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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台灣世曦)延續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四十多年來，以「充實建物空間，融合系統精

髓；起造工程生機，貼近時空脈動。」的信

念，於智慧型建築物、生物科技廠房、及大型

營造工程中，適時灌入先進機電工程規設概念

及實務應用。近年來，由於全球氣候詭異多

變，突發性災害頻傳，是以環保意識崛起，綠

能需求殷切，而災害防救體系之建置，更為各

國政府積極投入的重大工項。有鑑於此，台灣

世曦乃以「整合人、物、車、路資訊，提升運

輸及防救災效能」的智慧運輸知識，結合「地

理涵養人文，資訊支援決策。」的空間資訊專

業，期能為國家社稷貢獻一份心力。

　　由於工程建設是多元專業界面的整合成

果，整合良窳乃決定建設成效的關鍵要素。而

前述再生資源、智慧運輸、及空間資訊，均與

系統技術及機電工程密不可分。故此，本期中

華技術將主題定位為「系統技術與機電工程之

整合應用」，相關專題報告探討之專業領域甚

廣，舉凡太陽能發電系統、節能之冷樑與全外

氣空調箱系統整合、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

管理系統、鐵路系統機電工程、公路隧道排煙

與避難逃生系統、都會區先進號誌控制系統、

停車場電子票卡整合應用、BIM先進技術應用

於商業大樓興建工程、結合雲端運算之地理資

訊服務等等，均有涉獵。另請台灣世曦機械、

電機、及資訊專業部門，提供兩篇CECI大樓

機電系統內裝更新工程及新設電腦機房建置實

務，與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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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本期人物專訪部分，特別邀請國內三位重量

級專家學者，分由不同專業領域，闡述如何

利用完善之系統整合平台，開發建置深具經

濟效益、符合投資報酬、且能滿足相關應用

之機電與資訊系統。

一、智慧運輸部分

　　恭請推動我國ITS不遺餘力，期與先進國

家並駕齊驅之ITS-Taiwan副理事長，台大張

學孔教授，談「國內ITS發展應用及推動國際

合作之探討」。

二、停車場收費部分

　　恭請高度改善台北市停車場管理作業體

系，倍數提升停車收益之台北市停車管理工

程處張哲揚處長，談「如何應用系統整合科

技，實現未來停車收費發展願景」。

三、空間資訊部分

　　恭請執國內地理資訊整合應用牛耳之台

灣地理資訊中心董事長孫志鴻博士，談「地

理資訊系統技術與雲端科技之整合應用與發

展趨勢探討」。

　　本專輯以關懷全球環保生態為出發點，

安全樂利為基礎、永續發展為導向，多面向

探討「系統技術與機電工程整合應用」相關

課題。藉由本中華技術期刊，將台灣世曦實務經驗與初步成果，與各位先進分

享，並祈不吝指教。同時，東日本大震災所引發之廣域複合式災害課題，引起

國內外專家學者廣泛討論，由張總經理率隊赴日勘災報告中，亦可提供不少的

省思，並冀望能提升台灣因應廣域複合式災害之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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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
    

     張學孔教授
談   ITS-Taiwan未來與 
      國際接軌之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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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請問張教授對於『智慧型運輸系統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的詮釋？

答：『智慧型運輸系統』不只是『系統建置

(System)』更是『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

過去ITS的應用侷限於交通控制、導航或公車

到站資訊，事實上ITS的目標是運用IT技術讓社

會國家達到永續發展(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for Sustainability)，永續牽涉到環境永續、社

會公平及經濟財務永續等三方面，我們應由更

高的視野來詮釋ITS。

　　很多國家訴求的ITS都有兩大主軸：安全

與環境，在國際上『安全(safety)』已被視為交

通最重要的一環，所謂安全即人權，對於安全

的保障就是一種基本人權的重視，全世界每年

因車禍事件死傷的人數超過一百萬人，包含美

國、歐盟各國及日本等國，自2008年起陸續對

於交通安全的提升做了許多重要的宣誓，因此

有2010年世界交通安全年的發起，透過ITS技

術的應用，致力於減少車禍事故的傷亡人數，

並減輕車禍造成的傷亡與財物損失程度。

　　此外，ITS亦應詮釋為『整合性的運輸方

案(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Solutions)』，它已

成為目前緩解交通問題的重要方案，可協助我

們達到多運具、多功能及均衡的運輸環境，而

智慧型運輸系統只是其中一環。

問：在張教授參訪過的國家中，有哪些國

家的ITS系統建設令您印象深刻，值得

台灣借鏡？

答：英國的ITS建設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國

家，過去10年英國積極發展國家級ITS計畫，

智慧化基礎設施不只著眼於運輸，在英國ITS

被定義成三個層面，第一層從都市設計、都

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等基礎的規劃，使都市的

旅次在運用運輸工具上更有效率，並減少旅次

的發生，即『城市智慧化設計(Intelligent City 

前言

　　台灣大學土木系張學孔教授，畢業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在交通運輸專業領域裡耕耘多年，並長期致力

於都市公共運輸政策、運輸經濟及先進公共運輸之研發與推動，在過去十多年並致力於拓展國際學術交流

與產業合作機會，引領台灣的ITS發展與國際接軌，近年來擔任亞太論壇理事會主席並籌辦本屆「2011年

智慧型運輸系統亞太論壇暨交通科技展」，展現我國在ITS/Telematics之發展經驗與能量。本篇專訪中對於

台灣未來在ITS的研究方向、產業發展及政府定位等有許多精闢的見解與分享，值得讀者們細細品味。

訪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
    

     張學孔教授
談   ITS-Taiwan未來與 
      國際接軌之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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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第二層為資訊應用智慧化，提供正

確而清晰的資訊讓決策者提出最合宜的政策，

即『聰明決策(Smart Decision)』；第三層運用

動態資訊及稅費制度讓旅行者做出最聰明的

抉擇，即『聰明旅行者(Smart Traveler)』。在

作法上，英國邀集200多位各個領域的學者專

家，共同討論如何建設包含運輸系統的智慧基

礎設施，並透過國際ITS大會對全世界宣誓其

願景。

　　英國已逐步將公共運輸的使用率有效提

升，最主要的方針是使民眾對公共運輸產生

信賴。倫敦更在其首任民選市長有魄力與細緻

規劃設計下，推動實施擁擠費措施，其中徵收

的擁擠費有95%是花用在改善地鐵、車站、地

面公車專用道以及動態資訊等公共運輸設施

與服務上，擁擠費政策減少了市中心區20%私

人機動運具的使用，而此20%中有15%移轉至

公共運輸、5%則是以步行或自行車完成旅次

目的，因而倫敦市政府亦透過人行環境友善建

設，使民眾樂於步行或使用綠色運具，真正的

落實城市智慧化，使交通環境的塑造回歸到人

本，並讓私人機動運具的使用者付出應付的代

價。

　　台灣近年來亦積極進行公共運輸服務水準

的提升，透過ITS的建置促使公共運輸在永續

經營與安全提升，提升民眾對公共運輸服務的

幸福智慧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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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張學孔教授

2011智慧型運輸系統亞太論壇暨交通科技展會場

(左)交通部毛治國部長(右)張學孔教授

(左)李建中理事長 (右)陳菊市長

幸福智慧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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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傳播媒介。

　　另外智慧手機也可提供行動收費(Mobile 

Payment)，高快速道路將來依據里程收費，

而結合行動收費與智慧選擇，並讓稅費成為

交通管理的工具，利用「價值收費」(Value 

Charging)的概念，讓使用者在有充分資訊的網

路資訊下願意付費來享受較好的服務。舉例來

說：走一般道路要花較多時間，高快速公路花

較少的時間，而依據個人對時間價值以及不同

需求而有時空差異的付費機制，這樣的觀念，

民眾較易接受，也知道付錢的價值在哪。

　　智慧手機除了可提供導航資訊，並結合即

時交通資訊，對於前方路況提早警示，使駕駛

採取適當因應措施，並結合車輛安全控制，避

免駕駛因突發狀況失能時，對乘客及公路上

信賴度。換言之，要讓民眾對公共運輸產生信

心，須進一步運用ITS技術提升系統的可靠度

(Reliability)。根據分析，以往民眾不願意使用

公共運輸，可能的原因包含資訊不足、不知道

要等多久、安全顧慮、司機的素質以及車輛舒

適度等。

　　近年低地板公車的引進、聰明公車系統建

置及服務品質評鑑均有效的提升了公共運輸的

整體服務品質。近十年評鑑機制的發展，讓司

機們認知到服務品質提升的必要性，並且願

意和乘客有更好的互動；而資訊也扮演重要角

色，公共運輸的乘客靠資訊掌握自己的「方向

盤」，出門前找資訊、車站等車看抵達時間資

訊，捷運出站看轉乘資訊等等，加上智慧手機

的普及，更便利民眾透過資訊掌握方向，能夠

掌握到更多的資訊同時也提升了大眾運輸的信

賴與搭乘意願。

問：以目前ITS技術應用與發展方向，如何

使ITS的服務更貼近民眾生活面？

答：有關個人化服務在目前ITS的發展也是重

大的課題，智慧手機(Smart Phone)的發展促使

個人化的行動資訊更多元化，用路人能夠基於

動態即時資訊在時間、空間以及運輸工具上做

最聰明的選擇(Smart Choice)，而道路系統的即

時路況，公共運輸的服務資訊，智慧手機會是

張學孔教授                                                                                                馮道亨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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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使用者造成安全威脅。一套優良的預警系

統，在提早0.25秒警示，可以讓重傷車禍變輕

傷，可以讓輕傷車禍沒有發生受傷，甚至降低

事故的發生，預警系統對大客車駕駛尤其具重

要性。

問：現今ITS的人才培育機制要如何建立？

答：人才培育包含政府部門及學校教育，提

供政府部門在職的教育訓練，主要對於中央

及地方政府在ITS相關建設之決策者、規劃者

以及工程師的訓練，它可以是多面向的，而

ITS Taiwan及相關學協會本身亦應在其中扮演

重要角色。過去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曾結合學界

舉辦過類似教育訓練課程，其成效具體建議

應再持續規劃推動，在學校教育方面，目前成

功大學、交通大學及淡江大學等都有設立ITS

學程，學程的方向若能和學生未來就業市場有

正向結合，一定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因為

ITS結合許多專業知識，有電子、通訊、控制

及資訊等，因此若能對這些具有專業知識背景

的人廣開大門，再導入交通專業知識如車流理

論、交通控制及旅運行為等課程，會是比較完

整的培育過程，在國外許多ITS學程主要開設

在研究所階段，接收具有電子、通訊及資訊等

相關背景的學生，本系交通組近年在研究所的

徵選裡，考生也可選考電子學，以廣納相關人

才。

問：未來結合政府部門的政策走向，如何

引導民間永續發展ITS產業？

答：過去台灣的ITS以交通部為主導，主要在

於基礎設施的建置與運輸服務的優化，對於產

業面的發展與帶動較少著墨。

　　目前ITS的產業推動已面臨跨領域整合且

涉及政府單位不同部會的職責，因此行政院科

技顧問組於98年1月23日召集交通部與經濟部

開會協商成立跨部會之「車載資通訊產業推動

辦公室( Telematics Promotion Office, TPO)」，

未來ITS/Telematics之推動將由TPO負責，透過

各部會協調、推動相關基礎環境之建置與驗證

平台，成為資通訊、車輛與交通運輸間的橋

張學孔教授                                                                                                馮道亨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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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在這次的「2011年智慧型運輸系統亞太

論壇暨交通科技展」中，由經濟部所屬的八個

攤位以及交通部和相關產業界展出ICT、車載

資通及智慧運輸的相關成果，在此次會議有來

自超過20個國家地區、100位國際貴賓專家共

同體驗與見證我國在ITS/Telematics的能量。

　　此外，TTIA也進行許多搭橋計畫，共同

邀請ITS Taiwan與對岸的汽車電子、通訊與公

共汽車的相關產業與客運業者進行交流活動，

並相互邀請參與各個城市主辦之研討會議，藉

此展示台灣在智慧型運輸系統的發展成果。同

時，TTIA在經濟部及交通部指導下亦參與建立

智慧公車車輛車載資通訊的產業標準，其中的

功能應用並結合了交通運輸與資通訊專業，共

同推動外銷市場與國際合作。

問：請問台灣未來十年ITS的發展願景與走

向為何？

答：過去十年是由交通部主導ITS國家計畫，

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已衍生為跨部會層級，

藉著此刻ICT產業的蓬勃發展，是一個很好的

時機啟動另一階段的ITS國家計畫，且應用不

侷限在交通運輸領域。

　　以ITS技術發展最純熟的日本為例，國家

計畫的推動層級是首相府裡的科技顧問組，將

梁，推動國內產業與國際共構產業鏈，以及

評估與分析各項策略之進度與運作機制。運

用我國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優勢，驅動全球智慧交通新

風潮，發展多元車載價值服務創造車載產業價

值鏈，實為產、官、學共同努力方向。

　　在TPO的努力之下，「台灣車載資通

訊產業協會 ( Taiwan Telema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TTIA)」已經正式成立，該協會集

結國內車載資通相關產業達一百多家廠商，以

推動我國車載資通訊產業之發展及提升我國車

載資通訊產業國際競爭力，扮演ICT、汽車電

子、智慧運輸(ITS)與綠能等各領域公、協、學

會之統合協調者，並協助提升資訊業者、通訊

業者、汽/機/自行車輛業者、系統整合業者、

網路服務業者、觀光業者、交通運輸業者等行

業創造車載資通訊產業價值鏈之國際競爭力。

　　由提供運輸服務的交通部與扶持產業發展

的經濟部開始聯手整合台灣智慧運輸(ITS)與資

通訊產業(Telematics)，這樣的結合開創了台灣

新的智慧運輸系統(ITS)發展契機。

　　值得一提的是，經濟部TPO結合建國100

年舉辦的「台灣ITS/Telematics 精彩100選拔」

活動中，評選出「100項」具代表性之ITS/

Telematics相關「技術」、「產品」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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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TTIA能共同合作參與國際活動，特別是像

主辦這次亞太論壇的機會，推展國際合作，讓

世界認識台灣，讓台灣的技術有機會輸出。對

於身為業界龍頭的CECI應該要帶領大家走出台

灣、放眼全世界，並結合學界力量積極培育更

多國際化的人才，這是我對 貴公司的期許。

後記

　　感謝張教授在百忙之中撥空指導，從經驗

分享、政府政策、教育訓練、技術研發到產業

發展趨勢等各面向完整的分享，著實令人獲益

良多。

ITS結合電動車 (EV)、智慧電網(Smart Grid)、

綠能建築(Green Building)、 綠能交通(Green 

Transportation)等所謂智慧生活的應用，如我們

一開始提到的『Intelligent City Design』，整

個計畫的發展已經成國家級的大型建設計畫。

　　以ITS Taiwan協會的角度，可協助促成

跨領域、跨部會整合，落實ITS願景。如前所

述，交通部的運輸服務與經濟部的產業發展結

合，可以讓台灣成為絕佳的科技智慧島示範，

讓台灣成為ITS/Telematics產品的展示平台；同

時，台灣的特殊地理區位、多樣化發展經驗以

及華人文化的深厚蘊底，可以扮演經濟轉型國

家(Transition Economy)的橋梁以及國際團隊進

入中國大陸市場絕佳的夥伴。因此，期盼ITS

(左1)黃惠隆副理  (左2)馮道亨協理  (中)張學孔教授  (右2)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1)陳淑芬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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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整理：劉佳任 ‧ 攝影：黃教正整理：劉佳任 ‧ 攝影：黃教正整理：劉佳任 ‧ 攝影：黃教正

訪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張哲揚處長
談   台北市停車管理的
      系統智慧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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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停管處的各項業務迅速成長，對於每

天生活在台北市的市民提供極大便利

性，能否請處長就過去的停管處所扮

演的角色與今日停管處的業務轉型做

一下回顧與說明。

答：臺北市停車管理處，成立於民國77年3

月，設有3科、1室與1隊，並設置會計、人事

等人員，當時編制員額共58員。主要業務在訂

定台北市的各停車策略、路邊停車場地之規劃

管制、公有路外停車場的興建計畫、停車場土

木建築工程、機電設施的維修保養、停車場的

營運規劃與營運業務運作管理等事項。

　　隨著業務環境變遷，各項業務成長迅速，

既有之組織規模已難配合運作，台北市政府於

97年6月29日將停車管理處的名稱修改為停車

管理工程處，並將科室名稱依功能性設立5科

4室，編制員額數也擴充到100員，各科室業

務也配合修改，企劃科負責有關台北市停車策

略、路邊停車場之規劃管制、公有路外停車場

興建計畫、利用空地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及辦

理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停車場案件審查等；

土木建築科負責有關停車場土木建築等工程、

維修保養及申請停車場建照預審等；機電科負

責有關資訊、停車場水電、消防、收費系統等

工程及維修保養等；營運科負責有關公有收費

停車場的營運規劃與營運業務運作管理，包括

票證管理與營收的統計與分析，停車場接管、

督導與考核及停車場委託經營業務規劃、執

行、營收統計等；管理科負責公有路邊與路外

停車場的收費與管理、協助執行違規停車的舉

發、辦理委託租用民間拖吊等各項業務，以滿

足台北市民所需之各項服務需求。

問：由於台北市停車空間長期不足，並且

區域停車不平衡，因此維持公共停車

空間輪替使用、提高公共停車空間使

用率、提昇經營管理效率等皆是停管

處的重要挑戰，請問處長有那些策略

前言

　　都市停車管理與都市交通及發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隨著台北市都市國際化的發展，如何讓駕駛人員

即時獲得所需要的停車場資訊、停車場使用的方便性與提高停車場的安全，為停管處的重要目標。張處長

歷任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總工程司與處長、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所長及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處長等

交通業務，對於台北市交通智慧化有深入的瞭解及對於台北市交通管理的貢獻良多。本文將就「台北市停

車管理的系統智慧化發展」專訪張處長。

訪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張哲揚處長
談   台北市停車管理的
      系統智慧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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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人停等時間，亦提高了停車場的使用率，減

少車輛等候以及提高停車席位之週轉率，相對

亦增加停車場之收益，進而提升停車場周圍之

經濟活動。

問：新系統整合科技雖大量引入停車場管

理，但由於停管處轄管台北市多達200

個以上的停車場，因此，可能面臨擴

充、整合及維運困難的課題，而處長

從以前在交工處到今天的停管處，一

直都有良好的理念與目標去推動工程

建置來避免問題的發生，請處長提供

心得與大家分享。

是後續停管處將執行的方向。

答：由於台北市部分商業地區發展迅速，如

信義計畫區或西門商區等地方，因這些地方車

輛聚集，致使附近停車場常常爆滿，駕駛人常

為了停車或進出停車場，在道路旁排列等待停

車位或繞路尋找停車場，因而造成該區域內交

通的壅塞。停管處在民國87年即已發現這個問

題，故在當時參考國外的作法，進行全國第一

個停車場資訊導引系統工程案的規劃與設計，

並且以信義計畫區作為第一個試辦計畫，完工

後經過現場駕駛人的訪問與調查，普遍反應良

好，目前已推廣到全台北市。停管處亦在民國

89年配合市府政策，將部分停車場新增悠遊

卡收費系統，其優點可方便駕駛人使用，並縮

短每次車輛進出停車場時間，目前停管處已有

100多個停車場使用悠遊卡收費系統，並有超

過70%的駕駛人使用悠遊卡進出停車場，未來

所有新建的停車場，會將悠遊卡收費系統納入

建置的必要設施。

　　目前停管處藉由全台北市停車場資訊導引

系統與停車場悠遊卡收費系統的建置，已能有

效地運用停車場資訊導引及悠遊卡收費，減少

駕駛人因尋找停車位及進出停車場費時等所帶

來的交通負面影響，如時間損失、廢氣排放、

燃料消耗、道路壅塞等等，進而改善整體交通

狀況並提升道路服務品質。經由導引標誌提供

充分的停車資訊給駕駛人及悠遊卡收費縮短駕

(左1)劉志鴻總工程司 (左2)張哲揚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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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2)黃郁文協理                                                                                    (右1)林柏鋒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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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吳榮煌副總經理 (上中)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2)黃郁文協理                                                                                    (右1)林柏鋒副理(右1)林柏鋒副理

張哲揚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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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上述之作業與歷程，使得系統的維

護、管理更方便，廠商間亦因為透明公開之標

準規範，增加了公開競爭與良性互動，達到用

路人、廠商、業主三贏之契機。

問：依據停管處對外宣示的未來停車管理

方向，將營造一個優質的停車環境―

「安全、智慧、友善」，能否請處長

說明，未來停管處要如何達到此目

標。

答：一個優質的停

車環境是台北市大

多數市民的需求，

而停管處為達到此

目標，將朝下列策

略與方向推動：

第一：「提供駕駛

人一個安全的停車

環境」，透過全面

性的停車場監視系

統建置，除於場內重要點廣設閉路電視外，並

將影像予以數位儲存方便調閱，未來將逐步利

用漸趨成熟的智慧化影像處理技術，建立影像

事件偵測系統(Image Incident Detector, IID)，

提供一個自動化與即時性的監視平台，並且與

警察局作連線通報，以確保每一位停車場用路

人行的安全。

答：隨著停管處停車場數量的增加、民眾對於

停管處的期望愈高與停管處的長遠發展，停管

處期望能隨著科技的進步，利用科技的發展進

一步來改善停車場之管理作業及提升停車的收

費收益。以前在交工處我為路口的電腦號誌控

制器訂定了標準化，統一了他們的硬體規格與

軟體需求及其通訊協定，大大的減輕了交工處

的招標工作複雜度，另外也提供了台北市交控

系統的整合需求與未來擴充性。因此我參考了

交工處的設計理念，持續的引進數位化與自動

化的路邊及路外停車管理設施，來提昇停車場

經營管理績效，同時我們也委託顧問公司協助

訂定先進的技術規範，將所訂的規範公開，並

請相關公會、設備與系統供應廠商共同研討，

廣納建議意見，據以建立一套標準，供未來停

管處新建停車場設施採購或既設系統更新與擴

充之依據，以符合未來的長遠發展。

雅祥公園地下停車場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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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提供駕駛人多樣化與即時性的停車場

資訊」，除了場外停車位資訊發佈外，未來亦

將評估繼續推動大型停車場之場內導引系統建

置，將服務推進到停好車。當達到此一階段

時，將可考量提供即時停車位的預約與導引政

策，並將路邊停車格納入停車導引系統，包括

停車場外與停車場內的車位尋停，可以透過網

際網路或手機等進行預約與導引。

第三：「提供駕駛人一個進步與便利的停車繳

費作業」，停管處對於停車場收費系統的長期

目標是自己建立一個標準化的回收式悠遊卡收

費系統，我們將之簡稱為停管卡系統，透過標

準訂定，未來收費系統不受限不同廠牌之專屬

卡片或紙票規格，使系統更易擴充維修，短期

內先將悠遊卡與停管卡系統做整合，長期則配

合交通部的政策提供一個多卡通的收費工具，

讓用路人更方便繳費。另外我們亦思考透過停

管卡系統建立一個應用於全台北市的貴賓卡，

此貴賓卡可於台北市任一停車場購買，可以優

惠使用於全台北市各公有停車場，讓用路人獲

得更大的便利與優惠。

後記

　　承蒙張處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次專

訪，闡述台北市交通智慧化之停車管理及發展

之經驗，令人獲益良多。

(左1)黃郁文協理 (左2)劉佳任正工程師 (左中)劉志鴻總工程司 (右中)張哲揚處長 (右2)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1)林柏鋒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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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孫志鴻董事長
談   地理資訊系統整合
      及雲端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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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政府於民國79年起推動國土資訊系統

（NGIS），成立「國土資訊系統推

動小組」及九大資料分組等各級推動

組織，近年來更致力於共通平台之建

立，孫董事長早期即參與各項推動工

作，以您豐富的閱歷及長期觀察，

NGIS未來方向應為何？

答：近年來在氣候變遷、金融危機與大型災害

的衝擊之下，各國政府均面臨極大的挑戰，如

何提升國家與企業的競爭力及決策效率，將是

決定未來國家發展的重要關鍵，而善用資訊科

技來提升決策能力，更是其中的關鍵因素，因

此NGIS近年來在經建會推動下，積極朝應用方

向發展，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的組織架構，

也配合國家發展的需要，增加了六大應用分

組，加強應用端的推廣。在技術面，雲端運算

是近年來資訊應用的主要發展方向，透過寬頻

及無線網路的發展，使用者將可透過智慧型手

機或是平板電腦，隨時隨地從雲端運算平台上

取得所需的資訊，因此國土資訊系統的應用，

未來也將會配合雲端運算技術的進展，朝向雲

端運算平台發展。

前言

　　孫志鴻董事長畢業於台灣大學地理系，1986年取得美國喬治亞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學位，旋即返國

於母校從事教學服務，將地理資訊系統(GIS)觀念及技術引入國內，辦理多次的地理資訊系統研討會及訓練

班，將GIS技術推廣至相關的政府單位。1988年獲聘為經建會顧問，開始規劃國土資訊系統之整體架構，

並主持國土資訊系統整體規劃研究計畫，為國土資訊系統之推動奠定良好之基礎。1996年擔任第一屆中華

地理資訊學會理事長，任內主辦第三屆亞洲地理資訊系統國際研討會，將國內研究成果介紹給亞洲相關國

家。

　　1998至2001年獲邀擔任國科會永續發展研究推動委員會執行秘書，參與國內永續發展研究的規劃與推

動工作。1998至2002年，孫董事長擔任國科會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資訊組召集人，將國土資訊系統之成果

應用在防救災工作上，以提昇國內防救災工作之效率。孫董事長長期投入地理資訊技術與應用，近期的研

究尤其專注在空間決策支援系統應用於自然災害之減災與永續發展之議題上，並積極推動國土資訊系統雲

端運算應用發展。2007年孫董事長由國立台灣大學借調至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擔任總經理，全力推

動國土資訊系統規劃，提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2008年經行政院經建會核派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將繼續

協助政府推動國家地理資訊系統之工作，並帶領台灣地理資訊中心成為國內卓越的資訊服務機構。

訪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孫志鴻董事長
談   地理資訊系統整合
      及雲端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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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研考會所規劃的機房共構計畫，希望以

部為單位，將應用程式、伺服器全部整併在一

起，達到資源集中的目的。未來國土資訊系統

九大資料庫及各部會的應用系統，應該會逐步

的進駐到各部會的雲端共構機房，朝向資源共

享方向邁進。

問：配合國家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的運用，

產官學界需共同肩負起推動地理資訊

系統整合的工作，未來產官學界如

何共同合作，提供更佳的空間決策建

議，供各領域使用？請孫董事長提供

建言。

答：空間決策支援系統將是國土資訊系統下

一階段的應用重點，也是地理資訊科學的主要

發展項目之一。空間決策支援系統可以提供決

策者解決複雜的空間決策問題，近年來因寬頻

網路的興起，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開始以網路

服務的型態對外提供服務，空間決策支援系統

也開始與網際網路結合。空間決策支援系統除

了需要地理資料庫之外，也需要有模式庫與知

識庫，發展中的雲端運算技術，將可提供良好

的資訊運算環境，讓決策者進行複雜的模式運

算，因此模式庫與知識庫的建立，是目前發展

智慧型空間決策支援系統的關鍵課題。

　　台灣地理資訊中心正籌建國土資訊系統雲

端運算應用平台架構，應用知識本體及智慧

問：資訊整合與共享服務是世界各國發展

電子化政府過程中一項共同議題與目

標，國外先進國家發展現況如何？台

灣NGIS共享與服務現況如何？未來應

該努力的方向為何？

答：近年來雲端運算技術的發展逐漸成熟，政

府及企業的資訊系統也朝雲端運算環境發展，

美國歐巴馬總統上任之初，便宣示大力推動美

國聯邦政府的雲端運算應用，聯邦政府於2009

年9月，針對各政府機關開設雲端運算技術和

服務的網站「Apps.gov」，並於2011年2月公

佈聯邦雲端運算策略(Federal Cloud Computing 

Strategy)文件，提出雲端優先政策。現有美國

聯邦政府資訊系統的現況，充滿許多不必要的

重複投資、彼此不相容的異質化資訊系統、資

訊系統資源低度使用、系統發展曠日廢時等問

題，目前的雲端運算技術將可提供解決上述問

題的可行方案。

　　我國行政院近年來也積極的推動政府雲端

運算環境建置，企業界也回應政府的政策，在

雲端運算軟硬體的研發上投入大量的經費。行

政院研考會於2010年6月舉行「行政院暨所屬

委員會共構機房」ISO 20000授證典禮，「行

政院暨所屬委員會共構機房」是行政院以雲端

運算概念推動資源整合共用的先導案例，配合

節能減碳的目標，整合機關資訊資源並且建構

共同管理機制，打造了一個跨機關資源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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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MAKOCI如何介接政府空間資訊，

試問產業界(例如：台灣世曦)應依據何

種程序與該平台進行介接？何種角色

是顧問公司最佳選擇？。

答：MAKOCI由國土資訊系統的九大資料

庫提供地理資料網路服務，並在MAKOCI的

ONTOCAT(Ontology Catalogue)上註冊，作為

地理資訊顧問公司發展雲端應用服務的資料來

源。學術界提供相關的模式在ONTOCAT上註

冊，並與地理資訊顧問公司合作，將學術界的

型代理人的技術，提出多代理人知識導向資

訊基礎建設(Multi-Agent Knowledge Oriented 

CyberInfrastructure, 簡稱MAKOCI)架構，作為智

慧型空間決策支援系統及國土資訊系統雲端運

算應用的發展平台。MAKOCI結合雲端運算技

術、知識本體及智慧型代理人等技術，整合政

府單位的地理資訊及學術界的知識，能提供方

便好用的地理資訊雲端應用服務給政府、企業

及個人使用。

三鶯新生地鳥瞰圖

(左)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孫志鴻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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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近年來國內各領域興起運用雲端技術

協助產業發展之研究，而在地理資訊

應用方面仍屬起步階段，以孫董事長

的研究，未來雲端技術對地理資訊產

業發展及應用的面向為何？

答：地理資訊顧問公司可利用國土資訊系統線

上資料庫，以及學術單位的知識庫與模式庫，

快速的開發各種應用服務與決策支援系統，透

過MAKOCI的付費平台，讓使用者來租用各種

雲端運算應用服務，省去需要爭取大筆預算委

託研發，造成曠日廢時的缺點。政府單位的地

理資訊雲端運算應用包括防救災、國土及都市

規劃、國土復育、交通規劃、生態保育、流域

模式加工成為網路服務，並在ONTOCAT上註

冊及訂定模式租用價格，作為地理資訊顧問公

司發展雲端應用服務的模式及知識來源。地理

資訊顧問公司依據市場的需求，結合MAKOCI

上的地理資料及模式網路服務開發雲端運算應

用服務，並將所發展的雲端運算應用服務在

ONTOCAT上註冊，使用者則可透過MAKOCI提

供的付費機制，來租用地理資訊顧問公司提供

的地理資訊雲端應用服務。此一機制也讓民間

的地理資訊顧問公司可以透過雲端運算技術，

將雲端運算應用服務推廣到國外市場，提升國

內地理資訊產業的規模。

(左1)吳榮煌副總經理  (左2)孫志鴻董事長  (右4)馮漢夙正工程師  (右3)李信志副理  (右2)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1)鄭宏逵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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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志鴻董事長

綜合治理、農業生產監控與產銷規劃、住宅規

劃、工業區規劃與管理、都市管理、公共管線

管理、環境保護、流行病防治、治安及打擊犯

罪、觀光遊憩規劃等。私人企業的應用包括區

位選址、物流監控、車隊監控、市場調查與掌

握、不動產評估、房屋仲介、觀光旅遊等。個

人的應用包括手機汽車導航、行動深度旅遊導

覽、購屋購物服務、行動遊憩消費服務等。

問：因應雲端技術快速興

起，國內產官學研

近 年 來 陸 續 投 入

人力及資源進行

研發，您認為從

事地理資訊人員

應該做好那些準

備，以迎接雲端

時代來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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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幸買到會發生土石流的別墅，選錯地點

開店，不當的道路建設造成生態及環境的破

壞，不當的都市規劃造成嚴重的淹水問題等

等。要避免錯誤的空間決策，需要有及時的地

理空間資訊來協助我們作正確的決策。找不到

停車位是因為不知道附近哪裡有空的停車位，

買到會發生土石流的別墅，是因為不知道當地

的地質環境不穩定會發生土石流 ，選錯地點

開店，是因為缺乏當地人口的社會經濟資料，

不當的道路建設，是因為道路路線規劃時缺乏

生態環境資料。但事實上這些地理空間資訊大

多存在，只是散佈在不同的政府機關，缺乏及

時分享的管道，讓政府、企業及民眾的許多空

間決策，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造成錯誤的選

擇。空間致能的社會就是要透過寬頻網路，提

供所有決策者所需的地理空間資訊，避免錯誤

答：有關國內GIS產業發展，從廣域來看，包

括導航系統(PND)的設備，每年約有兩千多億

元的對外輸出，若從狹域來看，僅就公部門專

案及私人公司應用，約在二十億元上下。相較

於歐美國家空間資訊產業蓬勃發展，國內的地

理資訊顧問公司，如僅以國內為市場，規模顯

得太小。應以國內的研發技術為基礎，將成功

經驗複製並推廣至國際市場。因此，從業人員

除具備地理資訊技術的基本智能外，應培養應

用領域的實務經驗，例如：交通、防災及都市

規劃等領域，以面對國際化的競爭。

問：雲端運算的興起帶領商業模式的改

變，未來空間資訊技術如何結合雲

端運算，達成空間致能社會(Spatially 

Enabled Society)的發展願景？

答：隨著寬頻無線網路的興起以及智慧型手

機的普及，隨時隨處上網的理想已經在許多國

家實現，空間致能社會也成為可以追求的理

想。所謂空間致能的社會乃是指政府、企業及

民眾，隨時隨地都可以很方便的透過寬頻網路

取得與地理空間資訊有關的服務，以提升空間

決策的品質與效率。空間決策問題包含相當廣

泛，我門所面對的決策問題大多會有所謂的

5W1H，也就是Who, What, Where, When, Why, 

and How，其中的Where就是空間決策，不當

的空間決策常造成經濟損失與災難，例如找不

到停車位造成遲到，不幸塞在高速公路的車陣

吳榮煌副總經理



1

No.91│ July, 2011 │27 

人
物
專
訪

建立成雲端知識庫，其次結合地理資訊專業顧

問公司的力量，可有效的聯結政府的地理資訊

與學術界的知識庫，最後開發成各種雲端運算

服務提供給政府、企業及個人使用。透過分工

合作的架構，將可提升我國政府與企業的競爭

力，同時也可拓展國內的地理空間資訊產業，

創造多贏的目標。

　　這次專訪孫董事長是難得的機緣，也是難

忘的經驗。我們不僅在知識見聞上獲益良多，

更感受到孫董事長推動地理空間資訊的宏觀思

維及謙謙儒者的務實風範。

決策的發生。

　　地理空間資料網路服務的發佈，只是空間

致能社會的第一步，智慧型空間決策支援系統

的建立，才能讓政府、企業與民眾真正享受空

間致能社會的好處。智慧型空間決策支援系

統可以讓民眾透過手機知道附近哪裡有停車

位，避開塞車的路段，避免買到會發生災害的

房子。智慧型空間決策支援

系統更可以讓需要選址的企

業，很方便的找到會賺錢的

店面，讓企業規劃最佳的資

源空間配置，以提升企業競

爭力。智慧型空間決策支援

系統更可以全面提升政府的

服務與決策效能，將有限的

預算，用在最需要的地點。

後記

　　感謝孫董事長百忙中撥冗接受專訪，並

親自簡報介紹國土資訊系統(NGIS)發展歷程、

面臨挑戰及未來契機，孫董事長指出，透過網

路通訊技術的發達，雲端技術的進展及配合良

好的資訊平台，將可整合分散在各政府單位的

地理空間資料。首先運用知識本體及智慧型代

理人的技術，將散佈在學術界的知識與模式，

(左1)馮漢夙正工程師  (左2)李信志副理  (左3)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3)孫志鴻董事長  (右2)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1)鄭宏逵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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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影像平台
於監控系統之
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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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近年來世界先進國家及國內各單位為有效發揮預防、嚇阻犯罪行為、提升治安及破

案率、改善交通運輸等目標，於交通重要路段、市區各治安要點、停車場及重要標的加強

建置監視系統以達治安零死角之目標。惟監視系統之設計包含攝影機、影像品質、傳輸設

備、頻寬、線路、儲存設備、影像監視設備、應用軟體等多項軟硬體設計因素需考量，從

近10年之類比式監控系統演進至數位影像監控系統，於設備、技術、架構及應用皆有顯著

之改進與替代。

本文將對數位影像平台於監控系統之整合應用做一介紹，包含影像壓縮技術、影像儲

存調閱架構、頻寬需求分析、影像監控系統之應用案例、智慧影像處理應用及未來發展等

單元逐一介紹。

圖1  類比影像監視平台系統架構圖

1 2 3 4 5

壹、前言

影像監控系統一般需求為提供重要地點之

影像畫面監視，供監控人員作事件確認及啟動

必要應變措施，並可提供網際網路查詢服務、

多媒體資訊播放及資訊服務業者做加值服務

等。因此在設計佈設閉路電視攝影機位置區域

時須考量涵蓋之目標影像區域大小、操作維護

簡易性及影像資訊發布等功能，另為節省標準

平台之視頻訊號頻寬，須予以適當壓縮，目前

市場上較常用之技術為H.264、MPEG-4、MJPEG

等。 

類比影像監視平台利用5C2V同軸線，將攝

影機影像訊號(NTSC)輸入矩陣式監視主機，經

選擇切換後，輸出至監視牆即時監視或錄存至

錄放影設備，其系統架構圖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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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不同解析度影像顯示效果比較圖

表1 不同解析度辨識效果比較

　　影像畫質

辨識應用
CIF 4CIF/4D 130萬畫素

影像畫素 352×240PIXELS 704×480PIXELS 1280×1024PIXELS

車型、車色 ˙可判別車型、車色。 ˙可清晰判別車型、車色。 ˙可做局部數位放大，清晰判別車型、車色。

車牌辨識 ˙因解析度低，車牌畫面大

小至少須佔畫面1/3~1/2以

上，否則無法清楚辨識。

(如圖2A)

˙視角範圍小，雖可每一車

道涵蓋，但景深較小。

˙車牌畫面大小只須佔畫面

1/7以上即可辨識，能容

忍車輛較大偏移量。(如

圖2B)

˙系統易於處理。

˙因解析度高，一台攝影機可同時用於全景畫

面與辨識車牌功能，拍攝範圍可涵蓋三車

道。(如圖2C)

