管EBS0020 33.42mm ±35mm ±45mm

A11P2~A12站#3,#4潛盾機 桿式伸縮儀EXM102909 7.10mm ±30mm ±50mm

A11P2~A12站#3,#4潛盾機 道面沉陷點SB1256 4.67mm ±20mm ±25mm

A11P2~A12站#3,#4潛盾機 水壓計ELP1008021 1.88t/m2 ±1t/m2 ±2t/m2

表5  WC滑行道區監測最大變位量成果表

施工位置 儀器名稱 監測最大值 警戒值 行動值

A13明~A13站#9,#10潛盾機 桿式變位計EBS0124 3.09mm ±30mm ±50mm

A13明~A13站#9,#10潛盾機 土中傾度管SIS1043 15.81mm ±35mm ±45mm

A13明~A13站#9,#10潛盾機 桿式伸縮儀EXM106408 6.66mm ±30mm ±50mm

A13明~A13站#9,#10潛盾機 道面沉陷點SB1300 -4.32mm ±20mm ±25mm

A13明~A13站#9,#10潛盾機 水壓計ELP1015016 1.88t/m2 ±1t/m2 ±2t/m2

表6  塔台區監測最大變位量成果表

施工位置 儀器編號 最大變化量 管理值 （警戒值／行動值） 監測編號

連通管式沉陷計 DSM1007 -7.07mm 30mm／40mm NR-061

電子式房屋傾斜計 TI1032B 45秒 309秒／413秒 NR-061

全測站系統

SB135E -6.72mm

30mm／40mm

NR-060

SB1349N 5.2mm NR-064

SB1327Z 11.46mm NR-067

電子式水壓計 ELP1012014 2.0t/m2 ±1t/m2／±2.0t/m2 MC-C-01

土壤中傾度管 SIS103915A -15.12mm 35mm／45mm MC-C-02

多點式桿式伸縮儀 EXM104815 42.76mm 30mm／50mm MC-C-02

淺層式沉陷觀測點 SSI1045 3.47mm 30mm／50mm MC-C-02

伍、結論

機場捷運工程通過桃園國際機場高敏感區

段採用潛盾隧道施工，在必須維持現有機場正

常營運、環境清潔美觀及交通順暢外，更須克

服在特殊複雜之卵礫石層及砂泥岩層等複合地

質中鑽掘之施工技術，為國內首例最長之卵礫

石層捷運潛盾隧道工程，在嚴謹的自動化監測

系統、施工安全防護措施及高風險控管下，使

本高敏感區段潛盾工程能以4mm微量沉陷順利

通過滑行道及塔台管制區，並未造成周邊重要

建築物之傾斜及沉陷。

自動化監測系統的即時監控，對於滑行道

及塔台管制區的高風險管理提供非常有效的管

理依據，在高頻率的資料擷取，更可即時瞭解

潛盾施工與地層變化之動態行為。

高敏感區段採取嚴謹的施工高風險管控機

制，藉由採取之加強保護預防措施及日夜施工

抽查等施工風險管理手段，儘早導正施工誤差

並降低職災發生的機會，可有效管理潛在的施

工風險。

CU02A標潛盾施工管理及高風險管理成效

良好，相信潛盾施工管理數據，可提供國內業

者將來在卵礫石層設計及施工安全風險管理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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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承蒙榮工/奧村共同承攪，桃園分處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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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邊坡開挖、機場捷運、竹削護基工法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機捷監造專案／工務所主任／葉誌新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機捷監造專案／計畫經理／吳俊龍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管事業群／副總經理／管長青 3

1 2 3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CE01D施工標之路線係沿著青山路路側邊坡

佈設橋墩，沿線之地形為丘陵地，屬於林口台地一部分，邊坡坡度約為20O～52O。由於工

址邊坡坡度較陡，且腹地狹小，橋墩基礎若採傳統工法施作，則施工困難度較大、工程經

費較高、施工期程較長，此外，亦需大量開挖邊坡土方，將嚴重破壞生態景觀；本公司第

一結構部承辦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機場捷運DE01標設計工作，特別自日本引進竹削護

基工法，以開挖最小化之施工方法進行橋墩基礎邊坡開挖作業，除可降低基礎之長期側向

土壓力，同時解決邊坡穩定及擋土支撐之問題，並將工程對環境景觀及生態之影響降至最

低。爰針對該竹削護基工法之內容、適用性、施工方法、施工遭遇問題與處理對策及施工

應注意事項等做介紹，俾利初步暸解竹削護基工法及提供爾後國內橋梁工程於類似邊坡基

礎開挖之參考。

壹、前言

機場捷運建設計畫CE01D施工標路線全長約

3.3公里，其中橋梁工程約2.453公里，其路線係

沿著青山路路側邊坡上行設置高架橋梁，

跨越啞口坑溪、青山路，於長庚大學宿舍

前，改以箱型明挖覆蓋隧道及雙孔山岳隧

道穿越山麓，並穿過青山路及文化一路路

面下方，於林口台地之文化一路與CU01施

工標之A7地下車站銜接，詳路線平面圖(

如圖1)。整標路線長度約有96%位在丘陵

地，因沿線之地形從25m爬升至250m，落

差達225m，為克服路線之地形高差，其縱

坡坡度達4.9%，橋面平均高度約達36m，

最高橋面高度為45.9m。

為配合現地地質條件、地下水位高

度、克服陡峭邊坡地形、避開啞口坑溪位置

及減少大量拆遷民宅及降低對青山路交通衝擊

等因素，設計時已充分考量此一特殊地形而採

用各種不同之施工工法施工，包括開挖擋土邊

坡施工工法有竹削護基工法、自然邊坡開挖噴

橋墩基礎邊坡
開挖最小化之
施工方法

圖1  路線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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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概況
深度
(m)

N值
自然

含水量
(%)

單位重
(t/m3)

孔隙比
凝聚力
(kg/cm2)

摩擦角
(o)

表土層 1.0～3.0 4～50 18 1.96 0.67 0.1 32

砂質卵礫石與
泥質卵礫石層

3.0～6.9 2～32 17 2.1 0.57 0.1～0.4 32～36

卵礫石夾粉土
質細砂層

3.0～6.9

以下

50

以上
12 2.27 0.37 0.1～0.4 32～36

表1  青山路段地層特性

二、竹削護基工法之適用性

基礎邊坡開挖傳統工法所採用自然邊坡開挖

或格梁護坡或

岩錨幕牆等施

工方式，不論

採用何種工法

皆有坡度及高

度限制、土方

開挖量、基礎

長期承受側向

土壓力及破壞

當地生態景觀

等問題，且尚

需考量地下水

位是否過高、

有無湧水現象、可否以抽排水方式克服；以及

是否有鄰近結構物、開挖過程中結構物安全如

何確保等，依照設計單位細部設計時評估竹削

護基工法之適用性，主要視邊坡狀況而定。原

則上若原地表邊坡經穩定分析後之安全係數可

符合規定，且現地坡面植生狀況良好，則可採

用竹削護基工法；若原地表經地質調查結果顯

示短期曾有崩塌發生或經穩定分析後之安全係

數無法符規定要求，則需進行坡面整治，再以

格梁加岩栓護坡方式保護坡面，並採直接開挖

工法施作基礎。

四、地層分佈與工程性質

本區段沿線出露主要的地層為林口層之礫

石，林口層之礫石以變質砂岩為主，多成圓形

狀，僅少部分為次圓狀，粒徑約10～50cm大

小，部份則更大，基質部份以砂質為主，膠結

性較差。地表層約在3m以內，主要為棕黃色粉

土質砂或粉土質黏土，其下均為林口礫石。表

層土壤由林口礫石風化殘留而成，主要以棕黃

色粉土質砂夾棕灰色卵礫石所組成，礫石粒徑

不一，一般在5cm以下。根據契約規定承包商須

於施工前進行補充地質調查及鑽探成果報告，

本路段地層之工程性質及設計使用參數如表1。

參、竹削護基工法之適用性

一、竹削護基主要構造(詳圖3)

● 上環形梁(1.0m×0.6m)

● 岩栓錨筋(D=32∮，L=6m)

● 噴凝土壁體(ds=25cm)

● 斜向補強筋(岩栓D=32∮，L=4m)

● 鋼筋(19∮@30cm)

● 底座環形梁(∮=13.2m×0.5m)

圖2  區域地質圖

二、地質構造

本施工標沿線附近的主要地質構造為新

莊斷層，該斷層為逆斷層，成東北走向，斷層

自北海岸金山向西南延伸，經大屯山、台北盆

地，至山子腳西北方塔寮坑，全長約34公里。

在基地附近，斷層西北側為林口台地礫石層，

東南側為台北盆地之沖積層，其間未見有斷層

露頭出現(黃鑑水，1991)，推測林口台地東南緣

為新莊斷層之ㄧ段，斷層面傾角由高角度變為

低角度。本斷層僅知其錯移更新世地層，尚未

有證據指示過去十萬年內曾活動過，故暫列為

存疑性活動斷層(中央地質調查所，2000)。

三、地下水位

本區位處林口台地，屬上坡路段，地表高

程約由海拔25m爬升至240m，地下水分佈受到

台地地形影響，從東側下緣地下水分佈多在地

表下2m內，局部含有受壓水層，但隨著台地高

程增加，地下水分佈深度則逐漸加深，至隧道

段洞口地下水位約在地表下12m，因此竹削護基

開挖面尚未遇到地下水，惟井筒基礎開挖至數

公尺時即有地下水流出，尤其部分橋墩基礎較

接近啞口坑溪，其地下水滲流益為明顯。

凝土加岩栓護坡工法、格梁護坡工法、擋土排

樁加預力地錨工法，橋梁下部結構施工工法有

全套管混凝土基樁工法、開挖擋土支撐工法、

沉箱工法、井筒基礎工法，上部結構施工工法

則有支撐先進工法、場鑄逐跨架設工法、平衡

懸臂工法及場鑄工法，另山岳隧道則採新奧工

法施工。

本工程之橋梁，部分橋墩基礎因位於陡峭山

坡上，為降低工程施工時對當地生態環境影響、

維護綠意盎然之自然景觀、確保邊坡開挖之安全

等條件下，考量工程之施工性、安全性、經濟性

及縮短工期等因素，設計單位特地自日本引進橋

墩基礎護坡新工法－「竹削護基工法」，此係國

內首次採用之施工法。「竹削」顧名思義即是竹

子斜削之中空斷面形狀，其施工方式係先於現地

邊坡地表清除與掘除後施作上環形梁，再於上環

形梁之內側逐階往下開挖並施作竹削壁體及打設

岩栓，在開挖至設計基礎頂面時，施作底座環形

梁，底座環形梁完成後，即形成一位於邊坡面下

之中空斷面竹削護基，橋梁之基礎則於此中空斷

面內施作橋墩基礎。本工法開挖範圍僅需考量基

礎之量體及其最小之施工空間，可將邊坡擾動範

圍降至最小，施工時不需大型機具，適用於作業

空間受限的陡峭邊坡，以達到基礎邊坡開挖最小

化之施工方法。

貳、工址地質及地下水

一、區域地質

本標工程位於台灣西部麓山帶地質區西北

側之林口台地東緣與台北盆地西南緣交接處，

屬於台地及丘陵地形，西側林口台地海拔約

250m，往東漸降至台北盆地約20m，路側坡度

約為25O～50O。沿線之地層屬於第四更新世地

層，由老至新分別為大南灣層、林口層及沖積

層(如圖2)。

圖3 竹削護基結構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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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動線，闢建施工通道，依現地地形條

件設置之施工通道以搭設施工鋼棧橋為

主，施工便道為輔，以使機具設備、施

工材料、施工車輛、人員等可到達每一

竹削護基之位置。施工通道寬度規劃為

6m，於橋墩基礎周圍則另設置施工平台8

～10m，由於受鄰房、現場地形地貌及施

工用地等限制，施作時配合現況局部調

整。

(二)現地清除與掘除及測量放樣

於現地竹削護基之範圍進行地表清

理工作，並進行現地測量收方，完成後

將測量資料套繪設計圖繪製施工圖，並

將上環形梁位置於現地放樣。

二、竹削護基結構體之施工步驟

有關竹削護基之施工步驟概述如下(參見圖

5 施工步驟示意圖)：

(一)基地整理及岩栓施作

將上環形梁處之雜草、樹木等地上

物清除並適度整理後，於地表面上10cm

噴凝土及施作岩栓(D=32∮，L=6m)，

並沿竹削結構壁體位置打設垂直補強筋

(D=19∮，L=1m)及水平補強筋(D=19∮，

L=1.2m)。

(二)上環形梁施作 

於地表之噴凝土面上依上環形梁位

置進行鋼筋綁紮及免拆模版組立，再進

行噴凝土(fc’=210kg/cm2)施作上環形梁

結構體(1.0m×0.6m)。

(三)第一階牆身降挖與岩栓鉆設

沿 上 環 形 梁 內 側 垂 直 向

下 開 挖 約 1 . 5 m 後 ， 鋪 設 鋼 線 網

(∮5×150×150mm)及安裝PVC水管

開挖噴凝土護坡施作。

竹削護基施工方式係配合現地之地形及邊

坡坡度施作，依據設計圖規定，承包商於施工

前須進行現地測量收方後按現地地形及坡度繪

製施工圖訂定斜坡方向、上環形梁角度、壁體

牆身高等。根據承包商現場測量收方成果，其

上環形梁之角度約24O～52O，竹削壁體牆身之

高度約在5.9～16.4m，部分竹削護基之現地地形

及坡度與設計圖有相關差異。為克服陡峭邊坡

地形，施工時須配合特殊改良之機具進行岩栓

鑽設，施工人員需以綿繩捆綁固定於現地大樹

樹幹，並配帶個人防墜器及安全帶(索)方式進行

上環形梁鋼筋綁紮及免拆模板組立。

竹削護基之施工順序為施工通道設置→地

表清除(護基位置)→現地測量收方→施工圖繪製

→上環形梁放樣→上環形梁施作→監測儀器安

裝設置→竹削壁體施作→底座環形梁施作等施

工步驟即為竹削護基完成，後續再進行井筒基

礎逐階(輪)開挖、桁型鋼支保、噴凝土及岩栓等

支撐組立作業至基礎底部(深度15～25m)，再進

行井筒基礎結構體及墩柱施作，並於上部結構

橋面板施作完成後進行竹削壁體與橋墩間之土

方回填及植生綠美化工作。其施工作業以施工

前準備及結構本體施工說明如下：

一、施工前準備作業

由於竹削護基係於陡坡之坡面施作，各橋

墩基礎間無臨接道路可通達，且上環形梁之坡

頂與坡底高差達十幾公尺，因此施工前須先進

行施工通道佈設、現地清除及測量收方放樣等

作業，分述如下： 

(一)施工通道

本路段竹削護基之位置均位於陡

峭邊坡，因現地地形不佳且部分基礎緊

鄰民房或工廠，施工前需另規劃施工出

(一)在地質方面

不論土層為岩層、卵礫石或砂土

層，只要具有適當的自立性，竹削擋土

結構皆可適用。惟施工時必須將邊坡變

位控制在容許範圍內，尤其是在容易發

生大變位的邊坡，變位檢核為不可或缺

的工作，本標工程於竹削護基上環形梁

頂之地表上方皆設置土中傾度管及地表

沉陷觀測點，部分竹削護基並設置水位

觀測井及傾斜計。各類地質之適用性可

依據滑動面形狀及崩塌型態作為評估依

據，詳表2。依表2所示，除位於順向坡

或具有破碎帶之構造弱面的邊坡不適用

竹削護基工法外，其餘地質皆可適用。

(二)在地形方面

通常以邊坡坡度大小評估本工法是

否具有經濟效益。當邊坡太過平緩時，

本工法較不具經濟性，應改採其他工

法。至於邊坡坡度是否達到經濟效益，

通常需與竹削護基內徑尺寸整體考量。

竹削護基內徑適用尺寸約為11～18m之

間，且須大於基礎直徑約2.5～4m，以便

於基礎施作時，提供足夠的施工作業空

間。而配合竹削護基之直徑，靠山側之

最高開挖深度須在5～20m的情況下，方

具經濟效益，詳圖4。以本工程為例，靠

山側最大開挖深度為16.9m，配合本路段

高架橋採用之井筒基礎尺寸直徑10m，其

竹削護基所須內徑為12.8m，符合上述原

則。

       
圖4  竹削護基適用範圍

肆、竹削護基之施工方法

本標工程之橋梁工程共計43座橋墩基礎，

其中有21座採用井筒基礎設計施工，井筒基礎

開挖之邊坡保護有15座採採竹削護基工法施

作，3座採格梁護坡施作，另3座則採自然邊坡

           表2  地質適用性評估表

可能破
壞型態 可能崩塌例

滑動
面形
狀

適用
判定

均質粘
土的崩

塌

圓弧
形 △

均質粘
土的崩

塌

圓弧
或直
線形

○

傾斜地
盤上崩
積土的
崩塌

圓弧
或直
線形

○

表層風
化的崩

塌

圓弧
或直
線形

○

破碎岩
盤的楔
形破環

圓弧
或直
線形

△

順向坡
的崩塌

圓弧
或直
線形

╳

構造弱
面的崩

塌

圓弧
或直
線形

╳

註：△：適用；○：須經檢討後適用；╳：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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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上環形梁岩栓鑽設

圖8 上環形梁鋼筋綁紮

圖9 上環形梁鋼筋綁紮及組免拆模

圖10 上環形梁噴凝土

(∮10CM)，並施噴5cm噴凝土，再鉆設

壁體岩栓(D=32∮，L=4m@1.0m)。

(四)施作竹削壁體

於 垂 直 開 挖 面 綁 紮 壁 體 鋼 筋

(19∮@30cm雙向)後，再施噴20cm厚噴

凝土之竹削壁體。

(五)第二階牆身降挖與岩栓施作

沿開挖面內側垂直向下開挖約1.2m

後，施噴5cm噴凝土後再施作第二階之

竹削壁體岩栓。

(六)重複步驟(四)、(五)至竹削壁體施作

完成(約降挖5～13階)至井筒基礎

頂。

(七)施築底座環形梁，完成竹削護基結構

於竹削壁體完成至井筒基礎頂後，

進行開挖面底部整理，沿著井筒基礎外

緣綁紮鋼筋及模版組立(厚度0.5m)，並

澆置混凝土(fc’=245kg/cm2)完成底座

環形梁結構體，竹削護基結構體即告完

成。

以上各階段現地施工照片詳圖6-圖15。

圖6 上環形梁岩栓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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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竹削護基工法之特色及效益

一、工法之特色

竹削護基工法是橋墩基礎邊坡開挖最小化

之施工方法，尤其是在地形變化大，坡面陡峭之

邊坡，可將開挖範圍降至最小，對環境景觀衝

擊較小，所需工程徵收用地較少，建造及施工

費用較省，且減少開挖施工範圍及相關邊坡處

理，故施工時程較傳統工法縮短，其工法之特

色詳如表5、圖16-圖20所示。

伍、遭遇問題與處理對策

由於竹削護基工法係於國內首次採用，

工地尚無相關施工經驗，且施工時必須克服陡

峭邊坡地形、進出施工動線受限及通道空間狹

窄、鄰房安全防護、機具設備擺設作業空間及

材料運送堆放等問題，因此對於選擇機具、作

業空間、施工人員技術及勞安設施等皆須事先

配合現地狀況詳細妥善規劃。有關本工程施工

時所遭遇問題及處理對策概如表4所列。圖15 橋梁施工完成

(國外參考照片)

三、工班、機具及設備

本工程竹削護基施工，承包商共有兩組工

班，每組工班約有6～8人，每組工班依照工作

性質又分為開挖作業班、噴漿岩栓班，每組工

班同時進行1～2座竹削護基及井筒基礎開挖施

工作業，其所使用之主要機具設備如表3。

表3  竹削護基使用機具設備表

機具名稱 型號規格 數量

施工鋼棧橋 型鋼覆工版 5,200m2

空壓機 750CMF 2台

吊車 25T級 2台

發電機 60kW 2台

挖土機 PC-200、300 2台

送風機 18～20m3/min 4台

挖土機 PC-35、120 4台

卡車 20T 2台

破碎機 PC-120 2台

泵浦車 2台

鑽堡 ROC-601 2台

抽水設備 4套

鑽堡(改良型) 2台

防墜器 4組

噴漿機 濕式 2台

安全帶(索) 8套

圖11 壁體降挖

圖12 竹削壁體岩栓鑽設

圖13 底座環形梁混凝土澆置完成

圖14 竹削結構完成

                                              表4 遭遇問題與處理對策表

遭 遇 問 題 處理方式及對策

上環形梁施工，因邊坡為斜坡面，一般鑽堡
無法站立，且岩栓為6m，若採手提鑽機，難
以鑽設，亦有困難。

承包商特別使用經由挖土機、吊車臂及鑽機
頭所組合改良之機具(圖5、圖6)，可配合地
形進行上環形梁岩栓鑽設。

因現地邊坡陡峭，於斜坡面組立上環形梁鋼
筋，施工人員無法站立，作業困難。

施工人員以綿繩捆綁固定於現地大樹樹幹，
並配帶個人防墜器及安全帶方式進行上環形
梁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克服陡峭邊坡地形(
圖7、圖8)。

部分竹削護基上環形梁谷側距路權線僅數公
尺，且緊鄰民房，現場作業空間狹小，施工
場地及動線安排較困難。

妥善規劃各竹削護基施工之先後順序及佈設
吊車、空壓機、噴漿機停放位置暨運土車輛
進出運送動線，對於緊鄰民房之路段先打設
鋼軌樁及安裝鋼板進行安全防護措施，以避
免發生土石滾落造成損鄰事件。

部分竹削護基因現地高程落差，坡面角度達
520，施工作業困難。

施工人員以繩索垂吊方式進行竹削護基之各
項作業，尤其鋼筋綁紮及岩栓鑽設必須搭配
吊車吊掛材料及護籠逐步施作；另前幾階壁
體降挖時，因坡度陡，挖土機無法操作，於
環梁內打設鋼軌樁及設置鋼板，以作為施工
平台，惟作業仍須非常小心，並隨時注意安
全。

部分竹削護基壁體降挖時因表土層較鬆散且
地表水滲流，造成局部土石坍落，上環形梁
底部掏空。

現場立即暫緩開挖作業，迅速以噴凝土封面
處理，控制坍落範圍避免再擴大，隨即舖設
鋼線網進行噴凝土作業，同時預留灌漿管，
待隔天再將該孔洞灌漿填實。

民眾陳情施工噪音問題。

本路線距附近大樓社區僅約20～60m，且因
此路段為山谷地形，易產生回音，為減少擾
鄰，管制施工作業時間，平日(07：00～19：
00)、假日(08：00～18：00)，並加強與住戶
溝通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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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法之效益

以本工程P651橋墩基礎之竹削護基，其上

環梁坡度最陡達52O，壁體牆身最高達16.4m，

與本工程P637橋墩基礎邊坡開挖之傳統工法－

格梁護坡工法為例，以護基使用面積、開挖土

方量、施工費用及施工時程作比較，並由表6之

比較可知，竹削護基工法較格梁護坡工法之邊坡

開挖保護使用面積約減少81%，開挖土方量約減

少93%，施工費用約減少41%(不含用地之費用

)，施工時程約縮短21%。

柒、結語

竹削護基工法因不需大量土方開挖與邊

坡處理作業，可降低基礎之長期側向土壓力，

並可將土壤擾動範圍降至最低。本工法具有維

持原有地貌、降低邊坡崩塌可能、節省工程經

費、縮短施工期間及保有原生物種等多重效

益。本工法具有各項優點及適用性，設計單位

可在爾後類似山坡地形之橋樑工程橋墩基礎護

坡向業主推廣採用，其工程成本效益可期。又

本工法雖在國內初次使用，其施工規劃及安排

非常重要，尤其在施工通道佈設、運輸動線安

排及機具設備選擇等，將影響施工效率及成本

費用之關鍵。

圖18 傳統式邊坡保護模擬透視圖

圖19 竹削護基橋梁完成後模擬透視圖 圖20 竹削護基結構體斷面圖

圖16 傳統工法開挖範圍與保護工示意圖 圖17 竹削護基開挖工法施築示意圖

表6 竹削護基與格梁護坡工法之效益比較表

項目 竹削護基工法                         格梁護坡工法 比 較

位置
(以P651橋墩為例，最高、最

陡之竹削護基)
(以P637橋墩為例， 開挖4階

護坡) 差異
數量

減少
百分比

說明
上環形梁角度52O、壁體牆身

高16.4M
坡頂/底高差22M                

坡度(V：H=1：0.5)

護基面積 254M2 1,310M2 1,056M2 81%

開挖土方量 322M3 4,863M3 4,541M3 93%

施工費用 265萬元 452萬元 187萬元 41%

施工時程 55天 70天 15天 21%

表5  竹削護基工法之特色

工法特色 內  容  說  明

景觀性
傳統工法通常會嚴重破壞坡地景觀，竹削護基工法將開挖範圍縮減至最小，幾
乎可維持原有地貌，符合大眾對工程景觀的期待。

環保性
不需大量土方開挖與邊坡處理暨減少對現地植生破壞，可維持坡地原有透水性
與涵水性、降低坡地沖刷可能及保有當地原生物種，具環保減碳功效。

安全性
圓形擋土措施，承受較大土壓，由於本工法將開挖範圍降至最低，維持邊坡原
有穩定性，可降低基礎之長期側向土壓力；避免開挖引發坡地滑動，可確保施
工中人員及機具安全。

經濟性
可減少工程用地費及減少大量土方開挖與邊坡穩定處理之費用，可保有原始地
貌，維護成本最低，尤其在陡峭邊坡施工時，更可節省高額的水土保持經費。

工期性
本工法免除大規模開挖與邊坡穩定處理時程，因此施工時程較傳統工法縮短。
可節省的工期視工址地質條件及邊坡處理的方式與規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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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預鑄節塊橋墩、短線鑄造、營建自動化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辦處／協理／王潤台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辦處／計畫工程師／莊博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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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鑄節塊工法」已於國內公共工程中大量採用，此工法具有良好之經濟、效率、耐

久性與施工性，且具有減少生態影響及環境衝擊之優點，並獲交通部納為「營建自動化」

政策方向持續推廣。本文介紹之「預鑄節塊橋墩工法」係屬國工局辦理之「臺中生活圈2

號線東段、臺中生活圈4號線北段及大里聯絡道工程」第C709A標，該工程於設計階段曾

委託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進行研究，經評估後於大里聯絡道銜接國道3號霧峰交流道之

北上線(NB)與南下線(SB)採用預鑄節塊橋墩吊裝工法，並配合設置隔減震支承以提高其耐

震能力。此項「預鑄節塊橋墩＋隔減震支承」工法係於國內首度採用，以下將針對預鑄橋

墩節塊之生產與吊裝流程及所遭遇之問題與解決對策逐一敘述，以供參考。

壹、工程概述

一、工程位置與橋梁配置

預鑄節塊橋墩工法之施

工範圍係位於台中縣境內霧

峰交流道區，其中大里聯絡

道主線北上線係銜接霧峰交

流道預留之端口，南下線則

跨越國道3號高速公路南下線

後於其右側匯入(如圖1)。 

本工程第18～22、27～

30單元及第32單元高架橋之

墩柱與上部結構皆採用預鑄

節塊工法施作，南北雙向車

道採分離式設計，上部結構

為單箱式預力混凝土箱型梁

預鑄節塊橋墩

之施工技術

圖1 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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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預鑄場規劃與配置

一、預鑄場位置研選

本工程除包含有預鑄墩柱節塊外，部分上

部結構箱型梁亦採預鑄工法，故預鑄節塊生產

所需腹地甚大；再者，節塊吊裝須由拖板車來

運送，因此運輸路線及距離亦須一併考量。經

評估後，於本工程霧峰交流道工區附近承租一

處空地做為預鑄場位置，其長度150M、寬度

45.5M，面積6,825M2；預鑄場內節塊儲存場面

積為1200M2。

二、場地規劃與配置

預鑄場地配置規劃如圖8所示，包含有箱型

梁預鑄場(設置二條生產線)、墩柱節塊預鑄場、

鋼筋加工區及儲存場2處、節塊儲存場2處、測

量塔3處等。規劃於施工初期先以箱型梁預鑄場

其中一條生產線做為墩柱節塊生產區，待節塊

生產完畢再恢復兩條生產線進行箱型梁節塊生

產。

預鑄場配置10T天車兩部、100T天車一

部，10T天車用來吊放鋼筋籠、模板及混凝土澆

置桶等，100T天車則用以吊放節塊成品；模板

設備共有：(1)預鑄箱型梁節塊：底模4套、內外

模4套；(2)預鑄墩柱節塊：節塊內外模3套、帽

梁模1套；(3)隔梁節塊：模板3套、特殊節塊1

套，另設有4套鋼筋樣架。預鑄場另配有蒸汽鍋

爐，當節塊生產不及吊裝時，可採蒸汽養生方

式以縮短拆模時間。

貳、工法簡介

一、結構設計原理說明

本工程短柱橋墩高約8~14公尺，結構設計

係採用隔震支承(鉛心橡膠支承墊)方式，以減少

水平地震力影響，使墩柱可維持於彈性應力範

圍。長柱橋墩高約16~31公尺，因橋墩甚高而預

鑄墩柱無法提供韌性效應，故於墩底塑鉸區採

場鑄設計，墩頂支承則採一般盤式支承，可符

合結構功能需求。

二、施工方法簡介

預鑄墩柱節塊吊裝工法係將原橋墩柱體分

割成許多節塊(單一標準節塊高度約2.25公尺)，

於預鑄場內統一生產，再逐塊運至工地現場吊

裝，以由下而上之順序堆疊至頂部帽梁節塊完

成；預力配置係以雙向U形鋼管預埋於基礎或場

鑄墩柱體，並於各預鑄節塊中埋置預力套管，

俟墩頂帽梁節塊吊裝完成後，再將預力鋼絞線

由帽梁頂往基礎(垂直向)方向穿線，穿經底部之

U形套管後於帽梁頂部另端拉出，再於墩頂兩側

端錨處施拉永久預力(如圖7)。

場鑄段

鍍鋅鋼管

圖7 預鑄墩柱節塊施工示意圖

公尺，墩柱節塊係連結於底部場鑄段墩柱(如圖

3)，墩頂設置有剪力鋼箱及盤式支承。

預鑄空心墩柱標準節塊之外廓為4×3公

尺、內空3×2公尺、高2.25公尺，節塊接合面

設有長寬各20公分、高3公分之剪力榫(如圖4)，

墩頂帽梁節塊為外廓5.5×3公尺、高3公尺之實

心內凹式設計；墩柱預力配置採重力向U形錨

碇連結基礎或場鑄段墩柱，其中短柱配置雙向4

束錨碇預力對拉(如圖5)、長柱則配置雙向12束

錨碇預力對拉(如圖6)，每束預力採用19根直徑

15.2mm∮之7線高拉力低鬆弛鋼絞索。

構造。下部結構墩柱為預力加勁之矩形鋼筋混

凝土空心柱。其中，預鑄節塊橋墩係分為長柱

及短柱二種型式：

短柱：位於大里聯絡道主線北上線第18

～22單元，橋段長756公尺，跨度為40～45公

尺，橋墩高度約8～14公尺，墩柱節塊係直接連

結於基礎(如圖2)，墩頂設置有剪力鋼箱及鉛心

橡膠支承墊。

長柱：位於大里聯絡道主線南下線第27～

30、32單元，橋段長728公尺，跨度為40～50

公尺，因跨越國道3號，橋墩高度較高約16～31

圖2 短柱橋墩配置圖

圖3 長柱橋墩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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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短柱預力鋼腱配置平面圖