˙需以人工方式篩選目標，一般辨識軟體無法

自動判讀。

人臉辨識 ˙室外環境照度、反光、昏

暗等極易影響人臉生物形

體辨識，不易應用於室外

環境進行人臉辨識。

˙同左無法運用於室外環

境，惟因畫素稍高，日

間可作為人臉辨識參

考，夜間較差。

˙利用數位放大，可涵蓋較遠距離，仍可以人

工辨識人臉，夜間效果尚可。

自動數位分析

處理適用性

˙僅可利用車色自動搜尋辨

識，無法自動辨識車牌。

˙可以整體自動分析辨識車

牌、車型、車色。

˙視野範圍內目標物多，較不適宜做自動分析

之用，惟可用於輔助人工判讀。

貳、 數位影像平台技術發展

數位影像平台之設計，包含從前端之攝

影機至中心端之錄影廣播設備，以下將從影像

壓縮技術、影像儲存調閱架構之設計等作一介

紹。

一、	影像壓縮技術頻寬需求探討

(一) 影像處理需求 

影像畫素較高的攝影機可拍攝出

清晰之影像，提升對物體的辨識率，有

助於犯罪偵防時進行人臉辨識及車牌辨

識，惟不利傳輸。自動辨識技術難度較

高，易受拍攝角度及環境照度變化影

響，若錄存影像解析度不足將無法應用

於自動辨識分析與後端資料庫比對方式

近年來由於多媒體及閉路電視影像需求服

務增加，但受限於類比系統架構限制，線路繁

雜，且具有無法多人同時任意調閱即時影像及

影像錄存調閱不易等缺點，故數位影像平台逐

漸成為主流。

數位影像平台主要採用網路攝影機(IP CAM)

或將類比影像壓縮數位化後，可藉由IP 網路架

構為平台來傳輸視訊，使用者可透過IP 網路來

傳輸數位影像、音源，也可在網域內任一點監

看及錄影。

由於影像數位化系統具多項優勢，因此目

前新的影像監控系統大多採數位平台，本文將

由數位影像平台之技術發展、系統工程應用案

例及智慧影像辨識等作一介紹，最後探討未來

可能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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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所示，針對影像壓縮特性、優缺點及

適用環境等比較如表2所示。而H.264之

壓縮原理類同MPEG4，已成為現今之主

流標準。

(三) 頻寬需求比較

針對目前市場上較常用之H.264、

MPEG-4、M-JPEG之壓縮技術比較，不同

解析度及顯示張數、傳輸速率及儲存容

量等需求比較詳如表3所示，另針對租用

找出目標，須以人工方式進行事後影像

查詢。不同攝影機影像解析度顯示效果

比較如圖2所示，不同解析度辨識效果之

分析比較如表1所示。

(二) 影像壓縮技術

影像壓縮技術不斷演進，種類包含

JPEG、Wavelet、MPEG-2、JPEG2000、

MPEG-4、H.264等，目前市場產品以支援

M-JPEG及MPEG-4影像壓縮技術較多，如

 
圖3  M-JPEG及MPEG-4影像壓縮技術示意圖

表2 M-JPEG及MPEG-4特性、優缺點及適用性比較

壓縮技術 M-JPEG MPEG-4

特性 多個JPEG畫面連續組成影片檔，影片各框格畫面間

不再進行關聯的壓縮處理，壓縮比低，但不受漏掉

某一畫面影像品質，如圖3。

每隔固定幅數，以全畫面壓縮，中間則以改變部分

才傳送(如圖3)。故其壓縮率高，惟若其中少一個畫

面，無法還原完整影像。

優點 可將串流視訊切割播放，硬體資源消耗少，頻寬不

穩對影像錄影品質影響小。

使用較低的頻寬即可得較佳的影像解析度，適合將

數位化的視訊流在頻寬有限的環境中傳輸。

缺點 頻寬需求比MPEG-4來得高，但每秒傳送幅數相對

比MPEG-4低。

頻寬不穩定環境，會產生馬賽克現象，破壞錄影品

質。

適用 講究影像清晰之應用場合，如目前各種錄影機都支

援M-JPEG格式錄影、車牌辨識系統影像辨識等。

應用於視頻電話、視頻電子郵件、移動通信、電子

新聞等多媒體通信領域。硬體廠商在市場上產品多

以MPEG4技術開發。

表3 不同影像壓縮技術對傳輸速率、儲存容量需求比較表

影像壓縮技術

特性

H.264 MPEG-4 M-JPEG

CIF 4CIF CIF 4CIF CIF 4CIF

傳輸速率(30FPS) 0.8Mbps 1Mbps 1.2Mbps 2Mbps 5Mbps 10Mbps

傳輸速率(FPS) 30Kbps 40Kbps 40Kbps 64Kbps 105Kbps 350Kbps

儲存容量/每幀 4KB 5KB 5KB 8KB 13KB 40KB

儲存容量/每天 10GB 13GB 13GB 21GB 35GB 100GB

壓縮率 200:1 150:1 10:1

註:CIF:352X240 Pixels；4CIF:704X480 Pi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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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像儲存、調閱架構探討

目前錄影技術皆以數位化方式為主，影像

錄存架構對於後續系統之養護維運及傳輸頻寬

亦有相當影響，作一分析如下。

(一) 儲存調閱架構方案

依現行技術，影像儲存、調閱架構

主要可分為下列兩類：

1. 前端分散式儲存

前端攝影機之影像於現場利用數

位錄影機直接壓縮後並立即錄存，同

時將即時調閱之影像進行複製並回傳

中心。若須調閱歷史影像時，再複製

現場錄存檔案回傳中心儲存，以利進

行分析，架構如圖4所示。

一般電信公司專線頻寬，其每秒可傳送

影像張數比較如表4所示。

(四) 比較建議

依上述分析，比較建議系統選用之

幾項原則如下：

1. 考量建立影像監視平台之各項分析需

求，錄存之影像品質建議以4CIF以上

為最佳。

2. H.264有最佳之壓縮率、頻寬、儲存容

量要求皆較小，惟當影像傳輸於不穩

定之頻寬網路時，易造成畫面模糊，

故適合於自建之有線網路。

3. M-JPEG所需頻寬大，頻寬不穩定不影

響其錄影品質，故適合於自建無線網

路。

表4 不同壓縮技術於租用電信專線之影像傳輸品質比較表

影像壓縮技術

傳輸頻寬

H.264 MPEG-4 M-JPEG

CIF 4CIF CIF 4CIF CIF 4CIF

Leased Line (512K) 18FPS 13FPS 13FPS 7FPS 5FPS 1FPS

Leased Line (1M) 30FPS 26FPS 26FPS 16FPS 10FPS 2FPS

Leased Line (2M) 60FPS 52FPS 52FPS 32FPS 20FPS 4FPS

註:FPS：Frame/Sec

DVRCam

NTSC

DVRCam

NTSC

DVRCam

NTSC

傳輸網路

IP V
ideo

影像儲存於現場端，多人調閱時使
用同一條線路之頻寬，降低效率。

DVR (Digital Video Recorder)：數位影像錄影機

圖4  影像前端分散式儲存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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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影像錄存架構方案特性及頻寬需求分析比較

架構
特性

前端分散式儲存系統 後端集中式儲存系統

佈設安裝方式
˙錄影設備佈設於前端現場，一般以4~16支攝影

機為共用一台錄影設備。
˙佈設地點分散，且現場體積大。

˙現場端僅設壓縮設備或採網路攝影機安裝
簡易，錄影主機共同安裝集中於機房。

影像調閱能力
˙歷史影像以至現場直接複製取用為主，透過網

路調閱為輔。
˙無法提供同時調閱多路清晰影像。

˙各工作站直接連至機房進行影像擷取調
閱。

˙可同時服務多人多路同時存取。

設備安裝
管理維護

˙現場設備體積大，空間取得不易，增加施工難
度，且影響市容觀瞻。

˙錄影設備較不適戶外高熱、高濕之環境條件，
故障率高，且數量龐大，不易管理維護。

˙錄影設備集中於機房，設備易管理、維
護、安全性高，需尋找較大機房空間安裝
設備。

˙現場設備體積小，較不影響景觀。

延伸加值
應用能力

˙影像調閱不便，後端監視平台加值功能受限。
˙無法針對特定影像設定延長錄影時間，錄影容

量不易擴充。

˙錄影設備可採用高性能伺服器，易於提供
影像比對、加值應用。

˙易於擴充錄影設備及容量。
˙可針對特定攝影機延長錄影時間。

傳輸頻寬需求
˙由於即時影像經常以輪跳方式監控，故每一錄

影設備僅需即時傳回一路影像之頻寬即可，相
同頻寬可以得到最多之影像顯示張數。

˙所有影像需同時傳回機房，需要最大之頻
寬，降低即時影像之每秒顯示張數。

分析比較如表5所示。

(三) 比較建議

1. 應用於特定區域(如大樓內、停車場)監

視

應用於大樓內或各停車場環境，

因管理性質可分層分區管理，且錄影

設備有較佳之安裝空間，可考量採用

前端分散式儲存系統，以DVR架構分

散式管理。

2. 應用於路口、港灣等大區域監視

應用於路口、港灣等監視環境，

如警用、鄰里監視系統、交通監視

等，因攝影機主要皆設置於戶外，需

考量設備抗天候及維護管理等因素，

現場端架設錄影設備不易維護，可考

量採用後端集中式儲存系統，以NVR

架構集中式管理。

2. 後端集中式儲存

影像於現場端壓縮後立即回傳，

並於收容視訊之機房儲存，各單位可

直接於網路上隨意調閱。架構如圖5所

示。

DVSCam

NTSC

DVSCam

IP Cam

IP Cam

NTSC

NTSC

NTSC

傳輸網路

視訊直接存於機房，提供
網路上任意節點擷取影像

DVS (Digital Video Sever)：數位影像伺服器（又稱影像編碼器）
NVR (Network Video Recorder)：網路錄影主機

圖5  影像後端集中式儲存架構圖

(二) 架構特性比較

兩不同架構之使用特性及傳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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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高快速公路影像監視系統架構圖

    

(2) 使用標準瀏覽器可多人直接操作

圖控相關功能，即時調閱查看影

像，並同時可監控網路負載量，

如圖8及9所示。

(3) 結合動態畫面之CCTV查詢系統，

可直接點選路段攝影機，查看路

段車行狀況，如圖10所示，將攝

影機PTZ(Pan/Tilt/Zoom, PTZ)控制

功能以權限方式管理，具有權限

人員即可在視窗中執行攝影機PTZ

控制。

參、 影像監控系統應用

一、	高快速公路交通監視應用

(一) 系統架構

以高速公路交控系統之影像平台為

例，系統架構如圖6所示。

1. 閉路電視攝影機於路側設備以光電轉

換器傳送回機房後，再直接以MJPEG

技術將影像壓縮數位化，使影像訊號

可於IP 平台上傳送至交控中心。

2. 交控中心設影像廣播伺服器，提供網

路平台上任一節點擷取。另經由圖控

伺服器管理數位影像，並配置錄影主

機儲存影像。

 (二) 系統功能

1. 圖控功能

(1)  統一整合性圖形操作介面，如圖

7所示，對平台內之影像進行監

控、管理，圖控與資料庫結合具

有事件管理及電子地圖等功能，

並搭載權限、帳號及設備管理等

紀錄檔，供交控操作、管理人員

可於任一工作站操控、調閱CCTV

畫面。

圖8  網路圖控軟體操作介面-1 圖9  網路圖控軟體操作介面-2 圖10  畫面上直接控制PTZ功能示意圖

圖7  圖控軟體操作介面及電子地圖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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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1280×960,7FPS) ，視訊經由租用

之VPN傳輸網路立即回傳，並將視訊集中

收容於各派出所機房之NVR儲存；各單

位員警透過系統設定之權限，利用自然

人憑證藉由所屬單位工作站登入圖控系

統後，使用者即可直接於網路上調閱影

像及操作各項功能，系統架構如圖13所

示。

2. 廣播伺服器

廣播伺服器將個別之視訊串流

做複製，提供多人同時調閱同一攝

影機，而不降低服務品質。系統具

管理廣播分量與總量管制功能，可

限制個別攝影機影像接受單次連結

(Connection)的傳輸串流檔案大小，避

免人數過多時，導致斷訊。

3. 全時錄影主機

轄區內全部攝影機以數位式影像

格式全時錄影外，可同時提供路況事

件發生時之觸發事件錄影，作為後續

回放錄影事件快速調閱之用，如圖11

所示。

除此之外，可設定事件管理功

能，如圖12所示，於攝影機端預設多

個preset點作為事件及重點區域之快速

瀏覽之用。

二、	市區錄影監控系統

(一) 系統架構

以 台 北 市 錄 影 監

視 系 統 工 程 為 例 ， 於

市區各治安要點建置約

13,700支攝影機，設置

數位化監視作業平台，

攝影機主要佈設於戶外

路側端，錄影廣播伺服

器(NVR)等設備安裝於

派出所等單位，本系統

皆 以 數 位 化 方 式 於 路

口將影像壓縮為H.264 

(720×480 ,15FPS )及

圖11  全時錄影主機影像調閱回放比對畫面

圖12  全時錄影主機軟體操作畫面

圖13  台北市警局整體監控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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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歷史影像操作介面

2. 地理資訊系統功能

本系統主要為整合110報案系統

所傳遞的事件經緯度(如圖17所示)及

前端車牌辨視系統(如圖18所示)，立

即標示出報案地點及分析贓車行進軌

跡附近的攝影機位置，如圖19所示。

圖17  GIS 110即時定位操作介面

圖18  前端車牌辨識系統

(二) 系統功能

本系統除包括圖控、地理資訊、設

備監視與維護管理等系統功能外，並具

有智慧影像辨識應用，將另於第肆章說

明，其餘主要功能說明如下：

1. 圖控系統功能

提供整體資源服務，主要具有平

台權限控管、資源分配、事件管理及

電子地圖等功能，採用分散式多層架

構，全系統建置共16台圖控伺服器，

2台建置於市警局圖控伺服器具叢集架

構，另14台圖控伺服器安裝於轄內各

分局，達到負載分散處理與獨立運作

之可用性，如圖14所示。

圖14  圖控系統操作介面

使用者可透過圖控介面進行即時

影像監視、錄影影像歷史回放，如圖

15及16所示。

圖15  即時影像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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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智慧影像處理應用

一、	交通事件自動偵測

(一) 系統架構

影像事件偵測系統係擷取交通監視

用之攝影機影像，經由終端設備內部之

演算軟體進行判斷道路之情況，達到可

自動偵測監控區域之事件發生狀態，再

將辨識之事件傳送至中央電腦系統產生

告警，進行後續交管策略，架構如圖21

所示。

(二) 系統功能

1. 影像偵測處理程序

影像偵測主要功能係對於所獲

得之影像訊號進行處理並進行錄影工

作，如圖22所示，其處理程序包括利

用其內建之影像擷取卡對於影像輸入

源進行數位化、擷取、比對、追蹤、

分析等。

圖19  贓車告警查詢操作介面

3. 設備監視與維護管理系統

設備監視與維護管理系統為收

集、監視系統之即時運作狀態及告警

訊息，達到統一操控平台進行監視設

備目的，如圖20所示。

圖20  設備監視與維護管理系統操作介面

圖21  影像事件偵測系統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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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逆向行駛車輛，如圖25所示。

(4) 於緊急或避車道上之行人走動或

駐足，如圖26所示。

(5) 非移動散落物，如圖27所示。

圖25  逆向行駛車輛觸發事件圖

圖26  行人走動觸發事件圖

圖27  散落物觸發事件圖

圖22  影像訊號處理流程圖

2. 影像事件偵測功能

除提供自動偵測外，亦能顯示事

故發生至結束之不同階段錄影影像。

事件偵測功能包括：

(1) 車輛於行進車流中停止等，如圖

23所示。

圖23  車輛停止觸發事件圖

(2) 車輛於車流壅塞狀況下停止於車

道上等，如圖24所示。

圖24  車輛因壅塞停止觸發事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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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智慧影像分析/搜尋系統

圖30  影像處理分析結果畫面

智慧影像分析主要功能說明如下:

1. 車輛/行人偵測

監測目標區內的人員數量，在全

景監控攝影機的監控畫面中，若人數

超過預訂值時，可以提示監控中心值

班人員前往查看，如圖31所示。

圖31  車輛/行人偵測功能畫面

二、	智慧影像辨識搜尋

(一) 系統架構 

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監視系統之

智慧影像分析及搜尋為例，由於智慧影

像處理費用高，故於各分局建置分析及

搜尋伺服器，建置影像快速分析技術，

提供事後搜尋。系統內之任一工作站可

經由區域網路向伺服器下達影像分析指

令，當分析指令之事件產生時，即回傳

關鍵圖片、事件種類及對應資料給予下

達執行程序之工作站，分析完成的資訊

則分別儲存於分局端事後搜尋伺服器及

中心端事件資料庫伺服器，系統架構如

圖28所示。

圖28  智慧影像分析/搜尋系統架構示意圖

(二) 系統功能

該智慧型系統目前能針對特定場

景的一段影片（如一段特定路口錄影片

段）進行影像處理分析(如圖29所示)，

可從影片片段中的每一影像畫面分析搜

索出所有鎖定之目標物（例如汽車、機

車、人等）及其顏色、車型大小或不正

常的行進軌跡（逆向，不正常轉向），

如圖30所示。透過快速辨識，可大幅節

省警員查看影像之時間，並透過自動告

警，強化安全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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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定型態物件偵測

對攝影機視野範圍內的物體進

行探測，可設定區域範圍、尺寸、偏

心率、方向和顏色等，辨識出特定物

體，如圖34所示。

圖34  特定型態物件偵測功能畫面

5. 警戒區域偵測

可在監視範圍內，設置特定警戒

區域，並規定其禁止穿越方向。一旦

移動目標穿越警戒線，即發送警報並

在螢幕框示該目標，如圖35所示。

圖35  警戒區域偵測功能畫面

2. 特定方向移動物體偵測功能

可按特定方向運動之物件進行探

測，例如車輛向錯誤的方向行駛時產

生告警，如圖32所示。

圖32  特定方向移動物體偵測畫面

3. 遺留物偵測功能

可透過設定警戒區域，監控非法

遺留物，比如非法張貼廣告或遺留其

他危險物品，一旦發現非法遺留物，

將觸發警報，如圖33所示。

圖33 遺留物偵測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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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未來發展

數位影像為目前之趨勢，惟應同時考量使

用者需求及周邊設備之相容性，在考量全面採

用數位影像之同時，當中亦須考量如操控鍵盤

的穩定性、影像畫質的提升、節省傳輸頻寬及

加值業者的需求度等要點，才能加速使用者適

應度。因此，在數位影像平台之技術發展，下

列應為未來之重點：

一、	更高品質視訊

(一) 提供更高解析度之數位攝影機，除

百萬畫素外，目前3百萬畫素攝影機

亦漸成熟，在特殊應用上亦有千萬

畫素之產品。

(二) 編解碼技術之改善，使得無論位元

速率的高低，都能提供穩定一致的

良好視訊品質，不但能處理網路的

封包遺失，還能針對容易發生錯誤

的無線網路，處理其中可能出現的

位元錯誤。

二、	系統相容性

由於數位影像平台標準尚未統一，必須透

過各種不同之API或SDK元件遂行攝影機之各項

控制及參數設定，致使中心端之圖控系統整合

不同廠牌時遭遇到相當大之障礙，因此圖控軟

體廠商已重視此問題，成立開放式網路介面論

壇(ONVIF)及實體安全互通聯盟(PSIA)等組織，

不斷朝增加跨廠牌相容性發展，讓介面整合問

題下降，確實達到單一操控平台之優點。

三、	智慧辨識應用

提供更強大之智慧辨識功能，且更易於使

用及擴大應用範圍，並增強其辨識正確性。甚

至朝向影像還原、拼接等特殊處理技術，當然

亦將有更平民化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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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隨著臺灣地區12條東西向快速公路逐條建置完成，形成完整綿密地高快速公路路
網。而管理及發揮整體路網效用之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從規劃、設計至施
工完成歷時近10年，亦於民國99年底完成。臺灣地區高快速公路交通管理系統於是邁入
新的世代。

而配合整體路網交通管理需求，既有國道北、中、南三區及坪林交管中心獨立運作
方式已無法滿足整體交通管理需求，故成立交通資訊管理及協調指揮中心(TIMCCC)，
讓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架構趨於完整。TIMCCC除讓各區交控中心進行資訊整合與交
換，使各區交管中心可緊密整合運作外，對外部交通管理系統而言，透過單一之高速公
路交管系統對外窗口，可完整獲得國道即時且多元之交通資訊。

值本計畫順利完成時刻，本文謹就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重要成果，包
含事件管理系統、壅塞資訊整合提供、交通感應式匝道儀控、豐富且多元化用路人資訊
提供等進行回顧及提出未來展望。此外由於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刻正進行，本文
亦針對重要之交通管理策略進行說明，期能提供後續相關交通管理系統工程規劃設計作
業之參考。

1 2 3 4

壹、前言

台灣地區地狹人稠，各都會區間相距不

遠。高速公路提供良好可及性，且多數情況

下，高速公路皆可提供良好的服務水準，因此

國人使用公路系統的頻率向來較其它運輸系統

高。近年來，隨著臺灣地區12條東西向快速公

路逐漸完成，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架構已逐漸

成形且漸趨完整，如圖1所示。高公局原先管理

由北至南共8條國道長度約1,000公里，廣大管

轄範圍舉凡處理事件管理、旅次需求管理、旅

行者服務資訊提供、行前交通資訊提供、緊急

救援車輛管理、異常天候及重大災害交通管理

等策略，均為其職責所在，負擔已屬不小。高

快速公路整體路網完成後，面對管理總長度倍

增為2,000公里的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管理單

位責任及負擔更加重大。

而對用路人而言，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

完成後，當壅塞狀況發生時，除原先橫向國道

外，更可利用12條東西向快速公路進行替代路

徑之選擇。惟若用路人能明確地掌握所經道路

的路線資訊（包含壅塞程度、替代國道或快速

公路資訊、旅行時間推估…等），即可大幅提

昇行車效率並節省行車時間。

隨著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計

畫陸續於民國99年12月底完成，包含旅行時間

資訊提供、替代路徑路況提供、行前交通資訊

規劃等成果亦陸續可透過網際網路、資訊可變

標誌等資訊發佈設備提供予全國用路人，用路

人已可顯著感受本計畫之成效。對管理人員而

言，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不但提

供強大的軟體功能以協助管理人員遂行各項管

理任務外，亦提供高度整合的軟體操控平台，

減少管理人員的操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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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高快速公路網示意圖

高、快速公路交通管理及控制系統。因此，高

公局自民國91年起戮力推動高快速公路整體路

網交通管理系統計畫與建置跨區域的交通管理

中心，期望藉由本計畫於既有各項交通管理及

控制系統基礎下整合台灣地區城際高快速公路

與異級公路間之資訊，以「資訊集中、分區控

制」原則，有效整合北、中、南及坪林交通管

理中心資訊，達成管理運作之整體協調性，提

高國內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運輸效益及增進交

通安全[1]。

貳、 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建置
計畫

一、 計畫緣起

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完成後，由於路網

長度倍增，於管理上必須突破以往交通管理系

統思維；透過整合各分區交管中心之資源，以

「事權統一」為原則，交通管理智慧化為目

標，將交通管理需求予以分級之作法來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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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交管策略研擬方式示意圖

 三、 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策略

交管系統建置目的在於維持高快速公路

順暢，以有效控制及兼顧用路人資訊需求。因

此規劃交通管理系統時需由交通管理需求為起

點依序進行策略規劃及終端設備與中心設備規

劃、設計，如圖3所示。本計畫核心之交通管理

需求包含路網管理需求、事件管理需求、維持

主線順暢需求及旅行時間資訊提供需求。依據

上述需求，本計畫逐項擬定交通管理策略及各

策略適用路段，進而完成各交管中心細部整體

運作流程架構及應執行之交通管理措施，如圖4

所示。

二、 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建置架構

於設計階段開始，本計畫依據建置目標

及配合高公局路網層級之劃分進行交通管理系

統建置需求分析。原國道北、中、南及坪林交

控中心受規劃與建置時資源與時空限制，各區

交管中心間獨立運作，且交控中心間缺乏資訊

交流與整合工作。惟面對快速成長之高快速公

路路網及與時俱進的使用者需求，各交控中心

必須緊密結合，協同運作方可完成無縫的交通

管理目標。此外高速公路交控系統亦需與各外

部交控系統進行合作，分享彼此之交通資訊，

以更宏觀的角度進行整體區域路網交通管理方

可使整體運輸系統績效提升。為能滿足上述需

求，自民國96年2月起，透過推動交通管理智慧

化計畫，建置全國性交通管理中心TIMCCC，並

將其定位為整合之高快速公路整體交通管理及

控制系統資料中樞。TIMCCC不但讓各區交控中

心進行資訊整合與交換，讓各區交管中心可緊

密整合運作外，對外部交通管理系統而言，透

過單一之高速公路交管系統對外窗口，即可完

整獲得國道即時且多元之交通資訊。經整體規

劃後，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架構

如圖2所示。

圖2  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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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交通管制運作成果

本節將針對本計畫以對管理人員影響最顯

著之事件管理操作、壅塞資訊自動發佈及交通

感應式匝道儀控等三項交管措施進行計畫成果

說明：

一、 事件管理操作

事件管理為交管中心主要工作之一，本計

於本計畫交通管理措施中，匝道儀控、車

道管制、速限管制等措施係於各路段執行。路

網轉向控制則以運輸需求較大之國道1號、國

道3號為主路徑，其他高快速公路則扮演輔助

配合角色以提供實施路徑導引時所需的轉向需

求[2]。而動態路肩開放係針對特定路段於重現

性壅塞發生時利用路肩增加路段容量以提高路

段服務水準之策略。其他重要交通管理措施，

尚有即時路況偵測、事件管理、用路人資訊提

供、施工路段管理等措施。

圖4  交管系統整體運作架構

 
圖5  交管系統事件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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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壅塞資訊自動發佈

(一) 壅塞事件發佈與延伸處理原則

為使用路人易於掌握壅塞資訊，壅

塞事件判定係以整公里為單位，並依各

車輛偵測器所在位置與上下游間距，決

定其對應偵測器，並依該設備所測得之

績效判定該區域是否壅塞。原則上40kph

以下之平均車速視為「壅塞3級」，並配

合反應計畫於路側設備發佈壅塞資訊，

而40～60kph與60～80kph分屬「壅塞2

級」與「壅塞1級」，因行車都屬順暢，

故不發佈壅塞事件資訊。惟當連續數座

車輛偵測器所測得資料在「壅塞3級」與

「壅塞2級」間變動時，仍應屬同一壅塞

車流中之暫時變化，故將單一座偵測資

料判定為「壅塞2級」之車輛偵測器，視

為可連結上下游壅塞事件，便免導致同

一路段多重事件發佈之困擾。此外，本

計畫亦訂

定壅塞事

件 延 伸

原 則 ，

以 圖 7 為

例，若非

畫所建置之事件管理系統其處理流程如圖5所

示。事件之資料來源包括車輛偵測器偵知之壅

塞事件、影像事件自動偵測系統之事件資料、

天候事件、手動登錄事件及藉由資訊交換之事

件等。各種事件來源皆會輸入至系統之事件資

料庫，交管人員可透過動態畫面之事件列表或

查詢事件登陸檢核表掌握即時事件資訊。事件

管理系統於接受各種來源之事件後，依其事件

類型、發生位置及嚴重程度產生建議之反應計

畫內容，交管人員可透過點選各事件之反應計

畫內容，了解事件各階段之變化及其反應計畫

內容，並而隨著事件發展，透過介面自動或手

動更新事件內容或將事件予以結束，如圖6左側

所示。

當即時新增一筆事件訊息時，反應計畫

便自動依使用者的設定自動、半自動或手動產

生建議之反應計畫。若為全自動反應，則代表

事件來源為路側設備自動偵知，系統會依事件

類型與嚴重程度產生對應之反應計畫內容，並

自動發佈於路側之資訊顯示設備或交通管制設

備。若為半自動反應，則事件來源為路測設備

自動偵知或透過資訊交換方式獲得，系統雖自

動產生對應之反應計畫內容，惟須經過使用者

確認或修改後方可下達至各終端設備執行，如

圖6右側所示。 圖7  壅塞事件延伸原則示意圖

圖6 事件管理流程

  (左)  事件管理流程(1/2)                                               (右)  事件管理流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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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主線壅塞示意圖-啟動主線與橫交公路設備

圖9  主線壅塞示意圖-啟動地方道路設備

(三) 壅塞事件反應設備

當主線發生壅塞事件時，系統將自

動利用事件上游兩座改道點之資訊可變

標誌顯示訊息。若上游兩處改道點包含

系統交流道，為利用路人提早準備，除

系統交流道上游之路徑導引標誌外，並

同時啟動銜接系統交流道之橫向路段雙

向上游二座資訊顯示設備，如圖8所示。

前述所提之改道點設備，並將同時帶動

地方道路之資訊可變標誌，利用交流道

入口前訊息警示，建議短程用路人可改

走地方道路，如圖9所示。

三、 交通感應式匝道儀控

事件上、下游最後一座車輛偵測器轉變

為「壅塞2級」，且兩側相鄰之車輛偵測

器皆為「壅塞3級」，仍視為同一壅塞事

件。

(二) 壅塞事件發佈原則

1. 壅塞事件訊息內容

當壅塞事件被偵測時，系統自

動依據對應整公里區域及壅塞事件延

伸處理原則，確認該壅塞事件起迄點

里程。例如若壅塞事件自54K延伸至

58K，將於資訊可變標誌顯示「54-

58K壅塞」。

2. 多重事件資訊優先度

當 同 一 路 段

發生多重事件時，

反應計畫將自動依

事件類別給予不同

之優先等級。路段

上游資訊可變標誌

顯示資訊時將先顯

示優先度較高之訊

息。當事件優先等

級相同時，優先顯

示主線之事件；若

主線有多重事件，

則優先顯示較近之

事件資訊。若顯示

設備位於系統交流

道上游，當主線無

事件時則顯示橫交

公路之事件訊息，

顯示原則仍以較近

之事件資訊優先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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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本計畫調整後之LTR演算流程圖

上游及入口匝道之車輛偵測器回傳之即時交通

量及佔有率資料，與預先設定之最大儀控率、

最小儀控率及下游路段容量及主線佔有率門檻

值等參數即時演算儀控率。即時儀控率係透過

下游路段容量減去上游之交通量，表下游路段

之剩餘容量，亦為匝道車流可進入主線之車流

量。

本計畫亦針對執行LTR所須之重要參數進行

個別交流道之校估，並修訂部分模式之問題及

引入地區彈性調整策略，其流程如圖10所示。

經實際驗證後，於本計畫針對個別交流道

之參數調校及實務運作經驗微調後，LTR可有效

提升車輛行駛速度及減緩重現性壅塞發生時之

壅塞情形，進而降低各路段旅行時間，顯示目

前區域交通反應模式已運作良好，各區交控中

心現已全面性對需要運作之交流道執行區域交

通反應模式。

透過入口匝道儀控管制為高速公路最為廣

泛實施之交通管理方法，透過管制進入主線之

交通量，維持高快速公路主線之車流量不超過

道路容量，因此可預防或減緩主線之壅塞。

國內高速公路自民國85年開始實施匝道

儀控策略，其中儀控策略包含定時制儀控及交

通感應式儀控策略，定時制儀控策略係依操作

人員之實務運作經驗，針對各路段之主線及匝

道交通狀況，設定於各時段設定需執行之時制

表。此機制於一般正常車流狀態雖可運作良

好，惟遭遇異於平日之車流行為如連續假期或

事件發生時，便因無法反應即時進入主線之流

量變化，造成主線路段或平面路段的交通壅

塞。

本計畫改善先前由國外引入之交通感應

式儀控方法(區域交通反應模式 Local Traffic 

Responsive model, LTR)，透過設置於主線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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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行前資訊查詢服務分為當日交通

預報及未來日交通預報。

當日交通預報查詢透過網路服務，

可查詢高、快速路網之即時交通資訊，

協助用路人決策行駛路線。用路人可查

詢當日未來數小時至特定目的地之旅行

時間曲線圖，以供決策出發時間參考，

如圖13左側所示。

未來日交通預報查詢提供未來一個

月內之交通預報，用路人可查詢特定起

迄點之旅行時間，利用大範圍路網交通

壅塞程度畫面播放，讓用路人更易於決

定出發時間及選擇最適路徑，必要時可

調整旅次目的地，如改變旅遊地點，享

受更佳的旅遊品質，查詢功能介面如圖

13右側所示。

(二) 途中旅行時間顯示服務

為讓用路人更能掌握旅行時間，利

肆、 用路人資訊系統功能強化 

一、 路網資訊顯示服務

透過資訊顯示設施發佈即時旅行時間，可

提供集體化資訊供用路人續行或改道參考。本

計畫所採行之資訊發佈，除以事故為導向之路

徑導引控制與都會區路網管理策略(如圖11)外，

另有依路網特性而衍生之路徑導引資訊提供與

路網資訊比較策略(詳圖12)，分別於汐五高架端

點與新竹系統交流道北上側實施。

二、 旅行時間資訊發佈

(一) 行程規劃預測資訊

利用未來旅行時間資訊之發佈輔助

用路人行前規劃，藉由改變旅運行為避

免壅塞、降低平均旅行時間並提升整體

路網效益。交通旅行時間預報將交通壅

塞、旅行時間等資訊分析彙整供用路人

查詢，民眾可藉此進行更有效之行程安

排，如改變出發時間或目的地之時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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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路徑導引資訊提供策略                                     (右)  路網資訊比較策略

圖11 路網管理策略

圖12 路網資訊提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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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計畫設計之旅行時間演算法檢算路

段平均旅行時間，於資訊顯示設備顯示

至下游主要交流道之旅行時間推估值，

以服務短、中、長程旅次用路人。旅行

時間設備所顯示旅行時間之目的地依其

布設位置與密度而不同，其涵蓋範圍之

關係詳如圖14所示。各設備顯示距離說

明如下：

1. 路徑比較標誌(RTS)顯示汐五高架與平

面段之旅行時間比較。

2. 資訊可變標誌(CMS)針對短程旅次，同

時顯示至下游2～5個交流道之旅行時

間。

3. 旅行時間標誌(TTS)供中、長程旅次參

考，分別顯示下游20～40公里之2～3

個特定出口交流道旅行時間。

4. 路徑導引標誌(RGS)與路網資訊比較標

誌(CMSCP)用以供較長旅次參考，顯示

下游交會兩高、快速公路下一座系統

交流道之旅行時間。

三、 交通資訊網路服務

高快公路整體路網各區之交通資訊，經

路側資訊收集設備回傳至各區中央電腦後存入

資料庫，同時利用統一的XML資料格式交換至

TIMCCC整合並統一進行發佈利用。所提供之功

能有：

(一) 交通資訊網頁功能

目前國道高速公路交通資訊系統網

頁(http://1968.freeway.gov.tw/)之便民即時

資訊系統，如圖15所示提供即時交通資

圖14 提供短、中、長程旅次旅行時間示意圖

          
        (左) 旅行時間預報查詢示意圖                              (右) 未來日交通預報查詢

圖13 行前資訊查詢

圖15 國道交通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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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多樣化交通資訊提供示意圖

訊查詢服務，其功能主要包括：

1. 提供每分鐘更新之動態路網圖，用路

人可由一目瞭然之圖形化介面迅速了

解整體路網車行狀況。

2. 交通資訊發佈：包含即時影像、各路

段車速與壅塞資訊、施工與事件列

表、資訊可變標誌顯示訊息等，並有

建議替代道路之查詢功能，以及根據

選擇之起終點交流道，以最短旅行距

離方式提供行程規劃建議，如圖16所

示。

(二) 個人化行動資訊提供

1. 手機上網功能

提供即時路況圖、路段即時影

像、路段平均車速、路段旅行時間、

即時事件、天候資訊之查詢。

2. 個人化資訊加值服務

提供事件及速率資訊，並提供運

研所發佈RDS-TMC及加值業者值資訊

以傳送至電信業者或智慧型導航機進

行加值服務。

三、 服務區資訊提供

配合服務區之國道資訊補給站專區，將本

計畫建置之液晶電視及路況查詢電腦設置於國

道各服務區，以提供用路人即時獲取相關交通

資訊，作為路徑選擇參考，如圖17所示。

服務區所提供資訊包含政令宣導短片、相

關路段旅行時間、服務區下游閉路電視影像、

事件資訊、即時動態路況圖、宣導訊息等。

服務區內之交通資訊為透過資訊交換後之整合

資訊。因此用路人可獲取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

之交通資訊如全區路段旅行時間，方便用路人

  
圖17  服務區交通資訊補給站資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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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規劃旅程時間安排及準備。而閉路電視影

像，係以輪跳方式提供下游路況影像，讓用路

人瞭解服務區鄰近路段即時路況。事件資訊則

以文字方式說明目前路網上之交通事故訊及施

工息等，提醒用路人於行經該位置時應特別注

意。即時動態路況圖則將壅塞程度以圖形化方

式呈現各路段之即時路況，讓用路人一目瞭

然。

伍、五楊高架交管策略

目前五楊高架拓寬土建工程正加緊趕工

當中，拓寬段之交通控制系統亦由台灣世曦設

計，100年3月起陸續依據設計成果完成發包作

業。本段交通控制系統係以高快速公路整體路

網計畫為基礎，再配合本拓寬段之特性進行設

計，茲針對五楊交控特殊之交管策略說明如下

[3]：

一、 動態使用路肩策略

為避免重現性壅塞發生時因車流量超過容

量導致之壅塞情況發生，五楊交控計畫利用動

態使用路肩策略，利用車道管制號誌及三面轉

版彈性開放機場系統至桃園交流道路段主線路

肩供車輛使用，增加道路容量以紓解通過性車

流造成之影響，如圖18所示。

二、 高乘載專用道事件管理策略

高乘載專用車道採標線及標記分隔，並

無實體分隔，南下線於泰山轉接道、林口、機

場系統路段提供匯入高乘載專用車道入口，於

機場系統、中壢轉接道提供匯出高乘載專用車

道之出口；北上線部分則為林口、機場系統、

中壢轉接道提供匯入高乘載專用車道之入口，

於機場系統、泰山轉接道提供匯出高乘載專用

車道之出口。於各出入口標繪單邊禁止變換車

道線，其餘雙向路段皆劃設雙白實線禁止變換

車道。於高乘載專用車道出入口除標誌標線配

合佈設外，亦藉由設置車輛偵測器收集壅塞資

訊，並透過上游之資訊可變標誌顯示事件訊

息。

惟於禁止變換車道之路段，當發生事故導

致車道阻斷或下游發生壅塞事件時，應於入口

上游提供事故訊息，告知用路人避免進入專用

圖18  動態使用路肩策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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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路網資訊發佈管理策略示意圖(一)

圖21  路網資訊發佈管理策略示意圖(二)

五楊交控除既有之路網轉向控制策略施行

地點外，因五楊段高架之興建，於事故發生時

路網範圍內之替代路徑將有更多選擇。建議針

對欲前往機場方向之旅次，以圖形化顯示路網

國1平面段及高架段路況，提供事故訊息與轉向

資訊服務。以五股交流道前南下車流為例，當

國1平面段嚴重壅塞或因事故阻斷時，其上游

路徑比較標誌所顯示圖面詳圖20。另因五楊段

拓寬工程完成後，由機場系統西向東之用路人

除續行原路徑國道2號外，尚有4種路徑選擇可

能。五楊交控將依據交通狀況提供不同呈現方

式之旅行時間資訊，輔助用路人快速完成路徑

選擇，如圖21所示。

陸、未來展望

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建置

完成後，已收集許多交通資訊，更能深入瞭解

交通問題，及掌握現有交通管理策略之改善瓶

頸，因此亟盼未來能再加強辦理下列工作，期

許一個更有效率之中長途運輸骨幹。

道。另於路段中設置共構式車道管制號誌與柱

立式資訊可變標誌，提早請已進入高乘載專用

車道之用路人避開事故點，避免發生車速過低

不易切換至一般車道之情況發生，如圖19所

示。

三、 路網資訊發佈管理策略

當發生嚴重事故或壅塞時，採取入口匝

道控制策略限制進入主線之車流為常用之管理

方法。但若壅塞狀況仍未改善，則可提供具有

相互替代性路段之旅行時間，透過改道點上游

資訊顯示設備建議用路人進行轉向，避開嚴重

壅塞或事故路段，使能有效發揮路網互補之功

能。

圖19  高乘載專用車道交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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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現性壅塞整合式匝道儀控

目前已實施之區域交通反應模式僅考量個

別交流道之車流狀況，未來可須透過整合式匝

道儀控策略，整體考量壅塞路段及其上游之車

流狀態，求解壅塞區域及其上游各交流道之入

口儀控率，以期達到較佳之控制結果，改善重

現性壅塞情形。

二、 非重現性壅塞路徑導引與匝道儀控整合

運作

國內高速公路每年A3類(有財物損失之交

通事故)以上事故高達萬餘件，對於車流影響相

當大，除利用路網路徑導引控制達到車流均衡

外，應再實施整合匝道儀控策略一併運作，避

免車流轉向造成另一條公路交通衝擊。

三、 高快速公路與平面道路整合控制系統建

置

高速公路交流道出口受限於幹道與下匝道

路口號誌時制分配無系統性整合運作，當重現

性壅塞造成下匝道車流回堵經常對主線車流造

成干擾。建議建立最佳化協控機制，以期最小

化尖峰時段之車流延滯，進而達成整體交流道

運作最佳化。

四、 西濱快速公路與高速公路整合交管系統

建置

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已逐步分段建置銜接，

漸形成西部南北向之主要替代幹道，將西部濱

海快速公路納入目前已成形之高快速公路整

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能有效分散整體運輸需

求，對於連續假期之幹線運輸，更有非常大之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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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簡稱臺北市停管處)採自動收費系統的停車場超過200個以

上，並且多使用紙張材質的磁卡收費系統。這些磁卡收費系統係由20多家的供應商提

供，其規格不統一，且無法共用此磁卡。臺北市停管處多年來一直想統一此磁卡標準，

希望透過大量採購來降低採購金額與降低庫存，但因磁卡收費系統設備商的反對，迄今

仍無法達成目標。為提供無悠遊卡民眾在停車場收費系統之便利性，並避免紙張材質的

磁卡僅使用一次之資源浪費，藉由本試辦計畫採用悠遊卡系統標準，以可重覆使用之可

回收式悠遊卡(簡稱停管卡)建立停管卡系統。希望能訂定統一之規範、通訊協定與介面及

票卡交易資料之標準報表格式，未來可作為其他停車場建置依據。

1 2 3 4 5 6 7

壹、	前言

隨著科技的進步，先進國家的交通運輸逐

漸使用電子票證收費方式，以取代傳統人工收

費方式，希望能夠節省人工、簡化收費程序與

降低時間延滯，並且提昇運輸系統的經營與運

作效率。對於民眾來說，能將各種交通運輸的

票證規格整合為一，例如高速公路的通行費、

公車、捷運、渡輪、鐵路、停車費等全部整

合，達到「一卡多用」的目標，將大幅減少民

眾購買眾多不同票證或是攜帶零錢所造成的困

擾與時間浪費。在各種電子票證的技術中，非

接觸式IC智慧卡在使用上較接觸式磁卡或接觸

式智慧卡等迅速簡易，更具有安全性高、記憶

容量大、壽命長等優點，因此先進國家之電子

票證系統均採用此非接觸式IC智慧卡。

交通部與國內各運輸單位，先後陸續試辦

或建置此類型相關案件，說明如下：

一、 金門地區大眾運輸電子票證系統－自行發

卡，以當地居民為主要使用者，有少部分

駐軍與外來旅客使用，以大小金門之公車

及渡輪為建置範圍。

二、 台北都會區大眾運輸系統－採悠遊卡，可

使用於公車、捷運及公有與民間路外停車

場，目前並已拓展使用在小額消費及台鐵

基隆至新竹間的車站。

三、 南台灣交通電子票證系統－採用交通部欄

位規範，應用於公車及旗津鼓山間之渡

輪，由於使用量一直無法擴大，建置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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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公車91%、停車場70%，依據民意調查，

使用滿意度也高達九成五以上。

由於悠遊卡系統具整合性，可以有效地縮

短乘車付費時間，並可使用於多種運輸系統，

自推出以來，不斷擴大使用範圍，目前悠遊

卡使用範圍已發展至纜車、動物園、圖書館、

國道客運、藍色公路、特約商店小額消費等，

提供民眾便利之生活環境，未來將持續進行票

證整合，將悠遊卡應用延伸到其他交通運輸系

統、行政規費、風景區門票等多樣化服務，為

民眾達成實現「一卡在手，悠遊全台」之願

景。

臺北市停管處為提供無悠遊卡民眾在停車

場收費系統之便利性，避免紙張材質的磁卡收

費系統之磁卡僅使用一次之資源浪費，採用可

回收式的非接觸式IC卡來取代，希望所使用的

非接觸式IC卡的票卡格式與欄位能統一，達到

票卡統一，未來票卡除可以相互調動，降低庫

存；在採購成本上，因為票卡統一，可大量採

購降低票卡採購成本；在停車場的營收資料與

報表格式的統一，也較易達成。票卡的規格採

ISO 14443的標準，欄位格式參考悠遊卡的欄位

格式，並符合交通部所訂定的交三版規定，未

來可並行運用於捷運、公車等。臺北市停管處

希望藉由本試辦計畫提供統一之規範、通訊協

定與介面及票卡交易資料之標準報表格式，並

可延伸臺北市停管處的“停車服務管理”業務

所需報表統一作業，提供解決方案及先導系統

建置。依據本「停管卡」規格，可確保日後在

不同時期與不同廠商建置之整合可行性，以便

未來可作為其他停車場建置依據。

本次計畫試辦範圍，如圖1與圖2所示，

包括臺北市之松壽公園地下停車場與前港公園

地下停車場等建置停管卡收費系統，以可重覆

使用之停管卡取代僅使用一次之紙張材質的磁

卡。

無法負荷長期的虧損，已對外宣佈將營運

至今(100)年6月。

四、 台鐵公司電子票證系統－原僅使用台鐵公

司自行發放的塑膠磁卡系統，但配合交通

部的試辦計畫於98年開始使用悠遊卡系統

於基隆至中壢間的台鐵車站。並已於99年

增加開放台灣智慧卡使用。

五、 台灣智慧卡票證公司－由台灣省公路汽車

客運成立，於93年開始試運轉，採用交通

部欄位規範。除台灣省各客運營運路線的

公車使用，目前已拓展至台鐵基隆至新竹

間的台鐵車站，並計畫於年底前拓展到全

省台鐵車站皆可使用。

六、 高雄捷運公司－採用交通部欄位規範，僅

應用於高雄捷運系統，近期將取代南台灣

交通電子票證系統應用於高雄市的公車及

旗津鼓山間之渡輪。

七、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由高速公路局委

託遠通電收公司負責建置與經營，採交通

部欄位規範。僅應用於高速公路電子收費

通道，由於使用量一直無法達到契約要

求，目前僅使用於收費站，無法拓展到全

面性的自由車流收費系統。

八、 台灣高鐵公司－採磁卡票，僅應用於台灣

高鐵系統。

台北市政府有見電子票證收費方式的未來發

展，於89年成立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初期以

非接觸式IC智慧卡整合整個大台北地區的公車、

捷運及台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為台灣地區的電

子化交通票證系統揭開新里程碑。自悠遊卡上線

以來，因其方便及一卡通用的特性，售卡量屢創

新高，於2010年，發卡量已突破2,300萬張，平

均每日交易筆數約為359萬筆，整體使用率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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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卡，並且入場時能辦別按鈕取票或使用

悠遊卡，感測距離至少5公分。必要時搭

配車牌辨識機制管制進出車輛是否相符。

另外，可依不同票種、費率顯示卡片需繳

費金額，正確扣款及扣款後餘額。若車主

同時感應兩張（含）以上悠遊卡時，系統

將不繼續處理並以語音「請勿同時使用兩

張悠遊卡」告知車主感應卡片狀況。而也

可以依據卡片之狀態（正常、黑名單、

註銷），正確控制停車場出入控制設備

（如：柵欄機）運作。

貳、	系統功能需求

停管卡收費系統包括停車場之悠遊卡系統

與停管卡系統，架構如圖3所示。

一、	悠遊卡系統功能需求

包含入/出口驗票機、悠遊卡站務員處理機

與悠遊卡場站處理機，如圖4與圖5所示。

(一) 入/出口驗票機（Gantry）功能

入/出口驗票機需能無方向性讀寫悠

圖4  入口驗票機

圖5  悠遊卡主機

圖3  整體系統架構

圖2  前港公園停車場出口

 圖1  松壽停車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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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出口驗票機 圖7  自動繳費機

同時具備管理與監視悠遊卡系統所

有設備運作狀態，並即時監控進出閘門

開啟及刷卡即時顯示卡號、卡片餘額、

進出場時間、扣款金額、票種、車號等

資訊，並且可接受帳務中心系統之參數

下載與設定等功能。

二、	停管卡系統功能需求

包含入口發票機／出口驗票機、自動繳

費機、停管卡站務員處理機、停管卡場站處理

機、停管卡與停管卡資料查詢機，如圖6至圖9

所示。

(一) 入口發票機／出口驗票機（Gantry）

功能

入口發票機能夠提供臨時票卡及允

許月票卡入場，並且可偵測取票退回之

車輛，將其註記於系統中，後續則不允

許該車輛出場，有效防止車輛遭竊。

出口驗票機能辨別出場票卡是否滿

足出場相關規則，如離場緩衝內出場、

取票退回車輛出場、車牌辨識匹配管制

等停車場管理功能。

(二) 悠遊卡站務員處理機（Passenger 

Agency Machine, PAM）功能

提供管理人員出售定期票及退定

期票之作業，也可將特殊票種設定至悠

遊卡內，允許客戶於票種所定之期間內

免費出場。如果當出口驗票機發生故障

時，透過代理驗票機功能可對悠遊卡進

行出場扣款之作業。

另外，為方便停車場管理人員稽查

停車狀況，可查詢使用悠遊卡進場之駐

夜車輛資料。而為有效處理卡片問題，

IC卡分析與更正功能可分析悠遊卡之可

用餘額、使用期限、定期票資料、進出

資料及最近六筆之交易記錄，並可更正

悠遊卡之交易不完整資料。

(三) 悠 遊 卡 場 站 處 理 機 （ P a r k i n g 

Processor System, PPS）功能

悠遊卡場站處理機會收集停車場

所有悠遊卡的交易資料，並彙整營運收

入、車流量等報表資料並提供列印功

能。亦提供管理人員可依據卡號、車號

查詢各類交易資料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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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停管卡場站處理機（PPS）功能 

停管卡場站處理機提供管理人員進

行設備監控、營運資料查詢報表、營運

報表列印等場站營運服務。

(五) 停管卡功能

提供無悠遊卡之駕駛人員臨時停車

之進出停車場與繳費工具，符合ISO/IEC 

14443 type A標準的卡片。

(六) 停管卡資料查詢機功能

提供駕駛人員查詢停管卡內之相關

資料，包括進場時間與預估15分鐘出場

須繳交金額。

三、	車牌辨識系統功能需求

在不同票卡進出或發生錯誤時，本

系統提供不同聲響及畫面供車主識別等

貼心之設計。

(二) 自動繳費機（Auto Pay Machine, 

APM）

自動繳費機提供以觸碰式螢幕服

務功能，使用者將停管卡置放於讀寫平

台，無需考慮票卡方向性，本系統自動

計算出駕駛員應繳納之停車費用並以語

音提示操作步驟，讓駕駛員更加感到軟

體設計親切。

(三) 停管卡站務員處理機（PAM）功能

站務員處理機除提供自動繳費機應

有之繳費功能外，還提供售定期票及退

定期票、票卡分析及更正、特殊票設定

等功能，提供給管理人員不同服務。

圖8  停管卡主機 圖9  票卡查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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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入場或出場致影像擷取處理器

及影像處理主機無法辨識時，管理室電

腦系統將自動發出警告聲，並將無法辨

識之車牌影像顯示於顯示器螢光幕上，

由管理室管理人員以鍵盤鍵入正確之車

號。

圖10  車牌辨識攝影機

圖11  車牌辨識主機

圖12  車牌辨識整合畫面

四、	帳務中心系統功能需求

包含停管卡帳務收集、帳務資料管理、費

率查詢及設定、資料庫系統等，如圖13至圖18

所示。

(一) 停管卡帳務收集

包含入出口車牌辨識攝影機、影像擷取處

理器及影像處理主機等，如圖10至圖12所示。

(一) 計時車入場

設於入口處之車牌自動辨識設備，

能自動偵測與同時啟動影像擷取處理

器及影像處理主機，自動辨識入場車輛

之車號，系統配合入口發票機，將入場

車輛車號、設備編號、日期及時間等資

料，記錄於停管卡內，並經由電腦網路

將資料傳送至管理系統資料庫中。

(二) 計時車出場

駕駛人員先持停管卡至全自動收

費站或管理室繳費後，再持已繳費之停

管卡至出口驗票機驗票，此時設於出口

處之車牌自動辨識設備能自動偵測出，

同時啟動影像擷取處理器及影像處理主

機，自動辨識出場車輛之車號，並與停

管卡內之車號比對，再核對驗票機驗證

停車卡上之其他資料是否有效，以做為

可否准許車輛出場之依據。

(三) 月票車入場或出場

設於入口或出口處之車牌自動辨識

設備能自動偵測出，同時啟動影像擷取

處理器及影像處理主機，自動辨識入場

或出場車輛之車號，用以比對入口發票

機或出口驗票機所讀取月票卡上之資料

是否有效，以做為可否准許月票車入場

或出場之依據。

(四) 車牌若太過於污損及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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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系統監控畫面

圖15  參數管理畫面

圖16  帳務查核畫面

圖17  設備查核畫面

圖18  報表預覽畫面

各個停管卡停車場的所有交易資

料，會透過臺北市停管處處內網路傳送

至帳務中心之帳務管理系統，並將停管

卡帳務收集的所有交易資料解析後儲存

至資料庫系統。

(二) 帳務資料管理

管理人員透過帳務中心的工作站，

可查詢停管卡系統與悠遊卡系統之相關

帳務及交易資料，並可依據不同作業需

求下達相關查詢條件或處理相關帳務統

計分析，亦可以預覽報表、並列印報表

資料。

(三) 費率查詢及設定

管理人員可透過帳務中心的工作站

查詢目前各個停車場所採用的停車費率

資訊；管理人員依作業需求可針對單一

或多個停車場以批次進行費率參數修改

及設定操作。

(四) 資料庫系統

儲存各停管卡停車場所傳送至後台

帳務中心之所有交易資料，並依據不同

交易資料類型分類儲存於資料庫各資料

表內，以有效提昇交易資料存取效率。

圖13  交易明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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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停管卡出場流程圖

圖22  悠遊卡入場流程圖

圖23  悠遊卡出場流程圖

參、系統操作需求

系統操作需求包括停管卡入場、停管卡繳

費、停管卡出場、悠遊卡入場與悠遊卡出場等

運作流程，如圖19至圖23所示。

圖19  停管卡入場流程圖

圖20  停管卡繳費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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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動繳費機提供簡易繳費流程之改

善

提供駕駛員簡易之繳費流程是一項

相當重要之技術環節，其中包含人機介

面、人性化流程設計及例外考量等軟體

技術。原設計觸碰式螢幕之畫面，不斷

吸取各個車主之意見進行改善本設備，

最後以單一繳費流程作為主要設計概

念，讓車主可以很簡單的從票卡讀取、

繳費、找零、列印收據至最後取票出場

等作業於20秒內完成，大幅節省停車繳

費時間，操作畫面如圖24所示。

圖24  自動繳費機繳費操作畫面

(三) 簡單且明確結帳管理

因停車場管理人員每天需處理大

量之例行性作業，提供簡單且明確之結

帳管理，對於管理人員相當重要。經與

管理人員溝通後，提供以頁籤式管理畫

面，一目瞭然之作業管理，只要一個按

鈕就可以進行結帳作業，如圖25所示。

圖25  自動繳費機結帳操作畫面

肆、試辦計畫結果與問題

依據松壽停車場之平日車流量約為850輛，

其中使用停管卡約為170輛，使用悠遊卡約為

680輛；假日車流量約為1,500輛，其中使用停

管卡約為450輛，使用悠遊卡約為1,050輛。試

辦結果說明如下： 

一、	試辦計畫結果

本次系統試辦結果，其中車牌辨識率依松

壽停車場之場長逐筆統計，辨識成功率為95

至97%，可確實提供停車場車輛進出之管制功

能。而自動繳費機於100年1月份至100年3月底

共收取金額達150多萬元，皆可確實無誤穩定運

作。迄今為止，停車場站管理人員與駕駛人員

皆反應良好，表示使用滿意，停管處已積極研

擬建立標準規範，作為後續停車場建置之施工

規範。

二、	試辦計畫問題

在試辦期間，本公司工程師配合停車場管

理員及駕駛人員的使用意見，進行系統與設備

的最佳化及穩定性調整，如圖24至圖27所示，

包括以下的調整與改善重點：

(一) 駕駛人員取票未進場，無法記錄在

票卡上之問題

由於停車場管理員反應，有部分駕

駛人員取票後倒車離場，並未進場，顯

有偷車或以較少金額的停管卡繳停車費

等違法意圖。由於係駕駛人員取票後才

倒車離開，票卡上無法紀錄相關訊息。

為解決本問題，改由系統自動記錄此訊

息，並封鎖此票卡無法於自動繳費機繳

費之權限，必須至管理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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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未來整合考量

本案因配合臺北市停管處更新建置時程需

求，前港公園地下停車場於99年12月24日完

工，松壽公園地下停車場與資訊中心則於100年

1月31日完工，相關完工後之照片如圖28至圖

36所示。本試辦計畫之停車場建置工作業已完

工，依據本案之經驗，未來將建議朝下列整合

與發展方向：

一、 並行運用於大臺北地區的捷運、公車等－

目前停管卡停車欄位皆規劃與悠遊卡系統

相同，未來停管卡可與悠遊卡系統相結

合，可並行運用於大臺北地區的捷運、公

車等，若將來需以悠遊卡取代停管卡，僅

需更換讀卡機之Key即可，不需大幅更換設

備。

二、 建立臺北市停管處的會員卡－依據此停管

卡標準建置之停車場，將可提供在臺北市

單一停車場購買全市停車場優惠之臺北市

停管處的會員卡。

三、 臺北市停管處的後台帳務中心營運報表整

合－後台帳務中心系統建置完成後，能提

供統一之通訊協定與介面及統一停管卡之

讀寫流程，未來各家停車場建置廠商依據

此標準，即可將票卡交易資料依標準報表

格式傳遞至帳務中心系統，並納入整個臺

北市停管處的營運整合報表。

 (四) 自動繳費機的補幣、退幣作業流程

簡單

由於管理人員每天都會進行少量或

大量的補幣作業，如何節省管理人員之

補幣時間及人身安全，實為一重要的措

施。本案提供「投幣孔（系統計數硬幣

數量）」及「硬幣箱直接擲入（人工輸

入硬幣數量)」等兩種補幣方式，方便管

理人員進行補幣作業，操作畫面如圖26

所示。

 (五) 自動繳費機內週轉金參數設定

管理人員於結帳時，皆將全數紙鈔

及少量硬幣取走，如何確保自動繳費機

內，每日所保留的硬幣數量相同，無疑

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本案提供週轉金

參數設定功能（如圖27所示），可在結

帳時，自動計算偏離週轉金設定較大的

硬幣，盡量平衡硬幣數量，但保留週轉

金之金額。

           圖26  自動繳費機退幣操作畫面

           圖27  自動繳費機週轉金參數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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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樓層滿車燈(一)

圖32  樓層滿車燈(二)

圖33  入口滿車燈

圖28  停車場管理員室

圖29  導引標誌板(一)

圖30  導引標誌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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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車輛超高顯示板

陸、	後記

本試辦案的完成，首先感謝臺北市停管處

與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各位長官對於本計畫的

剴切指導與鼓勵，於工程中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電機部長官給予特別的支持與協

助，謹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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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出車警示燈

圖35  車輛超高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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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適應性號誌、多時相、二元決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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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適應性號誌、多時相、二元決策邏輯

多時相適應性
號誌控制系統
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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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本文提出一多時相適應性號誌控制系統，其可以控制多時相、早開遲閉時相、連續

路口及過飽和車流。首先介紹適應性號誌控制模式，其邏輯係採用二元決策邏輯，以等

候線長度及流量為模式之外生變數。而不同的交通狀況有不同之控制目標：未飽和狀況

下追求延滯最小、過飽和狀況下追求通過量最大。此外，最小綠燈及最大綠燈非為固定

之預設值，而是隨著即時車流狀況而變動：最小綠燈避免車輛二次停等、最大綠燈避免

空放綠燈造成路口容量浪費。模式亦考量路口間的車流續進，以避免下游切斷綠燈後，

上游卻湧入大量車流進入下游路段的狀況。

本系統採用影像式偵測器SunCam偵測等候線長度、流量、及空間佔有率，在獲知

這些車流參數後，模式將每2秒決定一次是否延長現有綠燈。目前本系統已於8個路口

實施，對路口壅塞之改善效果非常顯著，延滯在各時段之平均下降百分比為：平日尖峰

14.05%、平日離峰16.01%、假日35.19%。

1 2 3

壹、 緒論

適應性號誌係根據即時之交通狀況調整

號誌時制，自1960年代起其控制模式和系統

發展甚多，控制邏輯的發展上有米勒演算法

[1]、TOL[2]、OPAC[3]、MOVA[4]、COMDYCS-

Ⅲ[5]、RHODES[6]及ACS-l i te [7]等多項模

式，而在應用於系統建置部份較著名者包含

SCATS[8]、SCOOT[9]等；國內近期研究發展

主要以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民國92～95年推

動之都市交通號誌全動態控制邏輯模式之研究

（I~IV）[10]，由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主辦，以

作為國內全動態交控發展之重要依據。

回顧過去相關文獻，適應性號誌控制邏輯

多為針對簡單二時相設計，然而實務上常見多

時相路口。爰此，本文將提出一個適用於多時

相之適應性號誌控制系統，以下將先介紹適應

性號誌控制模式，再介紹整體控制系統架構，

最後提出實作之績效檢討。

貳、適應性號誌控制模式建立

本節先介紹整體控制邏輯流程架構，再針

對控制邏輯中的最佳化邏輯、最小綠燈及最大

綠燈邏輯、多時相處理及連續路口之處理等特

殊課題進行探討。

一、	控制邏輯流程架構

	 　　本文所提之適應性號誌控制邏輯係採

用二元決策邏輯，逐步決定下一時階之時

制計畫，並將車流狀況分為未飽和及過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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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兩種，不同的狀況其控制目標各異：未

飽和時追求延滯最小、過飽和時追求通過

量最大，整體適應性號誌控制邏輯流程如

圖1所示。

	 　　由於實務上很多路口號誌為多時相，

為達到廣泛應用，本文提出多時相之適應

性號誌控制邏輯。茲以三時相運作為例，

圖1中之時相i為目前取得路權的時相、時

相j為時相i之下一時相、時相k為時相j之下

一時相，若目前取得路權的為第二時相，

則時相i為第二時相、時相j為第三時相、時

相k為第一時相。

	 　　整體控制邏輯程序為：先判斷是否介

於最小綠燈時間及最大綠燈時間，再判斷

是否有等候線過長的狀況，最後再執行最

佳化控制邏輯，以決定是否變換時相，各

程序詳述如下。

(一)	最小綠燈、最大綠燈之制定及判

斷

為避免行人因綠燈時間太短無法

通過路口，以及避免將過多綠燈時間分

配予某時相，造成競爭時相車輛停等過

久，適應性號誌之綠燈時間雖取決於即

時車流量，但應大於最小綠燈時間及小

於最大綠燈時間。由於在某些情境下

（如深夜車流量極少時），最小綠燈及

最大綠燈將主導適應性號誌時制運算結

果，故本文提出隨交通狀況而變化之最

小綠燈及最大綠燈邏輯，其制定邏輯則

於第貳章第三項探討。

(二)	本時相等候線是否過長之判斷

為避免車輛溢流影響上游路口之疏

解，故在最佳化整個路口的績效前，或

是等候線過長，造成駕駛人不耐煩，應

先避免溢流或等候線過長的狀況發生。

由於切換時相會因黃燈、全紅、及起動

延滯等因素造成路口容量降低，故在避

免等候線是否過長方面，應先避免本時

相等候線過長，再考量避免競爭時相等

候線過長。故若不同時相下的車道都達

過長之門檻值時，則綠燈給予現在正在

執行之時相，而等候線過長之競爭時相

則可俟i時相之等候線小於等候線過長之

門檻值後，即可取得綠燈。

時相i

Ui,t<Gi,min-PF-PRUi,t+1=Ui,t+T

Ui,t≤Gi,max-PF-PR

本時相
等候線是否
過長?

競爭時相j,k
等候線是否
過長?

是否為過飽和狀態

是否變換時相?

未飽和之
TOL邏輯

過飽和之
TOL邏輯

行閃+行紅
(PF+PR)

黃燈+全紅
(Y+AR)

時相i:=j
時相j:=k
時相k:=i

計算下一時相
之最大綠燈及
最小綠燈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註—
時相i:目前取得路權之時相
時相j:時相i之下一時相
時相k:時相j之下一時相
Ui,t:時相i在時階t已運行之綠燈時間
T:一個時階的長度
PF:行人綠閃時間
PR:行人紅時間
Y:黃燈時間
AR:全紅時間
Gi,min:時相i最小綠燈時間
Gi,max:時相i最大綠燈時間

圖1	適應性號誌控制邏輯流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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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為目標，故為比較延長現行時相綠燈T

秒通過車輛可減少的延滯（效益），及

競爭時相j、k停等車輛產生之延滯（成

本），若效益大於成本，則延長現行綠

燈時相，否則則變換時相至下一時相。

而為反應不同時相車流其取得路權之優

先性可能不同（如幹道相對支道擁有較

高之優先權），前述之每秒效益或成本

不同時相可採不同之權重。

(二)	過飽和狀態	

在過飽和狀態下，以最大通過量為

控制目標。其最佳化之邏輯為比較延長

現行時相綠燈T秒可通過的車輛數（效

益），及競爭時相j、k減少通過的車輛

數（成本），若效益大於成本，則延長

現行綠燈時相，否則變換時相至下一時

相。與未飽和狀態相同，不同時相之效

益成本可採用不同之權重。

三、	最小綠燈及最大綠燈邏輯

	 　　最小綠燈及最大綠燈將係在每次切換

時相時，根據即時之車流狀況運算之，其

邏輯如下：

(一)	最小綠燈	

控制邏輯架構中之最小綠燈時間考

量有二：使行人通過之最小綠燈時間、

及避免車輛二次停等之最小綠燈時間。

其中使行人通過之最小綠燈時間為定

值，避免車輛二次停等之最小綠燈時間

則隨等候車輛數而變動，最後時相i之最

小綠燈時間為此二最小綠燈時間之較大

值。

在避免車輛二次停等的最小綠燈時

(三)	競爭時相等候線是否過長之判斷

就三時相路口而言，應同時判斷時

相j及時相k之車流是否等候線過長。由於

時相j為下一時相，故可以現有之等候線

長度判斷之；而時相k則必需先歷經時相j

方得執行，故在判斷時相k車流是否等候

線過長方面，應先預估若本時階開始準

備變換時相至時相j，在時相j執行綠燈完

畢後，時相k的預估等候線長度，以此預

估之等候線長度為基準判斷。

(四)	執行最佳化控制邏輯決定是否延

長綠燈

若各時相皆無等候線過長之虞，則

進入最佳化控制邏輯判斷，而考量在確

定變換時相後必需歷經行人綠閃、行人

紅燈、黃燈、及全紅等，本文在邏輯判

斷上將以未來之車流狀況為判斷對象，

亦即由PF+PR+Y+AR時間後的車流狀況

判斷是否切換時相。而在邏輯部分則以

二元決策邏輯作為判斷依據，並就未飽

和及過飽和兩種狀況，設定不同的最佳

化目標，其邏輯內容描述於第貳章第二

項。

二、	最佳化邏輯

	 　　本文之未飽和狀態下之最佳化邏輯係

參考TOL邏輯，以最小延滯為控制目標；

過飽和狀態則參考TOL邏輯之精神，由於

過飽和狀態下交通需求量大於路口容量，

故改以最大通過量為控制目標。未飽和及

過飽和之控制邏輯分述於下：

(一)	未飽和狀態	

在未達飽和狀態時，以追求延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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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遇到連續2路口在同一號誌群組內皆執

行適應性號誌，或是有早開遲閉的時相設

計，針對這些特殊的課題，控制模式中之

處理方式如下。

(一)	同一流動跨越不同時相

有些多時相號誌化路口會有同一流

動在不同時相取得路權的時相設計（如

左轉早開或遲閉，即為左轉流動在連續2

個時相取得路權）。為因應這類型的時

相設計，在計算效益及成本部分另有其

處理方式，整個處理流程為：

1.	取得各時相所包含之流動的集合

2.	取得各流動所包含之車道的集合

3.	計算各車道之效益、成本

4.	計算各流動之效益、成本

5.	計算各時相之效益、成本

6.	計算總效益、成本

(二)	連續2路口之車流續進

若連續2個實施適應性號誌控制之路

口，為避免上游路口大量車流進入下游

路段後，下游路口切斷綠燈造成車輛停

等，在上游為適應性路口的臨近路段所

屬的時相應做特別考量。其在最佳化控

制邏輯中評估延長T秒效益時，T秒將採

兩路口間之旅行時間，以評估若延長的

時間足以讓上游車輛行駛到本路口之停

止線所獲得之效益。而在實際延長綠燈

時間部分，則仍為系統之預設時間2秒，

設定2秒之理由將於第參章第一項第三節

探討。

間部分，其係為時相i剛切綠燈時之停等

車輛通過路口之時間。停等車輛數為偵

測值，然若等候線長度超過偵測範圍，

則必需另行推估，而通過路口時間則為

停等車輛數乘以飽和車間距。

(二)	最大綠燈	

最大綠燈時間考量有二：駕駛人可

忍受之最大紅燈時間、及避免週期過長

之最大綠燈時間。其中考量駕駛人可忍

受之最大紅燈時間所制定之最大綠燈時

間為定值，而避免週期過長之最大綠燈

時間則隨車流狀況而變動，最後時相i之

最大綠燈時間為此二最大綠燈時間之較

小值。

根據本公司在高雄執行適應性號誌

之經驗，離峰時有可能因為停等車輛數

過少，造成效益一直大於成本，導致各

時相綠燈偏長（亦即最終週期偏長）。

然而在車流量低時，持續放綠燈將導致

道路容量的浪費（車流在非飽和疏解的

狀況下，即未完全使用到道路容量，形

成道路容量的浪費）；反之，切換時相

亦會因綠燈介間時間無法供車輛通過路

口，亦形成容量的浪費。當持續放綠燈

所導致容量的浪費大於切換時間所導致

的容量浪費時，則不應再延長綠燈，因

此避免週期過長之最大綠燈時間訂為當

持續放綠燈所導致的容量浪費大於切換

時間所導致的容量浪費之綠燈時間。

四、	特殊課題

	 　　本文前述所提之邏輯係為獨立路口之

多時相適應性號誌控制模式，在實務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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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控中心的適應性控制軟體包含交控

偵測器資料接收模組、號誌控制模組、策

略邏輯演算模組、及使用者介面。適應性

控制軟體為整體交控系統中之子系統，其

再另外透過既有交控系統的標準化軟體通

訊處理模組與路側設備傳輸資料。

(一)	交控偵測器資料接收模組

交控偵測器資料接收模組之功能即

接收交控偵測器回傳之交通資料，將其

解析後傳送至策略邏輯演算模組。

(二)	號誌控制模組

號誌控制模組之功能可分為兩部

分，說明如下：

1.	接收號誌控制器回報之燈態主動回報

資料，以即時監控現場號誌之分相與

步階秒數。

參、 適應性號誌控制系統建立

本節介紹整體適應性號誌控制系統，首先

介紹系統架構，再介紹系統中的號誌控制軟體

及路側設備。

一、	系統架構

	 　　適應性交控系統係由中心軟體與路側

設備所組成，其中路側設備包含號誌控制

器與交控偵測器，中心軟體取得交控偵測

器之偵測資料後進行運算，再根據運算結

果下載至號誌控制器，以控制其即時燈

態，整體系統架構如圖2所示，分為路側端

與中心端，說明如次節。

二、	適應性控制軟體

中心軟體端路側端

終端控制箱

號誌控制器

資料接收模組

UDP
UDP

RMI

RMI

RMI

策略邏輯演算模組

進行現場號誌之
即時控制

將執行狀態
傳送至用戶端

Monitor Frame
(使用者監控畫面)

啟動／停止
適應性制策略

號誌控制模組

IO Driver
(標準化軟體
通訊處理模組)

Comm Service
(標準化軟體
通訊處理模組)

TCP

UDP

註1：UDP - User Datagram Protocol
註2：RMI - Remote Method Invocation

圖2		適應性號誌控制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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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所採用的偵測器為一影像式

偵測器—SunCam，以偵測模式中所需

的路段等候線長度、車流量及空間佔有

率，並透過VPN	ADSL傳送資料至交控中

心，由中心之「資料接收模組」進行接

收與處理，採用之網路通訊協定則為TCP

方式。

(二)	號誌控制器

號誌控制器為各路口之既有控制

器，其主要功能為控制現場燈態運作，

並依據時段型態執行不同時制計畫，同

時可接收通訊協定進行控制策略之變更

與燈態之轉換，其通訊方式亦將採用VPN	

ADSL之方式與交控中心進行連線，而由

於號誌控制器之通訊介面為RS232，故針

對各執行適應性控制之路口控制器加裝

「RS232ToRJ45轉接模組」，如此則號

誌控制器即可透過ADSL之傳輸方式與交

控中心進行連線。

肆、 績效評估

本文所提之適應性號誌控制系統目前已

於新北市的台64線沿線7個路口及高雄市的國

10下匝道1個路口實作，其相較於定時號誌之

延滯改善百分比如表1所示（其中編號1-7位於

新北市、編號8位於高雄市）。由於假日之交

通量變化較大，定時時制較難符合實際交通之

需要，故假日之改善幅度最大，平均延滯下降

35.19%。平日尖峰時因其交通組成大部分為通

勤旅次，交通量較為固定，故改善幅度不若假

日及平日離峰，平均延滯下降14.05%。表1中有

部分路口於部分時段實施適應性號誌後延滯不

降反升，究其原因如下：

2.	控制現場號誌之運作狀況，如延長綠

燈、縮短綠燈或即時切換至下一步

階。

(三)	策略邏輯演算模組

考量整個系統從資料蒐集、運算、

到下載時制約需1秒多的時間，再加上車

流之飽和車間距約為2秒，亦即在2秒以

下車流量幾無變化，將控制時間間隔設

為小於2秒無意義，故將控制時間間隔定

為2秒，以期兼顧即時反應車流之變化及

系統運算之負荷。因此定期進行現場交

通量評估預設週期為2秒鐘，即透過交控

偵測器資料接收模組取得即時資料後進

行運算，運算結果則透過號誌控制模組

下載至號誌控制器，以進行現場即時控

制。

(四)	使用者介面

適應性控制軟體之使用者介面包含

如下功能：

1.	啟動／停止功能：操作人員可透過使

用者介面「啟動」或「停止」適應性

號誌之功能，啟動後則定期進行評

估，停止後則將現場號誌控制器回復

定時控制。

2.	運作執行狀態檢視：可檢視策略執行

狀態、即時時制紀錄、號誌控制器狀

態、偵測器即時資料，並可執行歷史

時制查詢。

三、	路側設備

(一)	交控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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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適應性號誌控制系統實作績效

路口 延滯改善百分比

編號 名稱 平常日晨峰 平常日昏峰 平常日離峰 假日

1 商港／領港 -5.63% -22.87% -3.97% -6.92%

2 商港／中山 -37.61% -13.98% -25.45% -34.67%

3 商港／中華 -3.65% -11.86% -4.13% -49.12%

4 觀音山交流道 -17.96% -30.01% -33.21% -56.00%

5 新五／中興 -20.27% -8.63% -0.05% -52.70%

6 永安／中原 -28.50% -20.94% -26.57% -40.14%

7 復興／中正 29.97% -5.43% -18.66% -1.38%

8 翠華／大中 -37.30% 9.90% N/A -40.60%

平均
-15.12% -12.98%

-16.01% -35.19%
-14.05%

註：負值表實施適應性號誌後延滯降低

設定為200m，亦即若系統預測等候線長度

將超過200m時，即延長該匝道時相之綠燈

時間，或中斷翠華路之綠燈時間，將路權

給予該匝道。在實施適應性號誌控制後，

下匝道部分每週期之最大等候線長度平均

值顯著下降：平日晨峰73.6%、平日昏峰

74.0%、平日離峰53.9%、假日上午76%、

假日下午69.5%。然下匝道平日昏峰之原

有平均等候線長度（236m）大於但接近門

檻值（200m），而同時段翠華路北向之原

有平均等候線長度（83m），接近但小於

其門檻值（85m）。這種狀況可能造成下

匝道時相很容易取得路權，但同時翠華路

交通需求量大，因而造成實施適應性號誌

控制後，路口整體平均延滯不降反升。

除前述兩點造成實施適應性號誌後延滯

增加外，整體實作效果皆非常良好，尤其在交

通量變動大的時段或地點，其延滯減少幅度達

30%至60%。

一、	過飽和路口週期偏長，增加延滯

	 　　新北市台64的新店端復興／中正路

口，其在晨峰時呈現過飽和狀態，由於本

文所提之模式在過飽和狀態下係以追求通

過量最大為控制目標，為減少時制轉換所

造成的容量損失，將偏向拉長週期，可能

因此造成延滯不降反升。

二、	等候線長度門檻值接近實際等候線平均

值

	 　　翠華／大中路口的國10下匝道部分由

於只有單一車道且交通量大，故等候線長

度偏高：平日晨峰時平均為340m、離峰

87m、昏峰236m，假日上午488m、下午

485m。長期以來，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對翠

華／大中路口的主要控制目標即為縮短國

10下匝道之等候線長度。為避免該下匝道

之等候線過長，將其等候線長度之門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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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本文以實際執行BIM專案之經驗，舉例說明新建工程中如何導入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以新的工程作業角色改善工務流程，包含：視覺化溝通、跨專業