圖6 長柱橋墩預力鋼腱配置平面圖

預力鋼腱配置平面圖 墩頂平面圖(鉸接端)長柱橋墩

550 55

盤式支承剪力鋼箱5
0

2
0
0

5
0

3
0
0

300 5050
400

3
0
0

預力鋼腱配置平面圖 墩頂平面圖(鉸接端)短柱橋墩

550 55

剪力鋼箱 鉛心橡膠支承墊

300 5050
400

2
0
0

5
0

5
0

3
0
0

3
0
0



2

88 │No.87│ July, 2010

專
題
報
導

2

No.87│ July, 2010 │89

專
題
報
導

3.鋼筋籠吊放2.內模組立1.第一節塊底模調整

4.預埋件安裝

7.SCC混凝土澆置

5.外模組立與檢測 6.安裝封頭模板

8.澆置後養護 9.編號儲存

圖9 預鑄橋墩節塊生產流程圖

(五) 外模組立與檢測。

(六) 安裝封頭模板。

(七) 自充填混凝土(SCC)澆置。

(八) 澆置後披覆不織布並灑水養護。

(九) 編號儲存。

二、預鑄橋墩節塊吊裝流程

預鑄墩柱節塊(短柱)吊裝施工流程概述如下

（如圖10）：

(一) STEP 1：基礎施工(短柱)

於基礎施作時須將U形鋼管預埋於基

礎內，施工時係以鋼管定位架固定之，

如此可避免於澆置時產生鬆動影響鋼管

定位。安裝鋼管時其末端須凸出基礎面

約5cm以利與第一節塊預力套管連接，另

肆、預鑄橋墩節塊生產與吊裝流
程

一、預鑄橋墩節塊生產流程

預鑄墩柱節塊生產係採「短線」鑄造並

配合吊裝順序逐塊生產，以當次生產完成之節

塊頂部做為次一生產節塊之底模，於其上方紮

筋、組模、澆置混凝土以製作次一節塊，並於製

作過程以雷射水準儀檢測，藉以控制節塊之水

平與垂直精度。除施工初期因經驗不足生產較

慢外，大致平均產能為：標準節塊每日2塊、帽

梁節塊每4日1塊。節塊生產流程如下 (如圖9) ：

(一) 第一節塊底模（或以前一節塊為底

模）調整及檢測。

(二) 內模組立與垂直度檢測。

(三) 鋼筋籠吊放。

(四) 預埋件安裝(包含預力套管、PVC排

水管、吊裝預留孔套管等)。
圖10 預鑄墩柱節塊吊裝流程

圖8 預鑄場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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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施工管控要項

一、預鑄節塊生產精度管控

節塊生產屬本工法之重要一環，其製作之

精度攸關後續吊裝成果之準確度，因此節塊生

產每個環節皆須謹慎。承商規劃採短線鑄造生

產，所採用之鋼模及支撐強度均經結構計算核

可確認，並於鋼模組立後檢測水平、垂直度及

高程是否合乎規範要求，以嚴格控管節塊生產

精度。

二、預鑄節塊吊裝垂直度之管控

因節塊生產製作之尺寸精度控制得宜，再

加上剪力榫之嵌合定位功能，節塊吊裝後相對

位置不易移動；另外，於每一節塊吊裝時皆以

雷射水平儀施測控制垂直精度，單柱垂直度累

積最大誤差短柱僅4mm、長柱為16mm，皆符合

本工程特訂條款之規定。

陸、施工中遭遇問題及對策

一、節塊澆置時漿體阻塞預力套管之防止對

策

為保護預力套管避免混凝土灌注時流入致

阻塞套管，採以橡膠套管置入預力套管內並予

以充氣加壓方式，將橡膠套管由澆置好之前一

節塊貫通至欲澆置之次一節塊，待充氣後即可

保持兩節塊間預力套管之接合精度並可使套管

於澆置過程中維持垂直度不致產生變形(如圖

15)。

圖12 吊放第一節塊(長柱)

圖13 吊裝完成後照片之一

圖14 吊裝完成後照片之二

(七) STEP 7：拆除臨時預力裝置-吊裝完

成

於預力套管灌漿封頭後，方可拆除

墩柱節塊接合面之臨時預力鋼棒，至此

完成一座墩柱節塊之循環吊裝作業。

至於長柱之吊裝流程，則與短柱略有不

同，主要差異在STEP 1與STEP 2，說明如下：

(一) STEP 1：場鑄段施工(長柱)

長柱設計為底部一段場鑄墩柱與基

礎連接，因此U形預力鋼管須於該場鑄段

墩柱施作時即預埋於其中，與短柱預埋

於基礎中有所不同(如圖11)。

(二) STEP 2：第一節塊吊裝(長柱)

待場鑄段施工至最後一個升層前，

安裝第一預鑄節塊支撐架於基礎上，定

位第一節塊並連結預埋之預力套管，隨

後將場鑄墩柱封模，施工方式不同於短

柱以油壓機定位於基礎面上 (如圖12) 。

其餘步驟(STEP 3 ～ STEP 7)則與短柱施工

流程相同，全區預鑄墩柱吊裝完成後照片如圖

13、圖14。

圖11 長柱場鑄段預埋U形鋼管

須沿第一墩柱節塊外圍距離2cm處施築

30×30cm之矮牆圍繞墩柱周長。

 (二)STEP 2：第一節塊吊裝(短柱)

以定位油壓機將第一節塊底面定位

於基礎面上5cm處，另以橡膠管連結基

礎與節塊間所有預力套管並以空壓機填

氣，避免漏漿塞管情形發生。

(三) STEP 3：澆置場鑄段墩柱

待第一節塊定位完畢，隨後將節塊

底部與基礎間縫隙及墩柱內部澆置自充

填混凝土至節塊頂面下20cm處。

(四) STEP 4：依序吊裝其餘節塊

下一節塊吊裝前，須於已吊裝完成

之節塊頂部接合面均勻塗抹1.6mm厚度之

環氧樹酯(EPOXY)，再將次一節塊吊放接

合，隨後於上下節塊四面各安裝一組臨

時預力鋼棒，兩兩對稱施拉每組42噸(四

組共168噸)預力，藉使節塊接合面產生

2.8kgf/cm2壓應力，以利環氧樹脂硬化將

二節塊緊密結合。

(五) STEP 5：帽梁吊裝

帽梁節塊接合步驟與標準墩柱節塊

相同，惟墩頂帽梁節塊為實心結構，一

旦安裝後即無法透視節塊內部，故墩柱

內落水管須事先於節塊內部安裝，並於

帽梁吊裝完成後進行試水，以確認落水

管安裝無誤。

(六) STEP 6：預力鋼絞線穿線與預力施

拉

帽梁節塊安裝完成後，即可進行垂

直向錨碇預力之穿線與施拉，所有預力

皆採兩端同時施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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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本工程預鑄節塊橋墩工法僅選擇本標工程

中一局部路段辦理，因預鑄工法比傳統場鑄施

工方式增加預鑄場設置成本；除預鑄場地外，

吊裝、運輸機具成本亦須一併考慮，故建造成

本相對提高，倘能將預鑄產能規模放大以攤提

成本，則建造費用可能降低至較場鑄工法具有

優勢。此外，因預鑄節塊組裝快速，毋須架設

地面支撐可縮短高空作業時間，故較傳統場鑄

工法為安全，且可縮減整體工程計畫之施工時

程，更可降低施工作業對周遭環境之干擾。近

年來國內許多建築結構也開始推廣採用預鑄工

法，除可提昇國內工程技術外，更希望藉由政

府大力推動營建自動化策略，使預鑄工法能在

未來更廣為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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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段與霧峰交流道-預鑄墩柱節塊施工計畫

書」，台中(2009)。

線)，再以人工方式將引線穿入預力套

管，直至由另一端穿出(如圖10、STEP 

6)。

2. 步驟二

將穿出套管端之引線以拉線頭連

接吊車主鉤，另由吊車副鉤掛於鋼腱

長2/5長處，以主鉤將拉線頭逐一拉

起，藉由吊車拉力再加上鋼腱本身自

重，將鋼腱由引出端拉出，至其兩端

鋼腱外露均高出於千斤頂至少50cm左

右長度，即可進行預力施拉作業(如圖

10、STEP 6)。此穿線方式完全不須

使用穿線機，僅以人力及吊車施作即

可。

四、節塊吊裝施工之工作平台

考量吊裝作業之安全需求，每個節塊吊裝

前須於地面先行組立工作平台及安全護欄(如圖

17)，惟因長柱墩柱較高，乃另行採用自動升降

施工平台(如圖18)，可省去每節塊皆須重複組裝

工作平台及安全護欄之時間，並可提供人員更

安全之作業環境，充分降低現場施工風險及減

少工安問題。

圖18 自動升降施工平台

圖16 環氧樹脂垂流刮除

三、預力鋼絞線穿線問題與處理對策

考量預力套管在基礎或場鑄墩柱內採小半

徑迴轉之U形鋼管，不利於鋼腱之穿線，因此

預力鋼腱穿線方式經考量結果係以拖拉方式進

行。

1. 步驟一

將19T-15.2mm∮鋼腱預先裁切

好長度並點銲成一束(類似魚鱗狀)，

以鋼索接頭連接一引線(鋼絞線之單股

圖15 以橡膠套管置入預力套管內並予以充氣

二、墩柱節塊界面填充EPOXY之垂流問題與

處理對策

節塊吊裝接合前須於已完成之節塊上緣接

合面塗抹1.6mm厚度環氧樹脂並施拉共168噸之

臨時預力以利上、下二節塊之接合，惟加壓後

會使環氧樹脂溢出接合面垂流於柱面，影響墩

柱完成面之美觀。處理對策係於節塊接合面四

周先行以膠帶黏貼，待節塊接合後將垂流之環

氧樹脂刮除（凝固時間約60分鐘），最後再將

膠帶撕除，如此可避免環氧樹脂沾黏柱面，並

節省節塊表面修飾時間(如圖16)。

圖17 安全護欄於地面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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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波形鋼腹板、外置預力、懸臂工法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辦處／經理／鄧建華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辦處／計畫工程師／黃宗富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辦處／計畫工程師／徐逸人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辦處／工程師／顏俊銘 4 1 2 3 4

國道新建工程局辦理之「臺中生活圈2號線東段、4號線北段及大里聯絡道工程」全

線主要採高架橋構築，其中跨越旱溪、大里溪、草湖溪及國道3號等處，採長跨徑場鑄

懸臂工法之波形鋼腹板預力箱型梁複合式橋梁結構。該橋型構造於日本已完成百餘座，

其數量及規模為世界之最，於國內則為首次採用，其特色為：一、上構箱型梁腹板採波

形鋼板製作，可有效減輕上部結構自重，進而減輕下部結構尺寸及減少地震力影響，且

波狀腹板具造型美感。二、本工程波形鋼腹板合成梁橋之最長跨徑（145m）、最寬橋面

（25.8m）均為世界紀錄。

由於本工法為國內首次施作，施工團隊為克服施工經驗因素，特聘請日本該類型橋

梁專業顧問團隊從旁指導，並赴日本實地參訪興建中橋梁工地，與日本施工廠商進行相

關施工問題研討以汲取經驗。在施工團隊精密而嚴謹的努力下，順利進行國內首座波形

鋼腹板橋施工，並將此寶貴施工經驗回饋分享予國內產、官、學界，期對國內橋梁工程

施工與設計技術水平提昇有所助益。

壹、工程概述

針對本工程最早施工且橋面最寬

(25.8m)之C707標跨越大里溪波形鋼腹

板橋單元為例（以下簡稱本案例），

介紹橋梁單元之配置、特色及施工方

法。

一、工址概述

本案例位於臺中市與臺中縣境之旱溪與

大里溪匯流口，起自旱溪左岸堤防沿六順路

六順橋附近跨越旱溪至右岸，橋長600m (如

圖1)。

二、橋梁配置與工法理念

橋梁跨徑配置為90m+3@140m+90m共

計600m (如圖2)，為五跨連續混凝土複合波形

鋼腹板之預力箱型合成梁結構。採波形鋼腹板

設計之理念為減輕上構自重，並藉由波形腹板

承受軸向力之折疊伸縮效應有助於預力有效傳

遞至底版與頂版混凝土，而橫向波浪形狀可提

高剪力及挫屈強度，無須加勁板之設置。

波形鋼腹板場
鑄懸臂工法橋
梁之施工技術 

圖1 本案例C707標波形鋼腹板橋施工位置圖



圖2 波形鋼腹板橋跨距配置立面圖

圖4 外置預力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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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波形鋼腹板抵抗挫屈示意圖

二、工法特色

(一) 綠色環保工法

1. 波形鋼腹板橋與一般鋼構橋梁比較，

可節省30~45%之鋼材使用量，但增

加混凝土使用量。而與預力混凝土

箱型梁比較，鋼筋使用總量約可節

省10~30%、混凝土使用量則可減少

36%，上構重量減少15%，相對亦減

少下部結構尺寸而減少總混凝土及鋼

材使用量，對節能減碳有極大助益

[1]。

2. 再者，波形鋼腹板之生產製造加工皆

於工廠內實施，再運輸至橋址進行吊

裝作業，所佔用之施工空間小，對工

地交通影響輕微，可減少對環境衝

擊。

(二) 營建技術提昇

突破預力混凝土之材料使用界限，

於預力導入混凝土版體可提供最大效

果(如圖5)。

2. 彎矩、軸力計算忽略波形鋼腹板貢

獻，剪力計算則忽略頂與底混凝土板

貢獻。

3. 波形鋼腹板之垂直穩定性佳，同時具

有高剪力與挫屈強度，不須另外配置

豎向或橫向加勁材(如圖6)。

圖5 手風琴效應示意圖

貳、工法介紹

一、橋梁構造

(一) 橋梁結構配置

本案例橋梁上部結構箱型梁為三箱

室之複合斷面配置(如圖3)，腹板由波

形鋼板組成，頂版全寬25.8m、底版寬

19.05m，梁高由8.5m漸變至4m，採懸臂

工法施工。預力系統於施工階段採用頂

版內置預力(為15T-15.2mm∮鋼絞線)，

完工階段採用外置預力(如圖4)及底版內

置預力(皆為19T-15.2mm∮鋼絞線)。

圖3 三箱室箱型梁配置示意圖

(二) 結構設計原理

結構性能具有下列力學特性：

1. 波形鋼腹板具有沿橋軸向變形之性

能，梁體伸縮時類似手風琴效應，對

採用波形鋼腹板與混凝

土結合，可發揮更高的

預力效果、降低上構自

身 荷 重 、 減 低 地 震 力

影響，且可增加橋梁跨

距，使橋梁工程設計在

新材料與新工法應用上

呈現了嶄新氣象。

(三)降低施工安全風險

於 高 架 橋 上 總 施

工期與施工人數均較傳

統混凝土箱型梁工法減

少，故整體上可降低施

工期間之勞工安全風險。

三、波形鋼腹板之生產與檢驗

(一) 本案例之波形鋼腹板採用A709 Gr.50

材質，波長160cm、波高22cm、軸

向折寬43cm、斜向折寬43cm、彎曲

半徑29cm(如圖7)。

圖7 波形鋼腹板波形斷面圖

(二) 波形鋼腹板生產流程依序為：鋼材

檢驗→製造圖檢視→放樣及裁切→

鋼板彎製→螺栓孔位鑽孔→附屬配

件焊接→整體成品尺寸檢視→噴砂

處理→底漆分層塗裝→中塗漆及面

漆分層塗裝→完成成品(如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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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時每五個節塊會進行一次回饋

修正，如本案例施工至第10節塊

時，須依6~8節塊現場收測資料辦理

回饋分析計算後，再決定第11節塊

波形鋼腹板調整方式，調整作業可

採現場鑽孔或調整波形鋼腹板拱度

值於工廠預鑽孔。

工法之重點及與傳統工法最大差

異。由於波形鋼腹板採螺栓接合，

螺栓孔於工廠預鑽完成，加以螺栓

孔徑僅能比螺栓直徑大3mm，故現

場高程可調整餘裕甚小，計算成果

與現場組裝要求精度甚高。

(六) 除高程控制外，波形鋼腹板斜率控

制亦為重點，俾使下一塊鋼腹板掛

上後能符合預期高程。此外，循環

「波鋼吊掛」步驟及於「鋼筋綁

紮」步驟前增加「波鋼高程及位置

調整」兩項工作。

(四) 鋼腹板吊掛所需時間與所採用吊掛

方式及工人熟練度有關，此項工作

約需一個工作天；鋼腹板高程及位

置調整工作亦與工人熟練度有關，

也約需一個工作天，故每一節塊施

工週期較傳統工法約增加兩天。

(五) 傳統懸臂工法僅須對混凝土完成面

作高程控制，然波形鋼腹板懸臂工

法除完成面高程控制外，尚須實施

波形鋼腹板高程控制，該項高程控

制涉及鋼腹板尺寸製程控管，為本

四、懸臂施工與工作車介紹

(一) 一般之波形鋼腹板懸臂工作車須較

傳統型式增加吊裝及橋面上運送鋼

板設備，惟不須設置腹板模板，且

工作車橫梁高度須考慮鋼腹板吊裝

所需空間，而較一般工作車略高。

(二) 本案例波形鋼腹板吊裝係由橋下運

送至橋端再以吊車起吊安裝，如此

所使用懸臂工作車可採傳統型式，

僅因應波形鋼腹板施作，再作局部

修改即可(如圖9)，花費成本較傳統

懸臂工車略增。

(三) 波形鋼腹板懸臂工法與傳統懸臂工

法在節塊施工流程步驟大致相同，

僅須於「工作車推移」步驟前增加

圖8 波形鋼腹板之製作步驟

圖9 本案例波形鋼腹板懸臂工作車

五、現場施工步驟

本案例橋梁單元上部結構施工步驟依序

為：柱頭梁施作→P13、P14節塊施作→P12、

P15節塊施作→P12~P13、P14~P15閉合節塊施

作→P11、P16邊跨施作→P13~P14中央閉合節

塊施作等步驟，如圖10所示，各步驟詳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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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波形鋼腹板上部結構施工步驟

(一)柱頭梁施工

柱頭梁施工流程依序為：支撐架組

立→底模組立→波形鋼腹板吊裝→波形

鋼腹板固定→底版及中隔梁鋼筋綁紮→

底版澆置→外置預力套管及錨頭安裝→

中隔梁鋼筋綁紮內模組立及澆置→內頂

版模組立→頂版鋼筋綁紮及內置預力配

管→頂版澆置→養護→內置預力施拉(如

圖11)。

(二) 懸臂工法節塊施工與波形鋼腹板吊

裝

1. 節塊施工步驟依序為：鋼腹板安裝→

預力鋼鍵施拉作業→工作車推進及定

位→調模並施放點位→鋼腹板調整及

假固定作業→內頂版模施作→節塊頂

底版紮筋→預力套管配置→混凝土澆

置→下一循環(如圖12)。

2. 波形鋼腹板吊裝施工步驟依序為：鋼

腹板安裝→螺栓假安裝→鋼腹板調整

及假固定作業→趨勢(斜率)調整→貫

穿率與阻塞率試驗→螺栓旋緊60%及

100%扭力作業→扭力試驗→鋼腹板固

定→吊裝完成(如圖13)。

圖11 柱頭梁施工步驟

圖12 懸臂工法節塊施工步驟

圖13 波形鋼腹板吊裝施工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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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混凝土潛變影響  

  5.波形鋼腹板製作長度誤差影響

二、回饋分析

節塊波形鋼腹板調整時須注意事項：

(一) 鋼腹板資料在計算時都是採中心線

計算。中央鋼腹板因垂直地面，故

其波峰、波谷之量測值皆相同，但

外側鋼腹板受限於1：8斜率，故其

波峰、波谷量測值會有差異(本案例

之差異量為54mm)，應於鋼腹板調

整時將該差異值予以回饋(如圖17)。

(二) 於每一新節塊施作初日之清晨，由

柱頭控制點以直接水準引一控制點

至前一完成節塊上，做為隨該新節

塊各相關高程調整動作之基準點，

除可降低溫差之影響外，額外載重

之變形影響亦較小(如圖18)。

圖17 鋼腹板中心線之回饋

圖18 鋼腹板高程之控制

參、施工管控要項

一、閉合節塊施工管控要項

(一) 兩節塊間波形鋼腹板連結後至混凝

土澆置期間，為避免溫差造成兩側

節塊相對變形進而拉扯鋼腹板(如圖

16)，混凝土澆置作業均於夜間輻射

冷卻後，溫度較穩定狀況下進行，

亦避免構造物脹縮影響混凝土品

質。

(二) 考量鋼腹板製作及吊裝時程，待前

後兩節塊混凝土澆置完成後，檢測

相關位置並反向推算鋼腹板需求尺

寸，以減少鋼腹板製作長度誤差。

(三) 檢測時間訂於檢測日之清晨及下

午，取其平均值作為鋼腹板製作長

度依據，以減少溫度差異之影響。

(四)閉合節塊鋼腹板製作前須考慮影響

因素如下：

  1.後續施作項目靜載重影響

  2.設備載重移除影響

  3.施加預力及其鬆弛影響

腹板固定→底版及端隔梁鋼筋綁紮→外

置預力套管及錨頭安裝→底版及端隔梁

內模組立及澆置→內模及頂板模組立→

頂版鋼筋綁紮及內置預力配管→頂版澆

置→養護→內置預力施拉。

(五) 外置預力施工

外置預力施工步驟依序為：外置

預力套管熱融對接→外置預力配管與穿

線作業→外置預力施拉，本案例尚待施

工，故以參訪日本東九州丸山橋外置預

力施工情形說明(如圖15)。

(三) 閉合節塊施工

閉合節塊施工步驟依序為：工作車

推進及定位(或閉合模板組立)→節塊臨時

固定設施施作→波形鋼腹板吊裝→波形

鋼腹板開孔及固定→底版鋼筋綁紮→內

模定位及組立→頂版鋼筋綁紮→混凝土

澆置→養護→預力施拉。本案例施工各

階段橋景如圖14所示，閉合節塊施工期

程定為2010年7月。

(四) 邊跨施工

邊跨施工步驟依序為：支撐架組立

→底模組立→波形鋼腹板吊裝→波形鋼

圖14 本案例C707標波形鋼腹板橋施工階段全景圖

圖15 日本東九州丸山橋外置預力施工情形

圖16 溫差造成兩側節塊相對變形進而拉扯鋼腹  
        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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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問題及解決對策

有關波形鋼腹板橫向鋼筋貫通孔尺寸與

擺放貫通鋼筋位置，鋼腹板上下鋼筋貫通孔大

小與所用鋼筋尺寸及混凝土配比有關，須確保

鋼筋在靠單邊時，混凝土粗骨材仍可通過；另

在上端的貫通鋼筋要靠下，下端的貫通鋼筋要

靠上，目的在於避免混凝土保護層過大(如圖

21)。

 

圖21 鋼腹板橫向貫通鋼筋擺放位置與貫通孔關係

伍、結語

一、本案例採用波形鋼腹板取代混凝土腹板，

減輕上構自重、降低地震力，而且有別於

早期鋼筋混凝土橋梁或後期預力鋼筋混凝

土橋梁，波形鋼腹板其力學傳遞行為特

殊，增加結構挑戰性，亦提昇了材料功能

性設計理念。而波形鋼腹板造型獨特，增

加地方景觀之豐富性，亦使橋梁設計工作

由過去工匠技術層面提昇到藝術創作層

面，對於未來橋梁工程之設計與施工技術

向前邁出一大步。

二、展望未來，可針對混凝土頂、底板厚度、

鋼腹板深度、厚度與波形鋼腹板變化及橋

體寬幅、跨徑等各項因素做最佳配置準則

之研究，或可針對橋體頂、底板各不同受

力部位採取混凝土與鋼板不同材料之配置

等再予鑽研探討，藉以提升設計與施工技

術至更高層面。

節塊之鋼腹板上，故在節塊混凝土

澆置時，工作車因該澆置混凝土重

量所產生之變形無法影響至已錨固

之鋼腹板，故節塊與鋼腹板變形量

會存在一個工作車受重量後之變形

量差異，故在測量資料建置及調模

時要特別注意拱度值修正。

圖19 波形鋼腹板設計上緣未設有端板

圖20 鋼腹板與模板會相互錯動造成漏漿現象

三、施工效率提昇對策

本案例因橋下空間無阻礙，故以施作便道

提供吊車裝載波形鋼腹板至橋下進行吊裝，可

節省波鋼組裝時間。另外，施工前曾至日本參

觀實體橋梁興建，並將取得之施工相關資料，

應用於施工前各方案之推演研究，有助於事前

將各項可能遭遇之施工問題先行考量解決，使

施工效率有效提昇。

肆、施工中遭遇之困難及解決對
策

一、波形鋼腹板組裝之精度控制方法

鋼腹板高程誤差產生後，可採如表1所示兩

種處理方式。

表1 波形鋼腹板組裝精度控制方法

項次 處理方式 優點 缺點 備註

一

修正波鋼
製作時所
放入之預
拱值

節省
現場
鑽孔
時間

修正值仍為
預估值、無
法完全將誤
差歸零

二
現場鑽孔
方式

誤差
值完
全歸
零

依孔數及機
具多寡、影
響2~3天工
期

二、波形鋼腹板與混凝土接合之模板組裝問

題

(一) 本案例波形鋼腹板設計，上緣未設

有端板(如圖19)，因製作誤差因素，

頂板模板無法完全與鋼腹板密合，

且因鋼腹板變形量與模板不同，故

漏漿問題難以避免(如圖20)。實際處

理對策為加設上端板，如此模板容

易施作、密合性又可提高，可有效

降低漏漿情形。另一影響因素為模

板與鋼腹板間之錯動問題，易造成

漏漿現象(如圖20)，本案例試過「木

模+矽利康」、「鐵板+矽利康」及

「鐵板+PU膠條」等方式處理，僅能

達到減少漏漿，目前仍以加設上端

板為最佳對策。

(二) 鋼腹板是以螺栓鎖固於前一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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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土石流、橋梁、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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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以強大沖刷力和衝擊能量，對溪流沿程阻礙土石流行進之構造物造成近乎毀滅

性之破壞，其中不乏有橫跨於土石流潛勢溪流之公路橋梁遭土石流沖斷，或因路基淘刷而

坍塌，導致交通建設蒙受重大之損失。

本研究係以橫跨土石流潛勢溪流之橋梁為對象，首先蒐集橋梁受土石流作用而毀損之

相關案例，並探討既有土石流溪流橋梁設計準則及安全評估法。其次，採用FLO-2D模擬公

路橋梁下之土石流過流能力。最後，針對既存土石流潛勢溪流之橋梁，提出一套安全評估

方法及改善對策，以提供未來相關設計之參採。

壹、橋梁受土石流作用毀損之相
關案例

本研究以台21線沿

線公路橋梁為對象，蒐

集調查土石流作用下之

橋梁毀損狀況，如表1

所示。

以愛玉橋為例，位

於編號南投075土石流

潛勢溪流上，橋梁上部

結構為混凝土梁，長21

公尺、寬8.4公尺，集水

區面積674公頃，主流

長度4209公尺。桃芝颱

風土石流由愛玉橋兩岸

溢出，並於桃芝後清除完

畢。敏督利颱風期間，橋面遭土石撞擊嚴重，

橋下土砂淤積嚴重（圖1）。

圖1 愛玉橋

關鍵詞：土石流、橋梁、安全評估

土石流溪流公
路橋涵設計與
安全檢算模式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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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步評估