立體套圖、衝突檢查及空間優化等應用。除了提早發現設計衝突問題，避免及減低施

工期之設計變更造成工程延宕外，更可進行空間優化處理提升空間使用價值，最後將

介紹BIM模型之於後續應用。

機電管線設計是建築工程中最複雜的一環，本文將著重於機電的應用。以往機電

CSD套圖工作，通常為資深、有經驗的工程師才能執行，而且機電管線設備錯綜複雜，

在建築立體空間中較難面面俱到。現在透過BIM模型之建置，除了可藉由軟體進行衝突

檢查，也可就視覺化的方式，檢討構思更佳的配置方案，降低以往需要深厚之專業知

識才能讀圖轉換檢查空間配置的專業門檻，達到多方專業者的視覺溝通，大幅提升設

計與施工的品質。

BIM於商旅大樓
興建工程之施工
應用實務與效益

壹、	前言

本文以富邦A10商旅大樓興建案為例，該

案為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邦建

設）在台北市精華地區的指標開發案，施工團

隊則由理成營造公司擔綱。富邦建設在台灣成

功推動許多著名商用不動產開發案，不動產開

發案除了工程階段的施工管理需求外，營建完

成後之物業管理更為重要。有鑑於此，富邦建

設江總經理期望以資訊化的方法來改善現行作

業模式，以提升工務管理效能及統合多專案之

管理，自公司領導階層起由上而下、積極的導

入BIM，為開創新營建BIM方法之開端。惟BIM

之導入，並非僅就軟體、硬體之採購就能竟其

功，仍須包括營建企業作業流程及工程專案人

員思維的改變，影響層級甚遠。因此，期望以

此次商旅大樓新建工程導入BIM作為試金石，故

在本案營建發包契約中，加入了BIM技術服務之

工作項目。

商旅大樓BIM建築模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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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BIM在營建工程中應用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中文翻

譯為建築資訊模型，字面意義說明了BIM的基礎

包含了「視覺化」與「資料庫」。視覺化主要

是將原本的平面CAD資料（如建築、結構及機

電圖）建置為參數式的模型；資料庫則是將模

型載入更多營建資訊（如材料、重量、單價、

廠商等資訊），BIM可以將這個整合各專業的模

型，視作營建資訊的載體，在建築生命週期中

做資訊化的應用，包含設計概念視覺化、綠建

築耗能、結構、機電冷熱空調負荷等分析，與

機電管線衝突、施工計畫、營建施工參照及設

施維運管理等檢驗查核（參見圖1）。以往營建

產業中各個專業角色間的溝通，僅透過平面資

料的傳遞來進行，由於各個角色對於平面圖資

的解讀不同，容易產生版本與設計資訊不同步

之窘境。未來BIM的應用將逐步蛻變，甚至將成

為營建資訊交換的標準檔案格式。（參見圖2）

本案BIM技術服務的委託時間點已屆工程發

包施工階段，營造廠正進行整備施工計畫及施

工套圖作業，且工程採用逆打工法時間緊迫，

BIM應用技術正蓬勃發展，但國內僅有少

數營造公司執行過BIM的營建方法。於偶然機緣

下，富邦建設公司瞭解到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世曦）BIM整合中心

（以下簡稱BIM技術團隊）已具備協助多個開發

案執行BIM技術服務之經驗，並於多個開發案中

均能為各個業主找到顯著的3D BIM應用價值。

是以，決定委託台灣世曦進行A10商旅大樓BIM

技術服務工作。期盼透過本次委託案的實作成

效，作為後續開發案全面導入BIM的參考，故本

案之執行成敗意義重大，也將成為台灣推動BIM

技術的里程碑。

圖2 BIM未來將成為營建資訊交換的標準檔案格式

圖1 BIM概念與建築生命週期的資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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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BIM模型檔案架構

台灣世曦快速組織BIM技術團隊，依據專

業及子系統分項執行專案，並成立網路工作平

台，發布標準樣板檔及元件模型庫，所有的模

型建置皆依據BIM技術團隊規劃的BIM作業標準

（BIM Standard）來執行，確保專案成員製作模

型的品質達到標準，檔案能互相連結及同步，

減少人為溝通、傳遞的錯誤。

二、	基礎模型建置

本案基礎模型係指建築及結構模型，建

置目的是在進行機電衝突檢查時，有基礎資料

可做參考，於衝突檢查時才能發揮效益。建築

模型中建置了基礎、筏基、擋土牆、混凝土柱

樑、鋼結構柱樑、樓板、剪力牆、隔間牆、帷

幕牆、樓梯、門及窗…等元件，再按照設計發

包圖建置BIM模型（參見圖4）。依據樓層及專

業類別配置檔案，減少編輯作業造成電腦效能

的負荷，提昇作業時效。

圖4 建築BIM模型

B1F與1F將同時施作。BIM建模檢核作業需配合

於施工作業展開前完成主項檢查。需於短短兩

個月內完成並展現成效，透過BIM模型改善建

築、結構及機電之間的衝突與不合理，提出改

善建議方案，甚至提升空間效益。後續配合施

工作業修整為BIM竣工模型，作為完工營運管理

的資料基礎。

參、	BIM模型建置

一、	BIM模型檔案架構

本案BIM模型架構分為三個專業界面，建

築（Architecture）、結構（Structure）及機電

（MEP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Plumbing），

其中以機電部分最為複雜，包含多項子系統：

電力（EE）、電信（LE）、空調排煙（M）、給

水（WW）、消防（PF）及排水（PP）。三個專

業彙整的BIM模型檔案龐大，BIM技術團隊採用

Naviswork整合眾多系統，做視覺化溝通及衝突

檢查…等應用（參見圖3）。



2

84 │No.91│July, 2011

專
題
報
導

隊依據機電發包圖建置了基礎模型，但發包圖

之管線高程、位置大多尚未定案，須隨著CSD套

圖之發展調整模型，透過調整後之模型進行衝

突檢查及空間優化，才可展現實質之成效。

機 電 模 型 分 類 為 ： 電 力 （ E E ） 、 電 信

（LE）、空調排煙（M）、給水（WW）、消防

（PF）及排水（PP）等項目，藉由協同作業之

方式分配予不同BIM專業工程師同步建置模型，

BIM專業工程師透過各項系統與建築結構模型之

間，以參考連結方式進行模型問題檢閱（參見

圖6），包含檢討管線配置合理性、管線與管線

之間的衝突、管線與空間之間的衝突，將這些

問題即時標註（Markup）及註解，於每週例行

會議中提出討論，確認問題後，製作BIM意見

回饋表給工務單位，請工務單位確認問題及修

正，實際流程將於以下案例介紹。

為了能在BIM編輯軟體或是檢視軟體中快速

辨識各項系統類別，台灣世曦BIM技術團隊建置

了MEP分項代碼Color Code（參見圖7），有利

於提升編輯模型及衝突檢討的時效性。

肆、	衝突檢查流程

基本模型建置完成之後，進入衝突檢查階

段，包含配合修正CSD套圖、衝突檢查及空間優

化等流程。

一、	配合修正CSD套圖

各樓層中以B1F及1F對於時效之要求最高，

此二樓層亦是機電管線最複雜的空間，故本案

優先進行B1F及1F之CSD套圖檢討，將BIM模

型中的管線設備，調整與空間中的實際位置一

致，特別是管線高程及穿樑套管位置…等，作

總體通盤的檢討。

結構BIM模型皆按照鋼樑型號表建置，包含

上下翼鈑、腹鈑及Ｒ角，皆採參數式之模型建

置方式，若有設計變更時，可快速調整及置換

鋼樑型號（參見圖5），所有平、立面圖即時、

同步更新，避免造成版本更新不同步的問題。

此外可在鋼樑腹鈑穿孔及加強鈑，有助於進行

本案機電管線設計之方案評估及衝突檢查。

三、	機電模型建置

因應本案工期緊迫、B1F及1F施工在即，機

電分包商須在短時間內依據發包圖發展CSD套

圖，再進行施工圖之繪製。台灣世曦BIM技術團

圖5 結構BIM模型參數式建置

圖6 B1F機電管線配置狀況

圖7 機電管線分項代碼及Colo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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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尺寸的鋼樑，但建築師之設計方案

未進行調整，樓梯淨高降至184cm，造成

不符法規之情形（參見圖8）。

在3F部分，結構技師為了補強樓

板結構，在電扶梯開孔位置附近增設鋼

樑，然未考量電扶梯下方機械空間是否

足夠。若採該設計進行施工，將造成電

扶梯與結構樑的衝突（如圖9）。一般而

言，結構鋼樑必然較樓梯及電扶梯先行

施工，若結構桿件已經施作完成，勢必

造成後續樓梯及電扶梯施工之衝突，即

使調整仍可能造成不符合法規或空間使

用最佳化之問題，甚者結構恐需重新施

作。除上述兩案例外，尚有十多項衝突

已製作為BIM模型釋疑表，並轉由各專業

分工單位調整方案，皆獲富邦建設、設

計者及施工商之認同與配合。

圖9 鋼樑與電扶梯機械空間衝突

二、	衝突檢查

(一) 建築與結構的衝突檢查　

建築與結構是本案的基礎資料，於

正確的基礎資料前提下，再做下階段的

機電管線衝突檢查，才能有所依循，故

建築與結構的衝突檢查是附帶的、也是

本案必經的過程。為了確認BIM資料的正

確性，BIM技術團隊製作了BIM模型釋疑

表，作為雙向溝通的依據。

建築與結構是橫跨兩種不同專業類

別的設計單位，結構技師依據建築師提

供之建築設計圖規劃結構強度，建築師

再依據結構技師提供的結構設計圖調整

建築設計，但此方式常常發生資訊不同

步的情況，或是因人為製圖疏失造成圖

面之錯誤。台灣世曦BIM技術團隊重新將

建築、結構圖整合建置為BIM模型，即發

現許多前述之情況，以下舉例說明：

以樓梯淨高的檢討作說明，原建築

設計之高度檢討符合建築技術規則190cm

之限制，而結構技師為加強結構強度，

將原設計位置向左調整移動，且更換了

圖8 樓梯淨高不符建築技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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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大部分的管線是等進場施工時現

場自行調整裁切因應之，遇到衝突由

工人直接修改路徑；但BUSWAY模鑄

式匯流排是工廠訂製，運至工地只能

直接安裝，若施工圖未能事先精確的

規劃，遇到管線衝突時，則必須重新

訂製，徒增工期及費用。

2. 空間使用機能衝突

本建案連通地下室的車道路徑

中，安排了排煙管及風管經過，純從

平面圖檢視似乎並無問題。但透過BIM

模型按照管線實際高程建置時，可以

很明顯檢討出車道上出現排煙管及風

管（參見圖11）。若原設計僅是管線

圖10 降板區與管線衝突

圖11 BIM模型管線衝突修改前／修改後

(二) 機電管線的衝突檢查

機電模型配合傳統的CSD檢核調整

後，仍有多處衝突，衝突又可分為管線

硬碰撞、空間使用機能及視覺衝突，以

下舉例說明之：

1. 管線硬碰撞

本案地下室天花板設有兩處降板

區，前段及後段分別為15cm及30cm，

但機電管線配置工程師對建築師規劃

的降板區並未掌握，仍依照一般高層

來配置Cable Tray及BUSWAY。在完成

BIM模型進行衝突檢查時，樑與管線即

檢出上百處的衝突（如圖10）。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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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CSD設計方案修改

圖13 管線視覺衝突

三、空間優化

空間優化的意思是指機電管線在空間中雖

然沒有衝突，但是基於提高空間淨高及提升空

間價值…等目的，進行管線配置調整的一種手

段。以下將就實際案例說明之：

車道上方安排的空調風管，在平面圖想像

不出來巨大風管對於視覺產生的壓迫感，但實

標高不明確，管線改走車道下方，將

造成車道下方設置之廁所淨高不足，

故將衝突狀況提報富邦建設及機電包

商，改善後的設計方案（如圖12），

將排煙管及風管則沿著側邊繞行，解

除空間使用機能的衝突，提早解除衝

突，避免現場施工遇到問題再處理，

除本項施工之耽誤亦將影響其他工項

之安排。

3. 視覺衝突

地下一樓天花板安排一條穿越挑

空處的弱電Cable Tracy，在平面圖看

起來是合理的，已閃過下方的挑空空

間，但是未考量上方挑空空間位置並

不一致，透過BIM衝突檢查時發現，這

條Cable Tracy懸在一樓與地下一樓中

間的挑空空間（參見圖13），明顯造

成視覺及空間之衝突，破壞原設計欲

透過挑空設計創造空間之穿透感。該

項衝突檢討結果亦得以於施工前提請

修改設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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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透過BIM模型檢討，在BIM模型協同檢核過程

發現此問題，而廠商也立即透過模型研判可調

整消音箱位置，以提升空間淨高，消弭視覺的

壓迫（參見圖14）。若能再更早引入BIM之技

術，透過視覺模擬檢討，就能排除車道上方配

置空調機房的設計方案，避免停車動線上方配

置空調風管，進而提升空間的價值感。

在台北市信義計畫區內，一樓商場的空間

使用坪效十分重要，其重要性甚至高於衝突之

改善。本建案一樓空間為商場零售區，空間淨

高的認定是以管線設備最下緣的高度為準，依

據空間淨高再決定天花板的高度。一樓管線配

置邏輯是消防管走鋼樑穿孔，樑下再安排動力

及弱電Cable Tracy，最後配置空調及排煙風管。

圖15中風管BOD 399是指管底離樓板高399cm，

因此1樓淨高為399cm，本中心透過空間優化手

法，將原淨高提升到432.5cm。空間優化的策略

是在不影響原管線機能及施工可行的前提下，

將風管高度提高，緊貼樑下，Cable Tracy則安排

在樑與風管之間的間隙，在立體空間內爬升、

下降（如圖16）。以往透過平面圖很難進行操

作跟說明，但藉由BIM之技術，可有效於立體空

間檢視管線配置的可能性。

此提案在送交機電分包商驗證其可行性

後，已經進行施工圖修改，零售區淨高將可提

升33cm、旅館入口區淨高甚至可提升到44cm，

提升面積達2656m2，成效甚值得肯定。

圖14 風管行經車道時的視覺壓迫感

圖15 空間優化將室內淨高調整

圖16 Cable Tracy調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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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不少時間及費用。透過BIM的衝突檢查流程，

於前端發現管線的硬碰撞、使用機能的衝突及

視覺的衝突，先行檢討改善後，可達到減少工

程階段須變更設計之次數、縮短工期及節省工

程造價，甚至透過空間優化手法，提升日後空

間使用價值，國外之營建工程在施工階段應用

BIM所創造30%以上投資報酬率（ROI），已經

獲得實例驗證。

三、	工務流程的改變

BIM的導入在國內營造業是新的嘗試、創造

新的角色，也將會產生新的工務流程，未來並

將成為整合全營建週期的資訊服務。以施工階

段的機電套圖為例，本技術服務依據CSD機電套

圖調整BIM模型，再由BIM模型提供視覺化溝通

平台、衝突檢討報告及空間優化建議…等資訊

回饋給建案甲方、建築師、結構技師、營造廠

及機電包商，甚至在工務所安裝能自行瀏覽模

型的軟體，由機電包商自行發掘問題，提出更

佳方案的設計，本技術服務再依據修改的設計

方案調整模型，施工團隊則可直接透過模型來

確認衝突狀況的排除，及空間優化的成效。未

來這種工務流程將逐步成形，甚至施工團隊在

伍、	BIM施工應用的效益

一、	視覺化溝通

傳統設計溝通藉由平面圖交換意見，立體

空間的想像需要靠每個人的知識及經驗累積。

雖於討論階段獲得了共識，但實際執行時才發

現經常是認知不一的情形，實際施工完成後若

不符合使用者需求，又得重新施作。透過BIM模

型之導入，每個專業角色可以很容易透過模型

來溝通，輕易的從虛擬實境中瀏覽空間設計，

在立體空間所見即所得，快速明確的鎖定癥結

點。而透過軟體的功能，更有效的檢討出視覺

上的盲點。BIM模型在本案已經變成工務溝通的

關鍵媒體（參見圖17），即使不具備機電工程

專業背景之人員，都能參與其中，工程團隊之

各方均能給予較多正面的需求意見，有助於確

定空間使用需求，減少設計變更次數。

二、	衝突檢查

傳統CSD套圖工作係由資深工程師進行建

築、結構及各系統機電圖之彙整，工作量龐大

且複雜，較容易造成疏漏及人為判斷的錯誤，

最後結果就是現場施工再做彈性調整，往往浪

圖17 工務會議直接使用BIM模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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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BIM模型於行動裝置展示

二、	施工參照

BIM模型後續可以透過筆記型電腦及行動裝

置展示，可以輕便的在工地展示模型，作為施

工模擬之溝通應用（參見圖18）。商旅大樓管

線種類繁多複雜，各方人員在施工現場透過圖

紙溝通較為不易，藉由BIM模型之應用，可縮短

溝通流程，了解管線如何配裝，避免重工之問

題。管理人員也可透過BIM模型，輕易辨識管線

配裝是否依圖施工，提高施工現場生產效率。

三、	BIM模型維運管理	

本案後續隨著施工進度修正BIM模型，工程

完工後，將可交付一與現場完成項目相符之BIM

竣工模型，竣工模型可成為後續維運管理使用

的基礎資料，維運管理平台需視用戶管理項目

具備BIM基本能力後，更可自行修改BIM模型，

發揮更大的效益。

陸、	BIM模型後續應用

一、	施工計畫

未來施工團隊在施工前提交的施工計畫，

可以應用BIM模型做施工圖套圖作業、4D營建進

度展示及機具施工吊裝模擬…等，除了能節省

多方溝通時間、減少工安事故、減少設計變更

等不確定因素外，更能縮短工期及降低工程造

價，提升營造廠的競爭力。目前甚至有營造廠

提出以BIM模型進行數量計算，應可以做為請款

依據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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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應用方式來開發（參見圖19）。基礎的維運

管理分為三大部分：維

護計畫、資產管理及空

間管理，透過BIM模型

進行維運管理的優勢，

主要為立體空間的物件

導向，所有的設施維護

資料都可以不斷更新資

料庫、快速搜尋歷史資

料；設備報修管理也可

以快速追蹤到管線的空

間位置；資產管理也可

進行統計及空間定位，

甚至在商場租售管理及

旅館的空間管理，都能

將BIM模型加以應用。

柒、	結論

本建案導入BIM作業後，於短短兩個月內已

展現初步成效，後續施工階段至完工期間，將

有更多BIM可發揮效益之空間及應用項目。目前

富邦建設已逐步感受BIM導入所能產生之效益，

將於其他開發案繼續推動BIM之應用，此外，為

了將BIM的觀念由企業內部紮根，富邦建設並委

託台灣世曦BIM技術團隊提供BIM相關講座與推

廣教育訓練。本文之開頭曾提及本建案係自富

邦建設要求施工團隊執行BIM工作而啟動，經由

本次BIM導入之經驗及展現之成效，未來亦將可

能在開發案中，要求施工投標廠商需具備BIM之

能力及實績，隨著BIM之環境愈趨成熟，預計將

引發國內營建產業革命的新浪潮。

報修

維護

管線查詢

空間管理

CECI CECI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Taiwan

圖19 資產管理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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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林明華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空間資訊部／技術經理／鄭宏逵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空間資訊部／工程師／許家成 3

關鍵字 : 地理資訊服務、雲端運算、GIS Service、WFS、WMS、

WCS、SOA

結合雲端運算
之新一代地理
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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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近期受到大眾廣泛注目的產業，相繼投入大量人力
進行產業的相關研究及基礎建設，目的是希望能在下一次網路競爭潮流趨勢下，取得獲
利先機，伴隨行動化上網及地圖服務日益普及，以雲端架構為基礎的地理資訊服務（GIS 
Services）產業同樣受到高度重視，如何將地理資訊服務或資料有效的蒐集、解讀並加以
整合，本身就是一項非常繁雜的工作，若要進一步轉化成可理解的資訊或即時展示、並
進一步創造加值運用，更是一項重要的挑戰課題。

本研究將先對雲端運算及地理資訊服務內容進行探討，針對地理資訊服務類別進行
文獻整理及完整性的剖析及論述，並提出結合雲端概念及地理資訊服務的新一代地理資
訊服務平台架構，此平台架構不僅可結合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可讓使用者快速取
得服務或資料位置，更可進一步擷取現有網路資源進行功能服務，如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運算，本研究利用雲端運算理念所建構的服務平台，結合搜尋引擎的雲端地理
資訊服務，將可依據使用者檢索之內容，找出適當之地理資訊服務特徵，建構一套有效
的查詢機制，使得以圖形為主的空間資料，能如文字資料般容易地被搜尋及共享，不僅
僅改變原有的使用方式及作業模式，亦將發展成為一種新的查詢方式。

1 2 3

壹、	前言

國際間各先進國家之主要城市均積極致

力於發展城市智慧化，藉由智慧科技的創新應

用，如智慧電網、雲端運算技術等，期望為市

民帶來更便利舒適的生活與更貼心的服務，進

而營造更優質的智慧化生活，地理資訊服務就

是智慧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環節，要如何使各

項的生活主題地圖可以依據使用者的即時位置

或使用條件，進行即時的地理資訊服務更新發

佈及更新，亦或是進一步取得資料，就必須依

賴雲端運算的技術，以目前網路環境漸趨完善

下，雲端運算可大幅縮短資料中心之建置時

間、降低系統風險與符合節能減碳趨勢，已成

為下一波資訊科技應用主流，推估雲端運算將

成為未來十年資訊應用的主流。

「雲端運算」並非嶄新的概念，其本質承

襲自「分散式運算」與「格網運算」的概念。

傳統的分散式運算及格網運算比較偏向科學

性的應用，而雲端運算則是偏向一般化應用，

也就是雲端技術將原本技術導向轉變為應用導

向。而雲端運算與地理資訊系統的結合最可能

的作法是將地理資訊系統的元素加在雲端運算

基礎環境上成為雲端運算的服務之一，例如：

發佈資料共用服務或軟體服務等。

本文將整合雲端運算技術及地理資訊服務

來建構新一代地理資訊服務平台架構，此平台

不僅可讓大眾可以彼此分享這些資料，更可進

一步擷取現有網路資源進行分析運算，利用雲

端運算理念所建構的服務平台，藉由分散式資

料庫處理技術與平行運算能力，縮短資料處理

的時間，大量資料可於線上完成空間分析，作

業成果可具體展現，空間資訊的運用可進一步

的提昇，成為具有決策價值的空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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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data-Storage-as-a-Service 
(dSaaS)

Platform-as-a-Service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

IaaS

PaaS

dSaaSSaaS

圖2 雲端服務分層

一、軟體服務（SaaS）

軟體服務 （Sof tware  as  a  Se rv ice，

SaaS），是指以服務的模式提供用戶軟體使

用，可分為公用雲（Public Cloud）和私有雲

（Private Cloud）的SaaS應用，雲端應用程式

（Cloud Application）可提供各種SaaS 服務，使

用者不需要下載或安裝任何程式，就可以直接

透過網際網路存取雲端應用程式所提供的功能

與服務，改變過去購置以套裝軟體為主的應用

市場，使用者可依據需求選擇付費方式，在軟

體服務平台上自行挑選所需要的軟體服務，透

過網路授權，啟用軟體服務，進一步降低使用

費用與管理作業的成本，SaaS的運作方式徹底

改變了軟體市場的供應模式。

二、儲存服務（dSaaS）

儲存服務（data Storage as a Service，

dSaaS），則是利用網際網路進行資料的儲存

及分享，大量的實體資料，儲存於雲端伺服器

上，當偵測到有新增檔案或是檔案內容有更動

時會自動同步，並可瀏覽異動資料，於網路上

共享資料夾允許多人協同使用一組的檔案，可

設定存取權限的控管。

貳、	雲端運算的定義

凡是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 提供虛擬

化及動態運算資源給不在同一區域內的企業

用戶，不論是透過軟體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 或是Web 2.0 的方式，只要能

夠滿足使用者的運算需求，都可以稱之為雲端

運算（Wikipedia, 2011）。其運算架構乃透過網

際網路將龐大的運算處理程序（Process），自

動分拆成無數個較小的子程序（Sub Process），

再交由多部伺服器（Multi- Server）所組成的龐

大系統，透過搜尋與運算分析之後，再將處理

結果回傳給使用者端，如圖1所示。

圖1 雲端服務示意圖

「 雲 」 即 為 我 們 最 常 使 用 的 網 際 網 路

（Internet），「端」則指使用者端（Client）或

泛指使用者運用網路服務來完成事情的方式。

雲端服務又可細分成四大類別，如圖2，包括軟

體服務（Software-as-a-Service，SaaS）、儲存

服務（data-Storage-as-a-Service，dSaaS）、平台

服務（Platform-as-a-Service，PaaS）、設備服務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IaaS）。

process

Sub process

Sub process Sub process

Sub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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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理資訊服務

地理資訊服務係指「提供地理資料服務

或地理資訊處理服務」，包括地理資訊系統

設計、空間資訊擷取、分析等，皆可視為地

理資訊服務。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協會(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OGC) 為有效解決GIS

應 用 系 統 之 間 溝 通 問 題 ， 提 出 以 服 務 導 向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為基礎的

串聯架構，規劃不同的網路服務介面標準，期

望藉由服務整合，改善系統不一致的情形，經

由服務導向空間資料基礎架構，為現今地理資

訊系統提供了兩大優勢。第一，地理資料不需

將實體地理資料提供給使用者，而能透過網路

服務的技術，將數位地理資料建置成地理網路

服務，僅提供地理資訊，而非實體資料給使用

者，對資料提供者而言是一大保障。第二，服

務導向空間資料基礎架構中，各元件間並無緊

密相依，這代表可以輕易加入或刪除架構中的

地理網路服務，對於整體架構並無太大影響。

提供地理資訊服務的架構內容可分成服務

提供者（Provider）、服務使用者（Requesters）

與服務仲介者（Catalog Service）三個元件（圖

3）。三者透過發布（Registry）、尋找（Find）

與繫結（Bind）彼此互動。

圖3 地理資訊服務運作架構

三、平台服務 （PaaS）

平台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

主要是提供程式設計使用者應用程式的執行平

台，程式設計人員可利用此平台來開發、部

署和管理SaaS 應用。平台服務範圍包含資料

庫、中介軟體及開發工具，以服務形式透過

網際網路方式傳遞。這類基礎架構軟體的基

礎往往是採行虛擬化和叢集網格運算架構。

PaaS 仰賴雲端基礎設施之資源，支援雲端應用

的各式功能，並提供整合的應用程式界接窗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Google Apps就是網路辦公室軟體，包括信

箱、文件、簡報、繪圖、協同平台、通訊等陸

續新增的雲端服務軟體。2009年上線的Google 

App Engine，更是一個雲端程式開發平台，讓開

發者可自行建立網路應用程式，陸續新增Apps 

Market、Android Market等雲端市集，微軟目前

也積極推動雲端運算，策略是軟體加值服務，

強調產品的彈性化，針對每一種現有的軟體，

發展出「相應的雲端服務」。

四、設備服務（IaaS）

設備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為雲端服務分層最底層的基礎服務，主要

是提供企業虛擬化所需的電腦架構及設備整合

服務，以服務為形式派送的伺服器、儲存和網

路硬體，將運算、儲存及網路等資源轉化為標

準化服務，以提供內外部使用者存取之用。這

類基礎架構一般是利用網格運算架構建構虛擬

化的環境，因此虛擬化、叢集和動態供應軟體

也被納歸為IaaS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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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服務

功能服務（Processing Services，PS）是提

供線上GIS功能的服務，使用者可於網路上取

得已程式化的GIS功能，利用線上功能服務，

對GIS資料進行處理或分析，GIS資料來源可從

使用者端或從網路上獲得，例如坐標轉換服務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Services，CTS）或

空間分析服務（Geospatial Analysis Services，

GAS）。

四、地圖服務

地圖服務（Map Services）是提供地圖內容

的服務，大量的圖資可從多個雲端異質資料來

源（Heterogeneous Sources）產生，並藉由空間

對位（Registered）套疊GIS圖形，例如：網路地

圖服務（Web Map Services，WMS）及行動化地

圖服務（ Mobile Presentation Services）。

隨著網路存取服務（Web Services） 技術發

展，地理資料透過應用系統彼此溝通及互相操

作（Interoperation），各種線上空間處理和位置

服務的架構亦得以實現。地理資訊服務提供架

構（圖4），透過瀏覽界面，各種裝置可依據其

需求，找到適當之服務，各項服務再透過相互

地理資訊服務乃透過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及資料格式的開放式標準，來為其他的應用

程式提供服務，使用者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使用瀏覽器發出服務需求並獲得服務，具備

互通特性（Interoperability）。而整體應用服

務（Application Services）大致上可分成四大

類，包括目錄服務（Catalog Services）、資料

服務（Data Services）、功能服務（Processing 

Services）及地圖服務（Map Services）（蔡博

文，2010）。

一、目錄服務

目錄服務（Catalog Services，CS）是提供儲

存和使用詮釋資料的地理網路服務，並允許使

用者對目錄服務中所包含的詮釋資料作查詢，

相當於服務導向架構中服務仲介者的角色。

地理網路服務建置後，服務建置者需先向

詮釋資料目錄服務註冊登記該地理詮釋資料，

使用者在查詢目錄服務時才能透過目錄服務，

尋得服務建置者所建立的地理網路服務詮釋資

料，並使用該地理網路服務。

二、資料服務

資料服務（Data Services，

DS）是提供資料服務，包括

向量或影像格式，其服務項

目又可細分成網路圖層存取

服務（Web Feature Services，

WFS及Web Coverage Services，

WCS）、感應器資料蒐集服務

（Sensor Collection Services ，

SCS）、影像存取服務（Image 

Archive Services，IAS）及地理

位置服務（Location Services，

LS）。

圖4 地理資訊服務架構（參考自Alameh,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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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新一代的地理資訊服務平台架構圖（本研究整理）

肆、	結合雲端運算之新一代地理
資訊服務平台

本研究提出結合雲端概念及地理資訊服

務的新一代的空間服務平台（Spatial Service 

Platform），過去的地理資訊服務研究，著重於

傳統的地理資訊服務架構下（如圖3）中的地

理資訊取得，本研究則是提出與過去地理資訊

服務研究不同的架構，由於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的功能強大且日益完整，對於使用者的

搜尋條件，可做智慧化分析，搜尋結果與準確

性亦大幅提昇，故本研究將在傳統的服務架構

下，加入搜尋引擎的應用，採用Google Custom 

Search 方式，以地理資訊服務為主要條件，透

過該平台架構不僅可讓大眾快速找到所需的服

務或資料，還可以彼此分享，更可進一步藉由

雲端運算下的功能服務進行資料的分析及處

理，真正達到Geospatial One-Stop的理念，其構

想詳如圖6。

整合共享，達到地理資訊網絡（GIS Chain）的

概念。

在雲端架構下的地理資訊服務，依據上述

的對應架構，可將其特性建立關聯性，目錄服

務、功能服務及地圖服務對應至SaaS、資料服

務則對應至SaaS和dSaas，網路開發平台Window 

Azure或Google Apps則屬於PaaS，WebStore則是

對應IaaS，對應架構如圖5所示。

圖5 地理資訊服務對應雲端發展架構圖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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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７ 空間服務平台使用畫面

圖8 空間服務平台運作架構畫面

圖9 空間服務平台查詢結果範例圖

二、從使用者輸入【花蓮市都市計畫圖】，系

統會自動搜尋是否有符合查詢條件的圖

資，如果有則會自動列出查詢結果，若無

則會列出適當的圖資，並找尋是否有可用

的資料服務或功能服務，藉由功能服務處

理，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作業方式如圖8

所示。

三、使用者僅需輸入文字，藉由服務仲介者經

由智慧化分析與設計，將文字資訊轉化為

具空間意涵之資訊，再透過相關分析及服

務運算結果，可回傳多元化資訊供使用者

參考，查詢結果詳如圖9所示。

其實際作業方式，舉例如下所示：

一、依據使用者輸入檢索條件（如圖７），空

間服務平台會依據過去的查詢條件，做智

慧化推理（AI Reasoning），從過去的經驗

條件判斷其需求，例如：輸入花蓮市都市

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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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2 3 4

全球暖化現象危及地球生存，節能減碳及利用再生能源已成為世界共識並蔚為潮流，

運轉碳排放較少，且發電成本較低之核電廠，因日本震災引發核災問題，未來新建案及機

組延役計畫，將遭致爭議受阻，太陽光電發電等再生能源將為未來發展趨勢。本文除深入

淺出介紹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備之學理與應用及說明相關作業程序、方法外，並彙整本公

司以往規劃、設計與裝置之相關工程實務案例作簡明扼要研討，俾供後續類似工程規設、

監造及系統管養參考。

壹、 前言

自工業革命以後，能源已與我們日常生

活息息相關，不管是生活上還是產業上都與能

源密不可分，但近數十年來由於工業的快速發

展，使得石化能源需求與耗用快速上升，傳統

能源總有枯竭的一天，且傳統能源開採所造成

的污染對地球的環境構成嚴重威脅。此外因大

量使用石化能源，大大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

量，使得全球溫度上升造成溫室效應，導致全

球氣候異常，世界各地紛紛遭受到高溫、乾

旱、颶風、水災等巨大天然災害，環保意識亦

因而抬頭，另近年來由於中國、印度、俄羅斯

及巴西等國崛起，造成全球性能源供需失衡，

石油價格高漲造成能源危機，因而各國均積極

開發再生能源轉換技術。

台灣天然資源匱乏，所需石油、煤炭及天

然氣等主要石化能源等幾乎都依賴進口，未來

能源政策，應以經濟與環保並存為優先，減少

對石化能源依賴，並發展潔淨的再生能源，加

上最近日本東北大地震所造成福島核能電廠嚴

重受創所引發的核災重大危機，更加速各國發

展再生能源決心。目前開發的再生能源主要以

太陽能、風力、水力、生質及地熱等天然資源

作為發電來源，台灣位於亞熱帶，日照豐富且

時間長，2007年亦已晉升全球第四大太陽能電

池生產國[1]，故以太陽能發電最具開發潛力。有

關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於設計與裝置應考量之因

素與重點值得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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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太陽電池與模組型式

一、	太陽電池材料種類	[2][3]

一般市售太陽電池材料種類與轉換效率如

圖2所示，說明如下：

(一)單晶矽（單結晶）

其 組 成 原 子 是 按 照 一 定 的 規

則，週期性的排列，轉換效率約為

15.5%~16%。

(二)多晶矽（多結晶）

係由多種不同排列方向的單晶所

組成，轉換效率約為14.8%~15%。

(三)非晶矽（可撓式）

係指矽原子排列非常紊亂，沒有

規則可循，轉換效率約為5.5% ~9%。

(四)多化合物

由 金 屬 化 合 物 類 如 ： 碲 化 鎘

（CdTe）、及砷化鎵（GaAs）等三五

族、二六族的元素鏈結的材料，III-V

族轉換效率約為18%~40%，II-VI族轉

換效率約為10~12%。

(五)奈米晶體

染料敏化太陽電池是屬於第三代

有機太陽電池，其轉換效率約6.47%。

二、	太陽電池模組特性	

太陽電池模組（Photovoltaic module, PV）

在實際的應用情況中，日射量與溫度改變時特

性也會跟著改變，當日射量增加，短路電流將

上升，開路電壓亦有微小的上升，輸出功率因

此增加；溫度增加時，因二極體的障壁電位減

少，太陽電池的開路電壓下降，短路電流雖有

貳、 太陽電池構造與發電原理

太陽電池是利用太陽的輻射能轉換成電能

的裝置，是半導體應用之一部分，太陽電池構

造係由摻有磷雜質的矽，稱為N型半導體，與

摻有硼雜質的矽，稱為P型半導體，兩者結合而

成。在PN接面中，P型半導體的電子受到拉力，

N型半導體的正電荷受到拉力，在接面處形成正

負抵銷的區域，形成阻擋層。此時，若有光照

射，則激發電子自由運動流向N型半導體；正電

荷則集結於P型半導體，導致半導體中有電流流

過，進而產生電位

勢，太陽電池即利

用「光發電效應」

原理產生電能，如

圖1所示；太陽電

池吸收0.2µm～

0.4µm 波長的太

陽光，將光能直接

轉變成電能。

圖2 太陽電池材料種類

圖1 太陽電池發電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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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BIPV應用於建築與遮陽棚示意圖

三、	太陽電池模組應用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多元化的應用與創新

性系統運用設計，可使系統產品發展朝向多元

而創新的應用。目前在太陽光電系統的設置，

除普遍採用的屋頂型（Roof PV Systems）與地

面設置（Ground–mounted PV Systems）外，

另外還有建築整合型太陽電池模組（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 BIPV）之應用。

BIPV係以建築設計手法將具有建材功能之

太陽光電板與建築物結合，使系統元件不單只

有發電功能，也是建築外殼的一部分，更可進

而替代既有建材，降低初置之相關成本，若結

合遮陽處理、採光照明等設計手法，亦可增加

建築節能之效益。不論是單晶矽、多晶矽或非

晶矽太陽電池都可封裝製成BIPV，使太陽電池

模組除接受太陽光發電外，亦可作為天窗、外

觀牆面與遮陽棚等不同功能應用，如圖6所示，

甚至可與LED燈具結合成為融入環境之設備，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應非僅發電設備，其最終目的

應是與環境融合多功能應用。

些微上升，但功率會因此下降。相關V-I曲線如

圖3、4、5所示。

voltage (V)

cu
rr

en
t (

A
)

圖3 太陽電池模組特性曲線與日射量關係

圖4 太陽電池模組特性曲線與溫度關係

圖5 溫度與輸出功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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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恆春地區日射量卻呈現偏低的現象）。在

氣溫方面，各地區日平均氣溫均以七月份最

高，介於28.8℃～30.2℃之間，差距並不大；以

一月份為最低，介於16.3℃～21.4℃之間[4]。當

日射量大時，其發電量（電壓×電流）越大，

在日射量低時，除發電量降低外太陽電池模組

發電轉換效率亦遞減。故以目前台灣的日射

量，仍以台灣東南部裝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投

資報酬較佳。

有關太陽光電板裝置角度與方位，由於台

灣位於北回歸線上，北回歸線緯度為北緯23.5

度。太陽由東方升起後，行進軌跡會在台灣南

方，所以架設太陽光電板時，將板面朝南可獲

得較高效益，尤以板面仰角設定在向南19~23.5

度可獲得最大日照效益。裝置時亦需考量太陽

光電板仰角與間隔等問題，惟若區域寬廣，直

射輻射與漫射幅射的比率增加，將會使傾斜角

與方位等影響因素減少。台灣各季太陽運行軌

跡與太陽光電板較佳仰角如圖7所示，台灣地區

太陽光電板裝設仰角及組列間隔設計示意如圖8

所示。

肆、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計與裝
置考量重點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與 傳 統 之 電 力 系 統

有相當大之差異，其係藉由太陽電池（solar 

cells），經串、並聯後封裝製成太陽電池模

組 （ 太 陽 光 電 板 ） ， 再 依 太 陽 電 池 模 組 裝

置 數 量 、 裝 置 面 仰 角 及 具 最 大 功 率 點 追 蹤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功

能之變流器或電力調節器（Inverter or Power 

Conditioner）之輸入電壓範圍，將太陽電池模組

串、並聯組成適宜陣列（solar arrays），以獲得

最佳之輸出功率。瞭解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運轉

特性，達到最大發電效率與運轉安全，是設計

階段需考量重點課題。

一、	太陽電池模組裝置地點、角度與方位

依研究統計台灣地區1990 ～1999 年的日

射及氣溫平均資料，在日射方面，近十年平均

日射量以台東地區最高，達4.26 kW/m2-day ，

而最低的台北地區僅2.61 kW/m2-day，相差1.63

倍。一般而言，台灣地區日射量由北至南遞增

圖7 太陽運行軌跡與太陽光電板較佳仰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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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表1 各型式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優缺點比較

型式 獨立型 混合型 併聯型

優點 可設置市電無
法到達地區及
偏遠山區。

1. 平時可由市電供
電。

2. 供電可靠度高。

系統簡單、
維護容易。

缺點 裝設蓄電池成
本較高。

1. 裝設蓄電池成本
較高。

2. 系統較複雜。

市電中斷
時，負載無
電可用。

二、	溫度與遮陰考量

(一) 溫度

外氣溫度為影響發電效率最主要

因素之一，溫度對太陽電池發電效率的

影響通常約為-0.4%/K。即溫度增加10K

時，15%的效率會降至14.4%。因此裝設

太陽電池模組時應有充分的通風，通常

需考量10cm空氣間隙。

(二) 遮陰效應（shadow effect）

設置太陽電池模組場地周圍，須避

免高樓、樹林或其他有可能遮蔽太陽光

照射太陽光電板的高遮蔽物。太陽電池

模組部分受遮蔽 （partial shading），如

圖9所示，會造成模組內部串聯電流降

低，輸出功率減少，其遮蔽部分將成為

負載，長期下來會造成太陽電池壽命減

少。

三、	系統組合設計

(一)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型式研選

依系統組成及與電力負載連結方

式，可分類為：獨立型、混合型與併聯

型，各型式系統架構，如圖10所示；相

關優缺點比較，如表1所示。

圖8 太陽能光電板組列仰角與間隔設計 [5]

圖9 太陽能光電板部分遮蔭[6]

(1)獨立型系統(Stand-Alone System)

(2)混合型系統(Hybrid System)

(3)併聯型系統(Grid-connected System)

太陽能陣列
(solar array)

充電
控制器

直/交流
轉換器

蓄電池

負載

太陽能陣列
(solar array)

充電
控制器

放電
控制器

蓄電池

直/交流
轉換器

充電器

輔助
發電機

負載
電力系統

太陽能陣列
(solar array)

直/交流
轉換器

負載

電力系統

圖10 各型式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架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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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太陽電池模組支架設計

由於太陽電池模組安裝於室外、為避免日

曬雨淋所造成支架生鏽，因此支架材料須研選

具防蝕能力，目前市面上通用的材料種類有熱

浸鍍鋅鋼架、不銹鋼架、鋁合金架等，若設置

在鹽害地區，尚須考慮依現況增加鍍鋅量並定

期維護以避免腐蝕，另因應造型及現場狀況，

承載太陽電池模組之結構物或樓板載重、基礎

及支架等設計，須經結構安全計算並依建築法

規進行，包括：（1）載重計算（含自重、風

力、地震力）、（2）構材強度計算及應力檢

核、（3）基礎座設計及結構強度計算等，符合

各項結構安全後方可架設。

表2 100年度太陽能電力躉購費率

再生能
源類別 分  類 級 距（kW） 100年度費率（元/度）

太
陽
光
電

屋頂型

≧1～<10 10.3185

≧10～<100 9.1799

≧100～<500 8.8241

≧500 7.9701

地面型 無區分 7.3297

新設再生能源設備

申請併聯審查

審查結果

申請簽訂購售電契約

申請併聯試運轉

併聯相關設備查訪、裝表計量

併聯試運轉

申請開始躉售電

開始購售電

購售電契約執行

竣工查驗及發照

否

圖11 併聯及電力回售申請作業流程

(二)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備選定

系統設備除太陽電池模組外，變流

器（Inverter）將太陽電池模組所產生之

直流電轉換成交流電，並具備併聯市電

的功能，由於太陽電池模組的輸出功率

容易隨著不同的日照強度而變化，變流

器需具備最大功率點追蹤（MPPT）功

能，在選擇變流器時除考量容量、交流

輸出電壓及轉換效率外，尚須考慮最大

功率點追蹤的直流輸入電壓範圍，須涵

蓋太陽電池模組組列之各天候條件最大

功率輸出電壓，另因太陽電池模組為發

電設備，為確保安全，每片模組間應以

綠色接地線互相連接後，經直流配線箱

連接至接地系統。

（三）防範孤島效應

在變流器的故障與保護方面，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有一特殊功能為孤島效應

（Islanding）偵測與防範，所謂孤島現象

係指與台電系統併聯之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當台電系統因為故障、維修或其他

原因而切離時，該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於

供電容量範圍內，將獨自發電供應負載

而不會產生過載跳脫的情況。此系統即

形成一獨自的孤島獨立運轉供電，將會

使部分台電饋線處於有電壓的狀態，對

維修人員及設備與系統將產生危害。偵

測孤島效應方法，可分為：被動偵測電

壓與頻率的變化、線電壓變化、諧波電

壓變化（三次諧波為主）、頻率變化之

速度等，另外也有主動變化變流器的頻

率、輸出實功率、輔助負載等以檢測電

壓與頻率之變化，以判斷是否發生孤島

效應[8]。併聯型發電系統之變流器偵測市

電斷電後即須與市電解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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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工程實務研討

本公司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綠能政策，甚

早即投入太陽能發電業務計畫的爭取與規劃設

計，歷年來在專案管理與監造及設計服務案，

承辦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之實績相當豐富。

承辦專案管理與監造案中系統規模較大者為高

雄市「2009年世運會主場館新建工程」與新北

市「陽光電城-臺北縣淡水河兩岸『北台光電遊

憩城』設置計畫」；近期設計服務案則為南部

科學工業園區技術服務案。以下謹列舉專案管

理與監造及設計服務案工程實例作剖述。

一、「陽光電城-臺北縣淡水河兩岸『北台光

電遊憩城』設置計畫」

當初規劃時，係以北臺灣第一座以太陽能

應用為主的「陽光電城」為目標，以淡水客船

碼頭、八里客船碼頭、漁人碼頭等三處作為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主要設置地點，因除地理位置

顯明外，亦是當地遊客人潮聚集及必經之處，

符合經濟部能源局推廣太陽光電之美意。需考

量兼具藝術、遊憩與教育生活等功能，整合地

方風貌，營造永續經營

生態環境及國內光電城

市新意象，以提高能源

多元化及創造自主能源

塑造淡水河兩岸成為台

灣最環保、科技並充滿

生活藝術與人文思想的

休憩中心意象。

本工程總設置容量約242kWp，分別於淡

水客船碼頭裝置2kWp 混合型、6kWp併聯型系

統；八里客船碼頭裝置79kWp併聯型系統；淡

水漁人碼頭裝置155kWp併聯型系統。共裝設約

1,230片太陽電池模組，64組變流器。本工程太

陽光電設備非僅作為發電設備而已，除功能性

外兼具教育性、運用性及與環境結合，故充分

伍、 併聯送審及電力回售申請

我國於98年7月8日公告「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並依據此條例於100年2月25日將『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辦法』修訂為「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管理辦法」，且另訂定「台灣電力公司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並已核定

實施，太陽能發電系統欲併入台電系統須符合

該技術要點，如責任分界點之保護協調規範，

並視裝置規模須檢討故障電流、電壓變動、系

統穩定度、功率因數、諧波管制、調度與通訊

等，該等資料均需於併聯送審時提送台電公

司。政府為鼓勵再生能源發展，太陽能發電系

統裝置者可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

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提出電力回售申請，依

「經濟部評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對象作業要

點」通過評選者，可將電力回售台電，100年度

躉購費率如表2所示，相較目前家庭用電每度電

費約2.1~3.8元頗具誘因，整體作業流程如圖11

所示。

陸、 發電績效評核

為檢核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設計及設置成

效，系統完工正式發電營運後，應檢測發電績

效值（Performance Ratio, PR），PR值一般為

70%以上，但可視現場環境訂定。若發電營運

一段時間PR值顯著降低，則需檢查是否發電系

統設備故障，亦或太陽光電板污損降低發電效

率需要清洗。一般所謂累計係指各子系統至少

彙集二星期以上的日射量及發電量作為評核依

據，但可視工程需求調整。發電績效值計算公

式為：

PR=
累計交流發電量(kWh)

×
累計日射量(kWh/m2)

×100%
PV裝置容量(kWp) 標準日射量(kW/m2)

圖12 非晶矽薄膜透光

型太陽電池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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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非透光型PV、透光型BIPV與非晶矽薄膜透

光型太陽電池模組妥適運用與環境融合。裝置

實況如圖12~15所示。該裝置容量所產生的全

年總發電量約20萬度，約可減少128噸CO2之排

放，約為7公頃森林吸碳能力或為1.4萬棵樹之吸

碳能力，並可提供55戶一般家庭全年用電量。

各區裝置亦配合環境特色設計。在淡水

客船碼頭利用原有觀景平台擷取河岸淺灘上飛

鷺展翅的姿態轉化為太陽光電棚架造型，如圖

圖16 淡水客船碼頭太陽光電  

       
棚架

圖17 八里客船碼頭太陽光電 

       
棚架

圖18 永續教育中心光雕夜景

圖19 淡水漁人碼頭弧型表演台

       
太陽光電棚架

圖20 榮獲「國家卓越建設獎」及「全球卓越建設獎

圖13 非透光型PV 圖14 透光型BIPV（建築屋頂） 圖15 透光型BIPV（光電棚架）

16所示；八里客船碼頭，以節點空間設計配合

一系列不同形式與機能之太陽光電設備串聯永

續環境教育中心之表演廣場，配合夜間光雕使

夜晚更多樣化，如圖17、18所示；淡水漁人

碼頭，在臨河弧型表演台設置弧形太陽光電棚

架，如圖19所示，另搭配原有木棧道提供不同

之空間體驗，除設置光電候車亭外，可以看到

風帆造型的太陽能新地標如圖12所示。另分別

於此三區裝設液晶電視（LCD TV），以主動資

訊顯示方式提供相關發電資訊，利用資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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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商務會館屋頂太陽光電板組列

圖24 商務會館屋頂變流器

冬至早上08:15後不遮蔭

冬至下午16:18後開始遮蔭

圖25 商務會館屋頂太陽光電板遮蔭模擬圖

達成系統整合、設備監控、網站瀏覽等功能深

具綠能教育性。整體工程也因搭配景觀意象同

時榮獲2009年「國家卓越建設獎」環境文化類

首獎及2010年「全球卓越建設獎」永續發展類

首獎之殊榮，如圖20所示。

二、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技術服務案

本工程為配合政府綠能政策，分別於台南

園區污水處理廠、商務會舘、警察大樓及資源

再生中心設計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總裝置容量

287.6kWp，計200W太陽電池模組1,438片，6kW

變流器82組，分別與低壓電力系統3ψ4W 60Hz 

380V/220V併聯。

其中商務會館裝置容量為14.4 kWp，系統

單線圖如圖21所示，太陽電池模組裝置仰角為

向南19°，配置如圖22所示；太陽電池模組組

列與變流器安裝相片如圖23、24所示。依據能

源局申請補助要求，太陽光電板早上九點至下

午三點不可遮蔭，經本公司利用Solar Pro專業軟

體模擬本案屋頂太陽光電板遮蔭情形，確認日

照情況良好，其模擬結果如圖25所示，另依本

公司Solar Pro軟體模擬系統發電量，每年約可發

電15,510度，模擬結果如圖26所示。

圖21 商務會館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單線圖

 圖22 商務會館屋頂太陽光電板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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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商務會館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發電量模擬結果

捌、 結語

近年來由於石化能源枯竭及主要生產地政

治動盪，使得各國對能源問題日益重視。台灣

宥於本身天然資源蘊藏不足，大多依賴進口，

對於能源供給來源不穩定及石化能源產生污染

等問題所造成社會成本日益增加，在此情況下

能源政策應兼顧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目前台

灣雖是太陽電池及模組重要出口國，但太陽光

電發電量佔台灣總發電量比例仍非常小，近期

國內已通過再生能源條例，可較優厚躉購費率

回售電力，且太陽光電板造價也因太陽電池價

格下滑有下降的趨勢，預期未來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將在國內蓬勃發展，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

程之規設、施工監造及管養等技術，值得深入

探討，以因應世界潮流趨勢，並提昇國內相關

業界在國際節能減碳綠能工程上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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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2 3

系統保證作業主要係以風險評估為概念，運用各種分析技術及系統性之管理，以防

患未然，確保完成之系統工程符合其功能性、安全性及品質方面之要求。捷運交流供電

系統之系統保證，乃利用RAMS分析研究，經由展現、驗證及認證，達到確保系統可符

合全生命週期之系統保證目標(RAMS Target）。本文主要研討高雄捷運交流供電系統之

系統保證作業工程實務，介紹系統架構、RAMS分析方法、步驟及分析結果、實質進行

展現情形及驗證成果，並量化證實展現成果符合系統保證目標。

壹、 前言

以往從事軌道系統機電工程之觀念，工程

施作過程無論細設或監造，除依契約相關規定

執行外，若能夠取得ISO 9000相關認證後就可

算品質保證周全了；高雄捷運公司（Kaohsiung 

Rapid Transit Corp., KRTC）為充分保證高雄大

眾捷運系統之可靠度（Reliability）、妥善率

（Availability）、可維修度（Maintainability）

及 安 全 性 （ S a f e t y ） ， 符 合 與 高 雄 捷 運 局

（Department of Kaohsiung Mass Rapid Transit, 

KMRT）之興建營運合約，要求合約商提供系統

保證（System Assurance），以量化分析證實系

統之高可靠度、高可利用度及低維修工時。

高雄捷運交流供電系統（Alternative Current 

Power Supply, ACPS）工程因此導入系統保證

作業，進行系統RAM分析、預估、驗證及危害

系統事件之安全量化分析及管控，確保系統可

達到高可靠度、妥善率、可維修度及安全性。

ACPS已施工完成並配合營運供電中，至今運

作情況良好符合營運需求，本文謹就ACPS 之

RAMS作業工程實務作研討。

貳、 系統保證概論

系統保證作業係經由系統RAMS分析研究、

展現、驗證及認證，確保系統可符合全生命週

期之系統保證目標（RAMS Target）。

一、 概論

RAMS是系統長期運轉操作的特徵，並且

在系統生命週期中藉由已建立之工程觀念、方

法、工具及技術來達成，有關RAMS之定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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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systems/subsystems/

components）

(二) 高 可 靠 度 及 高 妥 善 率 （ H i g h 

reliability and availability）

(三) 安全可靠（Safety reliable）

(四) 環 境 衝 擊 管 控 （ 自 然 及 人 工 ） 

（Environmental  impact control

（natural and artificial））

(五) 自動偵測警示（Automatic alarm 

detection）

(六) 容易維修（Easy maintenance）

(七) 容許故障備援結構（Fault tolerant 

redundant architecture）

三、 系統生命週期

依EN 50126（The Specif icat 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 in ta inab i l i t y  and  Sa fe t y  fo r  r a i lway 

application.）可靠度、妥善率、維修度、安全

性之規範與實證規範中所闡述的系統生命週期

（System Life Cycle）觀念如圖 1所示，系統生

命週期V型曲線中的十四個階段包含最初的系

統概念成形、設計、製造至運轉維護、到系統

除役為止。在生命週期中各個階段均需進行不

同的規劃、管理、管制及監測等作業，使能在

承諾的時程內，將系統中可能承受的風險降低

至合理可接受的程度，以獲得最恰當的最終產

品。

如下：

RAMS ： 是 可 靠 度 （ R e l i a b i l i t y ）  、 妥

善 率 （ A v a i l a b i l i t y ）  、 維 修 度

（ M 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 及 安 全 度

（Safety）英文單字字首的組合，此組

合便稱為RAMS。

可靠度： 一種概率，用以描述系統或產品項

目在指定時間間隔 （T1-T2）及條件

下，能夠執行被要求功能的概率。

妥善率： 在指定的時刻或時間內，若所需之外

部資源能供應時，系統或產品在給定

條件下，達成某項需求功能之能力狀

況。

維修度： 當維修的進行是在指定的條件下並使

用指定的資源及程序時，對於一已知

的主動維修行動，在指定的時間間隔

內能夠被施行的機率。

安全度： 不存在不可接受風險的傷害。

二、 RAMS 工作目標

系統RAMS特徵可用定性及量化程度指標

藉由各種邏輯分析、機率與統計技術來表示，

而這種程度指標是描述系統（或是次系統、組

件）有效及安全執行所指定功能時，系統之

可信賴程度及證明，使其系統安全符合需求

（RAMS Requirements），RAMS工作目標如下：

(一) 高性能系統/次系統/元件（High 

品。

圖1 系統生命週期V型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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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主變電站供電區間圖

置，終期則各車站均設置，各主變電站供電區

間詳如圖2所示。

二、 供電系統架構

捷運系統為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為避免供

電設備故障無法供電，影響營運或旅客安全，

主變電站供應各車站之22.8kV線路採環路系統設

計，且3座主變電站可經由O5/R10車站之22.8kV

開關設備，於任一主變電站停電或故障時互為

備援轉供，供電系統架構詳如圖3所示，典型供

電系統單線圖 （紅線BSS1）如圖4所示。

圖3 交流供電系統架構圖

圖4 典型供電系統單線圖（紅線BSS1）

參、 高雄捷運交流供電系統簡介

高雄捷運初期路網包含紅、橘兩線，紅線

南起小港區小港（R3）車站，沿中山路接博愛

路至橋頭（R23）火車站，全長約28.3公里，

包含15座地下車站（R3~R16）、8座高架車站

（R17~R23）、2座機廠（North Depot, South 

Depot）。橘線西起西子灣（O1）車站，沿中正

路至大寮機廠，全長約14公里，包含13座地下

車站（O1~O14）、1座地面車站（OT1）、1座

機廠（Main Depot）。

一、 主變電站供電區間

ACPS共設置3座主變電站（Bulk Supply 

Substation, BSS）分別由台電引進雙迴路161kV

電源，經主變壓器降壓為22.8kV供應車站變電站

（Station Substation, SSS）、機廠變電站（Depot 

Substation, DSS）及軌道動力變電站（Traction 

Substation, TSS）所需用電，各車站均於上、下

行側各設置1處SSS，TSS初期約每間隔1車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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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ACPS主要設備型態管理階層圖

三、 供電系統主要設備

ACPS主要設備包括161kV主變壓器、161kV

開關設備、22.8kV開關設備、22.8kV配電變壓

器、緊急發電機及輔助設備等，依系統別區分

為3階型態管理項目階層，如圖5所示，主要設

備現場完成實景，如圖6所示。

主變壓器 161kV GIS 161kV Relay Panel

輔助變壓器 22.8kV CGIS 22.8kV RMU

諧波濾波器 緊急發電機 錯線盤（MS）

ADP & DDP 充電機及電池 緊急跳脫站（ETS）

圖6  現場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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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Passenger 
Risk（per passenger 

journey）

Individual Employee 
Risk（per year）

1/3*0.01*10-9 0.4*10-4

伍、 RAM作業

ACPS系統保證目標值訂定後，即需建

立系統保證計畫書，並視實際需要輔以歐規

EN50126、EN50128及IEC61508等規定，作為

RAM作業遵循方針。

一、 提送文件

ACPS自計畫開始至展現結束，依計畫時程

分別提送下列有關分析作業之計畫書及報告。

(一) 系統保證計畫書（System Assurance 

Plan, SAP）

(二) 次系統RAM目標值配當（Allocation 

RAM Target for Subsystem, ARAM）

(三) R A M 初 步 分 析 研 究 及 預 估 報 告

（Preliminary RAM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Report, PRAM）

(四) R A M 細 部 分 析 研 究 及 預 估 報 告

（RAM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Report, DRAM）

(五) 故 障 模 式 、 效 應 及 嚴 重 性 分

析（Failure Modes Effects And 

Criticality Analysis, FMECA）

(六) RAM展現計畫（RAM Demonstration 

Plan, RDP）

(七) RAM展現報告（RAM Demonstration 

Report, RDR）

肆、 系統保證目標值

為符合與KMRT之興建營運合約要求，保障

旅客及服務同仁在運轉、維護期間之安全及適

當地達成運轉目標， KRTC訂定系統保證計畫，

分配各系統之可靠度目標值，並於合約中明訂

條款要求ACPS統包商（中鋼及施耐德聯合承攬

商）於設計及施工階段，必須進行相關系統高

可靠度、低維修工時、高可利用度及降低危險

性之分析研究及驗證工作，並訂定ACPS下列各

項目標值。

一、 可靠度目標值

每月服務延遲次數

（次）

平均故障間隔時間

（小時）

0.2 2585.5

註：1.平均故障間隔時間（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MTBF）之定義為每月服務延遲次數除
每月營運時間。 

     2.高雄捷運每日營運17小時，每月營運時間為
517.1小時，MTBF計算如下：

 MTBF＝517.1 hrs÷0.2＝2585.5hrs

二、 可維修度目標值

平均維修時間（Mean Time To Repair , 

MTTR）：≦1.5 hrs

三、 系統安全度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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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估單一及複數備援系統或可靠度方

塊圖。

3. 故 障 模 式 、 效 應 分 析 （ F M E A s ）

及 故 障 模 式 、 效 應 及 嚴 重 性 分 析

（FMECAs）。

4. 可維修度預估。

(三) 假設條件

1. 元件間之故障率不互相影響屬獨立事

件。

2. 各元件之故障率不變動。

3. 各元件0級保養維修工時為0.5小時。

4. 硬體可靠度（MTBF）使用RBD採串聯

模式分析。

5. 服務延遲是一個審查關鍵點，假設和

限制如下：

(1) 任何兩個或三個BSS供電正常時，

ACPS可正常供電。

(2) 發電機於2個BSS以上無法供電

時，啟動供應緊急及維生電源所

需。2個BSS以上同時故障無法供

應系統正常運轉時，與系統可靠

度無關，不列入計算分析。

(3) 任一SSS（不包括O5及R10）或

TSS無法供電，整個捷運線仍然可

以運作正常，故該故障不計入服

務延遲次數。

6. 平均每月運轉時間為517.1小時，該數

值會影響任務可靠度之計算，但不影

響MTBF、MTTR及妥善率。

二、 分析作業

(一) 分析方法

1. 不考慮經營環境和經營情況，硬體可

靠度預估採由下而上的方法來執行，

先預估最底層元件的可靠度，逐項建

立系統可靠度樹型圖，各子系統可靠

度方塊圖之連接採串連模式，如此可

逐層而上預估全系統之可靠度。

2. 可維修度預估同樣採由下而上的方法

來執行。先預估最底層元件的維修工

時，逐項建立系統可維修度樹型圖，

如此可逐層而上預估全系統之可維修

度。通常維護工時僅考慮元件拆除、

更換、測試和清潔而已。維護工時被

稱為對設備，線上或0級保養工時。至

於必須後送之設備及元件其離線、脫

線或中級（I級）/廠級（D級）所需維

護工時，不計入可維修度估算。

3. 依上述預估方法，並根據系統功能

和運轉任務分析，以建立系統可靠

度方塊圖（Reliability Block Diagram, 

RBD），並使用蒙地卡羅（Mon t e 

Carlo）隨機模擬測試方法，進行系統

妥善率預估。

(二) 分析工具

主要分析工具使用Relex 軟體公司之

Relex Reliability Software V6.1，此軟體

可執行以下內容：

1. 使用Bellcore, MIL - HDBK- 217和機械

手冊預估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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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BSS1,BSS3 and BSS5

2:3 Parallel

FR:5.5802
Assy.: BSS

Qty:2

FR:5.5802
Assy.: BSS

Qty:2

7:8 Parallel4:5 Parallel

FR:1.6104
Assy.: S100

Qty:8

FR:1.6104
Assy.: S100

Qty:8

FR: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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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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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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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1.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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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y:13

FR:1.6104
Assy.: D100,D200

Qty:3

FR:1.6104
Assy.: D100,D200

Qty:3

2:3 Parallel

SSS of R3,R4,R4A,R5,R6,R7,R8,R9 TSS of R3,R4,R4A,R6,R8 DSS of SDN1,SDN2,SD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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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y.: T400,T500

Qt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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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y.: T400,T500

Qty:2

SSS of O1,O2,O4,O6~O14,OT1TSS of SDT1,SDT2

FR:1.6104
Assy.: D100,D300

Qty:2

FR:1.6104
Assy.: D100,D300

Qty:2

1:2 Parallel

DSS of MDN1,MDN2SSS of O5 TSS of O5

FR:2.2596
Assy.: S400

Qty:1

FR:1.2846
Assy.: T200

Qty:1

TSS of MDT1,MDT2

FR:2.817
Assy.: S300

Qty:1
7:8 Parallel

FR:0.913
Assy.: T100

Qty:8

FR:0.913
Assy.: T100

Qty:8

TSS of R12,R14,R16,R18,R20,R2A,R23

SSS of R11~R22,R2A,R23

12:13 Parallel

FR:1.6104
Assy.: S100,S200

Qty:14

FR:1.6104
Assy.: S100,S200

Qty:14

SSS of R10 TSS of R10

FR:1.2846
Assy.: T200

Qty:1

FR:0.913
Assy.: T400,T500

Qty:2

TSS of NDT1,NDT2

FR:1.6104
Assy.: D400

Qty:2

DSS of NDN1

End

6:7 Parallel

FR:0.913
Assy.: T100

Qty:7

FR:0.913
Assy.: T100

Qty:7

TSS of O1,O2,O7,O9,O12,O14,OT1

圖7  系統可靠度方塊圖（RBD）

三、 分析作業模式

於概念設計階段及基本設計階段，依以往

類似系統之營運數據及參考相關資料庫資訊，

對各項子系統及設備進行RAM目標配當及全系

統可靠度進行預估，並將各項設備之RAM目標

值納入採購規範中，要求設備供應商必須達成

此目標值。

細部設計階段，依據最終系統架構及各設

備商所提出之RAM保證值，重新計算全系統之

RAM值，提送KRTC核備後作為後續RAM展現及

驗證之參考。

四、 分析作業順序

1. 分析系統架構

2. 建 立 系 統 及 次 系 統 可 靠 度 方 塊 圖

（RBD），如圖7及圖8所示。

(四) MTBF計算方法

任務可靠度（Mission Reliability）

R = e-λt

Rsys = [1-(1-R1)(1-R2)˙˙˙]

Rsys：可靠度（Reliability）

λ：故障率（Failure Rate）

 T：運轉時間（Operation Time）

(五) 可維修度（Ｍaintainability）

 

λi： 單 一 故 障 率 （ I n d i v i d u a l 

Failure Rate）

Ti： 單獨維護時間（Indiv idua l 

maintenance hour）

設計妥善率（Design Availability）

 

運 轉 妥 善 率 （ O p e r a t i o n 

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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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備可靠度及權重配當

於初步設計階段，設計藍圖僅

有大致輪廓，裝備、組件的數量、尺

寸、精確的位置及所處之環境尚無詳

細定義，系統保證（RAM）工程師須

蒐集類似系統之營運及維修資料、參

考業主同意採用之資料庫資料、設備

廠商所提供之RAM資料以及依以往

工程經驗判斷分析，進行各次系統之

RAM目標值配當，並往下延伸至各主

要設備之RAM目標值配當，提供設備

採購合約之必要條件以符合系統保證

要求。

4. 使用功能可靠度方塊圖進行分析。

5. 採由下而上之方式進行預估可靠度，

各可靠度方塊採串連模式連接計算，

Star

1:2 Parallel

FR:0.2572
Qty:2

MCT:0.5hr

Assy.: B101

FR:0.2572
Qty:2

MCT:0.5hr
161kV GIS

FR:0.2572
Qty:2

MCT:0.5hr
161kV GIS

FR:4.9683
Qty:1

MCT:2.25hr
XT-T

Assy.: B1T0
FR:21.475

Qty:1
MCT:1.79hr

XT-S

Assy.: B1S0

FR:0.7904
Qty:2

MCT:0.5hr
BAT

Assy.: B105
FR:1.653

Qty:1
MCT:0.5hr

RY

Assy.: B1A0
FR:0.0528

Qty:1
MCT:0.5hr

ADP

Assy.: B1A0

FR:0.0396
Qty:1

MCT:0.5hr
DDP

Assy.: B1B0
FR:0.0096

Qty:1
MCT:0.5hr

CABLE

Assy.: B106

Stop

Star

RMU(SSSA)1:2 Para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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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y:1

MCT:0.5hr

FR:0.0047
Qty:1

MCT:0.5hr
RMU(SSSB)

BAT

FR:0.7904
Qty:2

MCT:0.5hr

FR:0.0528
Qty:1

MCT:0.5hr
ADP

Assy.: S1A0

FR:0.0396
Qty:1

MCT:0.5hr

Assy.: B1B0
FR:0.0096

Qty:1
MCT:0.5hr

Assy.: B106

Assy.: S105

Assy.: S102

TR.

FR:4.1043
Qty:1

MCT:1.35hr

FR:4.1043
Qty:1

MCT:1.35hr

Assy.: S101

TR.

DDP CABLE Stop

Star RMU(DSSA)1:2 Parallel

FR:0.047
Qty:1

MCT:0.5hr

FR:0.0047
Qty:1

MCT:0.5hr
RMU(DSSB)

BAT

FR:0.7904
Qty:2

MCT:0.5hr

FR:0.0396
Qty:1

MCT:0.5hr
ADP

Assy.: SD1A0

FR:0.0396
Qty:1

MCT:0.5hr

Assy.: D1B0
FR:0.0096

Qty:1
MCT:0.5hr

Assy.: D106

Assy.: D105

Assy.: D102

TR.

FR:4.1043
Qty:1

MCT:1.35hr

FR:4.1043
Qty:1

MCT:1.35hr

Assy.: D101

TR.

DDP CABLE Stop

Star

1:2 Parallel

FR:0.0929
Qty:2

MCT:0.5hr

Assy.: T102

FR:0.0929
Qty:2

MCT:0.5hr

22.8kV CGIS

FR:0.0929
Qty:1

MCT:0.5hr

22.8kV CGIS

FR:4.1043
Qty:1

MCT:1.35hr

TR

Assy.: T101

FR:0.0132
Qty:1

MCT:0.5hr
ADP

Assy.: T1A0
FR:0.0096

Qty:1
MCT:0.5hr

CABLE

Assy.: T106

Stop

D100

S100B100

T100

圖8  次系統可靠度方塊圖（RBD）

表1 初步設計階段系統RAM預估值與目標值比較

項      目Item 可靠度MTBF 可維修度MTTR 妥善率(%) Availability (%)

交流供電系統目標值 2585.5 hrs 1.5 hrs NA

交流供電系統可靠度方塊圖預估 8990.4 hrs 1.40 hrs 99.971

不考慮運轉環境及運轉狀況。

6. 依據各次系統可靠度方塊圖預估妥善

率。

7. FMECA提供設備分析元件故障模式及

其對系統影響之評估，並研究其改正

措施。

8. 列舉出可靠度關鍵項目（Reliability 

Critical Item, RCI），持續進行追蹤及

管制，預作妥善因應計畫與措施，提

升系統可靠度及營運妥善率。

五、 分析結果

1. 初步設計階段，系統RAM預估值與目

標值比較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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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以提升系統可靠度及營運妥善

率。

FR:0.2572
Qty:2

MCT:0.5hr

FR:0.2572
Qty:2

MCT:0.5hr

FR:0.2572
Qty:2

MCT:0.5hr

FR:4.9683
Qty:1

MCT:2.25hr

FR:21.475
Qty:1

MCT:1.79hr

FR:0.7904
Qty:2

MCT:0.5hr

FR:1.653
Qty:1

MCT:0.5hr

FR:0.0528
Qty:1

MCT:0.5hr

FR:0.0396
Qty:1

MCT:0.5hr

FR:0.0096
Qty:1

MCT:0.5hr

Assy.: B100

1:2 Parallel

Assy.: B101 Assy.: B1T0 Assy.: B1S0

Assy.: B105 Assy.: B1A0 Assy.: B1A0

Assy.: B1B0 Assy.: B106

Common Cause Failure

161kV GIS

161kV GIS TRACTION POWER STATION POWER

BATTERY CHARGER PROTECTION RELAY 
FOR 161kV SYSTEM

ADP

DDP CABLE
End

Star

圖9 ACPS 可靠度關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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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ACPS BSS故障系統轉供模式

2. 細部設計階段，系統RAM預估與目標

值比較如表2所示。

3. FMECA分析結果

經由完整確認並分析系統各階段

功能（含介面），使用系統功能及可

靠度方塊圖釐清各方塊圖間之關係，

經檢討共有184項潛在故障模式及對系

統產生影響，依其發生頻率及對系統

之影響嚴重程度評估，建立FMECA矩

陣如表3所示。

4. 可靠度關鍵項目（RCI）辨識

依FMECA風險矩陣分析方法，列

舉出可靠度關鍵項目（RCI） 共2項，

為161kV GIS及161kV主變壓器，如圖

9所示，經持續進行追蹤及管制，訂

定該2項設備故障時之系統轉供模式

如圖10所示，並預作妥善因應計畫與

表2 細部設計階段系統RAM預估值與目標值比較

項      目 Item 可靠度  MTBF 可維修度MTTR 妥善率(%) Availability (%)

交流供電系統目標值 2585.5 hrs 1.5 hrs NA

交流供電系統可靠度方塊圖預估 8993 hrs 1.38 hrs 99.985

表3 ACPS FMECA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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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ACPS各階段安全管理作業內容

陸、 系統安全分析作業

一、 說明

系統安全分析作業係運用各種工程及管理

之原理、規範與技術等，設法使系統在運轉效

能、時程及經費等各項限制因素下，於生命週

期內仍保有最佳安全程度。其目的為事前預防

不幸事件發生，而非等待事後再採取改正行動

與補救措施。主要工作在鑑別系統中可能存在

的各類風險事件，並設法消除或降低風險。

二、 作業內容

ACPS依設計、安裝及測試驗證等三階段，

執行各項系統安全管理作業，作業內容詳如圖

11所示。

三、 提送文件

自概念設計階段至生命週期驗證階段完

成，依計畫時程分別提送下列有關系統安全分

析作業之計畫書及報告。

(一)安全管理計畫書（Safety Management 

Plan, SMP）

六、 展現

設計階段結束即提出RAM展現計畫，展

現內容包含可靠度及可維修度，展現過程業

主工程單位及獨立驗證與認證（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IV&V）顧問均全程

參與驗證，展現期間共183天，每日營運17小

時，ACPS按月提出實績月報。依實績月報紀

錄，展現期間並無與RAM相關之故障發生，一

般故障發生89次，總計修護更換時間共105.42

小時， ACPS展現之MTBF及MTTR計算如下：

MTBF ＝累計運轉時間／累計RAM有關故障次數

 ＝[17小時/天×（30+31+31+30+31+30）天]÷0次故障

 ＝ ∞ 

MTTR ＝累計修復時間/累計故障次數 

 ＝105.42 repair hrs ÷ 89 fails 

 ＝1.1845 repair hrs / fails

七、 系統保證結論

綜上所述，ACPS全系統及各項設備在為期6

個月（合計183天）之RAM展現測試，顯示其結

果符合合約規定之RAM目標值與分析預估值，

且所有故障均涵蓋於FMECA分析表所列，並無

其他故障發生，證實ACPS RAM展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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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系統安全對危險事件之控制

圖12 系統安全管理作業方式

四、 安全管理作業方式

系統安全管理作業方式依EN-50126所定

義，共分為7階段詳如圖12所示，系統安全對危

險事件之控制如圖13所示。

(二)初步安全研究（Preliminary Safety Study, 

PSS）

(三)災害登記冊（Hazard Log, HL）

(四)初步安全證明（Preliminary Safety Case, 

PSC）

(五)細部安全研究（Detail Safety Study, 

DSS）

(六)設計/系統安全證明（Design/System 

Safety Case, DSSC）

(七)安全驗證計畫（Engineering Safety 

Validation Plan, ESVP）

(八)安全驗證報告（Engineering Safety 

Validation Report, ES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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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AZOP會議新增Hazard

7.  FMECA分析新增Hazard

(六)故障及事件樹型分析（Faul t  T ree 

Analysis and Event Tree Analysis, 

FTA&ETA）

(七)風險量化評估分析（Quantified Risk 

Assessment, QRA）

(八)詳細安全分析（Detail Safety Analysis, 

DSA）

(九)確認危害因素於設計階段均獲得管

控，降低至可接受程度。

(十)提出系統安全驗證計畫

六、 系統安全作業成果

(一)所有與安全有關及RAM有關計畫工作

項目，已於SMP、SAP交互參照。

(二)部分保護減輕措施已於設計階段確認

已納入設計，其餘於測試階段及營運

階段須進一步確認已達成。

(三)ACPS安全完整度等級（Safety Integrity 

Level, SIL）為 “0＂。 

(四)8個KRTC現存與ACPS有關之Hazard，

其減輕措施已結合於 ACPS Hazard 

Log，並登錄於KRTC Hazard Log。

(五)HAZOP會議所產生15項新Hazard及22

項減輕措施，已彙整一致。

五、 系統安全作業分析方法

(一)系統與次系統危害分析（System and 

Sub-System Hazard Analysis, SHA/

SSHA）

(二)內部與外部介面危害分析（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face Hazard Analysis,  

IHA）

(三)運轉與支援危害分析（Operation & 

Support Hazard Analysis,  O&SHA）

(四)危害與運轉妥善率探討（Ha z a r d 

and Operation Availability Research,  

HAZOP）

(五)系統安全危害登錄（Hazard Log）

ACPS辨識危害項目包括電氣機房

火災、電纜經燃燒產生毒氣、機房淹

水、地震、颱風、電氣故障、台電停

電、緊急跳脫站功能故障、1處SSS故

障及1處TSS故障等共登錄24項，研擬

減輕措施共36項，部分作業成果如表4

所示，產出來源包括：

1.  土建基本設計顧問及機電系統管理

顧問Hazard辨認

2.   HAZOP會議討論及結論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CECI）內

部探討

4.  土建基本設計顧問及KRTC工程單

位新頒布Hazard辨認

5.  介面Hazard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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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部分ACPS 系統安全危害登錄表

災
害
編
號 Hazard ID

模
式 Mode

系
統 System

子
系
統 Sub-system

位
置 Location

災
害
說
明 Description

影響/後果
Effects/Consequences

影
響
旅
客

Group Affected Passenger

影
響
員
工

Group Affected Staff

影
響
公
眾

Group Affected Public

影
響
承
包
商

Group Affected Contractor

主要成因
Primary

次要成因
Secondary

原
訂
風
險
頻
率

Original RiskFrequency
原
訂
風
險
嚴
重
性

Original Risk Severity

原
訂
風
險
等
級

Original Risk Rating

減
輕
措
施
編
號

Mitigation ID

OA-05-F-0

Operation

HV Power Supply

BSS

Fire at BSS room

No s igni f icant  effect  to the 
system operation condition due 
to other two BSSs can take over 
the full function of the one of bad 
BSS or vice versa.