如表2所示，計包含13項評估因子。若項目

1至項目13為「是」者超過六項，或若未超過六

項但其中項目3、項目4及項目10為「是」者，

則其初評結果為「危險」，且須進入細部評

估。若未超過六項，且項目3、項目4及項目10

不為「是」者，則初評結果為「安全」，不需

進入細部評估。以下介紹13項評估因子內容。

(一)土石流潛勢溪流

野溪坡度與集水面積都必須大於

一定之標準才能被判定為土石流潛勢溪

流。土石流潛勢溪流之查詢與編號可參

照水土保持局網頁公告。

(二)災害歷史

災害歷史可訪問當地民眾，或是參

考公路總局、水利署、水土保持局或其

他機關單位之相關計畫。

(三)土石流災害

發生過土石流災害之溪流，並非一

定是土石流潛勢溪流，但已發生過土石

流者，代表已經具備發生條件。因此在

已發生過土石流的溪流建造橋梁更須注

意；歷史災害資料可訪問當地民眾或參

考水土保持局之「重大土石流災例」網

站。

(四)兩岸邊坡多裸露或近河床處部分裸露

若溪流兩岸或近河床處已呈現裸露

狀態，則代表兩岸或近河床處在平常水

流狀態下已是屬於沖刷狀態。若未治理

或是自然力來不及復原，極有可能成為

下次土石流材料的來源之一，如圖4所

示。

積，形成橋梁壅水與淹水現象，洪水將流向河

川地勢較低處溢淹，致使淹水範圍增加。

圖2 信義橋最大土石淤積深度等值圖

肆、土石流溪流橋梁之安全評估

本研究建立山區橋梁安全評估模式。此模

式主要分為初步評估與細部評估，初步評估為

利用簡易現場評估，評量橋址之危險性，並利

用此結果決定是否須進入細部評估。評估流程

如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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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土石流橋梁安全評估流程

之可能。然而，公路橋梁設計規範之橋梁載重(

設計載重)包含靜重、活重、超載、車道載重、

縱向力、風力、溫度伸縮力、上舉力、動力影

響⋯等，有關土石流引致之作用力卻付之闕

如。

就現行橋梁設計而言，考量之方式乃是最

大設計載重，無法要求整體橋梁能夠抗衡土石

流之撞擊。此外，要求橋梁結構能抵抗土石流

衝擊力是不合理的，因此較佳之方式則是希望

土石流能無害的通過，故淨空設計便顯得相當

重要。橋墩之存在亦會對土石流造成阻礙，土

石流不易往橋墩之兩側分流，最終還是沖毀橋

墩，而導致橋梁倒塌。

跨河構造物之施設，除應考慮主結構體本

身之安全外，尚須進一步檢討與河川之互動關

係。「申請跨河建造物設置注意事項」已提及

斷面束縮、漂浮物阻礙水流、橋梁上游水面壅

高、橋梁段河床沖刷、橋墩與橋台局部沖刷、

河道穩定性對橋墩安全之影響等特性。但規範

中所考量為一般河川洪流，對於應用在土石流

溪流橋梁之設計時，仍舊有許多不合宜之處，

但其設計原則值得土石流溪流參採。

參、土石流過流能力之模擬

本研究選定台21線沿線之信義橋、十八重

溪橋、望鄉橋、新興橋及愛玉橋等五座橋梁進

行數值模擬。模擬軟體以FLO-2D為主，配合GIS

軟體進行數值模擬現象呈現。

以信義橋為例，給定50年頻率洪水量與土

石流體積濃度，計算網格為20m；模式中設定面

積減少因子(ARF)用以考慮橋墩所在之網格。模

擬結果(圖2)顯示土石流集中於河道左岸，可能

影響橋梁之左側橋墩、橋基與護岸安全性。土

石流如果持續堆積，會造成橋梁段河道阻塞淤

              表1 橋梁受損案例

地點 災害時間 災損情形

新安橋
(台21)

賀伯颱風
涵洞遭土石流沖毀、
路基流失、河床刷深
10公尺以下

郡坑橋
賀伯颱風 橋梁遭土砂掩埋

桃芝颱風 橋梁損毀

郡安橋
賀伯颱風 涵洞堵塞

桃芝颱風 橋梁損毀

上安橋 桃芝颱風 橋梁損毀

信義橋

賀伯颱風 橋面淤積

桃芝颱風
兩孔橋面及一孔橋腳
遭沖毀

十八重溪橋

賀伯颱風
橋孔堵塞、橋台遭沖
毀

桃芝颱風
東側橋墩遭沖毀、一
端橋面陷落

陳有蘭溪橋

賀伯颱風
一橋墩遭沖毀、兩塊
橋面、一處橋台及引
道被沖走

桃芝颱風
橋墩基礎與橋面完全
損毀

筆石橋
賀伯颱風 路基流失

桃芝颱風 橋體完全沖毀流失

望鄉橋

賀伯颱風 橋梁左岸遭淘刷

桃芝颱風
橋梁遭土石流沖毀橋
面

新興橋
賀伯颱風 橋台陷落、橋面沖失

桃芝颱風 橋下淤積

神和橋
賀伯颱風 橋梁沖毀

桃芝颱風 橋梁沖毀

愛玉橋 敏督利颱風
橋面遭土石撞擊、橋
下淤滿

松泉橋 桃芝颱風 橋梁沖毀

貳、既有土石流溪流橋梁設計準
則之評析

土石流造成橋梁之損害，首要是土石流

之撞擊力。撞擊位置可能發生在橋梁之任何部

位，如橋基、橋墩與橋面板等，皆有發生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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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河溪順直或僅有一彎道

河溪順直時（如圖7所示）土石流直

進性強，在通過橋梁等結構物時，因其

力量未受緩衝，直接衝擊結構物之能量

較多彎道河溪大。

        
       圖7 順直河道

(十)橋址位於河彎處或河谷扇狀地

橋址若位於彎道，凹岸為攻擊岸，

土石流之直進性強且遇阻礙物不繞流，

因此比起水流對橋梁之攻擊力更是驚

人，如圖8(a)所示。橋址若位於土石流扇

狀地範圍內，則當土石流發生，因其扇

狀地範圍廣大，使得堆積時整座橋梁可

能被大量土石淤埋、撞擊而導致破壞，

如圖8(b)所示。

        
           8(a)位於河灣處之破壞情形

(六)斷面型態多屬V型

V型斷面河道（如圖6所示）屬於幼

年期河川，此型態之河道極不穩定，易

產生劇烈沖刷。土石流依其運動方式可

以分成發生區、流動區與堆積區，一般

而言發生區的河道斷面型態多呈V型，亦

說明河道之極度不穩定性。

        

         圖6 筆石溪上游V型河道

(七)溪床坡度大於6度或小於6度

由土石流運動方式，土石流發生區

大於15度，流動區介於6度至15度，小於

6度則為土石流堆積區。因此，土石流對

河道產生影響為溪床坡度大於6度，土石

流對河道主要為沖刷、擴床作用。但當

溪床坡度小於6度時，土石流屬於停積狀

況，巨礫泥砂開始堆積。

(八)河溪寬深比小於5

河溪寬深比小於5者，屬三維流況；

河溪寬深比大於10者，屬二維流況。對

於三維流況，水流對於兩岸與底床之沖

刷影響極大。對於二維流況，水流對於

兩岸之沖刷影響遠小於對底床之沖刷，

兩岸沖刷可予忽略。

與隱蔽之作用，形成護甲層保護河床或

類似階潭河道，這類型河床較為穩定，

不易被沖刷。

        
 (a)神木村出水溪溪床堆積情形

        

 
(b)七家灣溪上游溪床情形

            圖5 溪床堆積情形

圖4 國姓鄉九份二山韭菜湖溪兩岸與

近河床處裸露情形

(五)河床土石多粗大浮石或粒徑均勻

河床上堆積土石（如圖5所示）若多

是粗大浮石或是粒徑均勻之土石，則河

床屬於不穩定之狀態，這些不穩定的堆

積土石將成為下次土石流的料源之一。

若溪床組成之礫石標準偏差較大，其巨

大礫石與細小顆粒泥砂間具有互相固結

表2 山區橋梁安全初步評估表

填表人 填表日期      /        /

基本
資料

行政區域 縣(市)             鄉(鎮)              村(里)

溪流名稱 橋梁名稱 X:            Y:

1 土石流潛勢溪流 □否  □是；(土石流潛勢溪流編號：          )

2 災害歷史 □無  □有；(最近發生時間：   /   /   )

3 土石流災害 □否  □是；(異常氣象名稱：：              )

4 兩岸邊坡多裸露或近河床處部分裸露 □否  □是；(植被種類：□草地  □喬灌木)

5 河床土石多粗大浮石或粒徑均勻 □否  □是；(最大粒徑：        公分)

6 斷面型態多屬V型 □否  □是；

7 溪床坡度大於6度或小於6度 □否  □是；

8 河溪寬深比小於5 □否  □是；

9 河溪順直或僅有一彎道 □否  □是；

10 橋址位於河彎處或河谷扇狀地 □否  □是；

11 橋址上下游無整治工程 □否  □是；

12 整治工程功能不正常 □否  □是；

13 橋梁有落墩 □無  □有；

應進行
細部評估

1.有6(含)項以上為”是”者；
2.小於6項，惟3、4及10等項次為”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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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谷型

複合型

圖11 斷面型態

6.  橋址地質

橋址地質調查包含層狀岩石、塊

狀岩石、砂頁岩互層、礫岩、破碎風

化岩層與其他岩層。

(二)橋址附近河段水理演算

1. 清水流

(1)流量計算

山區河溪以五十年重現期距之

降雨強度計算，清水流流量採用此

降雨強度計算；計算方式為合理化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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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中 ， 為 清 水 流 流 量

(cms)；C為逕流係數，參考表4；

I為降雨強度(mm/hr)；A為集水區

面積(ha)。

圖9 淨空高度與淨空寬度

3.  橋址溪坡

建議採橋址上、下游各100公尺

範圍內之溪坡坡度。

4. 橋址處岸坡坡度

橋址處岸坡坡度如圖10所示。

圖10 橋址處岸坡坡度

5. 斷面型態

可分為寬廣型、峽谷型與複合

型，如圖11所示。

寬廣型

(十三)橋梁落墩

若橋梁有落墩，橋墩可能將會受到

土石流直接撞擊，使得橋墩破損，造成

橋面下陷破壞。

二、細部評估

細部評估如表3所示，係藉由計算找出可能

原因，並藉此評估橋址適合度之綜合評估，以

提供作為橋梁保護規劃之依據，或新建橋梁興

建與否之參考。以下介紹細部評估因子內容。

(一)橋址基本資料

1. 橋梁基本資料

包含橋梁名稱、寬度、落墩數、

橋址處地形、附近地標及座標。

2. 淨空高度與通水淨寬

淨空高度與通水淨寬如圖9所

示。

        
              8(b)位於河谷扇狀地上之郡坑橋破壞情形

           圖8 橋址位於河彎處或河谷扇狀地

(十一)橋址上下游整治工程

橋址上下游整治工程資料，應經由

現場勘查得之。

(十二)整治工程功能不正常

現場觀察結構物基礎有無裸露情

形、結構物本體有無磨損或破壞情形及

結構物有無被土砂覆蓋而喪失其原有功

能。

表3 山區橋梁安全細部評估表

填表人／單位 行政區域 縣(市)      鄉(鎮)     村(里)

橋梁及橋址
基本資料

橋梁名稱

橋址
 □彎道處 □順直段 □下游段 □中游段
 □上游段 □扇狀地 

地標及
座標

 地標：
 座標(X：            Y：             )

橋梁寬度 公尺 淨空高度 公尺 落墩數 通水淨寬 公尺

橋址溪坡 % 橋址處岸坡坡度
右岸:     %
左岸:     %

斷面
型態

□寬廣型 □峽谷型 □複合型

橋址地質
 □層狀岩石 □塊狀岩石 □砂頁岩互層 
 □礫岩 □破碎風化岩層

橋址附近河
床質

 □砂質型(粒徑約   公分)
 □礫石型(粒徑約   公分)

橋址附近河段
水理演算

設計流量
(cms)

 設計水深(含出水高度)(m) 流速值
(m/s) 沖淤判斷  河工構造物

 計算值  檢算結果

水流挾
砂條件

清水流  □通過 □可能溢流 □溢流
 起動粒徑：   公分
 □沖刷 □淤積  防砂工程： (□上游段 □橋址 □下游段)

 護岸工程： (□上游段 □橋址 □下游段)

 整流工程： (□上游段 □橋址 □下游段)

 截排水工程： (□上游段 □橋址 □下游段)

含滓流  □通過 □可能溢流 □溢流
 起動粒徑：   公分
 □沖刷 □淤積

土石流  □通過 □可能溢流 □溢流
 起動粒徑：   公分
 □沖刷 □淤積

橋址適合度
綜合評估

 □可行或輕微危險度：[ □地質問題 □水理問題(□通洪□沖淤) □工程設施問題 □河道整理 □土地取得問題 □其他]

 □尚可或低危險度，適當補強：[ □地質問題 □水理問題(□通洪□沖淤) □工程設施問題 □河道整理 □土地取得問題 □其他]

 □普通或中危險度，加強保護：[ □地質問題 □水理問題(□通洪□沖淤) □工程設施問題 □河道整理 □土地取得問題 □其他]

 □不適合或高危險度：[ □地質問題 □水理問題(□通洪□沖淤) □工程設施問題 □河道整理 □土地取得問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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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針對橋梁危害的四大可能條件：

淨空、撞擊、沖刷及淤積分述其設計原則之考

量。

一、淨空條件

淨空條件主要為使土石流能無害通過。若

橋梁高度不足，將造成橋梁結構因土石撞擊而

損壞。對於橋梁之設計淨空，除參考現行公路

橋梁設計規範之高程設計，另須考量土石流流

深、巨礫最大直徑、漂流物等。

梁底高程須高過土石流最大流深與最大粒

徑二者之和；其中，最大粒徑以現場量測之最

大粒徑為主，而土石流最大流深hd計算方法如

式(9)。

式中， 為溪床坡度； 為粗

糙係數(土石流先端部 =0.1~0.06，

後續流 =0.06~0.03，具有襯砌流

路工 =0.03)；B為溪床寬度。上式

計算的 ，應與土石流設計粒徑

比較，取較大值作為土石流流深。

(4)流速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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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土石流設計粒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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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 ..........(12)

式中； 為設計粒徑； 為

修正係數，參考表5。

表5 土石流設計粒徑修正係數建議值表

流況條件 建議值

泥流型土石流、
無大規模崩塌

 =1.0，且不大於1.0公尺。

泥流型土石流、
具有大規模崩塌

 =1.0，且不小於0.5公尺。

礫石型土石流、
無大規模崩塌

 與現場溪床質粒徑分布相關，以不  
 小於1.0公尺為原則。

礫石型土石流、
具有大規模崩塌

 =1.2，且不小於1.5公尺。

 (資料來源：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伍、橋梁因應土石流之設計原則

土石流溪流橋梁進行規劃設計時須先進行

現地調查，了解可能致災成因，再提出評估安

全標準作為參考，進而設計、規劃橋梁方為適

當，圖12為橋梁考量土石流溪流之設計流程

圖。

                 
.........................(5)

(3)泥砂起動粒徑

                  

.................................(6)

3. 土石流

(1)土石流平衡體積濃度

                 
.....(7)

式中，Cd為土石流平衡體積濃

度；�為泥砂內摩擦角(介於26°

∼48°間)； 為溪床坡度。土石流

平衡體積濃度 合理範圍介於0.3∼

0.9 ( 為溪床堆積土體之泥砂體

積濃度，介於0.6~0.75)。

(2)流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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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為土石流流量； 為

溪床堆積土體之泥砂體積濃度；

為土石流泥砂體積濃度。

(3)流動深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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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流速計算

計算方式為曼寧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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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V為流速(m/s)； 為清

水流流量；A為通水斷面積(m2)；n
為曼寧係數；S為溪床坡度；R為水

力半徑(m)。

(3)泥砂起動粒徑

計算方式為謝爾德(Shield)泥砂

起動公式。

                 

...................................(3)

式中， 為清水流流速； 為

泥砂容重； 為水容重；g為重力加

速；d為起動泥砂顆粒粒徑； 為

臨界相對拖曳力(紊流狀態的 介於

0.04~0.06)。

  (1)含滓流

A、流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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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為含滓流流量；α為
水流中泥砂混合率(一般採用流量之

5%~10%)。

(2)流速計算

表4 逕流係數值表

集水區狀況 陡峻山地 山嶺區
丘陵地或
森林地

平坦耕地 非農業使用

無開發整地地區之
逕流係數

0.75∼0.90 0.70∼0.80 0.50∼0.75 0.45∼0.60 0.75∼0.95

開發整地區整地後之
逕流係數

0.95 0.90 0.90 0.85 0.95∼1.00

(資料來源：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地質問題 工程設施

水理問題 土地取得 

河道問題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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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新建橋梁梁選定橋址 選定橋址 

安全不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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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土石流溪流橋梁之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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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淤積問題考量主要有二點：

(一)橋梁選址之坡度應在6°以上、12°

以下；因坡度過緩土石流易淤積，而坡

度過陡則會有土石流沖刷問題。

(二)若橋址處坡度過緩，可考量於上游構

築潛壩固床工，降低河道土砂量。

建議管理單位每年汛期前、豪雨及颱風過

後，清除堆積於河道之土石，防止土石流來臨

造成危害。

陸、結語

台灣地區地形破碎，土石流災害頻傳，山

區橋梁常為對外交通之唯一通路，因此橋梁之

受損，將影響民眾之出入安全與救災之困難。

因此建議未來在選擇山區新建橋梁之橋址時，

應審慎進行評估，並利用本研究提出之評估模

式，作一完整評估檢視，以降低可能造成之災

害。

二、撞擊條件

土石流對於橋墩之作用力分成流體衝擊力

及巨礫撞擊力。

流體衝擊力  ...............................(13)

巨礫撞擊力  ..................................(14)

式中， 為流體衝擊力(t/m)； 接近1.0；

為土石流容重(t/m3)； 為土石流流深(m)；

為土石流流速(m/s)。 為巨礫撞擊力(t)；
為設計粒徑。土石流之衝擊動量相當巨大，

橋墩可加裝防撞鋼板或橡膠輪胎以增加抵抗塊

石撞擊之能力。

三、沖刷條件

土石流發生造成橋基嚴重沖刷，可採用

橋基保護工方式進行沖刷防治，大致有下列三

種：

(一)人工護甲如拋石、蛇籠與混凝土塊等

抗水流沖刷能力強之材料鋪設於河床面

上。但對土石流，混凝土塊排置則為較

可行的方式。

(二)利用潛堰工法攔蓄泥砂，維持河床面

高程。

(三)施築渠道或導流堤等，改變土石流流

向而減少沖刷。

四、淤積條件

土石流於河床6°以下時開始堆積，淤積

將造成橋梁底淨空減少，甚至溢流躍上道路沿

路面流動，沖入旁邊民舍或農園。此外，土石

流淤積淹沒之強大土壓力，會沖毀橋梁造成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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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壽克堅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辦處／工程師／顏君行 2

1 2

隨都市發展，地下管線施工用地減少，因此推進距離需隨之增加，以達減少工作

井數量、降低交通衝擊之目的。而在推進工程中經常以擴孔刀刃超挖並使用滑材，此

有降低土體與管體間的摩擦係數、減少推進力、增加推進距離、提升效率並縮短工期

等優點，並可減少施工對土體的擾動，減少影響其他鄰近地底構造物。本文以簡易的

滑材試驗來取得摩擦係數，並比較各種滑材狀況於實際案例中的表現，再以有限元素

分析軟體ABAQUS帶入摩擦係數來模擬直線、曲線推進工程中土體與管體的各種互制

行為。

另外本文以台中中科污水放流管為例，嘗試從每段推進距離與其日進率來建立聯

結關係。例中推進距離越長，日進率越低；推進距離較短，日進率可略為提高。雖然

表面上看似短距離推進日進率較高，但仔細探討分析比較後卻可發現略為提高推進距

離可以節省更多社會成本、移機成本與工時，其實是更為經濟的選擇，希望透過普遍

提高國內推進距離能夠提昇推進工法之技術層次。

壹、前言

在都市中以推進工法施工，經常遭遇施工

用地取得困難的狀況，因此於其中施作推進工

法時，推進距離常必須配合增加，以盡量達到

減少工作井，降低路面交通衝擊之目的。長距

離推進中除了完善的機具設備之外，最重要的

就是在施工過程中所使用的滑材，善用滑材可

以降低土體與管體之間的摩擦係數，使推進力

降低。同樣的元壓設備之下，推進距離增加，

並且提升推進效率、縮短工期。而且土體與管

體之間互制擾動也明顯降低，可減少推進過程

中對其他地下結構物的影響。

本文由工地現場取幾種常用的滑材回試

驗室進行摩擦係數試驗，透過簡易的試驗求得

混凝土塊與土壤之間使用各種滑材下的摩擦係

數，並且利用此摩擦係數帶入有限元素分析軟

體ABAQUS中進行三維直線、曲線推進之數值分

析。再由結果比較推進過程於不同摩擦係數對

於管周圍土體應力分佈範圍影響。

另外本文也以台中中科污水放流管一、

二、三標為例，探討推進距離與效率的關係。

本區推進工程中，若非遭遇特殊條件限制，一

般設計長度皆為100m左右，甚至有小於50m

的短推進，但於最長之推進距離卻達397.6m。

長距離推進工程所面臨的風險比短推進高了許

多，而且也經常遭遇機具維修與意外狀況…等

問題而導致推進效率下降，但短推進工程則因

為工作井數量增加而必須付出對交通等社會成

本的代價，並且更於每段推進之後還必須增加

工作井開挖與移機的成本與時間因素。

推進工程中土體與管
體互制分析與效益評
估─以台中科學園區
污水放流管為例

關鍵詞：推進工程、推進效率、滑材、數值分析、接觸範圍、摩擦係數



2

120 │No.87│ July, 2010

專
題
報
導

2

No.87│ July, 2010 │121

專
題
報
導

圖1 台中科學工業園區位置圖 (圖片：中科網站)

參、管推進數值分析

一、數值分析模型

本文之數值分析結果首先感謝新竹國家高

速電腦中心所提供有限元素分析軟體－ABAQUS

使用帳號，使本文可順利完成。使用有限元素

分析軟體ABAQUS進行管推進模擬，最大的困

難在於如何簡化複雜的開挖推進行為與克服管

體土體間互相摩擦時計算的發散性。在解決非

線性問題時，最後結果是否收斂是非常重要

的，收斂結果是否合理更是分析重點。ABAQUS

程式於非線性分析中使用牛頓-瑞福生收斂法

(Newton-Raphson method)，使分析中能夠快速、

正確地得到收斂值。此法為二階收斂法，其中

外力為P，內力為Ia，收斂之殘餘力為Ra，收斂

勁度矩陣為Ka，其關係式如下：

Ra＝P－Ia

使用此收斂法，會使殘餘力迅速減少以達

到靜力平衡，最後變位是由每一循環增加之力

量dP所造成之微小變位累積而成C1＋C2＋C3

＋……；每一次疊加過程包含：

1. 組成剛性矩陣Ki。

2. 同時得出變位Ci。

3. 計算在變位Ci時之內力向量I(ui)。

4. 此時殘餘力為Ra＝P－Ia

5. 重複上述過程，最後判斷是否收斂：

（1）是否在容許範圍內

（2）Ci  ≤ 
 

同時滿足上述兩條件才算收斂。

離推進，在初期只以元壓推進時，共有三段分

別使用不同滑材之狀況(分別為無滑材、皂土與

皂土添加高分子聚合物(Super-PAA))，其各段之

推進力與推進距離的回歸線方程式如圖2所示。

圖2 長推進案例中推進力與距離關係圖

初期掘進內的30m因管體周圍滑材設備尚

未備妥，因此初期掘進段並無使用滑材，其推

進力增加速度較快，值得討論的是其發展的趨

勢與日本下水道經驗公式計算值相比，實際量

測值雖然比經驗公式計算值略小，但已相當接

近。開始使用皂土之後，可以發現其推進力增

加的回歸線斜率其實已比初期掘進階段低，於

後半段推進過程中在皂土液中再加入潤滑性相

當高的高分子聚合物(Super-PAA)，可以觀察

出推力增加的回歸線斜率更為趨緩。雖然減少

的推進力無法直接由經驗公式或是理論公式求

得，但卻可明顯的發現在改變滑材的時間點上

皆有明顯推進力折減的趨勢。

經驗公式與實際量測數據的差距最有可能

在於擴孔超挖使接觸範圍減少與滑材的使用，

而這兩者又是相輔相成使推進力降低的最大關

鍵。特別是在卵礫石地層中，其自立性良好，

不像在其他軟弱之地層超挖面普遍不穩定。若

能將擴孔空間充分以滑材填注，並完整包圍管

體，徹底隔離土層之正向力直接施加於管體

上，理論上其推進阻抗應可減少許多。

方式來進行填補，而這些超挖的範圍通常也就

是滑材填充的位置。

利用理論公式來推估推進力時，經常會將

覆土深度考量進來，因為覆土的壓力可能造成

過大的正向力直接施加於管體上，而造成無法

推進的情況，因此於推進施工發展初期，推進

工程僅能於淺層地表施工。但於經驗公式中就

不同了，部分經驗公式直接會忽略掉覆土深度

的影響，因為理論上若是管週超挖的範圍皆可

完整維持，則覆土壓力便不會直接傳遞到管體

上，於推進力的評估中即可忽略深度的考量。

但若是在推進過程中遭遇地下水，這些超

挖的範圍卻經常因管體對土體的擾動；或是地

下水滲流造成土體塌陷進而引起卡管現象。在

本次長推進案例中，就曾經發生因為地下水滲

流而挾帶卵礫石層中的細砂對管體產生夾埋現

象，造成推進力突然大增的狀況，所幸該段長

推進中壓站分佈得宜，才能順利脫困。

本次蒐集之案例中包含一段397.6m的長距

貳、地質材料與滑材特性

台中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主要位處台中

卵礫石層上，地理位置如圖1所示。此種地質為

一種複合式的材料，除了大粒徑的堅硬的石英

質卵礫石之外，還有其他凝聚性低的含砂質土

壤，此區的卵礫石硬度達莫式硬度6.0，單壓強

度更可達到1000kg/cm2以上，在此種地質條件中

以推進工法施工相當具有挑戰性。

在此利用推進工法施工必須先由地質條件

來評估推進力，但由目前國內常用的日本下水

道經驗公式來計算，但卻經常得到過於保守的

數據。舉例來說，於本次推進案例中有段長達

397.6m的長距離推進，在適當的使用各種滑材

之下，順利的以較小的推進力（與初期經驗公

式計算值相比）完成此段艱鉅的挑戰。

於推進工程中通常會利用機頭的擴挖刀刃

來加大開挖斷面，也就是利用管周圍超挖的方

式來減少土體對管體的摩擦，來達到降低推力

的目的。並且在施工完成之後再以背填灌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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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圖6中可以發現當摩擦係數下降，可使有效

減少推進過程中管串對於土體應力的影響，而

且低摩擦係數時土體應力影響可以較快達到穩

定值。曲線推進中摩擦係數對於土體應力影響

較小乃因於曲線推進過程中，外側土體皆因為

幾何條件不對稱的關係而有應力集中之現象，

因此摩擦係數影響較不明顯。

另外於曲線推進過程中地表變位如圖7所

示，可以明顯看出推進路線中外側因管體擠壓

土體而使地表有略為隆起之現象，內側部分則

因解壓而略有下陷。

圖7 曲線推進地表變位中心線兩側情形

當曲線推進擴孔超挖時，可能會導致管體

值不收斂的狀況。若利用位移控制來使管體前

進，由於位移設定中給定了管體自由度的束制

條件，因此於計算過程中便相對容易收斂。本

次模擬輸入的參數皆由上述長推進案例之參數

來進行推進數值分析，推進模擬部份以力量控

制進行摩擦係數、接觸範圍對於週遭土體應力

的影響，推力數值大小以經驗公式所計算之推

力為主；以位移控制進行局部卡管對管體應力

之影響探討。

二、數值分析結果

數值模擬分析中採用0.52與0.13兩種摩擦係

數，直線、曲線推進之模擬土體應力分佈如下

圖5所示(直線、曲線案例僅各取一組模型試驗代

表顯示)：

直線之土壤應力圖可以明顯看出於5m之

模擬推進中，開挖面附近之土體應力值較大，

並且呈現對稱分佈。於曲線推進之土壤應力圖

中，也可發現因曲線推進，而在推進路線過程

中外側有明顯擠壓的行為產生，土壤應力值較

內側大。各模擬案例之土壤應力數值如圖6所

制方程式的階數小於拉格朗日乘子法，而且其

罰參數接觸力有上限之限制，因此收斂性方面

較為容易。

本模型土體底部利用Hinge固定，四周

以Rolle r束制，地表面則為自由面。管外徑

2.85m、內徑2.40m，覆土深度9.65m，直線推進

部份預設20m管體在土體後推進5m之結果，最

終推進總距離為25m；曲線推進部份則是模擬曲

率半徑20m的急曲線推進。三維數值模擬網格剖

面圖與上視圖分別如圖4所示(藍色虛線為推進範

圍)。

圖4 直線與曲線數值分析模型網格

(剖面圖、上視圖)

於推進數值分析中，使用力量控制推進管

體與真實案例的行為較為相近，特別是在推進

方向上會產生偏移的曲線推進案例中。但於數

值分析的計算過程中困難度則比利用位移控制

難上許多。主因利用力量控制管體前進時，自

由度的束制較少，相對計算複雜，經常發生數

為得到合理的結果，模擬中透過簡易的滑

材試驗來取得不同滑材與混凝土塊間的摩擦係

數，並且帶入ABAQUS中計算管體與土體間的摩

擦互制行為。其中各項材料參數設定如下表1所

示：

       表1 數值分析中各項材料參數

土
壤
參
數

(

台
中
卵
礫
石
層)

φ =37˚ 混
凝
土
管
參
數

E(kPa)=2.17E+006

E(kPa)=1E+006 v=0.3
v=0.3 γ(kN/m3)=23.52

γ(kN/m3)=23.00
接觸性
質設定

正向行為： 硬接觸(Hard contact) 切線
方向行為:罰函數(penalty)