V V
1.  Failure or malfunction 

of BSS-ACPS 
equipment. 

2. Cable fault

Design failure (like failure 
to specify flame retardant 
c a b l e s ,  i n c o r r e c t  l o a d 
calculation sorinitial protection 
settings)

C 4 R3

OA-05-F-0-S2C0-00000-
01-00

OA-05-F-0

Operation

HV Power Supply

BSS

Fire at BSS room

No s igni f icant  effect  to the 
system operation condition due 
to other two BSSs can take over 
the full function of the one of bad 
BSS or vice versa.

V V

1.  Failure or malfunction 
of BSS-ACPS 
equipment. 

2. Cable fault

Design failure (like failure 
to specify flame retardant 
c a b l e s ,  i n c o r r e c t  l o a d 
calculation sorinitial protection 
settings)

C 4 R3

OA-05-F-0-S2C0-00000-
02-00

OA-05-G-0

Operation

HV Power Supply

S2CB

TSS

Fire at TSS room

No s igni f icant  effect  to the 
system operation condition due 
to other TSSs can take over the 
full function of the one of bad 
TSS or vice versa.

V V

1. Failure or malfunction 
of TSS-ACPS 
equipment. 

2. Cable fault

Design failure (like failure 
to specify flame retardant 
c a b l e s ,  i n c o r r e c t  l o a d 
calculation sorinitial protection 
settings)

C 4 R3

OA-05-G-0-S2CB-00000-
01-00

OA-05-G-0

Operation

HV Power Supply

S2CB

TSS

Fire at TSS room

No s igni f icant  effect  to the 
system operation condition due 
to other TSSs can take over the 
full function of the one of bad 
TSS or vice versa.

V V

1. Failure or malfunction 
of TSS-ACPS 
equipment. 

2. Cable fault

Design failure (like failure 
to specify flame retardant 
c a b l e s ,  i n c o r r e c t  l o a d 
calculation sorinitial protection 
settings)

C 4 R3

OA-05-G-0-S2CB-00000-
02-00

OA-05-H-0

Operation

HV Power Supply

S2CB

SSS

Fire at SSS room

1. One station will lose partial 
air conditioning and normal 
lighting due to loss of half 
normal power supply. 

2. Possible trip/slip/fall injuries 
to the passengers due to 
suddenly dimmed lighting or 
escalator unexpected stop.

V V

1. Failure or malfunction of SSS-
ACPS equipment. 

2. Cable fault Design failure (like fail ure 
to specify flame retardant 
c a b l e s ,  i n c o r r e c t  l o a d 
calculation sorinitial protection 
settings)

C 3 R2

OA-05-H-0-S2CB-00000-01-00

OA-05-H-0

Operation

HV Power Supply

S2CB

SSS

Fire at SSS room

1. One station will lose partial 
air conditioning and normal 
lighting due to loss of half 
normal power supply. 

2. Possible trip/slip/fall injuries 
to the passengers due to 
suddenly dimmed lighting or 
escalator unexpected stop.

V V

1. Failure or malfunction of SSS-
ACPS equipment. 

2. Cable fault Design failure (like failure 
to specify flame retardant 
c a b l e s ,  i n c o r r e c t  l o a d 
c a l c u l a t i o n s  o r  i n i t i a l 
protections ettings)

C 3 R2

OA-05-H-0-S2CB-00000-02-00

OA-05-I-0

Operation

HV Power Supply

PLANT ROOM

Fire in Plant room/Back of House 
Area

1. Fatalities or serious injuries 
2. Station Operation/Train 

Service Interruption
V

Electric fault due to circuit over load.

1. Design fault. 
2 .  M e c h a n i c a l  f a u l t  o n 
electrical machinery. 
3. Failure of trip device.

C 1 R1

OA-05-I-0-S2C0-0000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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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驗證

(一)經由Hazard Log等紀錄資料，考量各項

減輕措施之特性，配合計畫階段進展

執行下列各類安全驗證作業。

1. 測試（納入系統測試之項目或功

能，視同等效安全）

(六)依EN-50126所定義之災害發生頻率、

災害嚴重程度、風險矩陣表及風險

量化分析，確認ACPS 24項Hazard所

造成之旅客風險遠低於合約要求之

1/3*0.01*10-9，如表5所示，員工風險

亦遠低於合約要求之0.4*10-4，如表6

所示，所有有關旅客與員工之系統安

全目標， ACPS系統有信心實現。

表5 ACPS 系統安全之旅客每一旅次風險

Fire Zone
Consequence 

ID
Frequency 
(per year)

Assumed Fata 
lities

Assumed major 
injuries

Assumed minor 
injuries

EQF* Risk (EQF)
Risk 

(Fatality)

Platform 
Zone A 

(Fire occur 
at public 

area)

CONS1 4.15183E-06 0 0 1 8.86E-03 3.68E-08 0.00E+00

CONS2 1.28128E-11 0 0 4 4.25E-02 5.45E-13 0.00E+00

CONS3 1.89258E-12 0 0 4 4.43E-02 8.38E-14 0.00E+00

CONS4 6.31079E-12 0 0 4 4.43E-02 2.79E-13 0.00E+00

CONS5 9.32168E-13 0 0 6 5.76E-02 5.37E-14 0.00E+00

CONS6 1.28128E-11 0 0 6 6.20E-02 7.94E-13 0.00E+00

CONS7 1.89258E-12 0 0 4 3.54E-02 6.70E-14 0.00E+00

CONS8 6.31079E-12 0 0 7 7.09E-02 4.47E-13 0.00E+00

CONS9 9.32168E-13 0 0 7 7.09E-02 6.60E-14 0.00E+00

CONS10 6.71661E-13 1 2 28 1.48E+00 9.96E-13 6.72E-13

CONS11 9.92113E-14 3 3 42 3.72E+00 3.70E-13 2.98E-13

CONS12 3.30818E-13 4 4 51 4.47E+00 1.48E-12 1.19E-12

CONS13 4.88653E-14 5 5 76 6.70E+00 3.28E-13 2.64E-13

CONS14 6.71661E-13 5 5 64 5.59E+00 3.75E-12 3.02E-12

CONS15 9.92113E-14 5 5 76 6.70E+00 6.65E-13 5.36E-13

CONS16 3.30818E-13 5 5 64 5.59E+00 1.85E-12 1.49E-12

CONS17 4.88653E-14 7 7 96 8.38E+00 4.10E-13 3.30E-13

Summation 3.68E-08 7.80E-12

Annual passenger- jouney for R3 station (year 2030) 30,032,930

Predicted individual passenger risk (EQF per passenger- journey), for reference only 1.22E-15

Predicted individual passenger risk (fatality per passenger-journey) 2.60E-19

Not e* : EQF = Equivalent Fataltity (i.e. 1 EQF = 1 Fatality or 10 major injuries or 100 minor inju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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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運階段持續監測（透過RAM

驗證及失效紀錄與矯正措施系統

（Failure Data Record Analysis 

a nd  Co r r e c t  Ac t i o n  S y s t em , 

FRACAC））

2. 模擬演練（緊急疏散、救災操練）

3. 書面審查

(1)訓練與考核

(2)必要之功能認證

(3)分析

(4) 必要時進行破壞試驗

表6 ACPS 系統安全之員工風險

Fire Zone
Consequence 

ID
Frequency 
(per year)

Assumed 
Fatalities

Assumed major 
injuries

Assumed minor 
injuries

EQF* Risk (EQF)
Risk 

(Fatality)

Platform Zone 
A (Fire occur 

at public area)

CONS1 4.15E-06 0 0 0 0.00E+00 0.00E+00 0.00E+00

CONS2 1.28E-11 0 0 0 0.00E+00 0.00E+00 0.00E+00

CONS3 1.89E-12 0 0 5 4.50E -02 8.52E-14 0.00E+00

CONS4 6.31E-12 0 0 5 4.50E -02 2.84E-13 0.00E+00

CONS5 9.32E-13 0 2 7 2.93E -01 2.73E-13 0.00E+00

CONS6 1.28E-11 0 2 7 2.93E -01 3.75E-12 0.00E+00

CONS7 1.89E-12 1 2 5 1.25E+00 2.37E-12 1.89E-12

CONS8 6.31E-12 1 2 5 1.25E+00 7.89E-12 6.31E-12

CONS9 9.32E-13 3 6 18 3.78E+00 3.52E-12 2.80E-12

CONS10 6.72E-13 3 6 18 3.78E+00 2.54E-12 2.01E-12

CONS11 9.92E-14 0 0 0 0.00E+00 0.00E+00 0.00E+00

CONS12 3.31E-13 0 0 0 0.00E+00 0.00E+00 0.00E+00

CONS13 4.89E-14 0 0 7 6.75E -02 3.30E-15 0.00E+00

CONS14 6.72E-13 0 0 7 6.75E -02 4.53E-14 0.00E+00

CONS15 9.92E-14 0 3 10 4.39E -01 4.35E-14 0.00E+00

CONS16 3.31E-13 0 3 10 4.39E -01 1.45E-13 0.00E+00

CONS17 4.89E-14 2 3 8 1.88E+00 9.16E-14 7.33E-14

Summation 2.10E-11 1.31E-11

Number of staff work in R3 station per day (with refer to Hong Kong Railway, including em ergency reaction 
team member)

45

Predicted individual pass enger risk (EQF per year), fo r reference only 4.67E-13

Predicted individual passenger risk (fatality per year) 2.91E-13

Note * : EQF = Equiv alen t Fataltit y (i.e. 1 EQF = 1 Fatality or 10 major injuries or 100 minor inju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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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ACPS 系統安全符合性評估

EMS WBS 
Code

System 
Description

Reference of safety 
requirement

Description of Safety 
Requirement /Mitigation

Compliance 
method (short 
description)

Document Reference 
for compliance

Mitigation 
ID/Safety 

Requirement
Validation 

OK
Document Reference for 

Validation result
 Complied to S
 afety Requirements Remarks

ACPS S2CBD 22.8KV & LV 
cable PTS Chapter 9

Flame retardant BSS-
ACPS cables with low 

smoke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Commissioning 

test

Installation 
Design Detail for 

BSS1,BSS3,BSS5

OA-05-F-0-
S2C0-00000-

02-00
OK REPPS100000S2CBD0003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AD Relay Panel PTS Chapter 4.9 Check design loads and all Commissioning 
test

Single Line Diagram 
Doc.

OA-05-I-0-
S2C0-00000- OK REPPS1BS100S2CAD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B 22.8KV CGIS PTS Chapter 5 Check design loads and all 
circuit protection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Commissioning 

test

Single Line Diagram 
Doc. NO.BDD 
Dwg.00000-

000S01~S06�R0300-
000S01(TYP.)

OA-05-I-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ND000S2CBB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C 22.8KV RMU PTS Chapter 5 Check design loads and all 
circuit protection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Routing

Single Line Diagram 
Doc. NO.BDD 
Dwg.00000-

OA-05-I-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SD000S2CBC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A 22.8KV/380V 
Transformer PTS Chapter 8.3

變壓器為模鑄式，

而非油浸式，

可減少火災之擴大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Commissioning 

test

22.8/0.38KV 
Transformer SWD-

PS1-00000-
S2CBA0001

OA-05-J-0-
S2CB-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A0001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D 22.8KV & LV 
cable PTS Chapter 9 Use of low smoke, 

lowhalogen shelth armored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Routing

22.8KV Cable SWD-
PS1-00000-S2C

OA-06-7-0-
S2CB-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D0003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AD Relay Panel PTS Chapter 4.9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Single Line Diagram OB-04-1-0-

S2C0-00000- OK REPPS1BS100S2CAD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B 22.8KV CGIS PTS Chapter 5 Check the design of 
protection device.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Single Line Diagram 
BDD Dwg.00000-

000S01~S06�R0300-
000S01(TYP.)

OB-04-1-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ND000S2CBB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C 22.8KV RMU PTS Chapter 5 Check the design of 
protection device.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Single Line Diagram 
BDD Dwg.00000-

OB-04-1-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R0300S2CBC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C 22.8KV RMU PTS Chapter 5 Check the design of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Single Line Diagram OB-04-1-0-

S2C0-00000- OK REPPS1O0100S2CBC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D 22.8KV & LV 
cable PTS Chapter 9 Avoid using materials which 

will release toxic gaseou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Installation Design 
Detail for Stations 

Doc.

OB-04-1-0-
S2C0-00000-

02-00
OK REPPS100000S2CBD0003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AB 161KV GIS PTS Chapter 5

Design to avoid unintended 
access to live parts, 

including proper protection 
and padlock, key lock etc.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161KV GIS, Relay 
Panel, 22.8KV CGIS, 
RMU etc. DDD-PS1-
00000-S2CAA0001

�Typ.�

OJ-01-8-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AB0001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B 22.8KV CGIS PTS Chapter 7

Design to avoid unintended 
access to live parts, 

including proper protection 
and padlock, key lock etc.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161KV GIS, Relay 
Panel, 22.8KV CGIS, 
RMU etc. DDD-PS1-
00000-S2CAA0001

�Typ.�

OJ-01-8-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B0001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C 22.8KV RMU PTS Chapter 6.11

Design to avoid unintended 
access to live parts, 

including proper protection 
and padlock, key lock etc.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161KV GIS, Relay 
Panel, 22.8KV CGIS, 
RMU etc. DDD-PS1-
00000-S2CAA0001

�Typ.�

OJ-01-8-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C0001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AB 161KV GIS PTS Chapter 5

Design to avoid unintended 
access to live parts, 

including proper protection 
and padlock, key lock etc.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161KV GIS, Relay 
Panel, 22.8KV CGIS, 
RMU etc. DDD-PS1-
00000-S2CAA0001

�Typ.�

OJ-01-9-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F0001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B 22.8KV CGIS PTS Chapter 7

Design to avoid unintended 
access to live parts, 

including proper protection 
and padlock, key lock etc.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161KV GIS, Relay 
Panel, 22.8KV CGIS, 
RMU etc. DDD-PS1-
00000-S2CAA0001

�Typ.�

OJ-01-9-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B0001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C 22.8KV RMU PTS Chapter 6.11

Design to avoid unintended 
access to live parts, 

including proper protection 
and padlock, key lock etc.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161KV GIS, Relay 
Panel, 22.8KV CGIS, 
RMU etc. DDD-PS1-
00000-S2CAA0001

�Typ.�

OJ-01-9-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C0001       OK KRTC ap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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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ACPS 系統安全符合性評估

EMS WBS 
Code

System 
Description

Reference of safety 
requirement

Description of Safety 
Requirement /Mitigation

Compliance 
method (short 
description)

Document Reference 
for compliance

Mitigation 
ID/Safety 

Requirement
Validation 

OK
Document Reference for 

Validation result
 Complied to S
 afety Requirements Remarks

ACPS S2CBD 22.8KV & LV 
cable PTS Chapter 9

Flame retardant BSS-
ACPS cables with low 

smoke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Commissioning 

test

Installation 
Design Detail for 

BSS1,BSS3,BSS5

OA-05-F-0-
S2C0-00000-

02-00
OK REPPS100000S2CBD0003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AD Relay Panel PTS Chapter 4.9 Check design loads and all Commissioning 
test

Single Line Diagram 
Doc.

OA-05-I-0-
S2C0-00000- OK REPPS1BS100S2CAD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B 22.8KV CGIS PTS Chapter 5 Check design loads and all 
circuit protection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Commissioning 

test

Single Line Diagram 
Doc. NO.BDD 
Dwg.00000-

000S01~S06�R0300-
000S01(TYP.)

OA-05-I-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ND000S2CBB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C 22.8KV RMU PTS Chapter 5 Check design loads and all 
circuit protection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Routing

Single Line Diagram 
Doc. NO.BDD 
Dwg.00000-

OA-05-I-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SD000S2CBC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A 22.8KV/380V 
Transformer PTS Chapter 8.3

變壓器為模鑄式，

而非油浸式，

可減少火災之擴大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Commissioning 

test

22.8/0.38KV 
Transformer SWD-

PS1-00000-
S2CBA0001

OA-05-J-0-
S2CB-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A0001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D 22.8KV & LV 
cable PTS Chapter 9 Use of low smoke, 

lowhalogen shelth armored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Routing

22.8KV Cable SWD-
PS1-00000-S2C

OA-06-7-0-
S2CB-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D0003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AD Relay Panel PTS Chapter 4.9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Single Line Diagram OB-04-1-0-

S2C0-00000- OK REPPS1BS100S2CAD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B 22.8KV CGIS PTS Chapter 5 Check the design of 
protection device.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Single Line Diagram 
BDD Dwg.00000-

000S01~S06�R0300-
000S01(TYP.)

OB-04-1-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ND000S2CBB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C 22.8KV RMU PTS Chapter 5 Check the design of 
protection device.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Single Line Diagram 
BDD Dwg.00000-

OB-04-1-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R0300S2CBC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C 22.8KV RMU PTS Chapter 5 Check the design of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Single Line Diagram OB-04-1-0-

S2C0-00000- OK REPPS1O0100S2CBC0002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D 22.8KV & LV 
cable PTS Chapter 9 Avoid using materials which 

will release toxic gaseou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Installation Design 
Detail for Stations 

Doc.

OB-04-1-0-
S2C0-00000-

02-00
OK REPPS100000S2CBD0003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AB 161KV GIS PTS Chapter 5

Design to avoid unintended 
access to live parts, 

including proper protection 
and padlock, key lock etc.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161KV GIS, Relay 
Panel, 22.8KV CGIS, 
RMU etc. DDD-PS1-
00000-S2CAA0001

�Typ.�

OJ-01-8-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AB0001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B 22.8KV CGIS PTS Chapter 7

Design to avoid unintended 
access to live parts, 

including proper protection 
and padlock, key lock etc.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161KV GIS, Relay 
Panel, 22.8KV CGIS, 
RMU etc. DDD-PS1-
00000-S2CAA0001

�Typ.�

OJ-01-8-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B0001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C 22.8KV RMU PTS Chapter 6.11

Design to avoid unintended 
access to live parts, 

including proper protection 
and padlock, key lock etc.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161KV GIS, Relay 
Panel, 22.8KV CGIS, 
RMU etc. DDD-PS1-
00000-S2CAA0001

�Typ.�

OJ-01-8-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C0001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AB 161KV GIS PTS Chapter 5

Design to avoid unintended 
access to live parts, 

including proper protection 
and padlock, key lock etc.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161KV GIS, Relay 
Panel, 22.8KV CGIS, 
RMU etc. DDD-PS1-
00000-S2CAA0001

�Typ.�

OJ-01-9-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F0001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B 22.8KV CGIS PTS Chapter 7

Design to avoid unintended 
access to live parts, 

including proper protection 
and padlock, key lock etc.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161KV GIS, Relay 
Panel, 22.8KV CGIS, 
RMU etc. DDD-PS1-
00000-S2CAA0001

�Typ.�

OJ-01-9-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B0001       OK KRTC approved

ACPS S2CBC 22.8KV RMU PTS Chapter 6.11

Design to avoid unintended 
access to live parts, 

including proper protection 
and padlock, key lock etc.

device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Type Test 
, Routing Test , 
Commissioning 

test

161KV GIS, Relay 
Panel, 22.8KV CGIS, 
RMU etc. DDD-PS1-
00000-S2CAA0001

�Typ.�

OJ-01-9-0-
S2C0-00000-

01-00
OK REPPS100000S2CBC0001       OK KRTC approved

(二)各階段安全驗證工作

1. 設計階段

(1)有關安全之設計資料檢討

(2)設計圖及規範安全稽核

2. 施工階段

(1)各項變更安全會議

(2)現場安全稽核

(3)調查與安全有關之測試

3. 系統驗收階段

(1)支援與安全需求有關之運轉操作

(三)安全驗證結論

所有ACPS系統安全驗證作業，

包含工廠測試（Factory Accept Test, 

FAT）、現場測試（Site Test, ST）、

介面測試（Interface Test, IT）及

系統整合測試（System Integration 

Test, SIT） 共446項均已於通車前

測 試 完 成 ， 相 關 測 試 驗 證 報 告 並

經KRTC核准，其系統安全符合性

評估（Deterministic Compliance 

Assessment, DCA）彙整如表7所示。

柒、 結語

高雄捷運交流供電系統執行系統保證作

業，確保系統可符合全生命週期之目標（RAMS 

Target），其成效可由高雄捷運通車營運至今，

並未發生有關供電系統之RAMS相關事故獲得明

證。ACPS系統保證在作業過程中，承蒙高雄市

政府捷運局、高雄捷運公司、中國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電控處各級長官之指導協助；RAMS顧問

台灣德國萊因顧問公司、ACPS各相關施工承包

商與設備供應商及CECI同仁之協力配合，順利

完成系統保證作業工作，特在此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1. EN 50126, Specification & demonstration 

of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intainability 

& safety （RAMS） for railway application, 

September 1999.

2. EN 50128, Railway application: Software 

for railway control & protection system, June 

1997.

3. IEC 61508, Functional safety of electrical/

electronic/programmable electronic safety-

related system, May 2003.

4. 高雄捷運交流供電系統各項RAMS管理文件

,May 2003~April 2009.



2 │中│華│技│術│

132 │No.91│July, 2011

專
題
報
導

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字： 隧道排煙、避難逃生、縱流式+點排式、CFD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機械部／技術經理／施亮輝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機械部／正工程師／邱豪磊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機械部／正工程師／林啟基 3

關鍵字： 隧道排煙、避難逃生、縱流式+點排式、CFD

公路隧道排煙
與避難逃生系
統之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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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近年來，國際長隧道災難事件頻傳，已紛紛對於既有隧道之通風排煙系統之安全
性進行檢討，而我國交通部亦已於民國99年12月頒布「公路隧道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
範」，並依據隧道長度與交通量加以分級，且明確規範各級隧道所需之消防安全防護設
施及設備；其中，隧道通風排煙系統於隧道發生火災時，因可延緩災情擴大、增加人員
逃生時間及降低人員傷亡，尤為主動式消防搶救重要設備。

本文分別說明國內外公路隧道安全防護設施與管理之沿革與最新發展，隧道通風與
排煙系統變革之演變與最新發展，而國內歷往經常採用之縱流式或歐聯各國經常採用之
全橫流式隧道通風與排煙系統，已有「縱流式+點排式」之發展趨勢。藉由CFD三維計算
流體程式，可針對此新趨勢之通風與排煙系統進行計算，並分析系統煙控效果。同時，
配合此新趨勢通風與排煙系統之隧道火災煙控策略，並就公路隧道整體避難逃生系統之
操作程序，作完整之建議。

緊急排煙控制模式，應與隧道監控系統及交控系統相互配合，以協助用路人逃生。
隧道通風與排煙系統，亦應與避難策略相結合，以進行設施標準化，並制訂安全逃生與
救援行動策略。藉由預先規劃與完善準備之災害緊急應變措施，當可於事故發生時，將
各項損害降至最低，並確保隧道行車安全獲得最大保障。

1 2 3

壹、 公路隧道安全防護設施與管
理之沿革與最新發展

近三十餘年來，為因應我國多項艱鉅高

速公路或快速道路隧道建設，產官學界陸續引

進及研發新工法與新技術，使得台灣多條長隧

道，諸如東西向八卦山隧道、北宜彭山隧道、

雪山隧道及東部玉長隧道等，得以

陸續通車使用，惟隧道建設初期僅

止於土建工程，至中山高大業隧道

加裝風機及北二高設置消防栓與風

機，始將消防安全設備納入，後續

再有交控系統設備，而目前正積極

推動之蘇花公路改建工程，其隧道

安全防護設施與管理之觀念與技術

等，業已探討多年，並有國內外相

關長隧道防災與安全設施資料可

參。歷經多年發展，預期蘇花公路

改建工程之隧道建設，將不再僅僅為單純的土

建工程或機電設備，而是結合土建工程、機電

設備及後續營運管理，構成完整之隧道安全防

護設施，詳如圖1所示。

承前述沿革，交通部已於民國99年12月

頒布「公路隧道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範」，將

滅火器
消防栓設備
自動滅火設備隧道自動水霧設備

緊急電話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手動報警設備緊急廣播設備路況資訊顯示設備(交控)
無線電台轉播設備(交控)
監視設備(交控)

標示設備
緊急照明設備避難通道(土建)緊急停車彎(土建)

連結送水管
消防專用蓄水池排煙設備
緊急電源插座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

公路隧道安全防護設施與管理土建設施

機電設備

營運管理

防火披覆

防火披覆
警報設備

避難逃生設備(施)
消防搶救設備

避難通道 緊急停車彎
消防安全設備 交控設備

圖1  公路隧道安全防護設施與管理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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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長度分成甲、乙、丙、丁、戊，共五個等

級，隧道平均每日單孔交通量超過4,000輛時，

隧道等級往上提升，至超過40,000輛時，則分

成甲、乙、丙三個等級，而隧道內之安全防護

設施及設備，則依據公路隧道等級，相對提高

其設置規模，詳如圖2所示。

圖2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公路隧道等級

公路隧道安全防護設施及設備，可概分為

土建設施及機電設備二大項，詳如圖3所示。

歐聯各國間之交通路網，特別在阿爾卑

斯山脈廣大地區之歐聯各國，為經貿與旅運之

需，紛紛打通國與國間之山脈隧道，形成交通

樞紐，以穿梭其間，成為無國界狀態，惟近

二十餘年來，因交通量急劇增加，經常造成交

通嚴重堵塞，且該等山脈隧道群量多又長，伴

隨著如何整合隧道安全設施、機電系統及交控

系統之設計、施工、管理等議題紛至沓來，故

歐聯EC（European Commission）已於近年完成

公路隧道安全設施設置標準化，詳如圖4所示，

此一變革恰與我國公路隧道安全防護設施與管

理之觀念與技術演變，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圖4  歐聯公路隧道安全設施設置標準化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Energy and 
Transport DG ‧ B-1049 Brussels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Energy and 
Transport DG ‧ B-1049 Brussels

圖3  公路隧道安全防護設施及設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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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同年奧地利6.04公里之桃恩（Tauern 

Tunnel）隧道，以及2001年瑞士長約16.9公里

之格達（Gotthard Tunnel）隧道，三座均為單

孔雙向通行，其原始設計共同點，均為全橫流

式系統，該系統雖然開挖面積較大，所需動力

較大，工程費用較高，但廢氣不易累積，適合

較長隧道之通風，惟整段隧道全區採均壓排氣

之排煙方式，不但沒有集中，反將煙霧範圍擴

大，即使採用管道排煙，仍然造成重大災情，

有鑑於此，Gotthard隧道及其他各國長隧道於災

後修建改善或新建時，由全區排煙改為集中排

氣式，已有日漸增加之勢。

縱 流 式 + 點 排 式 通 風 系 統 （ P o i n t 

Extraction）係為最新趨勢之改良型通風與排

煙方式，其排氣管道佈設於隧道上方空間，

並搭配裝設噴氣式通風機（Jet Fan）輔助氣

流方向及推力。藉由隧道區間內之廢氣濃度設

定值，當積蓄廢氣致使隧道內廢氣濃度升高至

安全設定值，則隧道通風機啟動，而連接該區

上方管道之特定電動風門，以連鎖方式開啟排

氣（煙）口排除廢氣，風道上之其他風門，則

在關閉之位置。此操控方式為一動態式排氣系

統，性能佳，操作簡單，塞車時污染空氣直接

由管道吸入後由隧道機房排出，新鮮空氣自然

由隧道口引入，詳如圖7所示。

貳、隧道通風與排煙系統變革之
演變與最新發展

隧道通風與排煙系統，可概分為縱流式、

全橫流式（圖5A）、半橫流式（圖5B），以及

最新趨勢之縱流式+點排式（圖5C）。

圖5  隧道通風與排煙系統

我國八卦山與雪山隧道即為典型縱流式

隧道通風與排煙系統案例，八卦山及雪山隧道

分別設有一座與三座中央通風豎井及中繼站，

新鮮空氣與廢氣各有分離的獨立管道，透過豎

井進入和排出，採用縱流式通風換氣；而排煙

方式，則依循緊急應變措施及救援標準作業程

序，以「初期滅火」及「早期避難」作為隧道

防災之基本措施，即隧道發生火災時，不得將

煙霧竄至隔壁隧道造成二次事故，並能藉由排

煙風機有效抽除或推向下游出口，引導用路人

向上游逃生。另隧道兩側出口皆有自衛消防隊

常駐，一旦偵測到火警，自衛消防隊便會騎著

消防機車出動，第一時間趕往現場指揮人員逃

生疏散，以強化火災初期的黃金時段。八卦山

縱流式隧道通風與排煙系統，詳如圖6所示。

近十年來歐洲長隧道災難事件頻傳，尤其

穿越阿爾卑斯山脈（Alps）更甚，如1999年法

義邊境長約11.6公里之白朗峰（Mont Blanc）

圖6  縱流式隧道通風與排煙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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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蘇澳花蓮段工程細部設計等工程，具有良

好應用成效。

為運用FDS軟體進行火災模擬，必須先行

建立模型。車道及其上方之管道空間，係以單

一區塊（single-block）之方式建立；區塊在隧

道寬度方向，採均勻格點，軸向及高度方向，

則採不均勻格點；再定義一長方體之計算區域

後，將車道上方管道之結構，以實心固體網格

輸入，並將各區之排煙口納入(如圖8)。

設 定 車 輛 入 口 端 之 隧 道 口 流 入 風 量 為

150cms，出口端為大氣壓力邊界。隧道通風機

設於隧道兩洞口上方，設定風機固定排氣流量

之邊界條件為150cms。依據NFPA502規定，隧

道通風機應於60秒內，自靜止達到全速運轉，

假設相關偵煙器反應、火災發生確認及設備動

作，另需60秒之延遲時間，則排煙口應於120秒

模擬時間內，達到前述風量設定值。

兩座人行橫坑距離為350m，設定為一排煙

區，火災所產生之煙塵受熱向上往隧道兩側自

然擴散。俟風機運轉後，煙塵由鄰近之排煙口

經由排氣管道排出，兩端噴流式風機對火場加

圖7  縱流式+點排式通風系統示意圖

為詳細探討縱流式+點排式系統之煙控

效果，本文採用美國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學

院（NIST,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所開發的FDS（Fire Dynamics 

Simulator） 軟體進行數值計算，以分析火災

時熱煙擴散情形。該軟體自2000年2月發行

Version 1後，近年陸續更新進版，目前已發行

至5.5版。該軟體為火災專用分析軟體，除了具

有針對火災設計的前後處理工具之外，尚有其

他軟體所沒有的撒水頭模式，而後處理工具為

smokeview，可對溫度場、濃度場、壓力場等模

擬結果作動畫展示。該程式已廣泛使用於國內

多項公共工程之計算分析，例如台北、高雄、

桃園國際機場捷運之地下車站設計、國道東部

圖8  FDS模型網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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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m隧道高度，其能見度仍可>10m。俟風機穩

定運轉後，則火源位置至排煙口以外之區域，

其能見度可維持並控制>10m。

經由以上模擬分析，更可確認縱流式+點排

式系統對於熱煙擴散的控制成效。目前歐聯典

型之隧道通風方式，大多改採較大之排煙口，

即將原有橫流式通風系統之排氣口尺寸加大且

距離拉長，詳如圖5（B）與（C）所示。雖然發

生火災的時間十分短暫，但其所產生的濃煙及

炙熱，足以危害到人員逃生路徑及消防人員的

救災工作，因此設計通風系統時，應選擇一最

佳通風方式，使濃煙很快地藉上方管道抽除，

並由通風機房之通風機排出隧道外。因此，配

合此一新趨勢之縱流式+點排式隧道通風與排煙

系統，建制火災煙控策略之操作程序如下：

一、 隧道緊急煙控系統依據隧道排煙及火警偵

測系統分區，一方面執行隧道封閉及緊急

救援任務，一方面則配合隧道洞口通風機

控制系統，切換為緊急通風模式，以啟動

排煙系統通風機。

壓，限制熱煙往兩側擴散，而兩隧道口流入之

風速，可控制原先自然擴散之煙塵，逐漸回流

至火源附近，最終煙塵所擴散之範圍為火源至

排煙口間，此一區域內為危險區域，而隧道其

他區域則為安全環境，人員可雙向逃生，遠離

事故現場(如圖9)。

茲就縱流式+點排式排煙系統，模擬排煙風

機運轉前後相關輸出結果，包含煙塵、溫度、

能見度等說明如下：

圖10為煙塵之計算結果，當時間為180秒

時，風機開啟前，煙塵漫延至火源外±75m處，

俟風機穩定運轉後，煙塵仍維持控制於火源位

置（X=0m）至排煙口（X=175m）範圍。

圖11為隧道中之溫度分布，當時間為180

秒時，風機開啟前，溫度於火源處±75m內

>60℃。俟風機穩定運轉後，溫度分布於火源位

置至排煙口以外之範圍可維持控制<60℃。

圖12 為能見度分布，當風機開啟前，於火

源處±75m範圍內，為能見度較差區域，但位於

距離: m 

X=175m 

排煙口
X=0m

圖9  火災模擬案例排煙口位置示意圖

火源@0m 排煙口@175m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圖10  排煙風機運轉前後之煙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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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基本排煙需求之運轉。

四、 依排煙系統控制示意圖所示通風機操控與

人員逃生之原則，操作時就所擬定模式表

與火警偵測器佈設方式等，配合控制指令

進行控制。

火源@0m 排煙口@175m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圖11  排煙風機運轉前後之溫度分布

火源@0m 排煙口@175m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圖12  排煙風機運轉前後之能見度分布

二、 基本上在隧道內發生火災時，排煙氣流應

向排煙口集中，通風機之運轉操作以排煙

量為主，並考慮壓制濃煙防止逆流，以便

利人員由隧道洞口兩方向逃生至隧道外安

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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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消防水霧系統與排煙區劃示意圖

隧道結構之影響，一般認為混凝土高溫時

之強度將逐漸折減。隧道規劃階段應研擬

最適合之火災熱釋放率，並將人員逃生列

為事故發生時之最優先考量，隧道結構保

全，次之。各

種不同之火災

熱釋放率與溫

度時間關係，

詳 如 圖 1 3 所

示。

隧道防救災應

整體考量消防安全

設施、排煙系統、

混 凝 土 遭 遇 高 溫

特性、隧道襯砌防

火效能及設置可行

性，並就所能容忍

人員傷亡或隧道受

損程度等，權衡隧

道安全與經濟成本。另公路隧道是否應設置自

動水霧系統，國內外學者尚爭論不休，其主要

爭點在於撒水所產生的蒸氣，是否反而造成影

響用路人之避難逃生，故交通部頒布之公路隧

道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範，亦未硬性規定須設

置自動水霧等系統，惟自動水霧系統設置時，

如何連結排煙系統，當有其必要性，詳如圖14

所示。

參、隧道通風排煙與避難策略

選擇隧道通風之方式，一般而言可分為自

然通風與機械通風，而最佳之隧道通風方式，

必須具備符合經濟效益與行車安全雙重考量。

一般在興建隧道時常會受限於環境之影響，但

又需兼顧隧道通風機能；於規劃時，除需掌握

(1)降低煙塵濃度 (2)緊急排煙構想 (3)設備節能

運轉與壽年成本 (4)風機操控模式及設備維修

計畫等事項外，並應詳列及進一步確認下列對

策：

一、隧道動態排煙系統模式─公路隧道通風系

統之緊急排煙系統，應配合隧道監控系

統，並以操作簡單為風機之控制方式，以

協助用路人逃生。由於隧道上方設置管

道，每350公尺設一大排煙口（24m2），

並與逃生橫坑交錯配置，通風系統無論在

塞車或緊急時均為排氣模式。排煙口採動

態定址式，有效地將發生事故區域之煙熱

迅速排除，進而展開逃生、救援行動。

二、隧道火災規模研析─公路隧道火災熱環

境已有多項火災煙控研究，如歐聯1992 

EUREKA EU499 “FIRETUN” HGV TEST與

美國1995 Memorial Tunnel Fire Ventilation 

Test Program（MTFVTP）及國內外多篇CFD

模擬等文獻，均探討溫度與時間對車輛、

資料來源:Y. Ota, Hori, OSAKA Congress FIB 2002

圖13 隧道火災熱釋放率與溫度時間關係示意圖



2

140 │No.91│July, 2011

專
題
報
導

（24m2），與逃生橫坑（@350m）交錯配置。

火警時，監控主機將驅動下列設備，進行緊急

排煙動作，排煙風門採動態定址式控制其應變

策略為： 

(一) 打開發生火警區域（N區）之下一區

（N+1區）排煙風門。

(二) 關閉其他排煙風門。

(三) 打開設於通風機房、管轄該火警隧

道之控制風門。

(四) 起動軸流式風機進行抽風排煙。

排煙系統控制示意圖為通風機操控與人員

逃生之原則，當災害排除或人員逃生完畢，實

施全量排煙，視發生狀況之該上行或下行隧道

將濃煙迅速排除以利通車。火警訊號除由監控

主機將排煙區劃所在位置顯示外，並透過交控

肆、 隧道火災煙控操作程序

隧道通風系統除在正常狀態下達到供應

足夠的通風量外，須能在緊急情況如火災發生

時考慮因應措施充分掌握發生之地點，以避免

大量煙熱向旅客逃生方向擴散，影響人員逃生

路徑及消防人員的救災工作。當隧道發生火警

時，監控工作站之監控主機接收到火警受信總

機傳遞的火警訊息時，即依據設定之隧道緊急

排煙控制模式啟動相關機電設備，同時將火警

訊息傳回交控中心。緊急排煙控制模式係配合

隧道監控及交控系統，協助用路人逃生。

一、控制設計方式

於隧道上方設置排煙管道，每350m劃

為 一 排 煙 區 ， 每 一 排 煙 區 計 有 7 個 火 警 區

域 （ @ 5 0 m ） ， 每 區 裝 設 一 大 型 排 煙 風 門

圖15  隧道火災排煙/避難示意圖

排煙控制方式：
(1) 隧道採取縱流式+點排式(Point Extraction)之排煙系統，
 且於上行及下行雙孔隧道依設計規範(≦350m)設置防煙區劃
 ，並防止濃煙進入避難聯絡道。
(2) 隧道Jet Fan壓制火災點方向運轉，並使煙熱迅速推向下游
 N+1區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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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交控策略間採最佳化控制。於正