正向的接觸性質中，硬接觸代表當兩接

觸面間隙為零時，接觸壓力立即開始傳遞；反

之，若兩接觸面出現間隙，接觸壓力立即解

除歸零。另外，接觸性質中也存在軟接觸(soft 

contact)，其中兩接觸面即使已經開始分離，其

接觸壓力仍以指數函數的關係來逐漸遞減，並

不會因分離而造成接觸壓力立即解除的情況，

於模擬中可自行選擇合適之正向接觸性質。兩

種接觸性質接觸壓力與距離的關係如下圖3所

示。

於切線方向接觸本次選用罰函數來計算，

於ABAQUS中，切線方向接觸的計算方式還有拉

格朗日乘子法(Lagrange Multiplier)，雖然計算結

果較為精準，但計算效率差，對於變形量較大

的分析中容易出現收斂上的困難。而罰函數控

      
圖3 硬接觸(左)與軟接觸(右)接觸壓力與間隙關係圖

         
圖5 直線(左圖)、曲線(右圖)推進模擬土體應力分佈圖(上視剖面圖)

   
圖6 直線、曲線推進模擬土體應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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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討論。本次資料中僅有五段較長距離的

推進(150m以上)分別為172.5m(T38~T35-2)、

187 .5m(U11-U14)、212 .5m(U11-U14)、

220m(U56~U59)與397.6m(U28~U23)。各案例推

進距離與平均日進量如圖11所示。

圖11 推進距離與日進量之關係圖

在各標中150m以內的推進案例中，日進率

約可達到每日4m左右，在推進距離超過150m之

後平均日進率降至2m以下。既然有如此明顯的

差異存在，那麼長距離推進的優勢到底在哪邊

呢？短推進中過多的路面工作井除了使社會成

本、直接工程成本大增之外，其日進率已近乎

最大值，已無再大幅提升之空間。而長距離推

進對路面影響小，而且目前其日進率僅有2m以

下，但值得令人振奮的是在397.6m的長推進過

程中，在機具、地質狀況無異狀時也曾在一日

內完成7.5m以上之紀錄，而其他4段長距離推進

也偶有日進率達4m之功率，可見長推進之平均

日進量仍有大幅成長的空間。如何累積更多之

實務經驗來持續提升施工技術與維護機具的正

常運作，變成了當前最急迫之課題之一。

而多長的推進距離才適合本區施工？從圖

11中可以看出各推進案例發現推進距離與平均

日進率的回歸線來看呈現反比的關係，在持續

下降的日進率與持續增加的推進距離之回歸線

交叉點位置(大約為180m處)，就是兩者之間妥

協的平衡處。若增加推進距離，則可能因技術

不純熟而導致日進率持續下降；若減少推進距

離，則又導致工程成本與社會成本增加。

肆、推進效益評估

一、明挖工法與免開挖工法之比較

於都會中施作地下管線，經常以免開挖工

法進行施工，而免開挖工法最大之用意即希望

以投入較高的機具與施工成本來降低明挖施工

所影響帶來的社會成本。而免開挖工法與明挖

工法的成本比較，在工程界中早已有不少研究

皆證明免開挖工法之總成本(直接工程成本+社會

成本)仍比明挖工法較具競爭力，因此於都會區

中之開挖，應仍以免開挖工法為優先考量。

明挖工法所需付出的社會成本集中對於大

眾的交通、環境、噪音、管遷等費用上，主要

原因當然就是工作面過長而導致不便。而在推

進過程中，若因推進距離過短，造成路面仍有

許多工作井的狀況，其實免開挖工法便失去了

原來可降低社會成本的競爭性。雖然以潛盾工

法可以長距離施作，但高單價與需求作業空間

過大成了在都會區中最大的致命傷，因此於都

會區施作地下管線仍應以長距離推進為優先考

量。　　　　

二、推進案例分析

本文收集台中污水放流管線第一、二、三

標工程中各段利用推進工法施作的案例來加以

討論，從每段推進距離與日進率來討論台中卵

礫石地層中適合的施工距離。由於台中地質因

素，各標工程中推進距離大多仍為短推(100m左

右)，這代表仍然有過多的工作井存在仍於路面

影響交通。本文透過各段推進距離的日進率(推

推長度/總施工日數)比較來探討該區較適當的推

進設計距離。　

收集3個標案中的推進資料後，僅留下正

常施工的案例，部分工程因涉及管遷或是機具

設備損壞…等因素而導致工時過長者，在此

對推進力的影響。

於推進數值分析中本模擬將管周圍設定為

16邊形，並透過設定不同位置的摩擦係數來模

擬兩種局部塌陷卡管之情況，摩擦係數的分布

位置如圖10所示。

 
圖10 模擬局部卡管位置示意圖

第一種設定是將管周圍右上方設定摩擦係

數為0.8，其他範圍摩擦係數設定為0.52。第

二種設定是將管周圍正上方的摩擦係數設定為

0.8，其餘部份為0.52。這兩種設定中，除了

摩擦係數部份有差異外，其餘部份設定完全相

同。希望透過模擬不同位置之坍陷、摩擦係數

增加的情況來了解對推進力之影響。

    摩擦係數全為0.52與第一、第二種模擬

卡管的末端管體應力上16個元素平均應力值如

下表所示：

表2 不同卡管狀態下管體應力值

摩擦係數
皆0.52

右上方卡
管狀況

正上方卡
管狀況

管體平
均應力

(Pa)
1489769.19 1496272.50 1496697.94

兩者差值(Pa) 6503.31 425.44

由上表可看出管周圍正上方坍陷卡管對於

管體應力的影響比右上方坍陷卡管與摩擦係數

皆為0.52大。而管體應力即反應出土體與管體互

制程度，互制性高代表管體阻力增加，常理上

元壓推進力也隨之增加。因此判斷坍陷位置越

接近正上方，則對推進力的影響就更劇烈。

與土體之間接觸範圍減少，加上曲線推進的幾

何不對稱，本次模擬超挖部分假設管體與土體

僅有右下方1/3接觸，如圖8所示。

圖8 曲線推進接觸範圍示意圖

於數值分析中改變管體與土體的接觸範圍

為1/3後與先前完全接觸的土壤應力分佈如圖

9。其中顯示接觸範圍減少，土壤應力也跟著減

少，因此對於推力來說，略為超挖減少接觸範

圍對於降低推力有明顯的幫助。

圖9 曲線推進不同接觸範圍之土壤應力分布圖

三、推進中局部卡管對推力之影響

在推進工程中經常利用管周圍超挖來減少

推進阻抗力，但推進中卻又經常發生有管體周

圍有局部塌陷、卡管而造成局部摩擦力大增之

問題。於實際案例中曾發生因為遭遇地下水滲

流帶入細砂對管體形成夾埋現象而導致推進力

大增的狀況。本研究於數值分析中設定管體周

圍有不同的摩擦係數，來模擬局部塌陷卡管的

情況。因經驗公式中無法了解各種卡管狀態下

的推進力數據，本次分析在直線推進中採用位

移控制方式來使管串前進，再來觀察末端管體

於推進完成後應力分佈狀態，試圖了解此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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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建議：

1. 長推中經常遭遇有機具損耗嚴重而需

維修的狀況，因此對於地質的掌握程

度必須提高，另外機具零件之備品也

應準備齊全。

2. 推進施工中應建立標準的作業程序，

避免造成施工效率降低、人力資源浪

費等問題。

3. 國內目前每公尺長推進單價過低，建

議可適度提高推進單價以提高施工意

願。 

在台中污水放流管各標的案例之中，可以

從圖中看出日進量與推進距離關係圖成反比，

若將日進量的回歸線與推進距離回歸線繪出，

可發現兩者交會在推進距離約為180m處，在不

討論管理層面與工法選擇的複雜細節下，可保

守設定此區推進長度為150m左右，並依照目前

持續累積的推進技術，應避免設計100m以下的

距離，以免造成社會成本提升。偌於特殊現地

狀況中需要200m甚至300m以上之長推進，在完

整的配套措施下，應可接受其挑戰來快速累積

施工經驗與技術。

提升推進施工技術應加強各項學理分析

來了解更多微、巨觀行為，並配合更多實際案

例資料庫之建立以達相輔相成之效。本文以數

值分析討論推進土壤與管材互制行為，並以台

中卵礫石層地區污水放流管為例，透過初步性

以施工距離與推進效率來探討適用該區之推進

距離，而其他諸如推進工法選擇、詳細成本、

工班效率再造…等，仍有許多探討與研究之空

間，並期許本文之初步結論能對推進工法之技

術提升有拋磚引玉之效。

映在地表的變位量之上(推進路線外側隆起，內

側沉陷)。

於接觸範圍討論部份，一般推進工程中皆

利用超挖來減少管體之摩擦，在數值分析中，

利用調整接觸範圍的多寡來模擬超挖帶來的效

益。曲線推進模擬中以1/3接觸與完全接觸的案

例，發現透過減少管體與土體的接觸範圍可有

效的減少推進力與土體應力值。

土體局部坍陷卡管的模擬部份，因經驗公

式或理論公式中並無參數評估局部卡管時的推

進力，因此此部份利用管串位移控制來觀察管

體應力的影響。於模擬中設定較大的摩擦係數

於局部位置來模擬卡管下的影響，發現在正上

方(12點鐘方向)坍陷卡管時管體受力的影響比右

上方(2點鐘方向)卡管大。因此於推進過程中特

別需要注意正上方土體之穩定，以免造成推進

力突然驟增的影響。

二、推進效益評估

進行較長距離的推進作業，當然在機具的

選擇方面也是相當重要，在一般推進施工中，

多採土壓平衡式的半潛盾機來進行施工作業，

其鑽掘棄土是由機內拖曳土車方式排出，掘進

作業不連續，推進速度相對也慢，於高地下水

位下作業更是不利於施工。上述問題可能產生

工期延長的疑慮；而若使用泥水加壓工法，雖

設備眾多、材料費用略高，但施工速度快，掘

進、出土可連續作業，推進速度快，可施工距

離也較長。在長距離推進中所省下的社會成

本、工作井開挖、移機...等成本，在整體考量下

仍為長距離推進中較適當之工法選擇。

若要提昇長距離推進效率，除了累積更多

工程經驗來改善施工技術層面的問題外，當然

於施工管理方面也需加強，在此有下列三點提

伍、結論與建議

一、滑材與數值分析

經由實際案例中可以發現，妥善利用各

種滑材之特性，可以明顯的抑制推進力增加之

趨勢。特別在長距離推進中滑材更需要確實使

用，因為滑材對於工程效益可能遠超過滑材本

身的價值。另外，日本下水道經驗公式計算中

並無考量到滑材的因子，與實際案例相比後又

與無滑材時的趨勢較為接近。因此若確實使用

滑材，在利用日本下水道經驗公式評估推進力

時應可給予以適當折減，至於折減的比例，應

透過更多的案例收集與數值分析來建立彼此的

關係性。

經由簡易滑材摩擦係數試驗取得摩擦係數

後帶入數值模擬進行分析，在兩種摩擦係數的

計算下，可以發現有效使用滑材，降低摩擦係

數除了可使推進力有效降低之外，還可使土體

應力值降低，減少對土體的擾動程度，避免鄰

近地下構造物受到影響。

直線推進模擬中，至初始20m處推進至25m

處後發現斷面2應力值比斷面1應力值大，主因

推進完成之後斷面2位置為推進機開挖面，應力

值較大；斷面1離開挖面較遠，應力數值小。摩

擦係數為0.52時，土體應力分佈約在4~6m處趨

於穩定值，因此判斷當摩擦係數為0.52時，應力

影響範圍約為2D(兩倍管直徑)，摩擦係數降為

0.13時，應力影響範圍降低為約1D(一倍管直徑

)。

曲線推進模擬中，於摩擦係數的影響與前

述部份相同，特別之處為曲線推進的幾何不對

稱而造成推進內外側有不同行為。外側推進因

管體擠壓而造成土體應力較大，內側有解壓現

象而使土體應力較小，應力分佈的影響明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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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不老溫泉區、地球物理探測、滑動潛勢。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辦處／業務經理／周允文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辦處／副理／謝政璋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辦處／計畫副理／蔡同宏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辦處／工程師／劉振維 4 1 2 3 4

本文主要探討莫拉克風災後高133線鄉道不老溫泉區地滑原因，首先針對台灣地區常

見坡地災損做一概述，並配合高133線鄉道沿線地工災損進行分類，透過對該區域之地表

地質調查與地球物理探測(含折射震測及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等)，將成果繪製成二維地層

構造剖面影像，以瞭解該區域整體地質特性，包括有無斷層或地質構造通過、岩盤及覆

蓋層深度、岩盤強度及地下水位狀態等，並推估地層動靜態性質，再佐以地質鑽探以及

傾斜管與水位觀測井之觀測資料，期能詳實掌握該區域可能之破壞層面與致災機制，進

一步將研析成果作為災後重建工程規劃設計之參考。

壹、前言

高雄縣境內高133線鄉道為沿荖濃溪流域

溫泉及觀光重要之聯外道路，此區域近年來受

敏督利(Mindulle，2004年編號7颱風)、莫拉克

(Morakot，2009年編號8颱風)等颱風暴雨相繼

侵襲，尤以莫拉克颱風所挾帶超大雨量 (超過

1,000mm/日)，造成荖濃溪河岸嚴重崩塌及土石

流災害，道路嚴重受損，而新寶橋、新開橋及

寶來溪橋等均遭沖毀。不老温泉區位於高133

線里程6K+100~6K+900，附近溫泉飯店林立，

莫拉克風災後，該段道路除路基掏空路面坍損

外，部分路面、排水溝渠及混凝土擋牆等出現

數處張力裂縫，沿里程6K+500上方台階地地表

亦見二處30~50m張力裂縫，研判致災成因可能

為荖濃溪沖刷道路坡趾且區域地表逕流宣洩不

及所致外，區域地層有弧形滑動破壞之趨勢，

推估該區域地層有滑動潛勢【1】。

貳、邊坡災害類型

根據周南山(2005)之研究，台灣山區道路

常見邊坡破壞類型約可分為（一）淺層土壤

滑動破壞（二）土石流（三）表層土壤沖蝕

（四）近圓弧形滑動破壞（五）地層潛變位移

（六）順向坡滑動破壞及（七）落石等七類；

其中淺層土壤滑動破壞、表層土壤沖蝕、近圓

弧形滑動破壞及地層潛變位移等屬於土壤邊坡

的破壞類型，順向坡滑動破壞及落石屬於岩層

邊坡的破壞類型，而土石流則屬於土石混合的

邊坡破壞類型【2】。

有關邊坡破壞類型與潛在危險因素關係詳

如表1所示，荖濃溪兩岸坡地歷經莫拉克風災侵

襲後，上述各類型坡地災損皆有發生，茲分述

如后。

關鍵字：不老溫泉區、地球物理探測、滑動潛勢。

地電阻影像剖面
法應用於莫拉克
風災後高133線
不老溫泉區之地
滑調查與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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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層土壤滑動破壞(高133線STA.6K+500對岸) 表層土壤沖蝕(高133線STA.5K+650)

土石流(新開部落(高133線STA.7K+500))

近圓弧形滑動破壞(高133線STA.3K+400) 地層潛變位移(高133線STA.6K+500)

順向坡滑動破壞(高133線STA.9K+250) 落石(高133線STA.1K+450)

圖1 荖濃溪河岸邊坡災害類型

呈圓弧或近圓弧形狀，另亦可能於邊坡

上半部發生圓弧破壞，下半部則沿著土

壤與岩石界面滑動（複合式破壞）。

(五) 地層潛變位移

一般多發生於厚層均質土體中，如

回填土坡、崩積土坡等。潛變位移量分

為坡體本身受重力影響產生之常時潛變

位移量及與因環境因子影響所產生額外

變形量。

(六) 順向坡滑動破壞

坡地坡面傾斜方向與地層層面或

不連續面傾斜方向相同者，稱為「順向

坡」。當地層層面沿著此地層之層面，

或不連續面產生滑動破壞者，則稱為

「平面型滑動」，亦即「順向坡滑動」

破壞。

(七) 落石

落石係單一或數個岩塊或土塊以自

由落體、跳動或滾動方式，從山坡懸崖

或陡坡零星地驟然墜落，於下坡處堆積

如傘狀，而且可能與下坡處原有的地質

材料組成不同。落石破壞常發生於地形

較陡峭的山坡地或窄小、高峭的道路邊

坡。

表1 邊坡破壞類型與潛在危險因素關係一覽表 (周南山 2005)

潛在危險因素

邊坡破壞類型 

環境本質因素 外在誘發因素

地形 地質材料 地質構造 地表植被 地下水 降雨 地震 人為因素

淺層土壤滑動破壞 ○ ○ － ◎ － ◎ ○ ○
土石流 ◎ ○ － ○ ○ ◎ ○ －
表層土壤沖蝕 ○ ○ － ◎ － ◎ － ○
近圓弧形滑動破壞 ○ ◎ － ○ ◎ ◎ ○ ○
地層潛變位移 ◎ ◎ － － ◎ ◎ ○ ○
順向坡滑動破壞 ○ ◎ ◎ － ◎ ◎ ○ ◎
落石 ○ ○ ◎ － － ◎ ○ ○
註：◎表影響程度高；○表影響程度中；－表影響程度低

(一) 淺層土壤滑動破壞

一般多發生於坡度較陡邊坡，且滑

動面常發生於土層與岩層交界面上，或

僅發生於土層中，滑動破壞的土體厚度

不大、厚度均勻，一般介於1~3m間。

另淺層土壤滑動破壞亦常發生於坡地降

雨，雨水直接入滲土層形成土壤飽和，

或地表逕流匯集沖刷土層。

(二) 表層土壤沖蝕

多發生於坡面植被覆蓋不良之土

層表面，沖蝕動力主要來自雨滴打擊力

及地表逕流之曳引力，另依不同動力及

發展過程所造成之土壤沖蝕型態可分為

（1）飛濺沖蝕（2）層狀沖蝕（3）指狀

沖蝕（4）溝狀沖蝕等四類。

(三) 土石流

土石流分為發生部、流動部與堆積

部等三個部份，常發生於山嶺溝谷間，

由土壤、岩塊及水三者混合在一起向下

流動。山嶺間匯聚崩塌之土石為提供土

石流材料的最主要來源，另土石流發生

部Ｖ字形或凹形地貌為其地形主要特

徵。

(四) 近圓弧形滑動破壞

滑動面深度約位於3m以下，破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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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 擋土牆下方邊坡風化破碎、基腳掏空，坡腳露頭出露砂頁岩互層背斜構造

照片2 沖積礫石層厚度達20~30m以上，其下方為板岩

 

照片3 溫泉區聯外高133線道路路面及上邊坡台地張裂坍陷

3-4m之空洞及沖蝕溝。

不老溫泉區南側邊坡因緊鄰之不老溪於此

次莫拉克颱風發育成土石流潛勢溪流挾帶大量

土石流沖刷，致高133線鄉道原有之新開橋及道

路遭沖毀並形成一垂直陡立達20m之崖坡（照片

2），由崖坡露頭顯示，不老溫泉區台階地下方

為一厚達20m以上之U型碗狀砂礫石沖積層，其

下方板岩基盤遭其切蝕形成不整合接觸，研判

此沖積層為荖濃溪舊有河道，因地層抬昇及河

川向下切蝕交互作用而堆積淤塞並改道至現有

河道，由此沖積層露頭及鑽探資料顯示，溫泉

區所處地層為一舊有沖積河階台地，其穩定性

受砂礫石層膠結性、地表水滲入致孔隙水壓變

化等因素影響【4】。

另環繞溫泉區之高133鄉道，因莫拉克颱風

挾帶豪雨，致地表逕流受護攔阻擋宣洩不及，

雨水由護欄基礎下緣與路面接縫處滲入路基，

造成路基掏空沉陷，而路面、擋土牆及上邊坡

平台產生多處張力裂縫【5】，詳照片3。

參、地表地質調查

不老溫泉區就地形分區而言屬中央山脈(脊

樑部份)板頁岩山塊地形區，由於荖濃溪、不老

溪流經本區西側及南側，使本區之地形特徵為

一標準段丘地形，地形深受地質因素控制(差異

侵蝕)影響。就區域地質而言，地層屬中新世樟

山層及全新世的台地堆積層與現代沖積層所組

成，溫泉區邊坡出露之樟山層以深灰色硬頁岩

與板岩為主，間夾透鏡狀砂岩體，或輕微變質

之薄砂頁岩互層(圖2)【3】。

不老溫泉區緊鄰荖濃溪側擋土牆下緣為坡

度甚陡之裸露破碎岩盤邊坡，層面位態不甚明

顯且節理發達，近坡腳處出露一砂頁岩互層之

背斜褶皺構造，與上方之破碎岩盤呈不整合接

觸甚為特殊，另因溪水暴漲側蝕下邊坡，致坡

面顯現多處浮石，擋土牆基礎因承載層遭淘蝕

懸空而有不穩定現象。荖濃溪溪水不斷攻擊此

區域下邊坡，造成坡腳切蝕及緩衝帶退縮致聯

外高133線瀝青鋪面路基淘空(照片1)，可見約

不老溫泉區

圖2 區域地質圖

不老溫泉區

岩盤線
上方疑似為舊沖積河道

地表張力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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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8〜30m，測線位置160m以後

逐漸變深最深可達50m以上。因探

測試驗期屬枯水期，地層乾燥，

由地電阻率顯示屬高地電阻之區

域，紅色不連續區塊與地表張力

裂縫位置吻合，可能因地下水毛

細現象作用產生之結果。

(2) 板岩層(屬樟山層下段)分佈深度估

計可達75m，因板岩之不透水特

性，地電阻值較下方破碎地層相

對較高，另於測線位置20〜70m低

電阻帶範圍，推估應為劈理、節

理發達之板岩層段，因地下水滲

入導致地電阻值偏低。

(3) 板岩層下方明顯地電阻變化段(顏

色綠、藍區交接過渡段)，高程

二、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結果

地電阻探測規劃測線編號ER2-1佈置於

6K+300~6K+500不老溫泉區，測線長度200m。

ER2-1測線經資料處理分析研判求得二維地電阻

影像剖面探測成果圖詳圖5所示，根據地電阻影

像剖面探測推估出異常影像之位置，包含崩積

層之分佈位置與範圍、岩性界面、地質構造、

低電阻區分佈範圍等，茲將本次調查成果概述

如下【8】：

由探測所得二維地電阻影像剖面圖顯示:依

據地層之電阻率分佈狀態，將測線底下之地層

分為礫石堆積層、板岩、硬頁岩及疑似斷層錯

動構造等四個區塊。

(1) 礫石堆積層分佈深度變化相當

大，研判應為不同之堆積時期所

造成，於測線位置0〜160m範圍

地球物理探測主要根據工址地盤調查準則 

(1992)進行不老溫泉區探測作業測線佈置，全區

設置共計二條(圖3)，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測線

(ER2-1)長200m，沿平行於預估坍滑潛勢方向佈

設。地表折射震測探測(RS2-1)長100m，沿垂直

於預估坍滑潛勢方向佈設。

一、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法原理

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法係將直流電藉由插

於地表或探測孔內之一對電極(電流極)通入地

下，電流流經地層造成人工電場，由地表上之

另一對電極(電位極)量測此電場之電位差，此電

位差因地層之導電性及探測點間異常物質之不

同而有異常不均之分佈。由通入地下之電流強

度、量測得之電位差及電流極間之相對位置，

依歐姆定律求出地層之視電阻值及電性地層之

構造，進而推估調查區域間異常帶之分布狀

況，地表二維地電阻影像剖面法探測電極排列

方式【7】，詳如圖4。

肆、地球物理探測成果

為調查不老溫泉區坍滑潛勢，除進行地

表地質調查外，亦辦理地球物理探測，作業項

目包括地表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及折射震測探

測，並作為：

(1) 提供較大區域地質資料。

(2) 填補鑽孔與鑽孔間的地質資料。

(3) 量測地下水位深度、覆蓋層厚度

及地層之物理性質。

(4) 探測地下孔洞、斷層帶、破碎

帶、滑動面等。

(5) 進行鑽孔與鑽孔間之地層比對

【6】。

圖3 不老溫泉區地球物理探測測線佈設平面圖

a 

最大電極間距

探
查
深
度

I

C2 C1 P1 P2
I

C2 C1 P1 P2
I

C2 C1 P1 P2

V

V

V

遠電極 遠電極

a

C1, C2,：電流電極
a ：電極間隔

‧ ：虛擬深度控制點

圖4 地電阻影像剖面法探測電極排列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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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層速度約介於700〜2000m/

sec，此範圍之地層狀態或材料

特性推估應為高度至中度風化岩

層，於測線位置0〜20m範圍此速

度層底部較深，但因與下方岩層

速度相近造成無法分辨，測線位

置20〜100m範圍此速度層之分佈

深度約為14.0〜21.3m。

(3) 第三層速度大於2000m/sec，於測

線位置20〜100m範圍地層震波速

度約為2800m/sec，此範圍之地層

狀態推估應為劈理及節理發達之

板岩，於測線位置5〜20m範圍地

層震波速度大致為2200m/sec，此

範圍之地層狀態推估應為一破碎

帶。

規劃測線編號RS2-1佈置於6K+300~6K+500

不老溫泉區，測線長度100m(圖3)。RS2-1測線

共計佈設8個震源，各震源之位置及其收錄之

震波記錄，經判讀在不同錘擊點下各測點之初

達波走時，繪製成走時曲線圖(詳圖7左)，依據

判讀之初達波走時，經由反覆逆推運算處理過

程，求出此測線最佳之地層速度影像模型，由

地層速度影像模型研判出各不同速度層、斷層

帶及低速度帶之界線位置，同時推估出各速度

層之厚度，並研判出各速度層可能對應之地層

狀態。圖7(右)為RS2-1測線折射震測測線之速度

層剖面圖，茲將本測線求得之折射震測結果敘

述如下：

RS2-1測線底下地層，依地層震波速度之分

佈狀況，大致可分為三個速度層次：

(1) 第一層速度約低於700m/sec，此

範圍之地層狀態或材料特性推估

應屬表土層及較鬆散之礫石堆積

層，分佈深度約為9.0〜13.3m。

風化層厚度、岩盤深度、崩積層厚度、破碎帶

之位置、軟弱地層之分佈狀態。折射震測探測

成果是以震波速度值之大小表示之，通稱速度

層。地層震波速度對地層之彈性係數及地層的

地質狀態有直接關係，因此以折射震測法所探

測出之速度層剖面圖，可用以推估地層之動態

彈性係數、地層強度與地層開挖之難易程度，

是工程設計及施工上之重要參考資料。折射震

測儀器配置如圖6所示。

圖6 折射震測儀器配置圖

四、折射震測探測成果

290〜320m範圍之地層，初步推

估為一低角度之斷層帶通過，地

層破碎夾斷層泥致地電阻值明顯

下降，其構造成因可能屬土壟灣

斷層分支【9】。

(4) 硬頁岩(屬樟山層上段)分佈於高程

約290m底下，因地層較破碎及位

於地下水位下，地電阻值相對偏

低。

三、折射震測探測原理

折射震測法係藉炸藥引爆或重錘敲擊產生

人造震波，傳播於地下地層，因地層間速度不

同，震波於層面處，依斯涅爾(Snell)定律發生

折射現象返回地表，為埋設於地表之受波器接

收。根據其時間距離關係(通稱走時曲線)求出地

層之構造。一般來說折射震測法可全面性瞭解

調查區域底下之地層狀態，配合相關地質資料

與點狀分布之地質鑽探成果，可準確地探測出

圖5 二維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成果圖
圖7 RS2-1測線折射震測震波走時曲線圖(左) RS2-1測線折射震測成果圖(右)



2

138 │No.87│ July, 2010

專
題
報
導

2

No.87│ July, 2010 │139

專
題
報
導

裂縫發達)，比對地表地質調查(臨

不老溪側邊坡露頭(照片二))及二

維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成果圖(圖

5)，地層層位分佈亦相當吻合。

三、監測穩定分析成果

不老溫泉區屬丘陵台地堆積地形，西側、

南側緊鄰荖濃溪及不老溪河道，莫拉克風災後

致下邊坡及緩衝帶遭嚴重沖蝕而呈陡峭崖坡，

為進一步瞭解地滑潛勢，特佈設傾斜觀測管及

水位觀測井進行地滑潛勢變位監測(詳圖10)。

充鑽探孔，為調查不老溫泉區域

地層分佈狀況及裝設監測設施而

增設，BH-14-1鑽探深度30m，岩

心0~11.3m為黃棕色卵礫石、破碎

岩塊夾黏土及粗中細砂，應屬沖

積台地堆積物，11.3m以下至30m

孔底，屬灰黑色板岩(破碎裂縫發

達)偶夾薄層石英脈及剪裂泥。BH-

14-2鑽探深度44m，岩心0~42.6m

研判為一厚層堆積物，堆積材料

多為黃棕色卵礫石、破碎岩塊夾

黃棕色黏土及細砂， 42.6m以下

至44m孔底，屬灰黑色板岩(破碎

地勘查顯示，細粒料因道路側溝

斷裂，地表水滲入淘洗致大量流

失，5~8m為風化之破碎岩塊，應

屬沖積台地堆積物，8m以下至

30m孔底，屬灰黑色板岩(破碎裂

縫發達)偶夾薄層石英脈及剪裂

泥，大部分岩心因地層受剪錯動

影響，RQD值多低於40以下，比

對地表地質調查(臨荖濃溪側邊坡

露頭(照片一))及折射震測成果圖(

圖7)，地層層位相當吻合。

(2) 鑽孔BH-15:鑽探深度50m，岩心

0~4.75m為道路路基回填級配料， 

4.75m以下至50m孔底，屬灰黑色

板岩(破碎裂縫發達)偶夾薄層石英

脈及剪裂泥，大部分岩心因地層

受剪錯動影響，10~40m岩心RQD

值多低於30以下。

(3) 鑽孔BH-14-1、BH-14-2:二孔為補

伍、地質鑽探及現地監測成果

一、地質鑽探及現地監測系統佈設原則

不老溫泉區佈設地質鑽探孔計四孔(詳圖

8):BH-14(鑽深30m)、BH-14-1(鑽深30m)、BH-

14-2(鑽深44m)、BH-15(鑽深50m)，其中BH-

14、BH-15二孔緊鄰荖濃溪擋土牆側，鑽孔位置

主要為探查不老溫泉區受荖濃溪及不老溪沖刷

界面之地質情況，而鑽孔BH-14-1、BH-14-2為

探查可能發生地滑區域之地層延伸狀況。其中

BH-14、BH-14-2安裝傾斜觀測管，BH-14-1安裝

水位觀測井，以便監測本坍滑區地下水位變化

與地滑變位之相互關係【10】。

二、地質鑽探成果

經地質鑽探岩心資料顯示(圖9)，說明如

下：

(1) 鑽孔BH-14:鑽探深度30m，岩心

0~5m為道路路基回填級配料，

多以礫石、砂為主，由岩心及現

圖8 地質鑽探孔位及監測系統佈設圖

BH14-2(44M)傾斜管

BH14-1(30M)水位觀測井

BH15(50M)鑽探孔

BH14(30M)傾斜管

荖濃溪 圖9 不老溫泉區地質鑽探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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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地結構破壞形態分析