常狀況時，隧道通風量須隨著交通

量之改變作適當之調整，平時以用

路人行駛上的安全與舒適為設想，

確保行駛速度的視距及空氣品質，

維持CO、VI及NOx 等在規定值的最

佳條件。保持各通風設備之狀態及

各類偵測器之量測資料：

1. 通風機之運轉台數、正反轉向

及是否故障

2. 風門之開/關狀態及是否故障

3. 隧道內之廢氣濃度

4. 隧道內之風量及風向

隧道火災隧道通風系統啟動「排煙

模式」方式，詳圖16所示。

圖16  隧道通風系統啟動「排煙模式」示意圖

因在隧道行車事故導致初期火災時，產生

之煙熱尚未擴大，在災害通報程序未完成，仍

有大量車輛仍聚集在起火車輛後方；此外，用

路人亦無法得知實際狀況仍等待於車內，一旦

發現濃煙密佈，則為時晚矣一發不可收拾。因

此，本系統由於平時與緊急時之隧道內氣流有

一致性，火災逃生與救援均較能掌握。 

傳輸設備傳送至交控中心之交控電腦系統，與

火警現場交控終端設備連動。隧道火災排煙/避

難逃生與氣流控制方式，詳圖15所示。

二、逃生設計方式

(一) 避難安全性能驗證應能符合NFPA 

130六分鐘之規定。

(二) 隧道供用路人及維修人員進出使

用，該等人員必須施行定期消防訓

練與演習，並依循避難逃生標誌逃

生。

(三) 避難逃生設備包括標示設備及緊急

照明設備。

(四) 避難路徑之環境應能避免受緊急情

況危害，如爆炸、化學毒害等，且

能利於避難時使用。

(五) 步行距離之限制：隧道任一點至緊

急出口不得超過350m。

(六) 設置機械緊急排煙系統，排煙豎井

或機械進氣豎井。

(七) 逃生路徑上所有防火門均不需鑰匙

即可開啟逃生且具有自動復歸之裝

置。

三、排煙設備控制模式之相關界面

(一) 排煙閘門平時保持關閉狀態，開口

葉片之構造應不受開啟時所生氣流

之影響而關閉。管道內應保持暢

通，同時回傳開/關狀態及是否故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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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警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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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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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車輛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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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現場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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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事故隧道 非事故隧道 隧道控制中 工務巡邏車 相關救災單位

緊急排煙系統

圖17  隧道火災應變措施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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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隧道排煙/火警設備連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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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 on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Long Tunnels (長隧道設計、

施 工 及 營 運 管 理 國 際 研 討 會 ) ,  T a i p e i , 

2005.11.07 ~ 2005.11.09

雖然在歐洲公路隧道發生多次火災慘劇之

後，才喚醒隧道安全專家學者競獻改善良策，

以避免災害擴大，然而只要任何可能危及隧

道安全之風險，均須全盤掌握。以大型遊覽車

為例，整車乘客下車大概需時兩分鐘，保守估

計，一秒鐘行走0.8~1.2公尺，六分鐘內便可進

入人行連絡隧道避難。隧道火災剛發生時，開

始濃煙先是向上飄浮擴散，遇冷（上方襯砌或

側壁）後才會降下，因此3~4分鐘內是啟動「排

煙模式」最佳時機，詳如圖17所示。隧道排煙/

火警設備連動流程圖，詳如圖18所示。

伍、結論

由於公路長隧道發生事故時，避難及救災

均十分困難，尤其隧道佈設比例較高之山區地

形，應於規劃設計階段，即充分研討隧道安全

相關課題，經考量為必要設施者，均應納入隧

道工程，且為因應未來營運管理，亦應未雨綢

繆，預先規劃與完善準備相關災害緊急應變措

施，使軟、硬體建設兼備，以確保隧道行車安

全獲得最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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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近年來由於全球氣候變遷，風災期間常夾帶大量降雨量，各地區連日累積雨量屢創新
高，且屢有釀成重大災害情形，為避免民眾受到積淹水損失、降低區域淹水風險，推動總
合治水計畫，建構完善之上、中、下游防洪體系，為都市治水的必要手段1。

就都市排水而言，抽水站係屬防洪體系之最後一道防線，因此抽水站除增設提高抗洪
保護之硬體措施外，對於軟體部分若能妥善規劃操作維護管理機制或導入自動化操作管理
機制，當可提升抽水站整體防洪排水能力。

現有抽水站抽水機組之啟動及停機等操作，大多憑藉現場操作人員之經驗，藉由觀察
降雨強度及前池水位上漲速度，研判決定啟動抽水機數量及時機，以控制前池水位在安全
範圍內。為免個人之經驗及判斷，成為抽水站運轉成敗之關鍵，本文擬探討如何運用目前
已建置完成之臺北市雨水下水道監測系統及水情整合監視系統之即時資訊，並配合抽水站
自動化監控系統的建置以及分區群組遠端操作管理之機制，冀藉由即時水情資訊導入自動
化操控機制，以期達成提升抽水站管理效能、強化應變指揮能力、疏減系統負荷、降低可
能發生積淹水危害、減少人為因素導致操作失敗情形之發生等目標5,6,7。

1 2 3

壹、	背景說明

臺北市位於臺北盆地中央，地勢低漥，

夏秋兩季易受颱風豪雨侵襲，為防範颱風豪雨

侵襲，臺北市依河川防洪保護標準於各河川沿

線興建堤防，堤防兩側依市區集水區雨水下水

道系統規劃興建防洪抽水站，當河川水位高漲

時，堤內排水需仰賴抽水站抽排水，至今已

建置85座抽水站，398部抽水機組，總抽水量

2070CMS，其分佈狀況如圖1。

近年來由於全球氣候變遷，風災期間常夾

帶極端降雨量，屢有釀成重大災害情形，臺北

市在民國90年歷經納莉颱風的侵襲，造成嚴

重水患，當時，因雨量來得既快又猛、過度集

中，導致抽水站抽排水不及，曾造成部分抽水

站抽水機組受創2。

為防範再度發生類似事件，臺北市政府除

陸續辦理抽水站提高抗洪檢討評估以提升自我

保護能力，並更積極擴建抽水站及提升抽水機

組排水容量，以因應日益增加之排水需求外，

並於民國91年及92年兩度派員至國外考察先進

國家總合治水對策與防洪抽水站自動化操作管

理的成功案例3,4。當時，日本東米花谷抽水站

已可遠端監視管理及操控鄰近小型抽水站。因

此，臺北市政府在92年時也委託辦理「抽水站

自動化監控系統建置工程」的評估規劃，依河

系、地域及操作特性以群組化方式分區管理，

且先行擇定第一分區新生大排沿線等9座抽水站

試辦建置自動化監控系統，該自動化監控系統

於96年11月建置完成，歷經97、98、99年颱風

豪雨考驗，系統已逐步穩定可靠。因試辦成效

良好，擬於後續擴大對全市所有抽水站建置自

動化監控系統，依河系、地域及操作特性劃分6

個分區，進行分區群組化管理如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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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北市抽水站位置圖

圖2 臺北市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分區群組化管理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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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北市政府已建置完成的第一

分區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可遠端監控

新生大排沿線等9 座抽水站之抽水機組、

撈污機、閘門及冷卻水、燃油系統等

輔助設施，並以環狀光纖傳送至第一分

區管理中心，具備自動化運轉、遠端監

控、遠端監視、保全防盜及消防告警等

五大功能，系統架構如圖4。

(二) 臺北市雨水下水道及水情整合監視

系統

臺北市政府已於市區建置157處雨水

下水道水位監測站及36處雨量分析站(圖

5)，並於防颱中心設置有雨水下水道及

水情整合監視系統，該系統係蒐集下水

道水位、雨量資訊、河川水位、抽水站

貳、	國內外建置實例

一、	國外自動化監控系統建置實例-日本東

京都東米花谷抽水站遠端自動化監控系

統

日本東京都下水道局南部管理事務所於東

米花谷抽水站建置遠端自動化監控系統，採光

纖網路連結下水道水位站、雨量站、污水處理

廠及抽水站等，除可遠端操控場內設備外，亦

可遠端監視管理及自動化監控矢口、六鄉、羽

田、雜色、東米花谷等臨近小型抽水站之防洪

設施(如圖3)。

二、	國內自動化監控系統建置實例

(一) 臺北市政府第一分區抽水站自動化

監控系統

圖3  日本東京都東米花谷抽水站遠端自動化監控系統

圖4 臺北市政府第一分區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架構 圖5  臺北市雨量站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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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北市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
統特性

一、	抽水站自動化操控構想

台北市抽水站以集水區地盤高程及出口

河川水位是否受到潮汐漲退之影響，而區分為

感潮及非感潮站。環繞台北盆地之淡水河與基

隆河之下游河道，均屬感潮河段，感潮抽水站

排水幹線出口之河川水位變化，每日均受二次

潮汐漲退之影響，此類抽水站部分集水區之地

盤標高低於河川之平均大潮高潮位，故重力閘

門必須隨潮汐漲退開啟或關閉。非感潮抽水

站，其排水幹線出口之河川水位變化，主要受

颱風豪雨產生之洪水頂托影響，而與潮汐漲落

無關。此類抽水站之集水區地盤高程，一般均

高於河川常水位，故重力閘門平常保持常開狀

態，俾遇短暫暴雨，仍可藉重力方式自然排

水，因此抽水頻率較低7。

臺北市現有第一分區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

統雖已具備依內、外水位變化自動操控抽水機

組及閘門啟閉之功能，惟位於淡水河與基隆河

下游之感潮抽水站若僅依前述內、外水位變化

之自動操控策略，因每日均受潮汐漲退影響，

將無法有效自動操控抽水機組及閘門啟閉，若

能善用臺北市防颱中心雨水下水道及水情整合

監視系統之水情資訊，即時將各抽水站集水區

內之降雨量、下水道水位、河川水位等即時監

測資料，提供予各抽水站操作人員或自動化監

控系統，作為防洪設施操控之參考，當可在洪

水發生初期，及早啟動抽水機組，以提高抽水

站防汛管理效能，其自動化操控系統構想如圖

7，其具體作法說明如下：

(一) 將該抽水站集水區內代表雨量站之

降雨量或下水道水位資訊納入自

動化操控策略，當該集水區之即

時降雨強度超過某一設定值時(如

內外水位及抽水機組與閘門操作資訊、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之河川水位資

訊、氣象局氣候及颱風動態即時資訊

等，提供分區預覽各集水區的水位及防

救災資訊。

(三)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水情監測儀控整

合系統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建置之水情監測

儀控整合系統係將全市66座抽水站防

洪相關設施之操作運轉資訊，利用有線

及無線傳輸(512K /512K ADSL VPN、

GRPS、UHF)監測與監視資料，分區傳送

至汐止、中和、永和、新店、三重、板

橋、樹林、土城、五股、新莊、蘆洲等

副控中心、四汴頭主控中心及市府大樓9

樓防災中心，掌握人員操作及設備運轉

狀況，除擷取自建雨量站及水位站資料

外，並旁收十河局水情資訊及中央氣象

局颱風動態與雨量資訊，以及基隆河淹

水預警系統等資訊，監測警戒水位及監

看水門啟閉，建立自動預警機制，惟各

階層均僅具遠端監視功能，無抽水站自

動化功能，其系統架構如圖6。

圖6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水情監測儀控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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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前池水位低於其個別抽水運轉水

位，則抽水機以1200rpm持續運轉至

停機水位。

(三) 前述操控程序未來在執行階段可依

據各站豪雨特報階段之降雨量、下

水道水位、內池水位變化及抽水機

組啟動數量等時間序列關聯數據分

析，提出微幅修正各抽水站操控程

序之建議參數。

為檢視降雨強度、下水道水位及前池水位

之關聯性，茲以臺北市成功抽水站在95年9月10

日暴雨事件之水情資訊作為評估分析：該抽水

站集水區及下水道幹線系統如圖8，相關集水面

積、集流時間、雨量站及下水道水位站等資料

如表1。

10mm/10分鐘)，系統自動由一般

降雨模式操作表切換至豪雨模式操

作表，以設定不同前池水位高程及

對應啟動抽水機組數量來因應不同

降雨強度及潮汐影響因素之操控需

求。該操作模式表可於操作畫面輸

入較高操作權限層級之密碼後允許

操作人員(如值班主管)修改設定值。

(二) 現有第一分區抽水機組引擎依前池

水位啟動自動加速至1200rpm後，尚

需由操作人員手動調速，未來將納

入PID控制策略，進行抽水機組自動

加減速控制，當抽水機組引擎啟動

自動加速至1200rpm後，可依前池水

位與其個別抽水運轉水位之差值作

PID調控抽水機組轉速至額定轉速，

背投影顯示器
(50吋X4)
背投影顯示器
(50吋X4)
背投影顯示器
(50吋X4)

水情整合監視系統

背投影顯示器
(50吋X4)

中央氣象局

十河局

自動控制邏輯

圖7  抽水站自動化操控構想示意圖

圖8 成功抽水站集水區及下水道幹線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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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成功抽水站集水區、雨量及水位資料表

站名 總抽水量
(c.m.s)

集流時間
(min)

集水面積
(ha)

集水區內雨量站或
鄰近代表雨量站

集水區內下水道
水位站

成功 32.00 29.3 170.6 南港雨量站 成功1、成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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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成功抽水站降雨強度與下水道水位關聯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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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成功抽水站下水道水位與前池水位關聯分析圖

間差約為40分鐘，如圖9及圖10，故若將雨量及

下水道水位資訊納入自動化控制策略，預估可

提早因應時間為各抽水站集水區之集流時間。

經檢核該暴雨事件時，成功抽水站集水區

代表雨量站降雨量與下水道水位之反應時間差

約為20分鐘，下水道水位與前池水位之反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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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管理中心遠端監視系統：可遠端

監視轄管各分區管理中心之防汛設

施實際運轉狀態、圖控操作畫面及

現場即時影像畫面，並提供防汛指

揮部（防颱中心）所有抽水站防汛

設施相關操作畫面及資訊。

(四) 防汛指揮部（防颱中心）遠端監視

系統：由總管理中心提供各分區管

理中心所有抽水站之防汛設施相關

操作畫面及資訊至防汛指揮部（防

颱中心）。

三、	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

為達成抽水站遠端監控功能，在各抽水站

利用複聯式PLC控制器將抽水機組、發電機、閘

門、撈污機及相關附屬設施納入監控，除可於

各抽水站自動操控抽排水設施外，同時亦可在

分區管理中心執行遠端操控功能，另外在總管

理中心及防汛指揮部可遠端監視抽排水設施的

二、	臺北市抽水站群組化管理架構

臺北市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管理架構，

由下而上計分為四個層次，分別為各抽水站自

動化監控系統、分區管理中心遠端監控系統、

總管理中心及防汛指揮部(防颱中心)遠端監視

系統，系統架構如圖11，各監控階層之功能如

下：

(一) 各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各抽水

站設置專屬工作站，可遠端操作及

監視該站內之抽水機設備、儲油設

備、供電設備、撈污機設備、閘門

設備、門禁保全設備、照明設備、

火警受信設備及其它輔助設備。

(二) 分區管理中心遠端監控系統：可遠

端遙控其所轄管之抽水站內抽水機

及相關防洪設施，並藉由光纖網路

傳回各抽水站機組實際運轉狀態及

現場即時影像畫面。

圖11  臺北市抽水站群組化分區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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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出入口設置攝影機，除了在各抽水站可依

保全警報事件鎖定目標即時監視及現地儲存影

像，在分區管理中心也可以遠端即時監視及操

控攝影機組，另外在總管理中心即防汛指揮部

也可以遠端調閱各抽水站的即時影像，其系統

架構如圖13。

設備運轉狀態，其系統架構如圖12。

四、	抽水站影像監視系統

為了配合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的建置，

在各抽水站抽水機組機房、撈污機、閘門以及

圖12 臺北市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架構圖

圖13 臺北市抽水站影像監視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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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電話、遠端廣播及視訊會議系統

(一) 網路電話與遠端廣播系統

為了提高光纖網路之附加價值，在

各抽水站、分區管理中心、總管理中心

及防汛指揮部也規劃了數位網路電話，

除供各抽水站及管理中心內部聯繫通話

外，亦可透過話務公司對外聯繫通話。

在各抽水站現場亦設置功率放大器、喇

叭及桌上型麥克風、門口機等廣播設

施，並將功率放大器與網路電話系統連

結，利用數位網路電話語音功能，可達

成分區管理中心對各抽水站之遠端廣播

及門禁對講功能，系統架構如圖14。

(二) 視訊會議系統

視訊會議系統已廣泛應用於防救災

體系，本計畫在各分區管理中心、總管

理中心及防汛指揮部亦規劃設置視訊會

議系統，颱風警戒期間，可以協助防救

災人員之指揮調度、強化應變能力，其

系統架構如圖15。

六、	光纖傳輸及備援傳輸迴路規劃

監控階層原則以環狀光纖網路架構佈設，

當任一處光纖斷線，可由另一方向傳輸，並將

斷線狀態傳回分區，以提高監控階層網路傳輸

系統可靠度。監視階層方面，分區至總管理中

心是採單迴路光纖迴路，總管理中心至防汛指

揮部則採網路專線及無線備援傳輸迴路，如圖

16。

七、	配合自動化監控系統之改善方案

(一) 離合器改善方案

原動機與抽水機直結時因啟動扭

力過大，恐造成引擎啟動困難，同時引

擎有單獨運轉試車之需要，故須使用離

合器以傳遞原動機動力，手動摩擦式離

合器須以人工推動摩擦板，無法於遠端

圖14 網路電話及遠端廣播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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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視訊會議系統架構圖

圖16 光纖傳輸及備援傳輸迴路架構

操控，為配合抽水機組可遙控操作之需

要，手動式離合器需配合更換為離心式

離合器或液壓式離合器或增設驅動設備

替代人力推動離合器。

(二) 手動油門改善方案

原動機(引擎)之手動機械式油門，有

採直線動作或採連桿弧線動作等二種型

式，其調速方式均以機械旋鈕方式帶動

機械式油門以達現場加減速功能，惟無

法於遠端操控，為配合抽水機組可遙控

操作之需要，手動機械式油門需配合更

換為電動油門驅動器(調速馬達)替代人力

推動油門，且因前池水位變化時，抽水

機組引擎之負載亦隨之變化，如水位上

升而使引擎負載變小，若為維持相同轉

速則需調整油門大小，故須增設調速控
離心式離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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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以達成遠端調速控制之功能，如圖

17。

圖17 柴油引擎手動機械式油門改善示意圖

(三) 潤滑油系統自動補油方案

豎軸式抽水機若以重力補油方式

潤滑其轉軸軸承時，為避免抽水機組無

運轉時，潤滑油亦不斷補充至抽水機轉

軸，造成潤滑油補充油箱油位降低的情

形，將增設潤滑油主油箱及液位計、潤

滑油管路增設進油電磁閥，潤滑油補充

油箱增設液位開關，連動啟閉進油電磁

閥重力補油，潤滑油補充油箱至轉軸段

亦設出油電磁閥，以配合抽水機組運

轉，連動啟閉電磁閥，其系統架構如圖

18。

(四) 燃油自動補油方案

燃油補油系統改善原則為於室外

油槽以輸油泵浦泵送燃油至日用油箱

者，將引擎及發電機之日用油箱高程調

至一致，各油箱設置輸油口及連通管，

並於其中一只油箱內設置液位開關及液

位計，以感測油位高度控制輸油泵浦啟

動、停止，另如發電機之日用油箱無法

調整至同高，則另於油箱間之連通管設

置電磁閥，於日用油箱再設1組液位開

關，用以控制電磁閥之開關，系統架構

如圖19。

肆、	功能效益

在抽水站實施自動化集中操控後，預期可

達成之功能效益如下：

一、提升管理效能：抽水站集中監控後，抽水

站之管理將由點(站)延伸為線(分區)、由線

(分區)延伸為面(總分區)，讓管理者利用系

統即時資訊做全面性的統合工作。

二、強化應變指揮能力：藉由本系統之集中監

控，即時掌握各站之機組與水位狀況，若

遇緊急事件，可於第一時間應變處理，較

利於指揮調度。

三、優化機組性能提高自動運轉功能：抽水站

管理自動化後，可利用系統整合相關水域

水情資訊，提供相關站區閘門設備與抽水

機設備運轉之依據，依各站需求設計自動

控制策略，使各抽水站能依前池水位、雨

量及下水道水位等資訊自動啟動機組抽

水。

四、提高維護品質：抽水站管理自動化後，系

統能長時間記錄機組運轉狀態及故障因

素，可提供設備維護人員維護保養之參

考，提早發現設施異常情形，提高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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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避免人為疏失，提高防洪操作安全：抽水

機組及閘門依前池水位、雨量及下水道水

位等資訊自動啟動，並由分區管理中心遠

端監控，避免人為疏失所引致之操作失

敗。

之妥善率，使抽水站於颱風豪雨期間能順

利發揮抽排水功能，確保臺北市之防汛安

全。

五、降低人力需求、減少人力費用支出：抽水

站管理自動化後，抽水機組能依前池水位

自動啟動或停止、人力可集中調度及輪

值，因此可降低人力需求。

圖18 潤滑油系統自動補油系統示意圖

LT

柴油引擎 減速機

日用油箱

柴油引擎

抽水機 抽水機

減速機

控制盤

日用油箱日用油箱

發電機

日用油箱

發電機

I

M

I

主
油
槽

M

圖19 燃油自動補油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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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發展方向

抽水站自動化發展初期可依前述自動化操

控構想先行推動，待各站豪雨特報階段之降雨

量、下水道水位、內池水位變化及抽水機組啟

動數量等長期時間序列關聯數據評估分析及持

續累積操控經驗後，未來可利用各站集水區內

之降雨量、下水道水位、內池水位變化及抽水

機組啟動數量、重力閘門啟閉等資訊，陸續導

入高階控制邏輯如模糊控制系統或類神經控制

系統，改善前述以操控模式切換之不足。

臺北市現行部分抽水站因相鄰集水區下水

道系統以連通渠道相通，可採聯合運轉相互支

援抽排水，如士林新站-士林舊站、建國站-新生

站-新生擴-建國擴、景美舊站-景美新站、港墘

站-陽光站、圓山站-大龍站-社子站、長春站-舊

民權站-錦州站、六館站-迪化站等7，若藉由抽

水站自動化操控系統分區群組操控與管理，並

整合雨量、下水道水位等資訊，未來應更有利

於抽水站聯合運轉之指揮調度成效。

陸、結語

臺北市為高度都市化的城市，為減低都市

化效應、全球氣候變遷造成風災期間或暴雨期

間極端降雨量之不利影響，以及降低區域淹水

之風險，臺北市政府積極推動總合治水計畫，

以「上游保水、中游減洪、下游防洪」流域管

理的新治水概念，位在下游的抽水站亦是總合

治水的最後一道防線，本文冀利用現行防洪排

水設備建置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進一步整

合既有降雨量、下水道水位、河川內外水位等

即時監測系統，藉由防汛科技的高度運用，以

提升抽水站防汛管理效能及維護品質，強化應

變指揮能力；機組自動化操作及早因應抽排

水，降低可能發生之積淹水危害，以確保防汛

安全；降低人力需求，並讓既有人力作更好的

運用等目標，已成為時代的趨勢及未來發展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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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冷樑、輻射冷卻、熱舒適度、外氣專用空調箱、吹風率、空氣分佈性能指標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公司／正工程師／冷凍空調技師／李志鵬 1

關鍵詞： 冷樑、輻射冷卻、熱舒適度、外氣專用空調箱、吹風率、空氣分佈性能指標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公司／正工程師／冷凍空調技師／李志鵬 1

冷樑與全外氣空
調箱系統整合之
節能效益與熱舒
適度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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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冷樑(Chilled beam)送風系統之應用起始於歐洲及澳洲並已盛行數十年，主要原因

為其優異的節能效益、提供完全混合的室內空氣分佈與舒適度、良好的室內空氣品質與

靜音運轉效果，近來隨著舉世倡議永續建築與節能的環保潮流下正快速流行於美國及世

界各國。對地處熱帶及亞熱帶氣候國家(例如：台灣)而言，冷樑送風系統是否適用於高

溫且潮濕環境，業主及設計工程師仍難免有所疑慮，是為本文除了探討冷樑送風系統空

氣分佈性能與節能效益之外，對解決產生冷凝之風險及上班前預冷操作運轉策略如何擬

定等問題，提出有效且安全可靠之對策作一說明。外氣空調箱與能源回收轉輪之設備組

合，除可處理外氣熱負荷同時對排氣作冷能回收，再串聯搭配專司處理室內熱負荷之冷

樑送風系統，為一極具創新之節能效益系統配置，整體系統工作原理亦於本文詳細論述

分析。

壹、 前言

冷樑送風系統（以下簡稱冷樑）在與室內

負荷熱交換及熱能傳送方式上為一氣水並行系

統，美國冷凍空調工程師學會於2008年所出版

手冊（ASHRAE Handbook）「設備篇」中將其歸

類為完全混流式室內終端送風設備。冷樑應用

在1960年代起始於歐洲，目前仍相當盛行並遍

及澳洲，主要原因為優異的節能效益、提供完

全混合的室內空氣分佈、良好的室內空氣品質

與靜音運轉效果，近來隨著舉世倡議永續建築

與節能的環保潮流下正快速流行於國際間，新

建築物若其外牆結構與使用性質適合條件下，

頗有相當程度逐漸取代傳統可變風量（VAV）

系統之趨勢。美國賓州大學教授Mumma, S.A.近

年來極力推動外氣專用空調箱系統（Dedicated 

Outdoor Air System, DOAS），將外氣負荷與室

內負荷採取分離冷卻處理方式，可大量減少室

內循環空調箱除濕負荷，尤其為減少進氣及排

氣風管所需裝置空間與施工成本，將能源回收

轉輪與外氣空調箱合為一體之產品設計，對設

備製造及工程設計業，在節能設計創新應用上

提供一極具開發潛力之建議方案。



2

160 │No.91│July, 2011

專
題
報
導

貳、 冷樑構造、工作原理及型式

一、 冷樑熱交換機制、構造與工作原理

人體對周邊之熱交換主要以下列三種方式

進行:

(一) 以輻射方式作熱放射

(二) 以對流方式作熱放射

(三) 汗蒸發方式作熱放射

冷樑是藉由空間的熱負荷（包括人體）和

冷樑送風口面板間之溫差所產生『對流』以及

『輻射』效應進行熱交換，同時冷樑送出乾冷

空氣亦有助於人體皮膚表面之蒸發冷卻，因此

冷樑是一結合其內部冰水盤管提供冷能以控制

室內溫度，和利用送風與回風溫差形成自然對

流及水蒸氣壓力差所建立之空調送風系統。冷

樑對人體能量平衡機制（Energy Balance）不同

於一般吸頂輻射冷卻板（Ceiling Radiant Cooling 

Panel, CRCP） 與傳統吸頂出風口，其差異比較

如表1所示。

上述熱輻射為一種類似電磁波形式將能量

由高溫熱源以光速向四周直線傳遞，吾人日常

生活中最熟悉的熱輻射現象為太陽輻射，輻射

熱以電磁波方式行進並直接傳至受熱體但不對

空氣加熱。反之，人體直接對冷樑進行『輻射

冷卻』，故人體對周邊之熱交換以輻射方式不

僅可大量節省送風機耗能並最具熱舒適效果。

表1顯示吸頂輻射冷卻板輻射冷卻效果最優，但

因產品每單位面積冷卻能量偏低，故吸頂覆蓋

率最高為其主要缺點，冷樑之輻射冷卻效果雖

次之，但產品每單位面積可提供冷卻能量遠大

於輻射冷卻板，且因產品型式多樣化易於與吸

頂結構系統搭配等優勢，近年來已普遍被採用

以取代輻射冷卻板。

二、 冷樑型式

冷 樑 分 為 主 動 式 （ A c t i v e ） 與 被 動 式

（Passive）兩種型式，依據是否有外氣供給而

定。

表1 熱傳差異比較

能量平衡機制 吸頂輻射冷卻板 冷樑送風口 傳統吸頂出風口

輻射 50% 45% 35%

對流 30% 35% 40%

蒸發 20% 20% 25%

乾冷一次空氣(Primary Air)
來自外氣空調箱

長條形噴嘴

冰水盤管

室內二次空氣
(Secondary Air)

混合送風
(Mixed Supply Air)

氣流型態

圖1 主動式冷樑構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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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動式冷樑

無外氣供給（需另以其他系統供應

至空間），其熱傳機制包括輻射與自然

對流如圖2[1]所示，其工作原理如下:

1. 外氣專用空調箱系統處理外氣負荷，

將外氣冷卻除濕後之乾冷一次空氣另

以風管及出風口分佈至室內。

2. 被動式冷樑可採用吊掛露明式或開孔

式吸頂安裝，開孔式吸頂應有足夠開

孔率以利空氣對流。

3. 冷卻盤管以乾盤管設計主要處理室內

顯熱負荷，冷卻盤管上方預留足夠空

間以利較高溫室內空氣以自然對流上

升，經由冷卻盤管冷卻後以冷空氣之

慣性力向下送風。

(五) 主動式冷樑與被動式冷樑差異

主動式冷樑因較被動式冷樑多了一

次空氣冷卻能量，故在相同冷樑尺寸面

積下，冷卻能量較大可減少裝置數量及

吸頂覆蓋率。唯主動式冷樑單價較高，

實際應用亦可視空調負荷分佈密度高低

而採用主動式與被動式冷樑混合配置方

式。

主動式有外氣連接口由外氣專用空調箱供

給，其熱傳機制包括輻射、強制對流與自然對

流如圖1[1]所示，其工作原理如下:

(一) 外氣專用空調箱系統（Dedicated 

Outdoor Air System, DOAS）

僅處理外氣負荷，將外氣冷卻除濕

後之乾冷一次空氣與區域循環空調箱送

風混合後經由風管連接至主動式冷樑。

(二) 冷樑內部冷卻盤管以乾盤管方式設

計

主要處理室內顯熱負荷故不產生冷

凝水，較高溫室內空氣以自然對流上升

經由冷卻盤管冷卻後進入誘導風箱，受

一次空氣通過噴嘴產生誘導作用（誘導

比約3-5倍），相互混合後經由兩側風口

送出。

(三) 冷卻能量計算

以上說明可知主動式冷樑之冷卻能

量（qt）主要由一次空氣冷卻能量（qa）

如公式(1)、與冰水冷卻能量（qw）如公

式(2)以及輻射冷卻能量（qr）如公式(3)

構成:

qa (W) = Qa×1.23×(tas-tar) .....................................(1)

qw (W) = Qw×4.19×1000×(tws-twr) ..................(2)

qr (W) = A×0.15×10-8×[(tp)4 - (AUST)4].......(3)

qt (W) = qa + qw + qr .................................................(4)

 上列公式中[2]:

Qa:一次空氣流量（LPS）,Qw: 冰水流量（LPS）

tas:一次空氣溫度（℃）,tar:室內溫度（℃） 

tp:冷卻盤管表面溫度（℃）,

tws:冰水送水溫度（℃） 

twr:冰水回水溫度（℃）,

AUST:非輻射冷卻面之平均溫度（℃）

1.23:顯熱因數=1.2（1.006+1.84W）,

若空氣濕度比W=0.01時

4.19:水之比熱kJ/（kg•K）

冷卻盤管 室內回風

冰水
送／回水送風

圖2 被動式冷樑構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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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水循環泵採用變頻驅動以反應冰

水流量需求，旁通管連接一次與二

次冰水迴路維持冰水主機定流量如

圖4[3]。

(三) 溫度控制器調節冰水二通閥流量以

控制室溫，開放空間可採用群組溫

度控制，單一溫度控制器同時調節

多台冷樑冰水流量，以節省溫度控

制器裝置數量。

(四) 防 冷 凝 控 制 ： 冷 凝 感 測 器

（Condensation sensor）監視二次冰

水供應管路表面溫度，當有低於室

內空氣露點溫度產生冷凝傾向時，

立即關閉冰水二通閥如圖5所示。此

外亦可採取追蹤露點溫度而自動提

高冰水供應溫度作為第二道防止冷

凝控制策略。

              圖5 防冷凝控制示意圖

(五) 空房節能控制：紅外線感測器偵測

人員使用狀態（空房時間設定可調

整），連鎖控制照明開關、外氣風

門（最小或最大開度位置）及冰水

閥以節省能源 。

(六) 上班前預冷控制：先啟動外氣空調

箱再啟動區域循環空調箱送風作第

一段預冷除濕，俟室內空氣露點溫

度逐漸降低至相當於14℃冰水溫度

後，各區再自動開啟冰水供應系統

作第二段冷卻以防止冷凝發生。

參、 冷樑控制策略

一、 如何避免冷凝現象

為避免冷樑內部冷卻盤管產生冷凝現象，

冰水供應溫度應維持高於室內空氣露點溫度，

舉25℃/50%Rh室內設計條件為例其露點溫度約

13.86℃，故冷樑冰水供應溫度至少應在14℃以

上。但在濕熱氣候環境，外氣空調箱所需冰水

溫度（例如7℃冰水）應低於外氣之露點溫度以

利進行冷卻除濕過程。對不同冷卻負荷型態如

何提供不同的冰水溫度其解決方法如下:

(一) 採用多台冰水主機各以不同的冰水

供應溫度運轉。冰水主機以7℃冰水

供應溫度運轉以滿足外氣空調箱需

求，另設置板式熱交換器其一次冰

水流量受控制閥調節以獲得較高二

次冰水供應溫度（14℃），板式熱

交換器循環泵採用變頻驅動以反應

冰水流量需求及節省泵送能源。如

圖3[3]。

(二) 以二通閥控制一次冰水流量以獲得

較高二次冰水溫度（14℃），二次

CHILLED
BEAM 

圖3 冷樑冰水流量及溫度控制示意圖(1)

CHILLED
BEAM 

圖4 冷樑冰水流量及溫度控制示意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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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熱交換過程之空氣濕氣線圖

二、 能源回收量計算

(一) 以某辦公大樓8000m2樓板面積、

1000人員使用需供應約17000 CMH

外氣量為例，圖7[4]所示外氣條件、

送風條件、回風條件、排氣條件等

係經全熱回收轉輪廠商提供之選機

程式計算結果，各點空氣條件熱力

性質如表2所示，熱交換過程空氣濕

氣線圖（Psychrometric chart）如圖

8所示。能源回收量計算僅針對第

一道全熱回收轉輪，第二道被動式

除濕轉輪因過程近似等焓除濕與加

熱，送風氣流與回風氣流之間僅為

顯熱與潛熱之相互轉換，無焓差變

化故不予計算能源回收量。

肆、 外氣專用空調箱系統
（Dedicated Outdoor Air 
System, DOAS）

一、 負荷處理方式

外氣負荷與內部負荷採取分離冷卻處理

方式，外氣負荷預冷處理採用外氣專用空調箱

附能源回收轉輪，第一道全熱轉輪回收排氣冷

能，若室內負荷潛熱比較大，可另設第二道除

濕轉輪以降低送風濕度比及提高送風溫度如圖

6[4]。

圖6 外氣專用空調箱附能源回收轉輪流程

TO SPACE

FROM SPACE 

圖7 全熱回收轉輪空氣性質

表2 空氣條件熱力性質

序號 代號
乾球溫度
（℃）

濕球溫度
（℃）

相對濕度
（％）

濕度比
（g/kg）

比容
（m3/kg）

焓
（kj/kg）

1 OA 34 28 63.7 21.6 0.9 89.67

2 SA 27 21.1 59.4 13.3 0.87 61.26

3 RA 25 18.7 55.0 10.9 0.86 52.97

4 EA 32 26.2 63.6 19.2 0.89 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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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室內空氣分佈性能探討

主 動 式 及 被 動 式 冷 樑 在 歐 洲 分 別 有 E N 

Standard 15110及14518測試標準，且生產廠商

設有實驗室供產品驗證，有關冷樑之空氣分佈

性能與舒適度探討，本文不再進行繁雜費時的

CFD模擬驗證，而以廠商網站下載選機程式所輸

出的資料作為設計確認工具。

一、 室內空氣分佈性能探討

探討室內空氣分佈性能應針對室內負荷特

性區分為外圍與內圍區，外圍區定義為離外牆

向內約3公尺範圍，外圍區室內氣流型態由兩個

主要驅動力主導，即來自出風口之強制對流與

熱負荷產生浮力形成之自然對流。圖10所示左

邊靠窗處夏季因受日射熱及傳導熱影響，使該

區域因自然對流明顯而形成較大浮力，容易產

生送風氣流被吹離玻璃外牆（Glazed facade）之

阻斷效應（Disruptive effect），導致外圍區局部

高溫之分佈不良現象。

圖10 玻璃外牆氣流阻斷效應示意圖

出 風 口 空 氣 分 佈 型 態 應 能 產 生 較 強 的

下吹冷氣流，以利與日照輻射熱所產生之上

升熱氣流形成強制對流並抵消日照輻射熱負

荷，許多研究顯示空氣分佈型態與阿基米德數

（Archimedes Number, Ar）有極大的關連性，亦

即非等溫射流之氣流軌跡由阿基米德數決定。

有關阿基米德數公式之演繹說明如后[5]。

對強制對流力而言其特徵時間尺度tforced可定

義為:

(二) 能源（全熱）回收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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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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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熱交換能量平衡計算檢討OK！能源