現地結構破壞形態與地滑潛勢之因果，可

由下列勘查破壞現象(照片四)加以說明：

(1) 不老溫泉區聯外道路(高133線)沿

荖濃溪河道方向發生嚴重坍損，

上下邊坡擋土牆及排水側溝開裂

錯動，致路基掏空沉陷，且近年

風災豪雨過後歸納災損情況，大

致相同。

(2) 溫泉區內房舍沿坍滑方向側傾明

顯，顯示地層(地基)已產生傾斜變

位。

三、地球物理探勘結果

由折射震測及地電阻影像剖面法所得結

果，不老溫泉區疑似地滑潛勢區域之地表地層

屬高度風化礫石及破碎岩塊堆積層，遇降雨及

地下水位升高時，易使地層孔隙水壓上升致土

體結構崩解發生滑動或潛移現象。而表層堆積

層平均厚度約為20~30m，並與下方破碎板岩地

層呈不整合接觸，潛移滑動面易由此介面發生

錯動。

四、監測成果分析

由監測系統取得之數

據分析結果，BH-14、BH-

14-2二支傾斜觀測管變位數

據，除因量測數據不足尚未

取得階段收斂成果，另因量

測期適值其他因素(地震等)

影響，需經由後續持續觀測

方可獲致客觀分析成果。另

水位觀測井BH-14-1觀測之

初始水位深度達20.6m，初

判係因堆積層滲透係數較高

陸、地滑原因分析及處理對策

針對不老溫泉區地滑原因茲就地質構造成

因(鑽探成果)、現地結構破壞形態、地球物理探

測成果及監測系統量測數據進行探究，茲說明

如下：

一、地質構造成因

由本區四孔鑽探資料顯示，不老溫泉區為

一舊沖積台地，歷經沖蝕堆積作用，地表多為

膠結性差及風化破碎之礫石、岩塊所組成，本

身已存在不穩定之條件，由既有邊坡擋土牆錯

動情況，加上地表之張力裂縫及林地之高大樹

木有多棵呈現底部彎曲向上生長，顯示此地區

之地表潛移有相當長之時間，為未來仍可能發

生地滑潛勢之有利證據。

另從荖濃溪河床露頭觀察其坡面岩層，道

路擋土牆下方邊坡岩層由較破碎之板岩組成，

且偃臥褶曲之一翼層面所形成之順向坡，亦造

就本區邊坡之不穩定。經量得之層理經統計投

影分析大致走向為北18度西，向西南傾斜50度

（圖12），為一沿河道側傾之順向坡地形，亦

提升其坍滑趨勢。

下水位深度20.6m，期間地下水位下降1.56m，

研判可能原因為坡地適值枯水期，無明顯降雨

致地下水位下降之故(詳圖11)。

由BH-14-1鑽探孔位佈設水位觀測井之地下

水位變化，觀測量測數據得知2010年1月19日測

得地下水位深度19.04m，迄同年3月1日測得地

圖10 傾斜觀測儀量測變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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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BH-14-1水位觀測歷時變位圖
圖12 不老溫泉地表潛移之河床層理等面積投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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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荻薇、周功台、楊智堯、王仲宇、陳銘

鴻，「高屏溪流域之公路橋樑與邊坡災

害」，地工技術，第122期(2009年12月)第

105-114頁。

6. 陳亦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物理研究

所，「地電阻影像剖面法應用之介紹」，地

質教室資料。

7. 李維峰、張嘉峰、梅興泰、蔡道賜，「地電

阻影像剖面探測法於地下工程之應用」，地

工技術，第108期(2006年6月)第91-104頁。

8. 三合技術工程有限公司，「高133線莫拉克

颱風區域整合災修重建工程委託地表地質調

查與地球物理探測作業」工作成果報告書，

(2010年3月)。

9. 董倫道、陳文山、陳得瑞，「地下構造與環

境之地物探勘」，2005年台灣活動斷層與地

震災害研討會論文集。

10. 王乾盈，「以淺層反射震測剖面輔助地質

鑽井」，地工技術，第86期(2001年8月)第

63-72頁。

柒、結論

透過地球物理探測作業之折射震測與地電

阻影像剖面法，配合地表地質調查及地質鑽探

等資料比對，顯示多數地電阻影像剖面變化與

地質鑽探成果相吻合，並能明顯呈現出地滑潛

勢構造。地電阻影像剖面法施測容易、快速，

將可有效輔助地滑潛勢區及斷層調查工作。

由於地電阻影像剖面仍存在空間解析度不

足之情形，未來研究可從施測方法檢討，反算

方法的探討及三維邊界效應影響等方面探討施

測的靈敏度，進而由2D模型延伸至3D模型，提

升地電阻影像剖面法於地層構造調查之空間解

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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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文雄、周允文、陳懿佐、蔡同宏，「莫拉

克風災引致道路橋樑災害調查分析與重建構

想」，工程(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刊)，八八水

災特刊(2009年12月)第102~123頁。

4. 陳天建、吳俊嘉、翁孟嘉、謝坤宏、王建

智，「莫拉克颱風荖濃溪坡地災害調查」，

地工技術，第122期(2009年12月)第13-20

頁。

充材料(如混凝土)補強。

(4) 擋土牆路基下方邊坡岩層較破碎

處須以護坡工處理，具順向滑動

之層理則以岩錨及擋土排樁固

定，以減低地表逕流對坡面之沖

蝕破壞。

(5) 目前河床面已淤高，原有之蛇籠

護岸，不足以保護其邊坡之岩層

基腳，岩層基腳一旦為洪水沖

蝕，岩層極易滑動，建議配合河

川整治單位共同處理致災源頭。

致地下水位易洩降至較深地層，另亦因量測期

值枯水期，水位面變化下降1.56m。

五、地滑防治處理對策

(1) 疑似地滑區地表張力裂縫應以非

透水材料填補，減少地表雨水入

滲破壞。

(2) 排水溝裂縫予以整補，以減少地

表雨水之灌注，避免路基淘空。

(3) 擋土牆基腳淘空處，須立即以填

路基嚴重扭曲坍陷 道路擋土牆破壞，路基流失

上邊坡擋土牆開裂錯動 溫泉區內房舍沿坍滑方向側傾

排水側溝斷裂錯動致地表水滲入掏空 道路擋土牆基腳掏空，路基流失

照片四 不老溫泉區道路、房舍及擋土結構破壞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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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科技廠房、建廠、施工管理、TFT-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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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計畫工程師／吳政翰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安衛工程師／陳主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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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hin 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簡稱TFT－LCD)高

科技產業隨著製程技術的不斷加速更新，及各世代廠房演進之差異，液晶電子產品之生命

週期已快速的被縮短，為了搶得市場先機提高產品價格並提升市場佔有率，必須快速的完

成廠房興建並將所研發之產品在短時間內大量投入生產，以爭取市場的競爭優勢與降低生

產成本。

土建工程佔TFT-LCD廠房興建成本比重不高，約為投資金額比重的5~10%，惟土建工

程與廠務系統之界面繁雜且密切，兩者介面之協調整合，為建廠順利與否之關鍵成功因

素。本文以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內某公司之TFT-LCD高科技廠房的建廠管理經驗，對建廠階

段土建工程之介面協調整合、時程管控、施工品質與工安管理做一介紹，以供後續建廠參

考。

壹、前言

高科技產業因需投入大量資金支出且技術

創新速度快，市場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及技術門

檻；故一般而言，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及半

導體等高科技產業之特色包含：人力密集、資

金密集、技術層次高且製程複雜、市場集中度

高、大者恆大、價格決定市場大小、產品生命

週期短、產業結構是否完整為產業競爭優勢之

一、產品之良率、品質及尺寸的選擇為企業競

爭的關鍵因素、必須面臨國際性競爭及產業景

氣循環的挑戰(邱健寶,1992)。正因為上述特性

使得高科技廠房於建廠時期需投入龐大資金，

由營建階段至試產到正式量產都期望以最快速

度完成，故高科技廠房之規劃設計與施工往往

重疊進行以節省工期，如何完善的管理土建工

程與廠務系統之介面、縮短建廠時間、降低成

本、維持施工品質與落實工安管理，使高科技

廠房快速的投入生產，為廠房興建階段營建管

理之首要目標。

貳、TFT-LCD廠房介紹

一、 TFT-LCD廠房建廠之特性

TFT－LCD廠房顧名思義是製造液晶面板的

高科技廠房，若以工程觀點而言，相較於傳統

工業廠房，高科技廠房在營建施工中具有下列

之特性：

(一)施工廠商多而介面複雜。

關鍵字：科技廠房、建廠、施工管理、TFT-LCD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協理／阮振興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計畫工程師／吳政翰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安衛工程師／陳主文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工程師／盧志宏 

高科技廠房
之營建管理─
以TFT-LCD
廠房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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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基礎施作

廠房鋼構吊裝

輕隔間施作

廠房外牆施作

Office 區域進行

內部裝修

移交總務單位進駐

PC 植入樁鑽掘

廠房基礎施作

廠房鋼構吊裝

鋼構吊裝完成區域

DECK 層施作

TFT、CF、LCD 層

Waffle Stab 施作

鋼構防火漆噴塗

隔間牆裝修

外牆版安裝

(二)SUP 棟(模組庫房、支援廠房)

　　　　　　　　　　　　　　　圖2 SUP 棟施工流程

移交無塵室及廠務

系統廠商施作

高科技廠房從計畫評估初期至生產營運，

概可分為專案評估、規劃、細部設計、 採購發

包、施工管理、測試營運等六大階段(陳中憲

,2004)，以下僅針對「施工管理」階段中，土建

部分之各種不同功能廠房分別概述其主要結構

體之施工流程(圖1∼圖3)。

(二)以設備安裝為導向而非土木建築工

程。

(三)品質精度要求較傳統營建工程高。

(四)時程緊迫，多為限期完工型專案。

二、TFT-LCD廠房之建廠流程 

鋼構吊裝完成區

域迴風區施作

TFT 層CP 柱吊裝

Waffle Slab 施作

鋼構防火漆噴塗

隔間牆裝修

外牆版安裝

移交無塵室廠商

PC 植入樁鑽掘

廠房基礎施作

廠房鋼構吊裝

(一)FAB棟(製造、生產廠房)

　　　　　　　　　　　　　　　圖1 FAB棟施工流程

鋼構吊裝完成區

域DECK 層施作

CF 層、LCD 層

Waffle Slab 施作

鋼構防火漆噴塗

隔間牆裝修

外牆版安裝

移交無塵室廠商

PC 植入樁施工

廠房鋼構吊裝

Waffle Slab 施作

無塵室圍封施作

PC 植入樁施工

廠房基礎施作

廠房鋼構吊裝

輕隔間施作

廠房外牆施作

廠房鋼構吊裝

Waffle Slab 施作

無塵室圍封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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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調系統

提供無塵室內設備及設施之熱處裡功能，

空調路徑由SUP棟MAU機房提供外部空氣並進行

過濾進入迴風區，依潔淨等級進行過濾及冷卻

空氣至特定溫度進入TRUSS層，再次依潔淨等級

進行過濾進入無塵室，最後經由洞洞版進入製

造生產廠房。

三、供電系統

負責引入台電供電之管線、設備、監控系

統，經由受電室處理後提供廠務設備支援系統

與製程機台所需之電力，如高低壓配電盤、變

壓器、緊急發電等機電設備。

四、純水系統

負責提供製程之用水，包含水量、水質、

濃度及壓力等交換系統。

參、TFT-LCD廠務系統介紹

高科技廠房廠務系統繁雜，一般可分為：

無塵室系統、空調系統、供電系統、純水系

統、廢水處理系統、特殊氣體供應系統、化學

藥品供應系統、消防安全系統⋯⋯等，以圖4

來說明廠務各系統運作流程與重要建築配置關

聯。

一、無塵室

無塵室是一個為了對空間內空氣中的微

粒做控制，所建造的特殊封閉性建築，一般而

言，無塵室也會對溫溼度、氣流運動模式與振

動噪音等環境因素做控制；無塵室依等級的不

同，對一定空間內的微塵粒子最大容許量亦有

一定規範，因應製程設備安置及生產製造主要

使用之區域，需掌控符合潔淨等級要求，為整

個廠房核心地帶。

廠房基礎開挖

BF 頂版施作

鋼構防火漆施作

廠務系統施作

各樓層機台基座及

冷卻水塔基礎施作

移交總務單位管理

PC 植入樁鑽掘

廠房基礎施作

BF 水箱層施作

BF 頂版施作

廠房鋼構吊裝

鋼構吊裝完成區域

DECK 層施作

隔間牆裝修

外牆版安裝

(三)CUB 棟(中央公用設備廠房)

　　　　　　　　　　　　　　圖3 CUB 棟施工流程

移交廠務系統廠商

施作

圖4 廠務主要系統運作與重要建築物配置關聯圖(陳中憲，2004)

廠房基礎開挖

BF 頂版施作

鋼構防火漆施作

廠務系統施作

圖4 廠務主要系統運作與重要建築物配置關聯圖(陳中憲，2004)

廠務設備運作控制系統 消防、偵煙及緊急警報逃生系統

FMCS(廠務監控系統)

高壓變電站Powerstation電力供應及備用電力系統

空調冰、溫水
、熱回收及冷
卻水系統

酸、鹼、揮發性(VOC)
及一般(Gex)廢氣處理
與排放系統

廢氣處理與排放偵測系統

污、廢水收集處理站

中央設施大樓 無塵室系統
(含製程冷卻水)

製造生產主產
房FAB

支援大樓
Supporting area

大宗氣體製造廠 
Bulk gas yard

辦公大樓
Office

壓縮乾
燥的空
氣

超純水
製造供
應系統

污、廢水收集處理站

特殊氣體
供應系統

化學品
倉庫

大宗氣體
供應系統

化學品供應系統

污、廢化學液、藥品回收再生及暫存、清運系統



2

150 │No.87│ July, 2010

專
題
報
導

2

No.87│ July, 2010 │151

專
題
報
導

                         表1 高科技廠房設計階段經驗彙整  (周大同，2000)

時程 問題 解決方案

設
計
階
段

1. 改變太多太快

1. 設定明確之目標、方向及標準，並取得一致之共識
2. 遵守取得共識之協議
3. 建立單一而順暢之溝通窗口
4. 掌握工作時程
5. 明確表達想法或需求
6. 充分瞭解需求或困難
7. 建立圖說澄清釋疑之作業流程

2. 工作圖檔之管理

1. 建立單一之作業系統
2. 建立文件管理之流程
3. 硬體及軟體設備必相容
4. 定期交換圖檔

3. 圖說版次之管理
1. 建立嚴格之圖說管理流程
2. 建立進版原則並嚴格遵守
3. 單一窗口提供圖說

4. 工作介面之管理
1. 避免分包過細之作業方式
2. 必須明確界定工作權及範圍
3. 定期協調

5. 工作時程之管理
1. 設定合理的工作時程
2. 設定工作之優先次序
3. 隨時檢討要徑

其原因，並本著工程專業知識與經驗，輔導承

商加強作業能力，或協助其有助於縮短工期之

正確方法，並定期召開工程檢討會議，對於施

工問題作通盤之溝通協調，以擬定各項改善措

施並予追蹤。審查承包商所提之各項施工進度

表及下月材料、設備進場預定表，並追蹤承包

商將要進場之材料、設備、施工圖說等審查結

果，各項準備動作是否完成。

一般進度管控之重點主要為下列事項：

(一)里程碑設定

(二)工程整體進度及要徑進度掌控

(三)各工程平面時程管控

(四)移交時程管控

業主訂定
移交時程

土建承包
商研提總
進度表

鋼構承包
商配合提
總進度表

無塵室及
廠務系統
承包商配
合提總進

度表

業主核定

各承包商依核定總進度
表排定分區細部進度表

提送業主

各承包商按各階段里程碑執行

1、

2、

每週檢討各階段里程碑執行狀況，必要時

應提送趕工計畫。

各承包商採重疊施工，應由界面協調會議

訂定施作原則與施工順序，取得共識後配

合施作。

圖6 進度管控流程圖

(二)變更流程

由於高科技廠房之規劃設計時程短

暫，業主對於工程需求於設計初期通常

未考慮完善，致使後續施工階段中所衍

生的變更設計頻繁、增加工程進度管理

之困難度，因此變更設計的次數為影響

工程進度是否能順利執行的關鍵因素，

圖5為高科技廠房工程變更之標準作業流

程。

開始

接獲業主工程變更通知、照
會單或備忘錄

 需否變更評估

結束

業主核簽 業主簽認

通知建築師
修改圖說

通知承商依
業主核簽
內容施工

否

是

按修改圖說
辦理施工

承商提出配合需求追加帳與
業主議定變更金額

圖5 工程變更作業流程圖

二、時程管理

為確切掌握並有效管制工程施工進度，在

施工前對於承商所提之施工預定進度，須予謹

慎審查是否符合計畫需求，同時在施工期間，

工程師每日執行工作時，隨時查核現場工程進

行及下一步驟工作之準備情形(圖6)。

對於未達預定進度目標之施工作業，分析

人員安全與緊急逃生之設施，藉由廠務管理系

統全天候偵測與監控，可於發生緊急事故時大

幅降低災害影響程度，包含消防、偵煙、緊急

警報逃生系統等。

肆、TFT-LCD廠房之土建施工管理

高科技廠房之興建過程與其他營建工程

有截然不同之特性，建廠過程中面臨的圖說變

更設計需求多、施工介面管理繁雜、工期壓縮

等，不僅衍生許多施工問題，更間接影響後續

施工排程，因此廠房設計、時程與施工介面管

理乃為高科技廠房土建工程管理之重要課題。

一、廠房設計管理

(一)設計階段之介面管理

高科技廠房設計階段可能面臨之相關

問題及解決方案整理如表1。

五、廢水處理系統

負責回收與處理製程機台使用後之廢水、

廢溶劑，於廠內分類、儲存、處理並符合環保

要求後始得排放，以避免造成環境污染。

六、特殊氣體供應系統

負責提供廠務設備支援系統運作與製程

機台生產需求、特殊管線保壓或控制用，如氫

氣、氦氣、氮氣等。

七、化學藥品供應系統

負責提供廠務設備支援系統運作與製程

機台生產需求，如酸性化學物品、NMP有機溶

劑、去光阻液等。

八、消防安全系統

保護製程機台、廠務設備支援系統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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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分區移交時程記錄表

L10/
X~Za

移交無塵室 矽酸鈣板施作時間 防火漆施作時間 SRC 獨立柱施作時間

預定
日期

實際
日期

差異
天數

預定日期
起始到結束

實際日期
起始到結束

差異
天數

預定日期
起始到結束

實際日期
起始到結束

差異
天數

預定日期
起始到結束

實際日期
起始到結束

差異
天數

f36~f30 12/10 12/13 -3 10/20~11/20 11/27~12/2
-38

-12
10/10~11/10 10/15~11/6

-5
4

10/10~11/1 9/23~10/15
17

17

f30~f25 12/10 12/17 -7 10/20~11/20 11/25~12/5
-36

-15
10/10~11/10 10/24~11/22

-14

-12
10/10~11/1 10/1~10/22

9
10

f25~f21 12/10 12/22 -12 11/10~12/10 12/10~12/20
-30

-10
11/1~11/30 10/24~12/8

8
-8

11/1~11/20 10/5~10/26
27

25

f21~f13 12/10 1/17 -38 11/10~12/10 12/27~1/6
-47

-27
11/1~11/30 11/9~12/22

-8
-22

11/1~11/20 10/17~11/11
15

9

f13~f9 12/30 1/17 -18 12/5~12/30 1/10~1/16
-36

-17
11/20~12/20 11/20~12/22

0
-2

11/21~12/10 10/23~11/18
29

22

f9~f1 12/30 2/5 -37 12/5~12/30 1/10~1/18
-36

-19
11/20~12/20 12/1~12/29

-11

-9
11/21~12/10 11/2~11/27

19
13

L10/
X~Za

Waffle 預鑄版施作時間 剪力牆施作時間 鋼構移交時程

預定日期
起始到結束

實際日期
起始到結束

差異天
數

預定日期
起始到結束

實際日期
起始到結束

差異
天數

預定日期
起始到結束

實際日期
起始到結束

差異
天數

f36~f30 9/10~10/18 9/24~10/14
-14

4
9/10~10/10 9/24~10/15

-14
-5

8/5~9/20 ~9/26
-6

f30~f25 9/10~10/18 10/1~10/23
-21

-5
9/10~10/10 10/1~10/22

-21
-12

8/5~9/20 ~10/1
-10

f25~f21 10/3~11/15 10/6~10/23
-3

23
10/1~10/31 10/6~10/26

-5
5

8/19~10/3 ~10/27
-24

f21~f13 10/3~11/15 10/18~11/8
-15

7
10/1~10/31 10/18~11/11

-17
-11

 8/19~10/3 ~10/31
-28

f13~f9 11/16~12/15 11/24~11/19
-8

26
10/25~11/25 10/24~11/18

1
7

9/13~10/27 ~10/31
-4

f9~f1 11/16~12/15 11/3~11/30
13

15
10/25~11/25 11/3~11/27

-9
-2

9/13~10/27 ~11/5
-9

建廠初期階段雖僅土建工程施

作，但隨著結構體完成，電氣、空調

及通風、消防、電信、給排水及衛生

等設備將陸續進場施工，此時須先將

建築設施與機電圖說整合，如機電設

備基座、管線預埋、穿牆開口位置等

套繪於土建施工圖說，可預先測知相

互工程間之衝突點，進而修正圖說或

調整施工順序，可避免延宕工程進度

或重複施工造成不必要之損失。

(二)施工中之介面管理

1.土建工程與廠務機電施工介面整

合、溝通、協調及管制

建廠階段大部分為土建與廠務系

統共同作業，廠務機電區分為電氣、

三、施工介面管理

(一)施工前之介面管理

1.各階段里程碑訂定及土建工程介面

時程檢討

高科技廠房因製程機台生產需

求，通常須於固定時程內完成建廠工 

作，不僅施工工期短暫，工種繁雜，

期間各工程相互配合關係著製程設備

安裝與生產，因此建廠階段初期土建

工程扮演極重要之領導角色，通常可

由土建工程介面時程表明確制定土建

與各廠務系統間之彼此作業時程需求

(圖7)，在施工過程中亦配合廠務機電

訂定各階段里程碑，並適時依製程設

備需求隨時調整、修正整體進度表。

2.土建工程與廠務機電施工圖說整合

圖7  土建工程介面時程表

施工期間除確實掌握自身進度

外，更須依照接管單位之需求或業主

階段性任務指示進行工程進度控管，

利用每週工務會議檢討整體進度，於

會議中討論現階段施工是否符合移交

時程需求進而調整。建廠高峰期間，

考量工程進度急迫，配合業主每天召

開收工會議，管控會議結論事項並追

蹤後續執行狀況，發現異常可立即改

善，以符工進需求。

3.工程變更處理與建議

設計與施工同步進行為建廠特性

之一，因此每週召開設計會議並邀集

空調、水務、氣化四大系統，採個別

發包施工，期間施工廠商多達200家，

加上各工程相互配合事項繁雜，若無

事先規劃則必相互牴觸，產生施工錯

誤與進度延宕。因此於施工過程中每

週召開土建與機電施工協調會(表2)，

藉由會議進行可了解彼此之施工進度

與移交時程需求，並預先溝通、調整

施工順序，釐清相關工程介面，現場

施工則可依循會議結論辦理，達到施

工介面整合、溝通、協調、追蹤及管

制效果。

2.接管單位及業主交辦事項之記錄與

追蹤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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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針對不同之接管單位分別控管工

程移交之需求事項，為有效控管可將

之整合表列化(表2)，並每週檢討移交

過程之改善、建議事項。

2.協助業主辦理與接管單位移交相關

事宜

成廠階段無論土建單位、廠務

機電皆須配合製程設備與人員進駐試

運轉之需求，正因如此，多方意見此

起彼落，如何整合為現階段重要之議

題，此時應協助業主事先辦理各項移

交文件、資料之整合，並依據各分

區移交時程確實管控承商完成需求事

項，並於移交過程中與接管單位保持

密切溝通及不定時協調相關事宜，聆

聽各方意見，如此可避免因認知之差

異影響階段性之移交任務。

建築師與土建廠商列席共同討論，會

議進行前要求承商彙整施工疑義澄清

總表，針對圖說標示不明、與現場施

工衝突等逐項檢討，並於會議中各方

提出建議與解決之道，藉由設計單位

專業之判斷，指示後續處理模式，若

牽涉層面廣大，則與接管單位及業主

多方溝通討論後續因應方式，如此可

避免因冗長之工程變更程序影響現場

進度。

(三)移交管理

1.制定各分區移交時程

建廠階段除與廠務機電密切配合

外，最終目的乃為移交接管單位進行

後續製程機台、設備吊裝與組立，製

程機台安裝前相關之前置作業必先完

成，因此各接管單位會因各製程機台

進口、運輸、安裝訂定不同之移交時

程(圖8)。一般而言採分區移交為原

圖8 分區移交時程圖

優良計點5%

火災預防
7%

機械設備
0%

防護用具0%

自主檢查
0% 施工架10%

安衛設施5%

用電安全
10%

墜落危害31%
其他項目
27%

環境衛生
0%

工區維護
5%

圖9  成效評估與分析

(三)走動管理： 動態危害需採動態性管

理，管理者須於工地隨工

程進度變化進行移動式管

理，隨時掌握工地脈動，

針對缺失立即反應且給

予適時糾正輔導策略，俾

始於最快速的方式達到預

防、教育、輔導、改善四

大管理方針目標。

(四)源流管理： 當缺失發生時不可只視其

表面成因，需正視問題及

危害背後所潛藏的基本因

素，予以徹底檢討，從根

本下手杜絕工安危害因

子。

(五)危害觀察： 經由訓練現場施工人員真

正瞭解並具備洞悉危害的

能力，方可解決現場危害

的問題。找出潛在的危

害、確認是否為危險的關

鍵、採取措施、危險因素

消除等，為訓練現場施工

人員的四個階段預知危險

訓練方式。

三、具體執行方法與對策

伍、廠房施工之勞安管理

一、建廠初期工安制度之規劃

在建廠前期(開工前三個月)，針對預定執

行之工項研提安全防護計畫，於工程規劃設計

階段即加入風險預防之概念作必要之規劃、研

討，選擇安全性高的工法、採取合理的安全防

護措施，並選擇具成廠經驗之承包商，且相關

工安條款詳列於工程契約內作為執行之依據，

將基本風險於開工前予以杜絕或削減，以避免

建廠過程中多重危害成因有同時出現的可能

性，為建廠前期的事前規劃檢討及預知風險分

散的觀念。

二、建廠階段安衛輔導管理作法與方式

建廠階段安衛管理已趨向系統化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包括安全衛生政策、組織、管理

制度的設計與運作、危害辨識、風險評估與控

制、績效指標設定與考核等層面，並以PDCA

（Plan－Do－Check－Act）管理循環為運作模

式。管理循環模式主要分為系統、目標、走

動、源流管理及危害觀察等五大項：

(一)系統管理：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包括既

有安衛政策推行、團隊組

織合作關係建立、作業標

準制度規劃、執行、稽核

及持續評估改進等。

(二)目標管理： 工安目標管理為選定具體

量化目標，實施績效管理

(圖9)。依施工進度設定不

同的管理目標，於各階段

施工預先設立管理方針及

目標，針對不同特性據依

系統化管理。

圖8 分區移交時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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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求工程師列席並賦予責任區管理的

觀念及明定獎懲制度，對工程師責任缺

失進行違規計點統計並給予立即性安全

性教育，藉以強化其對所轄區間安衛、

進度、品質並進管理的觀念。

(二)建立制度標準明確規範作業-工程工

安精進會議

為使執行管理的標準一致，於事先

規劃統一之標準作業程序，藉以邀集現

場實際執行之專業工班為主軸召開研討

會議，針對各預知工項施工作業程序、

配套防護措施及個人作業安全危害注意

事項進行研討(圖11)，期將管理標準建立

在統一的基準架構上，而不致有執行上

落差。

圖11 工安精進安全對策研擬

(三)每週例行性內部工務會議檢討進度、

品質、工安

於工務所召開之例行性進度、品質

會議中，特別要求包商針對工地安全衛

生執行、缺失(或事故)檢討改善及因應管

理、標準流程及管理制度建立、作業管

理成效等進行綜合性的報告，以期各承

商單位主管都能有工安規劃在前之思維

及實事求是務實檢討的觀念，將工務與

工安結合並進共同發展。

(四)有效率的執行走動管理作為

在辦理巡檢過程中，管理人應針對

防止職業災害的發生及保障勞工安全與健

康，「安全」的管理是就業場所必須推動的，

而安全管理中所謂4E 即：工程(Engineering)，以

工程方法改善環境；教育(Education)以勞工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來消除人為錯誤、認識危害；執

行(Enforcement)依規定步驟、程序、方法確實執

行；熱忱(Enthusiasm)即從事安全工作必須具有

愛心、熱心。故讓每個人都要為責任區內的安

全負責任，而管理者對於責任區內每個人之安

全都要負責任，則需工程團隊有效整合各階層

組織意見及運用各單位之管理能力。

施工單位介面的有效整合，在於各工程組

織的協調與溝通，以減少彼此間認知的誤差，

有助於工進推展，並應統籌規劃單一管理範

疇，俾利整體制度推展與演易。其具體之施行

方式如后：

(一)每日安衛缺失檢討會議對工程師、

安衛人員施以危害辨識教育

建廠初期有鑒於土建及鋼構承商為

建廠之基礎，於全面性工程施工趕工狀

態，無論人力、機具之數量及使用頻繁

且龐大，為使建廠工安的根基得以紮下

良好基礎，於每日例行性的工程安衛收

工檢討會議中，以土建及鋼構包商為主

對象進行缺失檢討(圖10)。

圖10 危害辨識教育及檢討

會議方式主為鏈結工務、安全衛生

兩大主軸，鑑於過往僅安衛人員與會，

無法真正探求癥結、解決問題，故會議

圖13 工程施工現況安全調查

為消除或降低已確認之危險，可藉

由安全防護裝置及降低暴露危險區，以

消除人員暴露於危險區造成傷害機率，

降低傷害。例如於獨立柱施工時，因鋼

筋、模板接續昇層施工作業緣故，常造

成施工架構件被拆除而未立即回復之情

事，除需建立施工標準作業程序外，於

進行施工作業前應先行針對施工架進行

總檢，以確保施工架構件設備處於完善

之狀態，同時針對作業工班及工程師施

以教育訓練，俾使其確切明瞭施工相關

細節及安全防護觀念。

(七)責任向下延伸，強化領班制度及工

人自主安衛管理的提昇

於推動強化主承商工程師責任管理

過程中，為因應建廠階段分佈廣且多之

工班型態，避免現場進行責任管理之疏

漏產生，故推動次承攬商『作業主管及

領班人員安全管理制度』來協助工程師

進行現場安衛管理，以保障作業人員安

全及防止職業災害的發生，則為責任管

理向下鏈結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圖14)。

工程師責任區發生缺失時，施以立即性

的改善及防護教育，明確告知工班及工

程師違規事項、缺失成因與正確防護作

法，以現場宣導與教育方式進行走動管

理 (圖12)。

圖12 工地一般巡檢

(五)工程師主動、務實管理能力及執行

力的提昇

高科技廠房興建過程屬全面趕工

之運作模式，營造廠人員流動率相對較

高，為短時間強化工程師在安全衛生、

實務經驗、品質管理等皆能兼顧，除予

以辦理教育訓練明定執行細節外，並將

各工項標準作業印製成可隨身攜帶的卡

片，方便隨時檢視。教育工程師具責任

管理的觀念，當工程師所轄區域發生違

規缺失則須給以計點，執行責任區獎懲

制度，俾能於短期達成強化工程師之執

行，貫徹責任管理的目標。

(六) 重大工安議題之健檢與教育訓練規

劃執行

建廠過程中，常會發現一些立即

危害缺失，當問題之發生可能在管制過

程中出現瑕疵，必須針對癥結點予以處

置，就設施或設備進行檢查(圖13)，以彌

補人為的不正常使用之破壞行為模式，

並進行施工人員之觀念重建及行為導正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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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廠方業主控管風險之重要手段，通常為因應

新的製程高科技廠房建設可能在短時間就必須

針對下一個世代之產品規劃新的廠房及生產動

線，如何在高科技建廠作垂直性之技術整合，

使廠房建築、廠務系統(電氣、空調、通風、消

防、電信、給排水及衛生、無塵室工程)、製造

動線需求、機台安裝等作綜合性考量是一般工

程顧問公司跨入本產業重要之技術門檻。

動輒百億的土建工程在一般公共工程可能

要興建數年甚至更久的時間，然高科技廠房卻

往往在不到一年就完成所有施工項目，因為建

廠量產是與時間賽跑，土建階段考慮每日建廠

之利息成本後，有許多施工項目多以儘速完成

為目標，而採取較一般公共工程施工更高成本

之施工方式，其中當然有其不得不然之因素，

但透過適當之規劃減少不必要之浪費，亦是建

廠階段Cost-Down之重要課題。回顧建廠過程

中不僅要確實掌握時程，更須兼具施工品質與

工安管理，打破以往管理觀念，採密集性、多

元化追蹤檢討，藉由每日與承包商檢討工程進

度，並視工地狀況隨時調整進度網圖，以期達

成時程管控效果；在品質與工安採緊迫盯人、

工地走動管理，主動查覺施工環境中存在之品

管與安衛問題，引導營造業從業人員隨時隨地

自我檢查之文化，唯有不間斷的要求及叮嚀，

方能達成建廠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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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BOT、時程管控、高雄捷運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顧問／蕭水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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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計畫工程師／莊明哲 3
1 2 3

由於BOT模式之精神主要是由民間廠商參與投資並推動工程建設，此與傳統公共工程

全由政府機關出資興建之方式不同，再加上國內自90年代才導入此一興建模式，各界對

此類BOT工程之執行經驗尚有不足，且國內營建業普遍存有「重技術、輕管理」之現象，

因此BOT廠商在興建階段執行過程中之時程管控實務經驗，在國內是較為欠缺的。

本文主要探討本公司於高雄捷運興建階段在施工期間之時程規劃階段與執行階段之管

理方式，在時程規劃階段，包括依時程管理目的與使用對象訂定主時程、中間時程及細部

時程共三級之時程管理系統模式、時程管控組織架構之建立及合約時程表、工作時程表、

詳細時程表之製作等方面予以說明；至於時程執行階段，則包括時程進度資料之更新方法

與流程、時程報告與績效報告之產出、對於目標時程執行差異提出早期預警資訊、時程表

之修改與進版，以及於特殊事件進行時程分析評估並提出改善對策建議等方面予以說明，

最後並提出建議事項，提供後續BOT廠商於興建階段進行時程管控之參考。

壹、前言

為減輕於各項公共建設興建時的財務負

擔，政府從1994年制定「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

設條例」，又於2000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公佈施行後，國內新興之公共建設計畫

若經評估具有民間參與之可行性，多數即優先

以BOT(興建-營運-移轉)之模式推動，於政府機

關的運作中引進企業經營理念，以期能有效率

的興建、經營公共建設，為國家創造更大的經

濟效率與利益。

由於採BOT模式之建設計畫均由民間廠商

參與投資興建，並由民間廠商於一定時間內經

營服務，於特許期滿時，民間廠商再將當時所

有營運資產，依原許可條件有償或無償概括移

轉給主管機關。因此，如何在兼顧「品質」及

「成本」之前提下，於興建階段運用各種管理

工具及各項資源，以期達成預定甚或提前完工

之目標，進入實質收益之營運階段，其最主要

關鍵即在於BOT廠商是否能以有效之時程管控方

式進行管理且確實執行。然而目前國內營建業

者普遍對於時程規劃及控制的觀念尚有不足，

鮮少有業者在工程開工之前就進行完整之時程

規劃，或即使完成施工進度網圖之編排，卻於

工程進行期間予以忽視，大多數業者對於工

期、進度之管控均依據『經驗法則』來主導整

個工程之推動，此一管控模式對於工項單純、

工期簡短的小型工程或尚可應付，但是對於工

程規模大（涵蓋土建、軌道及機電工程）、工

程性質複雜（辦理設計、發包、監造及施工）

及需高度專業化分工（包括設計、施工、管

理、營運及維修人員）之BOT工程而言，實有賴

藉由一套實用有效之時程管控系統，對專案執

行狀況進行追蹤、檢討，並對專案之異常狀況

提出預警及改善對策，為專案管理者提供決策

關鍵詞：BOT、時程管控、高雄捷運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顧問／蕭水宏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辦事處／副理／陳懿佐 2

BOT廠商在興建階
段之時程管控─
以高雄捷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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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時程表之製作

以高雄捷運公司為例，主時程(合約時程表

)、中間時程(工作時程表)及細部時程(詳細時程

表)等三個階層之管理系統，其時程表之目的及

製作原則說明如下：

(一) 合約時程表

合約時程表之目的在於提供專案高

階決策者瞭解整體時程規劃，綜觀整個

專案計畫之全貌，掌握整體專案中之要

徑及階段性里程碑之時程，合約時程表

內顯示之各項作業開始、結束時間主要

為提供管理階層對達成各契約里程碑工

作安排之重要參考資訊，因此合約時程

表為整體專案之最高指標時程計畫。例

如高雄捷運公司提出之合約時程表內包

括以下幾項階段性里程碑：

1. 各區段舖軌完成日期

2. 各區段可供電日期

3. 各路段開始行車測試日期

4. 各路段系統整合測試完成日期

5. 各路段試運轉、初履勘完成日期

6. 各路段完工通車營運日期

(二) 工作時程表

工作時程表之目的在於提供專案

之時程管控單位對整體時程計畫管控之

工具，其作業項目需詳細至足以提供管

控單位進行時程更新、分析及預警之程

度，其內容依合約時程表之里程碑，製

定各類工程之排序及各階段之重要里程

碑，以及各關聯合約間之重要連接點，

的，BOT廠商可在公司既有組織架構下，從進

度之管理與執行兩層面考量時程管理之專案組

織編組及任務指派。經由專案組織各責任單位

之充分配合與溝通，以分層分類之架構管控各

個不同子系統之進度，然後由執行階層將現況

資訊即時地反映至管理階層，以掌控整體計畫

進度動態，對問題能及早警示，並尋求對策改

善。

以高雄捷運公司為例，其專案時程管理組

織架構可歸納如圖2所示，捷運公司成立一個整

體時程管控單位（計畫管制處）擔任內部之整

合協調工作，亦為高雄捷運興建計畫主時程與

中間時程之控管單位，而捷運公司各工程處以

下單位(含統包商施工單位)則為高雄捷運興建計

畫細部時程之控管單位或人員。

本公司擔任興建計畫管理顧問期間，依據

合約「服務說明書」及有關附錄規定協助計畫

管制處（時程控制組）提供技術上之支援，主

要任務包括有合約時程表及工作時程表之整合

與維護、計畫進度之追蹤與提報、定期或不定

期時程表報之製作與分析以及時程管理計畫之

建議與更新等。　　

度、早期預警及提供解決方案，對BOT廠商而

言，為能迅速有效地掌控整體進度、降低成本

及增加利潤，在計畫初期即須擬定一套良好的

時程管控機制，以有效回饋情報及監控執行績

效，達成上述時程管控之目的。

一、 管理系統模式

一般而言，依時程管理的目的與使用對象

可區分為主時程、中間時程及細部時程等三個

階層之管理系統模式，使用於各階層之時程表

分別稱之為「合約時程表」、「工作時程表」

及「詳細時程表」。以高雄捷運公司為例(如圖

1)，時程表之製作與修改流程由最高階之合約時

程表及次階之工作時程表至最下階之詳細時程

表。時程監控之回報與更新流程則由進度執行

單位(KRTC監造單位/主要工程承包商或系統供

應商)之詳細時程表依據作業實際進度定期更新

後，向上反映至進度管理單位(KRTC計畫管制處

/CPM)之工作時程表與合約時程表進行分析與檢

討。

二、 組織與架構

為執行上述管理模式以達成時程管理的目

依據，以利專案目標之達成。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線路網建

設案總經費高達一千八百一十三億元，採民間

參與方式辦理，由高雄捷運公司(KRTC)負責興

建、營運，並於特許期屆滿後移轉給高雄市政

府，是國內交通建設採取BOT方式執行者，繼高

速鐵路計畫後另一大型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

畫。本公司擔任BOT廠商高雄捷運公司之興建計

畫管理顧問(CPM)，提供有關「高雄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紅橘線路網建設案」興建計畫管理之

服務，訂定包括組織架構、採購、時程管理、

風險管理、品質管理、安全管理、設計管理、

施工管理、綜合環境管理執行計畫及營運準備

等管理計畫並據以執行、追蹤與修訂，以確保

捷運公司在興建階段之土建、水電、環控、軌

道及機電系統等之設計、施工、試車及履勘，

均符合特許合約之規定。

其中時程管理計畫為捷運

公司執行時程管控之最高

指導原則，本公司協助捷

運公司在興建階段初期擬

妥相關時程管控程序與標

準，規劃並維護合約時程

表(主時程)及工作時程表(

中間時程)，針對專案執行

狀況，以時程網圖管控之

方法、執行績效之評估及

預警資訊之發佈、特殊事

件之延遲分析與改善對策

研擬等，全程參與並提供

實際運作之案例，希望能提供後續BOT廠商於興

建階段相關時程管控之實務經驗給予需要之管

理、施工人員參考。

貳、時程規劃階段

時程管控之目的主要為反映現況、監督進

圖1 高雄捷運時程管理模式

   圖2 高雄捷運公司專案時程管理組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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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時程執行階段

由於時程管控是一種採「執行→分析→回

饋→改善→執行」連續不斷的循環過程，在專

案執行的過程中與原訂規劃時程有差異是必然

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由專案之進度執行單位將

現況即時資訊反映至專案之時程管控單位，以

利其掌握專案整體進度之動態趨勢，對於問題

能及早發現、警示，進而分析問題之成因並提

出改善措施，避免問題持續惡化。

依高雄捷運公司時程管理計畫之規劃，

承包商定期依工地實際施工進度更新詳細時程

表，於承包商月進度報告中呈現其分析預測結

果並於月進度會議上提出預警事項並進行檢

討，承包商之進度資訊並回報至捷運公司計畫

管制處及興建管理顧問據以更新工作時程表，

於捷運公司管理報告中呈現其分析預測結果並

於捷運公司綜合時程月進度會議上提出預警事

項並進行檢討，經由綜合時程月進度會議檢討

合約里程碑之預測結果後，在與捷運局之三方

工作聯繫會議中提出整體進度報告，上述整體

時程管控執行之架構如圖4所示。

進度執行狀況之所需。詳細時程表之里

程碑依土建或機電分類主要包括以下幾

項：

1. 土建詳細時程表

(1) 區段標開工日期

(2) 區段標細部設計完成日期

(3) 區段標隧道、車站結構體完成日

期

(4) 區段標車站機房交付日期

(5) 區段標軌床交付日期

(6) 區段標車站裝修完成日期

(7) 區段標實質完工日期

(8) 配合機電系統完成整合測試日期

(9) 通車日期

2. 機電詳細時程表

(1) 機電系統標開工日期

(2) 機電系統各階段設計完成日期

(3) 機電系統製造運送完成日期

(4) 機電系統安裝進場日期

(5) 機電系統安裝完成日期

(6) 機電系統測試完成日期

(7) 機電系統完成整合測試日期

(8) 通車日期

點，各分標里程碑納入分包合約規定，

作為各分標承包商製作詳細時程表之依

據。並將預算分配於相關作業項目上，

建立累積預定進度曲線（S-curve），作

為規劃預定進度的基準。有關工作時程

表之製作流程如圖3所示。

(三) 詳細時程表

詳細時程表之目的在於提供專案

之進度執行單位檢討其施工方法、進場

順序及資源之調配運用等，確認是否能

達成專案之時程管控單位規定之各項期

限。例如高雄捷運公司各分標承包商提

出之詳細時程表係依據工作時程表中之

里程碑及各路線之分標內詳細作業項目

為分項，由各分標承包商依其合約規定

及其施工規劃安排製作完成，作為監控

藉以串聯整體工作之進度，並釐定要徑

上更多之里程碑，藉以更精密地控制各

階段之工作進度。例如高雄捷運公司提

出之工作時程表係根據合約時程表已建

立之主要作業項目及里程碑，按照各路

線之施工邏輯進一步發展出更為詳細之

工作項目。其所編列之作業項目，涵括

契約中成本中心計價里程碑所有項目，

且考量工作時程表之作業數量於一合理

之管控範圍內，作業工期以不超過三個

月為原則。工作時程表內除合約里程碑

之項目外，另包括以下幾項階段性里程

碑：

1. 基本設計完成日期

2. 各區段標發包完成日期

3. 各區段標軌床交付日期

4. 各區段標機房完成交付日期

5. 各區段標成本中心計價里程碑完成日

期

6. 軌道及機電系統設計完成日期

7. 軌道及機電系統製造運送日期

8. 軌道及機電系統安裝、測試完成日期

9. 軌道及機電系統驗收完成日期

此外，由於高雄捷運公司依時程管

理計畫將工作時程表之目標時程作為整

個計畫的管控基準，提供工作時程網圖

及預定進度曲線之資料，監控計畫整體

進度的執行。因此工作時程表所有之介

面里程碑，均將作為各分標時程之管控

表之製作流程如圖3所示。

(三) 詳細時程表

圖3 工作時程表製作流程

圖4 高雄捷運公司時程執行階段層級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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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價值分析法

係根據計畫目前實際執行狀況所獲

之價值（工程數量或金額）與原規劃之

目標互相比較來作績效之分析與評估，

其中所使用到的指標包含：

1. BCWS：“Budge ted  Cos t  o f  Work 

Scheduled”係指目前預定完成預算金額。

2. BCWP：“Budge ted  Cos t  of  Work 

Performed”係指目前實際完成預算金額，

此一指標亦指完成工作的已獲價值。

3. SPI=BCWP/BCWS表進度績效指數，若

SPI＞1表示計畫進度執行良好。

三、 早期預警並提出改善對策

專案之時程管控單位必須隨時利用報表方

式，針對實際進度與規劃階段訂定之預定進度

做差異分析報告，以便早期預警並回饋給專案

進度執行單位做為進度改善之參考。此外，必

須適時針對落後項目，提出改善對策，再經由

改善對策之預估完成時程，提出修正之預定進

度表，據以查核改善措施之成效。

在高雄捷運計畫執行期間，興建計畫管

理顧問定期依據各執行單位回報之資料予以監

控及分析，當分析結果顯示有進度落後之趨勢

時，即於綜合時程月進度會議中提出預警，並

建議相關執行單位研擬改善措施，避免進度差

異擴大。且為能發揮時程管控預警之功效，興

建計畫管理顧問在時程管理計畫中建議定期召

開進度協調會議，其目的即在於檢討實際進度

與預定進度是否一致，若不一致則對其差異之

嚴重性進行分析，並立即對執行現況進行檢

討，謀求解決之方法，因此進度協調會議是進

行時程管控最不可或缺的工具。以下介紹於高

雄捷運興建階段依對象、層級於每月召開之整

報告，內容包括：計畫整體及單項工作累進完

成進度、完工通車日期預測、計畫整體評估及

說明、關鍵日期及里程碑現狀、時程差異及要

徑作業等時程分析與進度績效報告，且當更新

之時程表顯示出預測通車營運日期持續不樂觀

時，則於特例報告章節中提出影響項目及改善

對策。

在績效評估方面，依高雄捷運興建營運

合約規定之進度衡量係採完成價值法（Earned 

Value Method），此一績效評估方式因係以已完

成工項之金額來衡量進度，對於專案進度可謂

提供一個簡單、直接的進度資訊。然而對於BOT

廠商而言，是否能如期完工卻是更為重要的，

因為時程的延宕意味著成本的增加與將來收益

的減少，時程的績效指標也應加以考慮，而影

響完工時程的作業均是位於專案要徑上，因此

高雄捷運公司於每月定期的管理報告中，均包

含上述兩種績效指標。以下對於捷運公司採用

之績效評估指標概要說明如下：

(一)要徑分析法

要徑法係以網圖分析（Ne two r k 

Analysis）技術，計算作業之最早及最晚

開始、結束日期，並以浮時小於及等於

零來決定要徑作業，以最長路徑決定專

案完成的工期。要徑分析法的績效評估

報告在於定期的工作時程表更新後，預

測出影響作業完工日期的作業項目及完

工日期，其中所使用到的指標將包含：

1.  CTF：“Critical path Total Float”係指

整個計畫要徑作業在不影響計畫完工

日期下，可以延遲的天數。若CTF＜0

時，則代表已經影響到計畫的目標完成

日期。

2. 工作時程表各項列管里程碑與目標之

差異值。

期或預估作業完成日期輸入工作時程

表。

2. 以完成價值方法計算計畫進度。

3. 依據各單位回報之各單項作業預估之

剩餘工期或預估作業完成日期，使用

要徑法推估計畫整體完工日。

4. 時程更新之作業原則如下：

(1) 時程表均按月定期配合實際作業

進度更新，此更新工作均考量各

作業之完成現況及承商施工調度

修改各作業工期及其邏輯關係。

(2) 時程更新時，時程管控人員需檢

核現況時程表之要徑是否偏離原

預定時程及要徑作業之工期或邏

輯關係是否合理反映現況。

表1 月施工進度報告表單例

二、 時程報告與績效評估

興建計畫管理顧問依興建營運合約及時程

管理計畫之規定，定期每月完成工作時程表之

現況更新後，即提出整體計畫進度之時程分析

以下即就高雄捷運公司於興建階段執行

時程管控之作為予以說明，包括：（一）時程

進度資料更新、（二）時程報告與績效評估、

（三）早期預警並提出改善對策、（四）時程

修改與進版及（五）特殊事件之評估與檢討

等。

一、 時程進度資料更新

時程更新主要目的在確保現行時程表內各

項進度資訊符合現行的施工狀態，並產生各式

之進度報表以供高階決策者評估進度現況、決

定進度差異因應對策。因此當專案之計畫時程

完成規劃並開始執行後，專案之時程管控單位

即需要求專案之進度執行單位依據其目前實際

施工之現況，定期回報各工作項目之進度完成

百分比及其尚需工期，並確定已開始之工作項

目實際開始日期及已完成工作項目之實際完成

日期，以利整體時程實際進度之更新及後續時

程報告與績效之評估。

為能有效彙整各

區段標承包商之現場

施工進度狀況資訊，

興建計畫管理顧問於

協助高雄捷運公司發

行之「詳細時程製作

手冊」中，即統一規

定承包商時程進度資

料 彙 整 及 提 報 之 格

式，規定統包商依循

興建計畫管理顧問制

定之月施工進度報告

表單（如表1）提報完成進度及剩餘工期，經由

捷運公司工程處確認後，再傳送至興建計畫管

理顧問依下列方式彙整成為計畫整體進度並進

行時程分析：

1. 將各單項作業實際進度及預估剩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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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將時程表中各作業項目不符現況之資訊

進行修改並發行進版之時程表，避免不符現況

的計畫時程預估與錯誤資訊之發佈。

不同於政府機關辦理之公共工程，當工

程進度落後嚴重，礙於契約規定對於已核定之

時程表並不輕易同意廠商之修改請求，而這往

往造成時程表距離現實更遙遠，愈加的不可執

行。高雄捷運公司對於計畫進度落後達一定程

度時，即要求影響整體進度之相關單位提出趕

工計畫，並要求興建管理顧問據以檢討後進行

工作時程表相關預定時程之修改，經捷運公司

同意後再發布給各進度執行單位配合辦理，如

此所安排的專案完成時間才是合理、實在的。

以高雄捷運公司之工作時程表為例，興建管理

顧問於2001年7月完成提送1版開始，至2007年

11月完成5C版為止，歷經了6次修改與進版。

五、 特殊事件之評估與檢討

對於一般工程常見影響進度執行之因素，

藉由時程管控人員定期對於進度執行現況予以

更新、預警，大部分應可以提供正確之資訊以

避免專案延遲之結果，然而對於造成專案完成

時程衝擊影響較大者，往往是無法預知之特殊

事件，而對於諸如此類特殊事件之處理對策，

則有賴時程管控人員於事件發生初期進行時程

分析，評估該事件之影響程度及範圍，再向高

層決策者提出建議改善對策，方便其了解問題

關鍵之所在並藉以作出明確之指示。

以高雄捷運橘線LUO09隧道聯絡通道集水

井開挖流砂事故為例，興建計畫管理顧問於歷

次通車時程檢討會中提出該事件對營運通車時

程之評估結果，並以時間－里程圖的形式展現

(如圖5所示)，以利相關人員對於進度狀況及關

鍵點有一全面性之瞭解。此外，對於局部關鍵

問題，興建計畫管理顧問經與捷運公司相關單

位檢討，找出關鍵要徑項目，並以時程管控之

依各區段標承包商契約規定，每月

須召開進度檢討會議，會議之主要參考

依據為每月更新後之詳細時程表及其分

析報告，參加人員主要為捷運公司監造

單位、細設審查單位及承包商時程管控

單位，計畫管制處及興建管理顧問，主

要檢討其完工里程碑現況是否符合整體

時程管控需求。

對於進度執行現況除於上述各層級

之進度會議中分別由時程管控人員提出

預警並進行檢討外，當各單位時程管控

人員發現進度差異持續擴大且已影響專

案整體完成之時程時，即向進度執行單

位提出趕工要求，高雄捷運公司與統包

商訂定之契約中均列有對統包商施工工

率、時程與增加作業時間之相關規定。

趕工計畫均以要徑作業為標的，由各要

徑作業之執行單位研擬製作（如表2），

捷運公司於其時程管理計畫中闡述趕工

計畫主要係從以下幾個方向加以考量：

．檢討各作業之工期與施工方法。

．檢討作業間之邏輯關係及順序。

．檢討各要徑作業之前置條件或排除障

礙措施。

．檢討作業人員之工作效率。

．檢討資源之調派使用。

．檢討工作面之配置。

．增加出工之時間，如一班制變更為兩

班制等措施。

四、 時程修改與進版

時程表的目的主要是以其為基準來控管專

案進度，幫助專案成員瞭解、掌握專案的執行

狀況，所以當時程表之作業排程與實際情況差

異過大時，即無法確實地呈現出專案的執行現

況；這時就需要由時程管控單位就時程表進行

依時程管理計畫規定，捷運公司每

月須定期召開時程管控會議，因此興建

計畫管理顧問於每月初彙整土建、軌道

及機電廠商所提送之進度資料，並參酌

現地勘察之結果，更新KRTC工作時程表

並分析要徑作業，於「綜合時程月進度

會議」中提出包括：整體進度報告、各

標建造里程碑現況報告、通車里程碑預

測、要徑報告、建議及預警事項等進度

報告。

(三)承包商之月進度會議

體時程進度協調會議：

(一)與捷運局之進度協調會議

興建計畫管理顧問協助捷運公司於

例行之三方工作聯繫會報及高層會議中

對捷運局及C3顧問說明整體進度執行現

況及要徑作業項目，會議之主要參考依

據為每月更新後之工作時程表及其分析

報告。

(二)捷運公司之進度協調會議

表2 趕工計畫管控表例

標
別

最新提送之計畫 下次預定提送
趕工方案概述

待協調解決
事項

版
次

提送
日期

審查日期
(開會日期)

版
次

開會
日期

CR6 5
2005.
11.17

2005.
11.18

6
2005.
11.25

1. LUR28二次發進基地由R16車站改為

北洞口以節省拆卸組裝時間。

2. R14/R15/LUR24外勞夜間增加工時配

合工進加班以積極趕工。

1. LUR28二次
發進用地需
與 軍 區 協
調。

2.建議CR6提
出 整 體 時
程，以利整
體管控。

CR7 8
2005.
11.16

2005.
11.17

9
2005.
11.24

一、優先趕工目標—2005年計價里
程碑

1. 基礎工程：增加鋼板樁套數、工搬

及加班等措施，預定2005/11/30日
前完成LER36、LER45、LER47、R20

等里程碑。

2. 墩柱帽樑工程：改採高強度混凝土

（增加模板循環次數）、增加工班

及加班等措施，預定2005/11/30前
完成LER37、LER39、LER46、R22A

墩柱帽樑等里程碑。

3. 車站工程：增加支撐架、模板、工

班及加班等措施，預定2005/11/30
完成R23車站主體。

二、後續趕工目標—交付鋪軌時程
1. 車站(R17、R18、R19)：2006/10/31

2. 場撐樑：2006/05/31

3. 鋼樑(LER32、LER33、LER45)：

2006/10/31

4. 懸臂橋(LER45)：2006/08/31

1 . C R 7 已 於
2005/10/28
提出交付鋪
軌時程，將
與VP5討論
以作為軌道
標 工 作 規
劃。

2. 應請CR7提
出 整 體 時
程，以利整
體管控。

CD3 1
2005.
08.31

2
2005.
11.30

1. 北機廠壓密沉陷已收斂，即進行後

續預壓土運棄之趕工作業。

2. 典寶溪大遼支線已於今日

(2005/10/22)施作排水箱涵。

崙 仔 頂 路 待

與 高 雄 縣 府

會勘，並公告

一個月後才能

改道及填土預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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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延遲時向公司決策者提出建議改善對策。

二、於進度執行單位之組織中亦應設置專責之

時程管控人員，且該員須具備相當之工程經

驗，方能於計畫初期對承包商之施工規劃發掘

問題，施工期間有效監控承包商之施工進度，

對於問題早期預警、即時反應並要求承包商即

刻改善。

三、加強工地現場施工、監造人員的時程管控

自主管理能力，一個能力再強的時程管控人

員，只靠個人的力量與電腦的輔助，是無法達

成專案時程管控之目的。惟有每個工地現場施

工、監造人員的積極參與，發揮整個專案團隊

之協調合作，才是最有效的時程管控手段。

四、須確實發揮契約中相關罰則之作用，於交

付介面里程碑及其完工時程發生延遲情況時，

方能有效促使承包商積極投入資源，改善其延

遲狀況，確保整體專案目標之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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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造成之延遲減至最低限度。

肆、結論及建議事項

本公司在高雄捷運興建計畫管理顧問服務

期間，協助捷運公司提出時程管理計畫並依循

該計畫進行興建階段之時程管控，擬妥相關時

程管控程序與標準，規劃並維護合約時程表(主

時程)及工作時程表(中間時程)，針對專案執行

狀況，提供執行績效之評估及預警事項之建議

等過程，深切體認規模愈龐大之工程，其時程

管控機制須愈健全，方能掌握專案如期完工。

儘管捷運公司在執行時程管控期間，仍

有部分統包商未能確實履行時程管理計畫之規

定，無法確實進行時程更新及分析、掌握要徑

作業並傳達給其工地負責人，儘早採取補救對

策，以致交付里程碑發生延遲結果，惟經由捷

運公司計畫管制處及本公司積極進行時程更新

與分析檢討，適時於綜合時程月進度會議中提

出預警報告，延遲情況均能在捷運公司高層掌

控當中並獲得處理。高雄捷運紅、橘線雖於

2008年9月始全面通車營運，較預定目標延後

約一年，然因捷運公司各工程處及統包商能確

依時程管理計畫之規定發揮優良之時程管控能

力，加以捷運公司計畫管制處及公司高層對興

建計畫管理顧問時程管控人員提出之時程分析

報告及改善對策予以全力支持，排除因LUO09

隧道聯絡通道集水井開挖流砂事故影響整體時

程約一年部分，欲達成原定營運通車之目標是

可能的。

最後，對於後續BOT廠商於興建階段之時程

管控作為，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於公司之組織中應設置專責之時程管控單

位，於興建階段初期擬妥時程管理計畫，針對

專案執行績效進行評估、發佈預警事項，並於

隧道聯絡通道集水井事故

之影響程度。在LUO09隧

道事件中，充分展現高雄

捷運公司發揮各級時程管

控之成效，首先由計畫管

制處及興建計畫管理顧問

從整體時程觀點找出要徑

作業及完成里程碑，由工

程處及承包商據以安排其

詳細施工時程並定期追蹤

檢討，再回報其執行現況

至興建計畫管理顧問於營

運通車時程檢討會中檢討里程碑現況，由於現

場施工進度均能確實呈現給計畫管制處及興建

計畫管理顧問，捷運公司高層均能掌控進度，

LUO09隧道終能按預定時程完成，將該一特殊

觀點提出可行之因應對策，如在LUO09隧道段

建議軌旁機電佈纜作業先行於軌道鋪設前完成(

如圖6所示)，以利橘線東段(O9~OT1車站間)機電

之測試作業先行展開，降低整體時程受LUO09

圖5 營運通車時程評估圖例

圖6 關鍵問題改善對策研擬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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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打樁、卵礫石層、抑制施工公害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國道２號拓寬工程／計畫經理／陳志鴻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國道２號拓寬工程／計畫副理／朱坤煌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國道２號拓寬工程／工程師／呂正宗 3

1 2 3

鋼鈑樁打設作業產生之振動與噪音為其公害主要來源，靜壓植樁工法應用重力或反

力將施作樁精確地壓入地層內，可有效抑制振動與噪音產生。國道2號拓寬工程H21B標

因植樁位置緊鄰既有房舍，為考量符合環保法規及減少施工損鄰之困擾，遂採用靜壓植

樁工法。H21B標工區地質為卵礫石層，鋼鈑樁植設並不適合於此種地質；而使用靜壓

植樁工法，可克服鋼鈑樁於卵礫石層難打設及施工精度不佳的問題。此工法是進步的工

法，設計理念及設備均依施工需求而設計發展，本標工程採用此工法獲致之成果甚佳。

壹、基地地質狀況

國道2號高速公路西起桃園國際機場，

東迄鶯歌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3號高速公路，

主線全長約20.4公里。H21B標位於國道2號

STA.1K+670K~3K+722，工區所在之地層為「台

地礫層」或「紅土台地堆積層」，主要由下部

的礫石層與上部的紅土層組成，礫石直徑約在

10至30cm之間[1]。本案基地地質狀況，由地表

至地表下12m之鑽孔柱狀圖及土壤試驗結果研

判，可歸納為二個主要層次：一為黃棕色砂質

粉土夾卵石及雜物；另一為卵礫石夾黃棕色砂

質粉土及粉土質砂。二土層之性質分述於下：

一、黃棕色砂質粉土夾卵石及雜物

本 層 次 分 佈 於 地 表 面 起 至 地 表 下 約

0.85m~1.2m。

關鍵詞：打樁、卵礫石層、抑制施工公害

靜壓植樁工法應用於卵礫
石層鋼鈑樁打設─以國道
2號拓寬工程H21B標為例

圖1 本案座落位置之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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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工區現場卵礫石層鑽探取樣之試樣（0m~4m）

表1 黏性土壤無圍壓縮應力qu與N值之關係表[10]

圖5 主樁襯板工法-H型鋼

圖6 水刀輔助型鋼打設及壓入地層

圖7 連續壁擋土工法[6]

壓植樁此新設備機具之輔助，故得有新成果呈

現[4][5]。

二、主樁襯板工法

每間隔80cm~100cm打入H型鋼、I型鋼或鋼

軌樁於地層作為主樁，隨開挖作業進行，於主

樁間嵌入橫板條並背填其後縫隙以構成擋土壁

之擋土工法。鋼軌樁之斷面積較小，容易貫入

地盤，適用於本工區之卵礫石層，惟適用之開

挖深度較淺，如圖4[4][5]；若擋土淨高較高則

以H型鋼取代鋼軌樁，如圖5。於本工區如遇較

堅硬之卵礫石層，則可採用水刀輔助以利H型鋼

壓入地層。此輔助工法以水刀為型鋼之前導，

藉由高壓水柱沖洗與擾動壓入點下方地層，降

低卵礫石層填充土之束制及黏結力，以便型鋼

壓入時卵礫石可產生位移，減少型鋼壓入時前

端之阻力，如圖6。

圖4 主樁襯板工法-鋼軌樁

貳、卵礫石層擋土工法之選擇

擋土施工法選擇需考量地質狀況、地下水

高程、開挖深度、現地空間、相鄰結構狀況、

出入動線及結構安全性等。國內常用之擋土

工法有鋼鈑樁、主樁襯板工法、連續壁、擋土

柱、預壘樁、全套管式排樁及預鑄式排樁等，

其各有適用之深度及地質。各工法之特性及優

點，為工法選用重要之考慮因素，於此歸納於

表3供比照分析。

因本標靜壓植樁構築之擋土牆為永久性之

擋土結構，又工區地質狀況為卵礫石層，各種

擋土工法之適用性探討如下：

一、鋼鈑樁

運用錘擊樁鎚、振動樁鎚或以靜壓之方

式，將鋼鈑打入地層中構成連續擋土壁之工

法。本案因位於卵礫石地層，且有部份打設區

域鄰近既有建築，鋼鈑樁打設時有振動及噪音

之問題，並不適用鋼鈑樁打設施工，但因有靜

二、 卵礫石夾黃棕色砂質粉土及粉土質砂

本層自地表面下約0.85~1.2m起至鑽探最大

深度12m，地層以圓形及橢圓形卵礫石為主，最

大粒徑超過15cm以上。卵礫石間縫隙填塞以黃

棕色砂質粉土及粉土質砂，卵礫石與砂土含量

之重量比例分別為4/5與1/5，級配程度中等（圖

2及圖3）。若依Matheson(1986)分類法，本卵礫

石層屬「過度段堆石」（Transition Rockfill），

礫石間孔隙之填塞度需視細粒料之級配分佈、

顆粒形狀及初始成型狀態而定[2][3]；其標準貫

入試驗N值均大於100以上。參考表1黏性土壤無

圍壓縮應力與N值之關係及表2砂性土壤摩擦角

ψ及承載力與N值之關係，本標地層對貫入式樁

體而言是屬於極堅硬及極緊密之地層，難以打

設貫入。因於本工區採用鋼鈑樁打設有執行面

上之困難，故採用靜壓植樁工法打設鋼鈑樁有

其特殊性。

圖2 卵礫石層開挖面之露頭

SPT,N值 強度描述 qu,(t/m2)

0~2 極軟 ＜2.50

2~4 軟 2.50~5.00

4~8 中等 5.00~10.00

8~15 硬 10.00~20.00

15~30 堅硬 20.00~40.00

>30 極堅硬 ＞40.00

SPT, 
N值

緊密度

描述

相對密

度Dr

摩擦角，
ψPeck

摩擦角，
ψMeyerhof

0~4 極疏鬆 ＜0.2 ＜28.5o ＜30.0o

4~10 疏鬆 0.2~0.4 28.5o~30.0o 30.0o~35.0o

10~30 中等 0.4~0.6 30.0o~36.0o 35.0o~40.0o

30~50 緊密 0.6~0.8 36.0o~41.0o 40.0o~45.0o

>50 極緊密 0.8~1.0 ＞41.0o ＞45.0o

表3 各類擋土工法適用性之比較[5]

擋土施工法

項目

鋼鈑樁
施工法

主樁襯
板工法

連續壁施工法
擋土柱
施工法

預壘排樁
施工法

全套管式排
樁施工法

預鑄式排
樁工法

適用深度(m) 15以內 10以內 可達40以上 20以內 15以內 可達50以上 15以內

施工方式 打擊式 打擊式 鑽掘式 鑽掘式 鑽掘式 鑽掘式 打擊式

鑄樁方式 預鑄 預鑄 場鑄 場鑄 場鑄 場鑄 預鑄

施工速度 快 快 慢 慢 普通 慢 快

噪音振動 大 大 小 小 小 小 大

軟弱地盤適用性 普通 不良 佳 不適用 普通 佳 普通

卵、礫石區 不適用 佳 普通 佳 普通 普通 差

地下障礙物克服性 不良 佳 普通 普通 普通 普通 不良

止水性 普通 不良 佳 不良 不良 普通 普通

成本 低 低 高 普通 普通 高 普通

表2 砂性土壤摩擦角ψ及承載力與N值之關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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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綜論

卵礫石地層因卵礫石與土壤混合成複合

材，卵礫石會成為貫入材壓入過程之阻礙，故

不適合使用貫入之方式設置樁體。台中地區多

為砂質礫石且礫石強度較高，鋼材貫入困難，

故少用貫入式工法。桃園林口台地之卵礫石風

化程度高，型鋼及鋼軌較易貫入，但使用鋼鈑

樁於此地質之壓設阻力仍大[10]。常用於卵礫石

層之擋土工法一般有手掘式擋土柱工法、鋼軌

樁工法、衝擊式排樁工法、全套管排樁工法、

鋼劈礫法及連續壁工法等六種，鋼鈑樁未列於

此六種工法之中[10]。於卵礫石層植設型鋼常需

使用水刀與螺桿(auger)作為輔助，但其施作完成

之垂直度與精度均易因樁機撞擊產生震動致有

較大之誤差值。本案因將鋼鈑樁作為永久性之

修飾面牆，施工精度要求較高，因此採用靜壓

植樁工法以期改善工作精度。本案採用之靜壓

植樁工法採螺桿預鑽配合油壓反力打設，鋼鈑

樁完成面誤差量小、平整且視覺上連續性佳，

施工目標達成度極佳。

參、靜壓植樁工法

一、施工公害

破碎與打樁為一般營建過程中噪音與振動

等公害最主要來源，打樁作業所造成之噪音與

振動危害尤鉅，以表4所示，一般室內環境之背

11)，以連續性之樁體構築而形成擋土壁體。全

套管基樁之機具施工，因鑽掘能力強，可獲致

垂直精度較高之排樁壁體。而若採用切削樁之

方式進行排樁，則能施作出具良好水密性之排

樁牆面。但因全套管排樁之單價高及施工工期

較長，亦不符本案工程之需求。[4][5]

七、預鑄式排樁

為將預鑄RC樁打入地下，使其形成連續性

牆面之工法，如圖12。因RC版樁之斷面積大，

於卵礫石地層之貫入性差，如輔以水刀或螺桿

預鑽輔助施工，減少樁體貫入地層之阻礙與摩

擦，則較易將樁體壓入地層。本工法雖施工後

壁體之美觀性及完整性高，但因樁體打設振動

及噪音之考量，亦不考量施用於本案工程。[4]

[5]     

                            

圖12 預鑄式排樁[8]

五、預壘樁

係利用螺旋鑽桿鑽挖至預定深度，灌注水

泥砂漿後放入鋼筋籠或H型鋼，使其形成場鑄之

水泥砂漿樁，如圖10。預壘樁適用範圍與鋼鈑

樁相同，且施工中無振動之問題，但因預壘樁

施工之垂直性差，尤以卵礫石層等高阻抗之地

質更為明顯，於樁身之間常留有縫隙，需額外

作填縫處理。因此基於美觀及壁體之完整性，

本工程未予考量。[4][5]

圖10 預壘樁施工

六、全套管式排樁

本工法以組合式鋼管配合搖管機及取土設

備浚挖樁身深度，在吊放鋼筋籠後，以特密管

澆置混凝土並逐節昇拆鋼套管直至樁體完成(圖

三、連續壁工法

連續壁之施工為於地面以抓斗或反循環

切削機掘削地層，使形成具連續垂直斷面之槽

溝，並放置鋼筋籠及澆置混凝土，使於地層中

形成連續性之壁體（圖7）。連續壁為適用性廣

泛之擋土工法，然其施工費用高且施工設備及

機具需較大之腹地，以國道拓寬工程之工程特

性，工區為長且窄之區域，此工法難以施作[4]

[5]。 

四、擋土柱工法

台中地區因卵礫石較為堅硬，土層利用機

械開挖較為不易，故有人工開挖擋土柱工法作

為擋土支撐。擋土柱工法為利用人力或機械之

方法挖掘豎坑（圖8），然後吊放鋼筋籠及澆置

混凝土而成。因擋土柱無法構成連續性之壁面(

圖9)，且其工期推進緩慢，不符國道拓寬工程之

施工特性，故未為本標所採用。

圖8 擋土柱柱內開挖完成[7]

圖9擋土柱開挖擋土面[9] 圖11 全套管基樁施工[7]

表4 環境背景噪音與基樁產生噪音之標準[14]

狀況/環境(Selby,1997) 噪音標準(dB) 植樁機具(取自BS5228) 噪音標準，Lsource(dB)
捷運車廂外 90-100 雙動柴油槌(37kJ) 135
公車車廂外 80-90 雙動空氣槌(5.6kJ) 134
街角交通 70-80 封閉式落槌(3噸) 98
一般交談 60-70 油壓落槌(60kJ) 121
辦公室 50-60 靜壓植樁機(Giken) 噪音觀測值(dB)

郊區住宅的客廳 40-50 動力單元
(噪音最大的組件)

半徑1m處75
（Selby, 1997）圖書館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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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樁鎚能量，J(焦耳)/每次

r：距施工樁之距離，m

二、工法理念

土木工程建設是文明的先驅，建設之過程

對環境及生命之尊重則為進入文明之體現。以

往工程建設總以硬體構築為第一考量，興建過

程對環境之污染及對鄰近居民之干擾，常為顧

及工程推進之順利與便利而被忽略。隨著經濟

發展，環保意識抬頭，工程興建過程所產生之

公害污染亦被約束管制。於是環保施工機具與

工法於此環境氛圍下遂被研究發展，工程技術

漸臻成熟。

本文所介紹之靜壓植樁工法由日本Giken公

司所發展，利用鄰近樁體提供反力，使用靜壓

植樁機將鋼鈑樁以低噪音且無振動之方式，正

確地壓入地下之植樁工法。Giken公司利用反作

用力來提供靜壓植樁機之反上舉力之原理開發

新式施工法(圖17)，研究發展適合且新式之施工

機具與設備，如GRB System；並配合基樁材料

之改良，不斷循環創新、改進、研發與技術落

實，而發展出低環境干擾(低噪音、低振動)、高

工率(一步到位-大幅減少假設工程及工作程序簡

化)、低成本(假設工程減少及工期縮短)及高安

全性之施工方法，如圖18。並藉以改善以往土

木工程破壞生態、欠缺效率、假設工程虛耗成

速率分別為壓入工法之10倍與20倍以上；壓入

工法產生之振動速率則低於可能對人體造成傷

害範圍之最低值(1mm/sec)。由公式(3)所示，樁

鎚能量平方根與地表產生之振動速率成正比，

故地表產生之振動以敲擊樁鎚影響為鉅，振動

樁鎚為次，壓入式工法對人體無影響(圖15，圖

16)，因此降低樁鎚之能量能減少震動造成損鄰

之機率，避免因損鄰造成財損及阻礙工進推行

[14]。

靜壓植樁工法對都會地區鄰近既有社區工

程公害減量有良好績效，於噪音之降低能符合

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之規定；於震動之產生

因樁鎚無衝擊能量，故亦無因打樁而衍生震動

干擾之問題。對都市土木施作公害減量方案之

選擇，靜壓植樁工法是可考慮之選項。

V=C(W0.5/r)………………公式(3)[16]

V：振動速率(Peak particle velocity)，mm/sec

C：與土壤及樁鎚有關之經驗參數，振動

樁鎚=0.7；敲擊樁鎚=0.5(軟土)~1.0(硬

土)

景噪音值僅約50~60dB，而敲擊式樁鎚產生之噪

音值可達110~130dB以上，振動式樁鎚亦可達

85dB以上(如圖13、圖14所示)，故打樁作業產

生噪音對聽力之戕害及對精神之干擾，可謂極

大[14]。噪音對人耳之衝擊可由公式(1)推得，

如振動樁鎚產生噪音之音壓即為辦公室環境之

10倍以上。而打樁機具鄰近房舍施工，其噪音

所造成之壓力更為明顯。由公式(2)推算，振動

打樁機距住家12.5m、25m與50m造成之噪音值

分別為55dB、49dB及43dB，換算成壓力分別為

11250μPa 、5637μPa及2825μPa，壓力與距離

成反比。因此於現有住家附近施工，降低機具

產生之音量能有效降低音能之壓迫，減少住戶

被干擾之投訴。

P=20×10(dB/20)………………….公式(1)[14]

P：換算等值之空氣壓力，μPa

L
equivalent

=L
source

-20log(r)-8………公式(2)[15]

L
equivalent

：換算等值噪音標準，dB

L
source

：噪音來源之噪音標準值，dB

r：距離噪音源之距離，m

長期且持續之振動雖不致對人體造成直接

傷害，但卻對精神方面造成莫大之干擾。且由

圖15所示，當振動速率達1~3mm/sec則會達到對

人體造成傷害之範圍。又由圖中顯示，以振動

法植樁需於60m以外振動速率始能全低於1mm/

sec以下，因此鋼鈑樁打設與鄰近住戶最少需有

60m之距離作為緩衝，在都會區進行鋼鈑樁打設

通常無此餘裕之緩衝空間。由圖13所示，敲擊

法與振動法均會對地層造成破壞，相對的亦可

能造成鄰損，壓入工法則為樁前端阻抗增加，

但可由輔助工法克服。由圖16顯示，於site2(距

打樁處7m遠)，振動樁鎚與敲擊樁鎚產生之振動

圖13 植樁樁鎚對地層產生破壞之模式

圖14 植樁工法音量標準與顯著音量對照曲線

圖15 動力樁鎚距離與地表振動之關係

圖16 壓入與敲擊樁鎚地表振動之差異 圖17 靜壓植樁工法之原理 圖18 靜壓植樁工法原理與技術相生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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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應各式地層開發有多種輔具以輔助施工，

但主要作業流程不脫為測量與定位、吊樁安裝

於主機及樁體壓設等三步驟循環，詳細步驟則

為圖24所示之六項步驟。靜壓植樁因樁體與地

層之接觸面為靜摩擦力，大於振動樁頭及錘擊

樁頭之動摩擦力；於鋼鈑樁前端靜壓植樁施加

於土層者為靜壓力，動力打樁之樁體前端施加

於地層者為衝擊載重。當力作用時間越短，衝

擊載重越大，樁體於地層內之穿透能力越強，

如公式(4)。因此動力式打設鋼鈑樁之工率將優

於靜壓植樁。

 ………公式(4)

F：衝擊載重

P：靜載重

t：衝擊力作用時間，sec

靜壓植樁工法為利用反力樁提供壓樁時

抵抗上舉之反力，而在最初始數片反力樁之壓

設則需借助反力架台配置壓重以提供壓樁機反

力。因靜壓植樁機台下方僅具四對夾腳，因此

當反力樁植設四片之後反力架台即可移除，並

繼續植設鋼鈑樁直至完成，如圖25。

圖22 一般靜壓植樁施工機具與設備及其佈設

圖23 無平台靜壓植樁施工系統(GRB System)

四、施工流程

一般鋼打樁之植設皆以振動式樁頭打設，

如遇砂質地層則輔以水刀施工。靜壓植樁工法

意外，能提高施工之精確度(垂直度小於1/300)

[12]及獲致較佳之完成表面。雖然靜壓植樁工

法之施工單價較高，但於降低施工破壞環境、

減少施工公害產生及便利艱困工域施工之前提

下，此工法有推廣之必要。惟國內採購法之限

制，此工法之專利，恐為工程設計採用之阻

力。

圖19 靜壓植樁工法各種樁體與配合之樁機

圖20 水刀輔助壓入植樁作業

圖21 鑽頭輔助靜壓植樁工法之施工

本、施工環境安全性欠佳及工期過長等五項減

損工程獲利率及降低品質之因素，使之為具有

環保性、高工率、獲利能力、安全性及工項易

推進之革新工法。

三、工法設備

靜壓植樁工法之機具及設備含鑽掘及植入

系統主機(靜壓植樁機)、伸縮臂吊車及動力設

備。靜壓植樁機其原理為利用已壓入之鋼鈑樁

與土壤間的摩擦力及壓樁機本體重量作為反作

用力透過壓樁機改變力的方向將鋼鈑樁壓入土

壤中；操作方式則以無線遙控之方式操作油壓

機械主體及附屬動力設備。靜壓植樁機為配合

各種版樁材料打設設計有各式樁版夾頭，如圖

19，以利於緊固樁材施力下壓；而若為克服硬

質或卵礫石層地質，則於靜壓植樁機配設水刀

或切削設備輔助樁土打設，如圖20及21。若工

地腹地較寬及施工車行動線良好，可如圖22之

配置，吊車與動力系統自由調配彈性較大，鋼

鈑樁亦易儲於植樁機週邊，便於運補。而若工

區位處於人員及設備難以直接到達，需輔以假

設工程始能進入施作者，則可借助於GRB系統

(Giken Reaction Base System)進行樁體打設之作

業。GRB系統為靜壓植樁工法固定及移設機具、

設備與資材之輔助方法，除前述之靜壓植樁

機、動力設備及伸縮臂吊車之外，另外配備一

材料推進器，依序配置，如圖23。GRB系統於

各設備底座配備有夾具(Clamps)及轉輪，可使各

設備於施作完成之樁上佇立且自走施工，故此

GRB又稱為無施工平台(Non-Staging Method)一次

到位施工法。

靜壓植樁工法為低污染、低噪音(約68分

貝)及低震動之作業，符合環保法規之要求。且

無須額外之假設工程，所需施工空間較小，亦

因版樁與結構尺寸契合可減少土方開挖，減少

回填及棄土之作業。亦因以靜力方式壓樁，可

避免樁體因動力衝擊造成之施工誤差及爆榫等

圖24 靜壓植樁工法之施工程序

 圖25 靜壓植樁工法初始打設之施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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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靜壓植樁之施工效率較低，但選用靜

壓植樁工法之理由，施工效率始終不是首要考

量之因素。由前所述靜壓植樁之優低點為無振

動、低噪音及可克服各式難以施工之現況與地

形，因此此工法是一種解決難題之工法，故效

率與成本自難優先考慮。再者，鋼鈑樁本不適

用於卵礫石層地質，如未採用靜壓植樁工法本

案鋼鈑樁難以精準地打設與排列，因此此工法

為解決特殊地質之選用方案，不能以工率論優

劣。

本標採用靜壓植樁之理由為樁體打設點距

現有民房太近，平均距離約10-20m(圖31及圖

32)，且鋼鈑樁打設後為永久性擋土牆，打設

圖28 螺桿倒旋將礫石粉碎

圖29 靜壓植樁工法輔助施工之配備

五、本標施工狀況

振動樁鎚打設6m長鋼鈑樁於壤土或黏土地

層，一日8小時約可打設60至80片(以高雄市小

港區某工地為例)，平均每片打設耗時約需10-15

分鐘；本案靜壓植樁之施工工率依表5所示，每

日平均約壓設11片，每日施作約10-12小時，施

工工率每片約需60分鐘，如表5及圖30所示。靜

壓植樁之施工工率相對於振動樁鎚之工率，約

僅1/5左右。

1. 安全施工平台：靜壓植樁之GRB系統

為配合現地機具不便進入而自走於已

完成版樁之設備，於此施工場所人員

進出亦極不便，為方便人員進出及施

工操作，於GRB系統附掛有符合安全

需求之施工平台，如圖29之①。

2. 鑽桿及鋼鈑樁卡榫滑軌導引裝置：為

輔助各種地質壓樁作業進行，壓樁機

配設有鑽頭、水刀及螺桿以降低壓樁

過程之阻力。於地層阻力大之狀態下

預鑽或壓樁，均易因土層軟硬不均而

使鑽桿或樁體偏移失準，故以卡榫滑

軌裝置牽制鑽桿或樁體，以控制施工

之精度，如圖29之②。

3. 無線遙控操作盒：靜壓植樁機之操作

經自控程序之精簡，其無需複雜之操

控盤面，僅以一約盒裝餅乾大小之無

線遙控器操作，其具有簡便及可配合

現場視角隨意移動之優點，如圖29之

③。

4. 紅外線監測與導引儀：為控制鋼鈑樁

於施工過程之精確性，本工法以紅外

線光束導引監測，使樁體打設過程之

位置、線形及垂直度均被監測控制，

以確保鋼鈑樁打設完成之精度，如圖

29之④。

本案因位於卵礫石層且N值大於100，鋼

鈑樁打設阻力極大，因此靜壓植樁機配置具鑽

頭之螺桿以輔助鋼鈑樁壓設之作業。卵礫石層

鋼鈑靜壓植樁之施工程序如圖26所示，首先

將壓樁機與基座前推一片使螺桿就定位於預鑽

位置，接著下鑽螺桿至經驗深度後，邊壓入鋼

鈑樁邊抽出螺桿，反覆執行直至鋼鈑樁植入深

度足以支撐壓樁機組時，將壓樁機底部夾具鬆

開，並將壓樁機組上提前移一片鋼鈑樁之長度

後，壓樁機組下降並以底部夾具夾固於打設完

成之鋼鈑樁，在此狀態反覆執行鑽土與壓樁之

操作，直至設計高程為止。上述鑽孔與壓樁之

流程如圖27所示，鑽孔之動作可使大礫石破碎

及土層鬆動(如圖28)，壓樁之行為則可壓實經擾

動而鬆散之土壤，恢復土壤部份之強度。

靜壓植樁工法除配備前述之靜壓植樁機、

動力設備、伸縮臂吊車及材料推進器外，另外

裝備有其他小配備利於施工作業。

圖26 於卵礫石層樁機壓設版樁施工程序

圖27 於卵礫石層鑽頭與版樁壓送之流程

圖30 本案靜壓植樁之施工工率

圖31 本案鋼鈑樁打設地點與住宅鄰近

圖32 鋼鈑樁完成面與既有建築鄰接

      表5 靜壓植樁工法之工項及工率

項次 工作項目 天數

1 清除與鑿除、開挖整地 2

2 植樁機組裝、試鑽 1

3 反力樁植設 1

4 引孔鑽掘

3~4M/天
(8~10片/天)

5 更換鑽頭

6 鋼鈑樁吊置、安裝

7 靜壓植設鋼鈑樁

8 鋼鈑樁植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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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具、動員與施工費用均較振動打樁機高出

很多，以某工程試辦標承商提送之單價分析所

示(如表6)，以總價扣除鋼鈑樁料錢後，平均

每片5.7m長之鋼鈑樁之打設費用約為40000元

[(11643924-2618000)÷225=40115元]；而以

南部某國營企業振動打設鋼鈑樁(Ｌ≦7m)單支

之費用約為900元(打拔費用)。以上例計算靜壓

植樁工法之施工單價為振動打樁工法之40倍以

上，此為極保守之計算評估值。當然，此為純

粹考量植樁工法之施工費用，未考量整體規劃

所需投入之資源，如施工可行性、假設工程、

施工便道及工期等因素，故純於單價上無法顯

示此工法之優點，而造成有極價昂之感覺。

因此對使用靜壓植樁工法之建議為：該工

法適合使用於解決傳統工法不能施工或難以施

工之場域，其可趲趕之工期、節省之假設工程

及簡化施工程序，才可顯示該工法之價值。

六、結語

工程演進隨科技之發展俱

進，工程因科技減少了失敗，施

作過程亦因科技減少了公害。靜

壓植樁工法雖是簡要的利用大地

反力以利版樁壓設植樁之工法，

但其理念之發想及配合設備之發

展研發，均將工程機械高層之科

技應用至臻，同時也溫柔體貼地

對待自然、環境與生命。本案因

業主之支持，故得以親炙本工法

之進行，見識工程先進設備之精

確及對環境與生命之尊重。於此

樂見後續許多先進工法得引進國內，但也需現

今法律之調整，始得以讓這些先進工法見容於

國內工程之市場。

完成面之線形及平整性精度要求較高。由圖33

所示，鋼鈑樁與RC面板之間距分別為10cm與

13cm，扣去鋼筋及保護層厚度分別尚有2與5公

分之餘裕。全標於牆面封模時，經放樣拉水線

檢測，均無版樁打設誤差致牆筋貼模之狀況。

於噪音與振動之控制方面，靜壓植樁所產生之

音源主要來自動力系統(發電機)，而非機具與設

備所發出；而於現地振動之感受，卻於現場毫

無感受到機具施作所產生之振動。故以靜壓植

樁工法於本標卵礫石地層，為可施工之工法且

獲得預期之成果。

靜壓植樁工法雖能解決工地中特殊地質與

地形施工上之問題，但其施工單價高昂亦使工

程規劃時期對此工法選用遲疑與卻步。本工法

表6 靜壓植樁工法之單價分析

圖33 靜壓植樁擋土牆之平面圖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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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地震、橋損、耐震補強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國道2號拓寬工程／計畫經理／陳志鴻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國道2號拓寬工程／計畫副理／朱坤煌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國道2號拓寬工程／工程師／呂正宗 3

橋梁為公路系統裡最脆弱也是最重要的環節，於近年發生之重大地震中，屢見災區

發生橋梁損壞事件，造成公路運輸功能折損。故於地震中維持橋樑結構完整，為新設橋

梁設計時必須之考量，亦為既有橋梁需補強改正之措施。而各構件之補強需整體考量補

強後構件間結構勁度之差異，避免因差異過大而造成局部受損，是故橋梁上構、墩柱及

基礎均為本文耐震補強探討之範圍。

壹、前言

台灣地處東亞環太平洋地震帶，自1999年

921大地震後，台灣地區共發生13起五級以上地

震，並造成輕重不一之災情，如表1[1]。921大

地震災後國家地震中心於台中、彰化、南投與

雲林等四縣市境內，進行省道及縣道共計1095

座大小橋梁震災損害之調查與勘測，結果顯

示：約20%受到地震災損，其中16％為輕微受

損，4％為中度至嚴重之受損。於上構部份承受

中等損傷*以上之比例為1.6%，以1986年~1996

年間建造者損害率最高，佔上構部份中等損傷

以上總數之39%。下構部份中等損傷**以上之橋

梁約2.5%，亦以1986年~1996年間建造者損害率

最高，佔下構部份中等損傷以上總數之41%。

由此可見，新建橋梁並未因橋齡短而具有較佳

之耐震能力[2]。因此，為保障橋梁使用之安

全，需針對現有橋梁之耐震能力予以評估，對

耐震能力不足者施以補強措施，以抵禦突然來

襲強震之破壞。

* 上部結構中等損傷以上：落橋、混凝土橋

之梁端混凝土脫落或剝落、混凝土橋之梁

產生大裂縫、鋼橋之主要構材變形、挫曲

或破斷[2]。

** 下部結構中等損傷以上：橋柱崩塌、混凝

土橋柱軸向鋼筋破斷與軀體傾斜或鋼筋鼓

出混凝土保護層剝落、鋼橋柱龜裂或破斷

變形[2]。

橋梁結構
耐震補強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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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致使梁產生陷落或位移，如圖7及

圖8。

二、下部結構

下部結構含括橋墩、帽梁、基礎及橋台等

構件，損壞狀況包含：

1. 橋墩損毀：包含柱體彎折、剪力破壞

及傾斜，通常由S波所造成，如圖10及

圖11。

2. 基礎破壞：包含基樁斷折、基礎損毀

及土壤液化造成之位移或沉陷，如圖

12。

版受損。

3. 梁破壞破損：因過大之外加彎矩及垂

直力，致梁彎折破壞或近支承端產生

剪力破壞，如圖4。

4. 橋面版損壞：因橋面版以下結構損壞

連帶所造成，損壞形式包含裂縫、側

移、陷落及伸縮縫破壞等，如圖2、圖

3及圖9。

5. 懸索橋支承系統損壞：包含鋼纜橋橋

塔損壞及拉力鋼索脫落或斷裂，如圖5

及圖6。

6. 支承破壞：支承破損或產生巨大變

)、伸縮縫及支承等構件；另外，斜張橋及懸索

橋之橋塔及鋼纜亦包含於內。橋梁上部結構於

震災中常見之損壞有：

1. 落橋：因橋墩或梁位移量過大，梁體

及橋面版掉落，造成橋梁上構失去功

能，如圖1。

2. 梁位移：因無設置適當之梁束制設

施，梁體位移量過大或翻倒，致橋面

表1 台灣近十年來災害性地震列表[1]

日期 震央 震級(ML) 災害情形

1999.09.21 日月潭(參見921大地震) 7.3 2,415人死亡，51,711棟房屋全毀

1999.10.22 嘉義市 6.4 7棟房屋全毀

2000.05.17 日月潭 5.3 3人死亡

2000.06.11 玉山 6.7 2人死亡

2002.03.31 花蓮秀林外海(參見331大地震) 6.8 5人死亡

2002.05.15 宜蘭蘇澳 6.2 1人死亡

2003.12.10 台東成功 6.4

2004.05.01 花蓮秀林 5.3 2人死亡，中橫公路落石

2006.04.01 台東卑南 6.2 14棟房屋全毀

2006.12.26
屏東恆春外海(參見2006年恆春大地震)

7.0 2人死亡，3棟房屋全毀

2006.12.26 7.0

2009.11.05 南投名間(參見2009年南投大地震) 6.2 全台無人傷亡

2009.12.19 花蓮磯崎外海(參見2009年花蓮大地震) 6.9 17人受傷，多棟房屋毀損

2010.03.04 高雄甲仙(參見2010年甲仙大地震) 6.4 96人受傷，54萬戶停電

貳、地震中常見之橋梁破壞形式

由921地震實地查勘橋梁結構破壞之形式，

從上構至下構分予歸類，形式如下：

一、上部結構

上部結構包含：橋面版、梁(箱梁或I型梁

圖1 落橋[3] 圖2 梁側向位移產生錯動[10] 圖3 橋面版損壞[3]

圖4 梁體破損[2] 圖5 塔柱破壞[2] 圖6 鋼纜斷裂或錨座掉落[2]

圖7 支承破壞[4] 圖8 支承破壞[8] 圖9 伸縮縫破壞[4]

圖10 橋墩剪力破壞[4] 圖11 橋墩傾斜[2] 圖12 沈箱基礎剪力破壞[2]

圖13 橋台損毀[4] 圖14 帽梁破裂斷落 [2] 圖15 帽梁剪力破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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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長度： 

 N=50+0.25L+1.0H…………式(1)

 式中， N：最小梁端防落長度(cm)。 

   L：跨徑（ｍ）。 

   H： 由基礎面起算，下部結構

之高度（ｍ）。對橋台而

言，採用鄰近橋墩之橋墩

高度，但單跨橋時，H=0；

對橋墩而言，採用該橋墩

高度；對懸臂式伸縮接頭

而言，取接頭前後鄰近橋

墩之平均高度。[7]

施工程序為：1.延伸構件處原混

改變橋樑結構原有橋樑結構 

支 
承 
擴 
座 

採分 
橡散 
膠地 
支震 
承力 
墊 

舊橋補強 

增 
加 
防 
落 
橋 
裝 
置 

使消 
用能 
隔元 
震件 

橋 
樑 
連 
續 
化 

重
量
輕
量
化

圖16 既有橋樑防落橋裝置配置原則[7]

1. 梁端防落長度增補(圖17、圖18)

為防止地震時大梁由橋墩或橋台

頂掉落，於橋梁耐震設計時，對於梁

端置放於活動支承或固定支承者，梁

端防落長度N為梁端邊緣起至下部支承

頂端邊緣止之長度。N不得小於下列所

碳纖包覆等；基礎之補強工法，除基礎擴座之

外，尚需配合基礎補樁及地盤改良等措施[6]。

以下為耐震補強工法各項措施之介紹：

一、防落橋裝置(含地震力分散裝置)

既有橋梁為提昇耐震能力，對於設置防落

橋裝置之評估，需先經過診斷評估，判定耐震

能力確有不足，再探討是以改變橋梁結構之方

式進行補強；還是就原有橋梁結構進行補強，

其選定方案之考量，如圖16及圖28所示。若

以改變橋梁結構之方式進行耐震補強，可使用

橡膠支承墊取代既有之輥支承或鉸支承，不但

能承受垂直載重，亦可倚賴水平勁度承擔地震

力。或可將簡支梁以構件連結連續化，簡支梁

相互束制使在地震時不會產生相對位移，減少

於地震時產生落橋的機會。對於現有橋梁若以

原橋梁型式作補強，可以擴增梁端防落長度或

增設防落橋裝置，因為如果梁端防落橋長度符

合規範要求，即使發生支承或基礎破壞仍可確

保主梁不致掉落；如果梁端支承長度不易增

長，亦可增設防落橋裝置予以保護。因為擴增

梁端防落長度及加設防落措施花的錢較少，防

制落橋之效果亦佳，故為保護既有橋梁免於地

震落橋之極佳方式。[7]

橋梁耐震設計基本原則之一是橋梁於遭遇

大地震時，允許其發生塑鉸，產生局部損傷，

但不可發生落橋，以免引致重大傷亡。國內目

前常見之防落裝置有增長梁端防落長度、止震

塊、防震拉條及消能元件，其構件及施工概要

茲述如下：

3. 橋台毀損：因地震使橋台後土壓陡

增，致橋台位移或翼牆損壞，進而造

成梁位移及橋版損壞，如圖13。

4. 帽梁損壞：包含構件開裂及斷落，為

剪力破壞或承受梁荷重後於拉剪聯合

受力模式下產生之破壞，如圖14及圖

15。

參、耐震補強措施

於地震中橋梁常見之破壞型式，主要為

落橋、梁損壞、帽梁剪力破壞、柱破壞及基礎

沈陷等，故橋樑於進行耐震補強設計時應同時

考量結構之強度與結構之靜不定度(穩定度)，

以整體結構進行考量，補強之設計應同時顧及

橋梁之上部結構、下部結構及基礎結構，均勻

提昇橋梁整體結構之耐震能力。上部結構主要

需考量梁構件之穩定，因梁之尺寸及跨徑均已

既定，若欲進行結構補強於技術上尚有未逮之

處，且於調查實例中梁於地震中結構損壞之比

例原低於翻倒、位移與掉落。因此梁之耐震補

強設計考量，應著重於加設防止落橋裝置或設

置消能元件，以提供梁束制並延長振動週期。

下部結構則需考量柱與基礎之結構強度，藉由

橋柱之補強來增進橋樑結構之勁度與韌性；基

礎之耐震補強則應考量既有基礎於垂直及水平

方向之支承力及基礎地層地震時土壤發生液化

之潛勢，如有不足則應進行補樁及基礎擴座或

地盤改良以抑制土壤液化，增加基礎載重容

量。[2][5]

橋梁耐震補強工法依其結構部位各有其

補強之措施。例如，於上部結構有簡支梁連續

化及支承之結構與材質之改良；梁之防落橋裝

置，如防震拉條、止震塊及止震橫梁等；橋墩

柱之補強則有RC包覆、鋼鈑包覆、噴漿包覆及

　
圖17 梁端防落長度補強[9]

圖18 防落長度增補示意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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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須能以防震拉條貫穿對通，如預估

無法達成孔位對準，則建議鑽心洗孔

時將孔徑放大，拉桿安裝完成後再以

環氧樹脂砂漿將端版空隙補滿。

4. 消能元件

橋梁耐震補強若下部結構補強作

業有困難，且在經費及施工空間許可

下，亦可考量採用隔減震設計，藉由

消能、反力分散及基本週期延長等方

式，來降低上部結構傳遞至下部結構

之地震力。目前既有橋梁加設隔減震

設施中較常見的有：加勁改良支承墊

及阻尼緩衝消能器等。因置換支承墊

需抬高梁體且需管制車流，故加設隔

向可以鋼筋混凝土止震塊阻擋。國道

工程防止落橋設計採較高標準，規定

梁端必須有二道防落設施(剪力鋼箱加

防震拉條)，故現今梁僅有剪力鋼箱之

輥支承端，於耐震補強時應考量加設

對拉之防震拉條將兩自由端之輥支承

束制。預力梁防震拉條應設於端隔梁

處，拉桿可與橋台、鄰跨隔梁或止震

塊相連結，如圖23(右)。設計時需考

慮隔梁版之強度，必要時予以補強。

鋼橋之防震拉條則可設於腹版外側，

並增設加勁鈑補強腹版，如圖23(中

)。防震拉條施工過程中應注意貫穿穿

孔時須避開鋼筋，隔梁端版鋼筋配設

密度較高，前方端版與後方端版之鑽

或側面，對於RC橋墩可以植筋方式

施作止震塊或是以化學錨栓將鋼製止

震塊固定於帽梁；鋼橋墩通常採用鋼

製止震塊，以現場焊接或以高拉力螺

栓固定於帽梁。止震塊之設置因結構

現場可施工條件之限制及為求施工便

利，橋樑縱向止震塊多設置鋼板止震

塊，而橫向止震塊則視帽梁與主梁之

配置，鋼筋混凝土與鋼板止震塊皆有

之，如圖19~22。[6][7]

鋼筋混凝土止震塊施工程序為：

1.銜接界面混凝土打毛。2.鋼筋植筋。

3.鋼筋拉拔試驗。4.鋼筋綁紮及組模。

5.混凝土澆置、拆模與養護。

鋼板止震塊施工程序為：1.確認

植筋鑽孔之孔位。2.化學錨栓植入。

3.錨栓拉拔試驗。4.止震塊安裝。5.螺

栓旋緊度檢測。

3. 防震拉條

防止落橋之設施，在軸向可將兩

梁間用高拉力鋼棒或鋼纜連接，在橫

凝土之表面處理(一般為水刀沖洗)。

2.避開既有鋼筋位置進行植筋作業。

3.植筋抗拉拔試驗。4.鋼筋綁紮與模板

組立。5.混凝土澆置。6.拆模與養護。

[9]

2. 止震塊

橋樑之主梁如因受現有結構限制

而無法設置上述防落長度時，則於上

部結構與下部結構銜接部位或上部結

構間應設置可靠之防止落橋措施。對

於重要之橋梁或大坡度橋梁等，為確

實防止落橋，除梁端防落長度應足夠

外，亦應同時設置防止落橋設施。設

計防止落橋設施所用之地震內力，應

以支承靜載重反力Rd計算之。如無

法設置符合規定之防止落橋設施時，

亦可以增長防止落橋長度取代，惟該

防落長度不得低於1.2N，亦毋須超過

1.5N。

防止落橋裝置之設置，於橋樑

縱向方向可設置防震拉條或止震塊。

止震塊為防止落橋措施裡補強橋梁防

落長度之加強措施，可設於帽梁上方

圖19 橋梁縱向方向之金屬止震塊[9] 圖20 金屬止震塊[9]

圖21 橋梁橫向及縱向方向之止震塊[6][7] 圖22 RC止震塊[9]

圖23 防震拉條示意及鋼梁與預力梁增設實例[6]

圖24 STU於連續梁之配置[9]

圖25 STU之結構[9] 圖26 STU之形式[9] 圖27 STU現場安裝之狀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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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柱耐震補強。

圖30 柱身鋼鈑包覆補強

圖31 方形墩柱鋼鈑補強

鋼鈑圍束柱體補強之機理，本文有三項看

法：

1. 鋼鈑圍束抵消波森比對柱身產生之張

力：

物體承受軸力時，軸向會壓縮側

向會伸張，如圖32。當橋梁柱於地震

中承受P波作用時，因波森比之緣故，

短柱之柱軸受壓力；柱緣承張力，故

箍筋配置量如有不足，柱表面混凝土

圖29 柱身RC包覆補強

橋梁柱體形狀一般以方形及圓形為主，以

鋼鈑圍束來增加實心圓柱韌性而言(圖30)，補強

之結果需滿足能承受原設計荷重加上地震額外

增加之軸力，圍束鋼鈑也能提供地震時抵抗S波

之剪力強度。以鋼鈑補強矩形柱，通常止加強

短軸(弱軸)向，因長軸向之I值遠大於短軸，於

柱承受彎矩時僅考慮短軸之破壞(σ=My/I)。矩

形柱如長寬比過大，鋼鈑圍束之效果變差，宜

加設間距不超過50cm之預力螺栓作為補強，如

圖31。本工法圓形柱之施工是將原有RC柱表面

先作處理，如鑿毛、噴砂及水刀噴洗等作業，

接著包覆鋼鈑並於RC與鋼鈑之間隙間灌注環氧

樹脂砂漿或無收縮水泥砂漿，最後完成鋼板修

飾及防鏽處理；RC矩形柱補強之施工係將原有

墩柱表面打毛、植筋並清理乾淨後，紮筋、組

模、澆置混凝土擴柱，待拆模後，再包覆鋼鈑

外加預力鋼棒，於鋼鈑內灌注環氧樹脂完成補

強。本工法施工佔用空間小且施工快速，適合

施用於都市高架橋及河道阻水斷面限制嚴格之

圖28 既有橋樑之防止落橋對策[7]

二、柱加強

橋墩柱結構耐震補強之措施，主要在於加

強柱之剪力與抵抗挫曲性能，以鋼筋混凝土或

鋼鈑包覆補強不但能增強柱身剪力強度亦可提

昇柱體韌性。基於材料相容性、經濟性及維護

作業上之考量，補強工法一般以施用RC為原

則，若在空間受限制或施工條件不適於使用RC

包覆工法時，則採用鋼鈑包覆工法。

以鋼筋混凝土圍束增加實心圓柱韌性之方

式，是於現有圓柱之外再打一層鋼筋混凝土，

並配置足夠之圍束箍筋，如圖29。由於柱底留

有間隙，因此該層補強混凝土提供柱體圍束並

增加材料剪力強度，對柱體抵抗挫曲有幫助，

但對柱體抵抗外加彎矩能力沒有增強[6]。本

工法之施工是將原有RC柱表面先作處理，如鑿

毛、噴砂及水刀噴洗等作業，接著植定錨碇筋

並接續配置軸向鋼筋及橫束筋，最後澆置外圈

混凝土而成。[6]

減震設施多以設置消能器為主。以箱

型梁為例，輥支承(Roller)多使用盤式

支承，盤式支承位移量有限制，橫向

可以止震塊限制位移，縱向則需以消

能器(以下稱地震力量分散裝置，Shock 

Transmission Unit，STU)緩衝及限制

箱梁縱向位移，如圖24。STU主要結

構包含二部份，一為流體消能膛；另

一為錨碇結構。流體消能膛主要由兩

個腔室以及活塞所組成，腔室填滿了

矽油，矽油藉由經活塞上閥門於左右

兩個腔室間流動以消耗承受之動能，

如圖25~圖27。STU設置於橋梁上部結

構與下部結構之間，其功能為藉由流

體阻尼轉化消散地震力引致之瞬間作

用力，使得上部結構與下部結構間形

成剛性連接(Rigid Link)，並產生鎖定

效果(Lock-up Effect)。當STU與所連結

之結構物間，因溫差、潛變及乾縮等

微變位量累積所產生緩慢之位移時，

STU僅提供輕微阻力(≦裝置設計荷載

10%)，使得結構保持在活動狀態，使

梁結構不會因緩慢收縮之行為而承受

額外之力量。[6][9]

STU安裝之程序為：1.墩柱孔位

放樣。2.墩柱鑽孔。3.梁底孔位放樣。

4.箱梁底版鑽孔。5.托架鑽孔加工及熱

浸鍍鋅。6.鋼棒及鋼托架安裝。7.STU

安裝。8.梁底上托架無收縮灌漿及鋼

棒錨碇。9.外觀清潔及修補。

圖32 波森比效應 圖33 摩爾圓破壞理論[11] 圖34 柱身鋼鈑補強斷面



2

196 │No.87│ July, 2010

專
題
報
導

2

No.87│ July, 2010 │197

專
題
報
導

圖37 基礎擴座作業[13]

圖38 擴座基礎施加預力補強[3]

2. 抗液化之地盤改良：

土壤液化現象係指於地震連續

性反覆應力作用下，疏鬆之飽和細砂

或砂質粉土孔隙水壓升高，致使土壤

之有效應力降低，而失去承載力之現

象。地震時土壤液化之進程可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於地震初期，孔

隙水壓尚低，土壤之模數及強度尚未

顯著降低，橋墩基礎承載力尚在。第

二階段於地震之尖峰期，土壤可能已

液化，橋墩基礎可能已產生地盤流動

變位，造成橋墩傾斜及落橋等損壞。

第三階段為地震停止後，超額孔隙水

壓逐漸消散，橋墩基礎承載力逐漸恢

復，但結構位移變形已形成，無法再

矯正復原。[14]

為確保橋墩基礎於地震過程中承

為擴大橋樑基礎承載容量以增設

基樁為最直接及有效之方法(圖36)，

基樁增設連帶著基礎必須擴大以傳遞

載重至基樁。基礎擴座最需處理者為

基礎側邊新舊混凝土黏著及剪力傳遞

之問題。新舊混凝土交界面一直是結

構擴增時之弱點，新鮮混凝土一體澆

置硬化，混凝土間連繫者為化學鍵；

混凝土二次澆置，新舊混凝土介面間

連繫者僅為附著力及凡得瓦力，此二

者之強度差異懸殊。於銜接介面承受

壓力能有效傳遞，但承受張力或剪力

則無法由介面之凡得瓦力成所承擔。

雖然基礎擴座於基礎上下各有界面植

筋補強及擴增尺寸之RC結構，如圖

37，但仍建議基礎側面需施加預力，

如圖38，增加混凝土介面之磨擦力

(F=μ×N)以傳遞剪力，並承擔由外加

彎矩對基礎版底所產生之張力。

基礎擴座之施工程序為：1.基樁

打設，2.樁頭處理，3.舊有基礎表面打

毛及植筋，4.植筋拉拔試驗，5.鋼筋組

立及預力套管配置，6.模板組立，7.混

凝土澆置及養護，8.施預力及套管灌

漿，9.錨頭封頭處理。[13]

圖36 基礎擴座之基樁增設[13]

 σcr=π
2EI/AL2........式(3)

以國道2號拓寬工程為例，柱斷面

如圖34所示，長柱柱臨界載重 Pcr如

式(2)，鋼鈑E=1960kgf/cm2，無收縮水

泥砂漿厚=4cm，E=280kgf/cm2，原柱

直徑d=2.2m，鋼鈑厚=9mm。經鋼鈑圍

束補強後柱之 與原未加強柱之 比

較， =2.9倍，亦即經鋼鈑補強後長

柱之防挫曲載重強度增強2.9倍。

圖35 軸力、細長比與尤拉曲線之關係[12]

三、基礎加強(含基礎液化防止)

對橋樑基礎之耐震能力而言，如發生較原

設計規模還大之地震，橋樑基礎可能產生因承

載力不足之沉陷或因土壤液化引致之基礎沈陷

或傾斜。根據近年之統計，橋樑基礎於地震中

之破壞主要係因：1.基礎承載力不足及2.基樁承

受剪力破壞，故橋樑基礎之補強主要需考量增

加基礎之容許承載力及增加土壤抗液化潛能之

能力。近期常見橋樑基礎耐震補強之措施，於

增加容許承載力方面為加設基樁及基礎擴座；

於增加土壤抗液化潛能方面之措施為地盤改良

灌漿。於設計規劃上，基礎之擴座或增設需避

免載重偏心，亦應避免不同種類基礎並用，造

成結構勁度差異過大，地震時因應力集中而破

壞。[5]

1. 加設基樁及基礎擴座：

則有張裂之虞。當柱身受束制時Δ2位

移無法產生，則產生一反向壓力使柱

身承受束制壓應力(Δσ1=E×Δ2)，使

軸向應力σ3提高至σ’
3，增加柱軸向

之強度，如圖33。

2. 摩爾圓破壞包絡線推估柱軸向載重效

能之提昇：

如上所述，當柱尚未有鋼鈑圍束

時，柱破壞時之軸向強度及剪力強度

分別為σ3及τ，而當柱承受軸向力，

柱側邊因波森比之因素使鋼鈑對柱身

產生一側向圍束力σ’
1，依圖33摩爾

圓與破壞包絡線之關係圖[11]，柱如

未產生挫曲之前提下，破壞軸向力將

σ3提昇至σ’
3，如圖33所示(σ’

3－

σ3=Δσ3 )遠大於(σ’
1－σ1=Δσ1 )，

故鋼鈑包覆柱身對地震時柱身承受

額外載重時，具有提昇軸向載重之效

能。

3. 對柱身抵抗挫曲能力之提昇：

當柱於無偏心狀態受壓，所能承

載最大負荷為臨界載重，如式(2)；臨

界應力為式(3)。於式(3)中平均應力P/

A與細長比L/r相對應之關係曲線為尤

拉曲線，當柱無偏心時其應力與細長

比之關係趨近於此曲線，如圖35。由

尤拉曲線發現，若柱之細長比大時當

P/A低時亦會產生挫曲，且不會因材料

強度提高而改善。因挫曲破壞是由柱

結構不穩定所造成，而非由材料破壞

所造成。故使用較大E值之材料或降低

L/r值均可增大臨界應力。使用鋼鈑圍

束柱體即為加大柱體材料之E值[12]。

式(2)及式(3)中，Pcr：長柱柱臨界載

重，L：柱長，A：柱斷面，E：柱材料

彈性係數。

 Pcr=π
2EI/L2............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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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楊永斌，姚忠達，王炤烈，「既有橋樑防

災、延壽技術工法之研究(一)」，財團法人

中華顧問工程司，台北(2004)。

7. 許鎧麟、張國鎮、王仲宇，「防止橋梁落橋

裝置設計與現場施工技術之研究」，內政部

營建署，台北(2002)。

8. 張國鎮、劉光晏、王長芳，「強、弱支承

橋梁耐震性能評估與補強設計之研究﹝一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台北

(2006)。

9. 柯明佳，「橋梁耐震補強施工實務簡介投影

片資料」，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台

北(2009)。

10. 「921大地震受損橋樑回顧－溝通的橋

樑」，交通部公路局，台北(2001)。

11. Braja M. Das, “Principles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Boston:PWS Engineering 

(1985).

12. James M. Gere, Stephen P. Timoshenko, 

“Mechanics of Materials”, Boston : PWS-

KENT Pub. Co(1990).

13. 黃衡山，沈仕傑，「中山高拓寬第561、

561T、561C合併標. 既有橋梁耐震補強」，

高速公路局拓建處96年度年報(2007)。

14. 黃俊鴻，「液化地盤中樁基礎之耐震設

計」，地工計術，第82期，第65-78頁

(2000)。

伍、結語

自921大地震發生，隨公路橋梁耐震設計

規範修訂之後，新建橋梁耐震能力及防止落橋

設施均已具備，而舊有既存橋樑亦陸續已經或

將進行耐震補強。既有橋梁之維修補強，每個

個案均有其獨特性，且需考量之條件(如結構形

式、施工條件及材質等)亦應逐一檢討。目前國

內已累積許多前述內容敘述之工法施用於既有

橋梁結構補強之案例，其補強成效如何，待於

後續大自然施予試煉以驗證。本文為綜合參考

文獻內各篇文章之精華所整理之初步心得，願

業界專家不吝指教。

參考文獻

1. 網路資料，維基百科，搜尋：台灣地震列

表。

2. 「921大地震橋梁震害分析與補強研究」，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成果報告書，台北

(2002)。

3. 「921相關報導VCD」，中國時報，台北

（2000）。

4. 土木工程技術，「921地震攝影集」，中華

民國土木技師工會全國聯合會，台北，第

96-125頁(1999)。

5. 陳正勳、楊式昌、周功台、陳福勝，「既有

跨越橋梁基礎之耐震補強工法探討」，中華

技術，第52期(2001)。

圖39 既有橋梁橋台補強範圍示意圖[5]

圖40 既有橋梁橋墩補強範圍示意圖[5]

載力不喪失，參考文獻建議可採用灌

漿工法提昇土壤抗液化強度。灌漿工

法依灌漿壓力不同，分為低壓及高壓

工法二大類。低壓灌漿之灌漿壓力一

般小於30kgf/cm2，注入之水泥漿於土

壤中因張力劈裂造成呈脈狀分佈。由

於低壓灌漿並不置換土壤，故理論上

注入之脈狀水泥漿可對土壤形成擠壓

及加勁之效果，惟改良成效未定。於

文獻紀錄，相對密度70%且水泥漿片

體積為試體體積4%之狀況下，土壤之

抗液化強度可提高20%~50%。高壓噴

射灌漿採用超過200kgf/cm2水泥漿切

削並置換土壤，施工完成後形成圓柱

型改良樁體。與原土壤相比較，改良

樁體具高強度及勁度，即使於改良率

甚低之狀況下，改良樁體存在可有效

抑制反覆剪應變及超額孔隙水壓之發

展，進而減少地震引致之沉陷。[14]

橋墩基礎(含橋台及橋墩)防止液

化之地盤改良範圍如圖39及40所示，

將樁基礎鄰近之砂質土壤固結，以防

超額孔隙水壓將砂顆粒撐開使基礎失

去承載能力。地盤改良之灌漿施作程

序計分為：1.整地放樣，2.鑽孔，3.封

閉灌漿(低壓灌漿用)，4.灌漿作業，

5.壓力或流量達到規定完成灌漿，6.成

效檢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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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服務的要素是專業，而其成效則與科技、人文習習相關。多

數人對於土木工程看法相當傳統，畢竟它是數千年不墜的生活產業，

從建屋、造橋、修路等，到災害防救、復建工程，乃至於促進經濟發

展的高科技廠房等，皆影響到人們生活環境的維護以及國計民生的發

展。

　　土木工程具有施作流程複雜、工期較長的特性，工程建設的長期

效益端賴技術專案人員的專業素養與負責用心，才能確保。本期發表

多個營建管理的案例經驗，編輯團隊對於永續課題特別關心，除了介

紹更具效率的工法技術應用外，亦邀文闡釋工程先進對人本永續的社

會關懷；對於營建人員在施工中的安全監測、長期的穩定分析，以及

災後的復建措施等，皆作深入的說明，期與各界共同維護台灣這個美

麗寶島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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