回收量149 kw相當於42美制冷凍噸（USTR），

以處理外氣水側系統每冷凍噸耗能約0.8kw計

算，約可節省33.6kw用電量。上式中： 

m1，m3各為外氣(OA)及回風(RA)之質量流率（kg/s）

Q1，Q3 各為外氣(OA)及回風(RA)之體積流率（CMH）

（CMH）/3600 =（CMS）

v1，v3 各為外氣(OA)及回風(RA)之比容（m3/kg）

h1，h2 各為外氣(OA)及送風之(SA)之焓（kj/kg）

h3，h4 各為回風(RA)及排風之(EA)之焓（kj/kg）

q1t，q3t 各為外氣熱損失及回風熱獲得（kw）

圖9 外氣空調箱與冷樑連接示意圖

三、 外氣專用空調箱與冷樑連接方式

外氣專用空調箱與冷樑連接之前，亦可先

與室內循環空調箱串聯如圖9，室內循環空調箱

功能為先冷卻回風後再與外氣混合，俾提供較

大一次風量輸入主動式冷樑以增加冷卻能量輸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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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慣性力（Ar>10以上），自然對

流將主導使送風冷氣流難以下降至

工作區，導致局部空間溫度偏高，

尤其在外圍區西曬靠近玻璃外牆

處，有關工作區定義如圖11所示空

間範圍。

 

圖11 工作區示意圖

(三) 若在外圍區靠窗處加強送風形成之

表面冷卻（Skin cooling），有助於

減少日照熱對送風口氣流吹離外圍

區之阻斷效應（Disruptive effect）。

有效的解決方法為選用出風口產生

下吹氣流並提高靠窗處送風口速

度。

(四) 表3為依據建築東西南北不同方位與

分區及各區空調負荷所作之冷樑出

風口配置數量計算分析，圖12為冷

樑送風口平面配置示意，結果顯示

一次空氣換氣率(ACH)至少在2.67以

上，以4倍誘導率計算整體室內循環

換氣率應在10 ACH以上，可證冷樑

提供較佳室內換氣效果。對應表4及

表5顯示經由設備選機程式計算分析

後所提供各項參數值，可用以判讀

冷樑空氣分佈性能之良窳與否。

tforced = L/u .................................................................（9）

此處  L:室內空間特徵長度， u:送風速度，

對自然對流力而言，其特徵時間尺度tfree可

定義為:

 ..............................（10）

此處 v:運動黏滯係數，β:體積膨脹係數，g:

重力加速度，△T:室內溫度與送風溫度差

由上式知時間尺度愈大對氣流型態驅動力

影響愈小，強制對流與自然對流在時間尺度之

比率可視為兩力之間的相對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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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上式兩邊平方並重新整理為下列公式:

 ......（12）

上式中Gr: Grashof number, Re: Reynolds 

number , Ar: Archimedes number，

各常數代表之意義為: Gr:浮力/黏滯力，Re: 

慣性力/黏滯力，∴ Ar:浮力/慣性力

二、 利用阿基米德數解析冷樑空氣分佈性能

(一) 阿基米德數之物理意義為浮力與慣

性力的對抗。在非等溫射流之空氣

分佈中除了要考慮慣性力和摩擦力

之外，還須考慮浮力的影響。

(二) 送風冷氣流下降產生慣性力，室內

溫度較高自然形成浮力，若浮力遠



2

166 │No.91│July, 2011

專
題
報
導

表3  冷樑出風口配置數量

Section Area m2 Room height m W/m2 kW pieces Type m3/h per beam W per beam m3/h kW ACH

1 393 3.0 75 29.48 22 300 x 2400 150 1369 3300 30.12 2.80

2 300 3.0 75 22.50 17 300 x 2400 150 1369 2550 23.27 2.83

3 237 3.0 75 17.78 13 300 x 2400 150 1369 1950 17.80 2.74

4 350 3.0 75 26.25 20 300 x 2400 150 1369 3000 27.38 2.86

N5 160 3.0 90 14.40 16 C/1200 80 901 1280 14.42 2.67

E6 80 3.0 155 12.40 9 C/1200 100 1083 900 9.75 5.00

2 300 x 2400 150 1369 300 2.74

7 40 3.0 105 4.20 4 C/1200 100 1083 400 4.33 3.33

E8 125 3.0 155 19.38 13 C/1200 100 1083 1300 14.08 5.07

4 300 x 2400 150 1369 600 5.48

S9 158 3.0 148 23.38 13 C/1200 80 901 1040 11.71 5.36

10 300 x 2400 150 1369 1500 13.69

S10 153 3.0 148 22.64 12 C/1200 80 901 960 10.81 5.03

9 300 x 2400 150 1369 1350 12.32

W11 88 3.0 180 15.84 10 C/1200 100 1083 1000 10.83 6.06

4 300 x 2400 150 1369 600 5.48

W12 80 3.0 180 14.40 8 C/1200 100 1083 800 8.66 6.46

5 300 x 2400 150 1369 750 6.85

N13 151 3.0 90 13.59 10 C/1200 130 1394 1300 13.94 2.87

2315 236.23 201 24880 243.647

表4  玻璃外牆冷樑出風口空氣分佈性能分析

案例 一次空氣流量CMH 一次空氣溫度℃ 冷卻能量W H m X m VL m △TL ℃ Ar

1 80 13 901 3.0 1,0 0.56 -2.04 0.00036

2 80 13 901 3.3 1.0 0.50 -1.80 0.00036

3 100 13 1081 3.0 1.0 0.70 -1.96 0.00023

4 100 13 1081 3.3 1.0 0.62 -1.73 0.00023

5 80 12 928 3.0 1.0 0.56 -2.10 0.00036

6 80 12 928 3.3 1.0 0.50 -1.86 0.00036

7 100 12 1116 3.0 1.0 0.70 -2.02 0.00023

8 100 12 1116 3.3 1.0 0.62 -1.79 0.00023

表5 內圍區冷樑出風口空氣分佈性能分析

案例
一次空氣
流量CMH

冰水流
量LPH

△TW 
℃

冷卻能量 
W

H1 m VL m/s △TL ℃ VH1 m/s △TH1 ℃ Tu % DR % SW dBA

1 150 130 -5.0 1369 1.3 0.42 -1.1 0.26 -0.3

8.8 12.6

38.2

2 150 130 -5.0 1369 1.5 0.41 -1.0 0.23 -0.3 38.2

3 150 130 -5.0 1369 1.7 0.39 -1.0 0.21 -0.3 38.2

4 130 120 -4.9 1216 1.3 0.36 -1.1 0.23 -0.3

12.2 11.6

34.3

5 130 120 -4.9 1216 1.5 0.35 -1.0 0.20 -0.3 34.3

6 130 120 -4.9 1216 1.7 0.34 -1.0 0.17 -0.3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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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選機程式

選機程式輸入假設條件為:室內設計條件

25℃/50%、一次空氣溫度13℃、冰水送水溫

度14℃。前述以廠商選機程式計算分析結果所

作之空氣分佈性能設計驗證，於現場施工完成

後之性能驗證可採用空氣分佈性能指標法（Air 

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Index, ADPI）作實際

量測，其方法為「在工作區內選取多點位置作

溫度與風速量測，若量測點符合有效吹風溫度

θ(K)準則，即『在風速小於0.35 m/s下，與室內

設計溫度差異在-1.5 K 至 +1 K 範圍內』之點數

總合與總量測點數之百分比值即謂之ADPI。依

據ASHRAE Standard-55，ADPI值在80%以上可視

為滿足大多數人舒適要求。

上述有效吹風溫度之計算公式如後:

(tx - tc)- 8(vx – 0.15) .........................................（13）

上式中:

tx =量測點空氣溫度℃。tc =室內控制溫度℃。

vx =量測點風速 m/s。

陸、 熱舒適度探討

熱舒適度（Thermal comfort）經常是重要的

設計考量因素，且被影響人體能量平衡的變數

所主導，主要的變數包括: 活動程度、衣著、混

合溫度、垂直溫度梯度、平均輻射溫度、不對

稱輻射、氣流速度及空氣水氣含量等。

吸頂若以較大面積維持表面低溫有助於

人體頭部放射大量體熱，感覺上形成「頭冷腳

暖」之正確室內溫度梯度，故表1說明輻射冷

卻板及冷樑兩者均比傳統出風口增加輻射散熱

而減少對流方式與蒸發方式散熱，此種熱交換

現象有助於提高人體舒適度與器官知覺的敏捷

度，相對的可減少一般吸頂出風口（例如：散

流型（Diffuser）），因較高的出風口速度（約

0.5m/s以上）而產生較高的誘導作用及較大的強

制對流散熱，供應冷氣時反而容易造成對人體

不舒適的吹風效應（Draft effect）。

吹風效應主要受局部紊流強度（Turbulence 

intensity）影響，紊流強度為室內風速波動之標

準偏差值與室內平均風速之比，評估吹風效應

對熱舒適的影響程度可用下列公式計算吹風率

[7]:

Tu = Vα/ V * 100 ..............................................（14）

DR=[ (34 - tα )* (v-0 .05 )0 .62 ]* (0 .37*  v 

*Tu+3.14) ..............................................................（15）

上式中:

Tu = 局部紊流強度（%）

Vα= 室內標準偏差風速m/s

V = 室內平均風速m/s

DR（Draft rate）吹風率:受吹風干擾所預測不滿

意人數之百分比（%）

tα= 局部空氣溫度℃

表6[7]參照ASHRAE Standard-55所訂各項熱

N 

圖12 冷樑送風口平面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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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世界主要城市夏季外氣氣候狀況

城市 地理位置 乾球溫度℃(0.4%發生率) 濕球溫度℃(0.4%發生率) 露點溫度℃(0.4%發生率) 年平均最高溫度及濕度

台北 25.03N/121.53E 34.8 27.7 26.5 36.5/30.1

北京▲ 39.93N/116.28E 35 26.9 26.0 38/30.1

上海 31.40N/121.47E 34.4 28.0 26.9 36.4/30.1

東京 35.68N/139.77E 33.1 26.0 24.7 36.1/29.5

新加坡 1.37N/103.98E 33.1 27.6 26.9 34.1/30.5

吉隆坡 3.12N/101.55E 34.2 27.3 26.2 35.8/30.7

曼谷▲ 13.73N/100.57E 35.7 28.0 26.7 37.4/33.2

杜哈▲ 25.25N/51.57E 43.2 31.0 27.3 46.7/33.9

馬德里 40.45N/3.55W 36.1 21.9 17.4 38.7/27.2

華盛頓 38.87N/77.03W 34.7 26.0 24.5 36.9/29.4

費城▲ 39.87N/75.25W 33.7 25.7 24.1 36.1/31.7

亞得來德 34.92S/138.62E 36.3 21.6 19.2 39.1/24.6

▲表該城市已有實際使用冷樑系統案例

舒適度指標建議值，用以核對選機程式計算結

果，其中吹風率檢討計算係以頭部至肩膀40㎝

範圍（約吸頂下方1.3m~1.7m處），辦公室人員

採取坐姿新陳代謝率為1.2 Met，工作區風速小

於0.25m/s，以上分析比較結果尚符合熱舒適度

指標建議值。

柒、 冷樑送風系統之適用限制檢
討

一般業主會有疑慮為何東南亞地區類似台

灣氣候（通常僅指濕熱的夏季）卻甚少安裝案

例，台灣氣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東南亞地區

反而沒有春、秋、冬季節，故是否有案例對台

灣而言未必較其他地區值得參考。表7[8]所示為

世界主要城市夏季外氣氣候狀況，顯示所有城

市於炎熱夏季均有供應冷氣需求，且均必須經

冷卻除濕（因為外氣露點溫度均高於室內設計

條件25℃/50%rh之露點溫度13.86℃），有▲註

示的城市為已有實際使用冷樑系統案例，故冷

樑送風系統之適用與否事實上與地理環境氣候

之差異無關，而僅對外氣補充引入室內前，外

氣空調箱的冷卻除濕量會隨地理環境氣候有所

差異。冷樑送風系統適用與否應考量因素如下:

★ 外牆結構設計應避免因氣密不良造成濕

熱外氣滲入與冷樑接觸產生冷凝現象。

★ 室內潛熱負荷比較大之場所，例如:餐

廳、健身房、游泳池等恐有冷凝風險。

★ 較高換氣率需求之場所，例如:各等級工

業潔淨室或生物潔淨室。

★ 室內污染源產生較多場所，例如:化學

實驗室氣櫃需大量排氣，及空氣流向考

量。

捌、 冷樑送風系統節能效益分析

一、 冷樑送風系統定性比較分析

表8為可變風量系統與冷樑送風系統定性比

較分析。對非能源成本項目比較無論舒適度、

噪音、控制複雜度、吸頂佔用高度及淨樓板使

用面積與租戶滿意度等商業利益，均以冷樑送

風系統居絕對優勢，例如節省機房空間（每樓

層約14坪）及增加天花板淨高（每樓層至少20

㎝）。

表6 熱舒適度指標建議值

項目 建議值 計算值

吹風率（Draft rate）％ ＜20 12.6

頭腳坐姿垂直空氣溫差℃ ＜3 0.1

允許冷牆面（Cold wall）不對稱輻射溫度℃ ＜10 1.8

允許冷吸頂（Cold ceiling）不對稱輻射溫度℃ ＜14 0.8

熱舒適不滿意度％（PPD）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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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定性比較分析

項
次

項目
可變風
量系統

冷樑送
風系統

冷樑送風系統
相對優劣勢

1 空調箱量體 較大 較小 ＋

2 風管尺寸 較大 較小 ＋

3 冰水立管 相等 相等

4 樓層平面冰水管 較少 較多 －

5 天花板佔用空間 較大 較小 ＋

6 風機耗能 較大 較小 ＋

7 水泵耗能 相等 相等

8 初設空氣側成本 較低 較高 －

9 初設水側成本 較低 較高 －

10 空氣冷凝風險 較低 較高 －

11 再生噪音 較高 較低 ＋

12 控制系統複雜度 較高 較低 ＋

13 感受舒適滿意度 較低 較高 ＋

14 運轉及維護成本 較高 較低 ＋

15 租戶滿意度 較低 較高 ＋

16 淨樓板使用面積 較低 較高 ＋

二、 熱能傳送能力比較

在熱能傳送能力比較上，以流體比熱相

較，水為4.19 kJ/（kg•K）、空氣為1 kJ/（kg

•K），在相同質量流率下冷樑遠大於一般全氣

式空調送風系統（約3500：1）；冷樑為氣水並

行系統將水管分佈至現場，故吸頂配管所需空

間亦遠小於一般全氣式空調送風系統，圖13所

示為熱容量傳遞與吸頂空間比較。於冬季內圍

區仍需供應冷氣時，因冷樑供水溫度僅需15℃

以上，冰水主機可採取自然冷卻（Chiller free 

cooling）模式運轉，頗具節能效益。其工作原

理為冷卻水塔、冷卻水泵及冰水泵運轉，蒸發

器連接冷凝器之冷媒管路旁通壓縮機之控制閥

（Migration valve）開啟，冷媒在蒸發器吸熱

後氣體會自然上升至冷凝器，氣態冷媒經冷卻

水冷凝變為液態流向系統較低壓力區，於中間

季節若冷卻水溫度低於冰水送水溫度，則冰水

主機控制系統可手動切換至自然冷卻模式，壓

縮機不必運轉即可提供所需冰水送水溫度，免

除負荷過低使得冰水主機無法開機問題，如圖

14[9]所示。

舉中東地區某大規模國際金融區域開發計

畫（共10棟超高層大樓、樓板面積約71,600 

m2）為例，對室內空調送風技術解決方案共提

出下列三個系統方案作為評估對象。

方案一:全氣系統（all-air systems）

方案二:小型冷風機系統（fan coil systems）

方案三:冷樑系統（chilled beam systems）

評估準則（Evaluation Criteria）包括下列項目:

★室內空氣品質與舒適度（indoor air quality 

and comfort）

★配合空間變更與室內裝修之彈性

（Flexibility）

★設備及管線空間需求（Space requirements）

★初設成本與運轉維護成本（Cost）

最終評估總結與建議（Executive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為：

方案一：全氣系統因較大空間需求與較高

成本，後續設計將不予以考慮。

比較方案二與方案三，方案三因可提供最

優之室內空氣品質、 舒適度與高度的配合空間

變更彈性，雖初設成本稍高於方案二但可在節

省運轉維護成本獲得補償回收，故業主採用方

案三冷樑系統為後續設計依據方案。

圖15 熱能傳遞與吸頂空間比較

圖16 冰水主機自然冷卻運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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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節能效益』每年約可減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1156噸（727kw * 2500 hr* 

0.637 Kg/Kw-hr）。

★本系統經以初設成本、運轉節能效益及

維護成本評估結果，冷樑系統『投資回

收年限』為2.01年。附註：夏季電價尖

峰 NT＄3.22元／kWH ，基本電費236.2

元 ／kW。

三、 國內案例介紹

表9為舉台北某金控集團新建總部大樓為

例，對兩系統節省用電量及投資回收年作比較

分析，整體效益評估結論如下：

★冷樑系統較可變風量系統節省耗能約

727kw，樓層空調總面積約50930m2，

全年系統運轉時數以2500小時計。其

表９ 可變風量系統與冷樑空調系統節省用電量及投資回收年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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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經濟部『公司購置節約能源或利用新

及淨潔能源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採用冷樑系統應可申請抵減各年度公司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

玖、 結論與建議

由以上分析可證冷樑送風系統，因其頗

具經濟效益的『投資回收年』、顯著的『運轉

節能效益』以及提供更舒適健康的『室內空氣

品質與靜音效果』，最能符合『永續建築』的

要求及『節能減碳』的環保目標，非常值得國

內冷凍空調業界大力推廣應用。尤其在飯店客

房空調送風系統選用上，因冷樑『無風機、低

噪音、乾盤管及極低維護保養工作』等特性遠

優於業界一般習慣採用之冷風機系統；又醫院

病房常用冷風機系統若改以冷樑取代應可有效

改善滴水盤衍生之微生物感染及繁重維護保養

問題。業界面對陌生的新系統需要觀念的轉變

與學習時間，所幸市場上有關冷樑系統與設備

之研究文獻、應用案例介紹與產品相關資訊取

得相當容易，應可在短期內熟悉及設計應用。

初始安裝施工及測試時由原廠技師提供技術指

導，應可達成預期的系統性能。

美國綠建築學會（AGBC）LEED認證之評

分系統中亦認定冷樑送風口為一可獲得計分之

節能空調設備，ASHRAE Journal 近年來亦屢有

學者專家對有關冷樑之設計與應用心得撰文論

述，此外2007年10月於美國華府國家博物館舉

辦冷樑應用論壇「Chilled beam symposium」，

針對華府憲政中心（Constitution center）整建

工程中將安裝7000套冷樑送風口作案例討論，

北京某知名外商企業總部大樓已有成功運轉案

例；中東地區、上海及台北等幾個大型金融中

心開發案，經評估後亦選定冷樑系統，目前正

進行規劃設計中，可見冷樑系統之應用已獲得

各國重視與回響，過去可變風量系統流行約30

年，相信未來30年以冷樑送風系統優異的特性

與成本投資效益應具有起而代之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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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本文主要針對CECI大樓既有機電系統改善、新增及整合設計加以說明，包括空調系

統、消防系統、閉路電視系統、門禁安全系統、多媒體顯示系統、會議室系統、監控系統

及與公司內部資訊系統整合設計等，在設計上將既有不適用機電系統加以改良，及新增部

份先進、智慧及節能系統，在施工過程中嚴格執行土建與機電系統相關界面，期藉由本次

設計施工經驗，能使未來機電系統之設計與施工更加精進，相關界面配合更臻完善，並提

供一安全、舒適與高品質之環境，是為本工作團隊使命。

壹、背景說明

CECI大樓前身為廠辦大樓，本公司室內裝

修工程標始於民國99年4月，經公開評選程序，

由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承攬施工，水電空調

工程部份由其協力廠商承龍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負責施作，施工期程自99年4月12日至99年8月

15日峻工，施工工期合計約126日曆天，主要里

程碑條件為：5月23日完成6樓裝修、6月13日完

成7,8樓裝修、7月25日完成5,9,10樓裝修、8月

8日完成3,4樓裝修。以下係針對本次室內裝修

工程標機電系統改善、新增設計理念及監控系

統整合應用予以闡述，期使各界先進及同仁對

CECI大樓之機電設施更加清楚。

貳、空調系統

一、空調系統規劃設計

(一) 空調系統改善說明

CECI大樓既有空調系統係採各樓層

獨立方式供應空調，各樓層空調冰水機

房位於西側、臨近01會議室，機房內設

置有單台雙壓縮螺旋主機，其容量約100

冷凍噸，兩台冰水泵(一台備用)，兩台冷

卻水泵(一台備用)，冰水系統原採二通變

流量管路設計，配合本次室內裝修改採

三通定流量設計，設備可依各樓層使用

需求個別啟停，同時為維持辦公區域空

氣品質，人員所須外氣量係參考美國冷

凍空調協會所建議之最小外氣量每人約

8.5L/S設計，並分別由東西兩側預冷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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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各自引進新鮮外氣供給人員適當換氣

量，另基於節能考量，各樓層東西兩側

均設有二氧化碳感測器，當二氧化碳濃

度高於設定值800ppm時全速運轉，低於

設定值時則由變頻器依濃度值調整預冷

空調箱轉速，最小外氣需求如表1，各樓

層空調系統示意如圖1。

(二)空調分區控制設計

CECI大樓南側採玻璃帷幕設計，

北側採玻璃窗設計，故鄰近玻璃帷幕或

玻璃窗處空調負荷較大，空調若未分區

控制，其控制開關無論設置於內周或外

周區，均將容易造成所感應空間溫度不

一情況，故規劃設計時區分內、外周區

計算空調負荷以及獨立控制非常重要，

CECI大樓內、外周分區規劃如圖2所示。

(三) 空調舒適性及空氣品質驗證

CECI大樓自進駐後，迄今即將屆滿

一年，為驗證空調舒適性及空氣品質，

除每半年配合勞安中心辦理定期量測

外，空調專業同仁另於100年3月份協同

管理部於各樓層選取6~8點，並於接近下

圖1 CECI大樓各樓層辦公區空調系統示意圖

表1  美國冷凍空調協會-最小外氣需求

Occupancy 
Category

People Outdoor Air 
Rate Rp

Area Outdoor 
Air Rate Ra Notes

Default Values

Air 
Class

Occupant Density (see 
Note 4)

Combined Outdoor Air 
Rate (see Note 5)

cfm/person L/s*person cfm/ft2 L/s*m2 #/1000 ft2 or #/100 m2 cfm/person L/s*person

Office buildings

Office space 5 2.5 0.06 0.3 5 17 8.5 1

Reception 
areas

5 2.5 0.06 0.3 30 7 3.5 1

Telephone/
data entry

5 2.5 0.06 0.3 60 6 3.0 1

Main cntry 
lobbies

5 2.5 0.06 0.3 10 11 5.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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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氣冷式冰水主機方式交替運轉，供

應資訊機房機櫃散熱。

班時段16:00~17:30進行溫度、溼度及二

氧化碳（CO2）等相關數值量測，由量測

結果得知各樓層溫度平均值約23~24℃，

相對溼度平均值約60~64％，CO
2
平均值

約600~900ppm(5樓資訊部偏高原因係部

份冷風機未開啟，經開啟10分鐘後隨即

降至約850ppm)，符合辦公室人員舒適度

及空氣品質要求，其量測結果如圖3~圖5

所示。

二、節能減碳設計說明

(一) 資訊機房

1. 資訊機房為本公司營運重心所在，空

調需24小時全年無休運轉，為維持資

訊機房空調穩定及可靠度，共設置兩

組冰水主機，一組氣冷60冷凍噸冰水

主機設置於屋頂、另一組則利用既有

一部80冷凍噸水冷式冰水主機設置於

地下一層，經由管線共通連結，夏季

以日間運轉水冷式冰水主機，夜間運

玻璃窗

外周區

內周區

外周區

玻璃帷

圖2  CECI大樓空調內、外周區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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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CECI大樓各樓層平均溫度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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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如表2所示，冬季利用外氣低溫

經由冷卻水冷卻資訊機櫃，如圖6所

示。

3. 資訊機房除前述設置空調系統外，另

設置一套備用通風排氣系統，此通風

排氣系統亦可利用冬季外氣溫度較低

時，引入外氣以冷卻機房空間溫度，

減少空調設備運轉時間，降低空調運

轉成本，惟需注意引入外氣之相對濕

度是否過高問題。

2. 基於考量資訊機櫃散熱穩定，冬季時

可利用外氣低溫經由冷卻水透過熱交

換器，供應資訊機櫃散熱所需之冷卻

水，以取代冰水主機之耗能運轉，即

可節能。當冷卻水進水溫度低於設定

值16℃以下時，即運轉該熱交換器，

停止冰水主機運轉，若以民國99年冬

季特冷時間又長，其節能效益顯著，

估計可節省空調運轉電費約新台幣

150,000元，有關資訊機房空調設備操

冰水主機

 

熱交換器

冷卻水塔
資訊機櫃

MCV

01

MCV

02

MCV

06

MCV

05

CWP

B01

CHP

B01

MCV

03

MCV

04

MCV

08

MCV

07

17℃

22℃

16℃

21℃

冰

　水

　側

冷

　凝

　側

冰

　水

　側

冷

　凝

　側

圖6  冬季利用外氣低溫經由冷卻水冷卻資訊機櫃示意圖

表2 資訊機房空調設備操作模式表

操作模式
ACH-R01

(氣冷式冰水主
機含冰水泵)

CHU-B01
(水冷式冰水
主機) (B1F)

CHP-B01
(冰水泵浦) 

(B1F)

CWP-B01
(冷卻水泵浦) 

(B1F)

MCV-01~04
(電動二通閥)

MCV-05~08
(電動二通閥)

Tin≧16℃ 
8:00~20:00

OFF ON ON ON OP CL

Tin≧16℃ 
20:00~8:00

ON OFF OFF OFF CL CL

Tin <16℃ OFF OFF ON ON CL OP



2

No.91│July, 2011 │177

專
題
報
導

符合契約規定，經水環部於民國99年9月

21日協助於各樓層量測診斷，顯示各樓

層會議室之背景噪音峰值發生在200Hz、

400Hz及630Hz，與冰水主機主要頻帶

峰值吻合，且於機房外及會議室內明顯

可感受低頻噪音之影響，如圖8所示，

爰此，將改善重點朝向係因既有空調設

備運轉避振不良所衍生低頻噪音，後經

廠商協助新設及更新部份避振設施及於

隔音門加設隔音襯條後，得以符合契約

NC45規定。

(二) 停車場噪音改善

CECI大樓地下一層至地下三層為停

車場，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篇第139條規定，應設置每一平方公尺每

小時二十五立方公尺以上換氣量之機械

通風設備，設計階段經檢討各樓層通風

設備容量可符合規定，其通風系統如圖

9所示，惟通風設備經起動運轉後產生較

大噪音，量測停車場內噪音約80dbA且

對外百葉開口部份也由於原設計開口太

小，產生嚴重風切噪音，經整體改善後

(二) 華光會議室、一樓大廳外氣冷房設

計及LCD溫控節能開關：

華光會議室、一樓大廳利用既有空

調箱系統，採用外氣冷房設計，承如前

述，可節省可觀電費。另各樓層冷風機

採用LCD溫控節能開關，當室內溫度達到

設定值時，溫控節能開關將自動調降風

量轉速，節省運轉電費。

三、噪音改善規劃設計

(一) 空調機房噪音改善

CECI大樓各樓層空調機房冰水主

機、冷卻水泵及冰水泵為空調主要噪音

源，為避免機房內噪音對外傳遞，設計

階段經評估若於機房四周牆面及頂版黏

貼玻璃纖維，並設置隔音門，噪音值可

改善降低之最大限度為機房外1.5公尺約

NC45，符合一般辦公空間噪音值規定，

故於契約內明定該值，並採責任施工辦

理。廠商完工後實際於機房外1.5公尺量

測其噪音值約為NC56，如圖7所示，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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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空調機房外1.5公尺噪音量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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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約65dbA，圖10為排氣百葉開口加大

後改善情形，圖11為停車場內部安裝消

音百葉情形。

20 25
31

.5 40 50 63 80 10
0

12
5

16
0

20
0

25
0

31
5

40
0

50
0

63
0

80
0

10
00

12
50

16
00

20
00

25
00

31
50

40
00

50
00

63
00

80
00

10
00

0
12

50
0

16
00

0
20

00
0

Frequency (Hz)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S

P
L 

(r
ef

 =
 2

0x
10

-6
 P

a)

PUMP
Chiller
door
10F
9F
8F
7F
6F
5F
4F
3F
2F

NC25
NC30
NC35

圖8 各樓層空調機房外1.5公尺噪音值與NC曲線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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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型排氣風機箱型排氣風機 誘導式風機

消音器消音器

東側排氣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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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排氣機房

西側排氣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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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停車場通風系統流程圖

               
圖10 東側停車場排氣百葉改善成果

圖11 CECI大樓地下停車場噪音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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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泡沫滅火系統示意圖

    

  

 
圖14  泡沫自動滅火系統實測場景

參、消防系統

一、消防系統改善說明

CECI大樓消防系統，包括滅火器、消防栓

系統、泡沫自動滅火系統等，茲分述如下：

(一) 滅火器

CECI大樓原設置之滅火器有部分

老舊、滅火效能值不足及設置間距不足

等問題，已藉由本次裝修工程檢討改善

後，符合法規標準。

(二) 消防栓系統

CECI大樓原設置之消防栓設備有

部分箱體、瞄子、水帶、幫浦啟動表示

燈老舊及損壞、以及防護距離不足等問

題，已藉由本次裝修工程檢討，如圖

12，改善後符合法規標準。

屋頂消防測試
出水口測試系
統壓力流量

依設置標準
第32~42條
規定設計施工

採用原
配管系
統

取適當防護
距離配置室
內消防栓箱

室內消
防栓箱
體更新

消防泵浦
機組保養
維修

圖12  消防栓系統改善流程圖

(三) 泡沫自動滅火系統

CECI大樓地下一層至地下三層原設

置之泡沫自動滅火設備滿足法規，其系

統流程如圖13，本次改善工程已更新老

舊損壞設備並於完工後實測滅火性能，

如圖14，符合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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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門禁安全系統設計說明

系統設計前先瞭解既設大樓門禁管制方

式，參訪中鼎大樓並依據CECI大樓建築裝修之

人員及車輛動線，評估管制方式，如表2。考量

同仁及訪客進出之方便性並兼顧監控門禁安全

需求，門禁管制採方案二。

表2  門禁管制方式評估表

方案 管制樓層 優點 缺點

一 保全人員管制
(百世、大陸大樓等)

1F大廳目視
管制
(其他大樓)

‧目視管制
較有盲點

‧未配合裝
修工程施
工，未來
系統建置
困難

二 電梯、辦公室入口
管制(既有大樓)

‧可依持卡
人權限設
定區域及
管制時間

‧方便員
工、訪客
進出一樓
大廳

‧符合門禁
安全需求

‧無法一人
一卡管制
紀錄

三 1F大廳閘門管制
(其他大樓)

‧一人(車)
一卡管制

‧進出管制
紀錄

‧防疫期間
管制

‧建置費用
高

‧同仁需配
合管制措
施

‧訪客感覺
門禁森嚴

肆、閉路電視及門禁安全系統

既有CECI大樓閉路電視、門禁安全系統

由保全公司辦理門禁安全管制、系統管理與維

護，系統使用己久，部份設備移除或故障，需

更新重建。新建系統需符合管理需求，以智慧

化、網路化、資訊化、集中化、制度化，滿足

門禁安全需求及塑造企業總部形象。

一、閉路電視系統設計說明

閉路電視系統攝影機主要設置於大樓出入

口、各樓層出入口、丙梯梯間、屋凸、電梯內

及地下停車場等地點，門禁系統設置之讀卡機

及緊急壓扣地點均配置攝影機，本系統可對所

有攝影機進行全時錄影，及可提供物業管理公

司於任一時段查詢及調閱影像，並可讀取中央

監控系統所產生之火警、緊急壓扣及門禁異常

等訊號，以利調閱對應之即時影像進行鎖定及

記錄。本系統配合裝修工程進度及管制需求分

二階段建置，第一階段汰換西側各樓層、地下

室攝影機及錄影設備，但保留西側各樓層及地

下室既設攝影機至1樓櫃台之同軸電纜線路。第

二階段建置其餘各樓層攝影機及數位平台，並

將第一階段攝影機納入整合，閉路電視系統架

構詳圖15。

圖15  閉路電視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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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所賦予的各項管理、檢視、監測或各類申請

作業等需求，卡務管理系統功能如下：

(一) 系統管理：主要在於管理及維護卡

務系統從運作前必備的基礎參數設

定，至實際系統運作時的系統權限

管理規劃等。系統管理人員的各項

管理權限可以獨立設定或透過群組

的統一設定方式簡化管理流程。

(二) 人員資料管理子系統：本系統主要

功能在於管理經由MIS提供來的相關

個人資料。

(三) 卡片庫存管理：為有效且確實的管

理實際的卡片庫存及使用狀態。

(四) 申請作業處理：可由持卡本人或管

理人員透過卡務系統提供的作業申

請網頁填寫。

(五) 卡片管理:卡片管理功能可由管理人

員設定、查詢或MIS資訊系統通報。

(六) 事件記錄與查詢子系統：卡務系統

全程記錄系統在處理各項作業、警

示事件和系統錯誤等的詳細記錄。

(七) 與外部系統整合服務介面：主要提

供系統與外部系統間的互動機制/處

理服務，外部系統包含MIS資訊系

統、門禁系統、差勤系統、會議報

到系統等。

伍、多媒體顯示系統

LED全彩顯示器設置於一樓櫃台上方，以取

代既有雙色LED顯示器，可顯示文字*.txt檔及動

畫*.swf檔，系統架構如圖18。

CECI大樓門禁安全系統包括門禁安全系統

資料庫伺服器、門禁安全系統工作站、門禁讀

卡機、讀卡機控制器、I/O控制器、開門按鈕、

緊急壓扣、磁簧開關、電梯控制器、停車場管

制柵欄機、停車場管制讀卡機、停車場管制讀

卡機控制器、軟質分向桿、不斷電系統等，以

及與中央監控系統提供之軟、硬體功能及界面

整合之配合工作，本公司除員工配戴識別證作

為人員進出辦公室及停車場管制門進出管控

外，外賓及訪客則由物業管理公司之櫃台換證

並由櫃檯人員導引至受訪員工所在辦公位置處

所，工程界面架構如圖16所示，實體架構如圖

17所示。

 
圖16 門禁系統與各系統介面架構圖

圖17 門禁系統實體架構圖

卡務管理系統安裝於門禁安全系統資料庫

伺服器，在卡片生命週期內所有的階段，均由

卡務系統做最有效的管控，門禁安全系統工作

站藉由Web服務的網頁管理人員可隨時處理依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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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會議室系統

會議室系統安裝於1樓華光會議廳，本系統

需要達到以下功能：

一、 提供無線彩色觸控螢幕控制器，可經由該

控制器控制8個以上影音輸入訊號源頭。

二、 提供會議室分區燈光控制功能。

三、 本系統提供會議過程中的語音錄音，輸出

格式至少包含MP3等。

四、 控制前後投影機及電動布幕。

五、 會議高速迴轉攝影機，會議進行中當有人

按下麥克風發言鍵時，即自動啟動全功能

彩色攝影機旋轉至發言者方向(包含角度、

焦距、光圈、距離等)，將攝得影像傳輸回

控制室，並將聲音及影像同步儲存於錄影

設備中。

六、 數位會議設備，採用數位式架構模式以

CAT5e網路線連結會議主機、主席用麥克

風及所有列席用麥克風。

七、 數位音質矩陣器及16軌混音器。

八、 多媒體影音錄製播放機支援同時10點連入

遠端線上廣播功能。

圖18  LED顯示器系統架構圖

LCD顯示器設置於電梯門廳、交誼廳及華光

會議廳，軟體系統功能係提供LCD顯示器之各種

多媒體播控及播放軟體，整合DVD、CATV等影

像來源、插播跑馬燈訊息、建立播放腳本與各

媒體來源排程應用，以及將內容派送至LCD顯示

器播放之即時資訊播送系統，發揮LCD最佳視聽

功能。本系統包含近端播送控制軟體及遠端播

放軟體，採用Server-Client方式，相互連動各司

其職保證效率，其控制系統架構如圖19。

圖19  多媒體控制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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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各樓層皆設置獨立電錶，因此對台電公司

契約容量之訂定非常困難，本工程設計之初即

考量於各樓層低壓總開關箱設置集合式電錶，

該電錶功能可提供電流、電壓、KW、KVAR、

KWHD等諸多功能。

系統經由介面模組連接線讀取多功能電錶

（Modbus or RS485通訊介面）收集電力參數，

透過網路將電力數據傳回監控主機，輔以視覺

化人機介面動畫畫面，在監控主機上進行即時

用電分析與監控、歷史用電資訊回顧、用電資

訊報表、警報與事件之檢閱、用電比較趨勢圖

及用電需量監視等功能，並提供每日及月報表

作電力系統負載分析功能，如圖21。

柒、監控系統整合

CECI大樓監控系統經由各類感測元件、控

制器及電腦主機，以達到電力、空調、通風、

通訊、防災及門禁安全等監控功能。所有訊息

及警報能自動在螢光幕上，以中、英文彩色圖

形及數字方式顯示，並配合動態彩色圖形以顯

示即時的狀態及資料，使操作人員易瞭解現場

狀況，以採取必要之控制措施，本監控系統包

括下列五大子系統，如圖20所示，相關功能說

明如下：

一、電力系統功能

CECI大樓依原始設計，採低壓綜合供電系

 
圖20  監控系統五大功能

 
圖21 電力系統主畫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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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調控制系統管理應用程式

配合空調系統設備達成下列空調系統最佳

之監控，如圖22所示：

(一) 空調箱控制(AHU-201)，操作說明如

下： 

1. 起停控制：控制系統依據時間程

序控制空調箱起停。

2. 全外氣冷房控制：以外氣溫度

18℃時，自動調節外氣及回風控

制風門。

3. 回風溫度（T）控制：採用比例、

積分(PI)控制方式以調節冰水控制

閥。

4. 送風溫度（T）控制：監視送風溫

度。

5. 二氧化碳(CO2)控制：控制變頻器

轉速，以維持CO2於800PPM設定

值。

6. 過濾網監視（DPS）：當過濾網

髒至差壓開關動作時，即通知維

護人員清洗。

7. 運轉狀態：空調箱之運轉或故障

狀態。

8. 火警警報：當空調箱(AHU)所供應

的區域發生火災時，須立刻停止

空調箱的運轉。

圖22 空調系統圖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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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閉路電視系統

監控系統接收門禁安全系統告警訊號後，

經由網路傳輸至閉路電視監視系統進行影像鎖

定，本系統提供閉路電視監視系統網路傳輸通

訊協定，以利閉路電視監視系統存取事件或門

禁設備地點，進行影像鎖定功能，如圖23所

示。

四、	門禁安全系統整合應用程式

監控系統與門禁安全系統間透過電腦網路連

線，傳送火災警報訊息，並接收門禁安全系統警

報通知，警報訊息至少包含樓層別/區域、讀卡

機/管制門編號、非法入侵時間，如圖24所示。

(二) 空調箱控制(AHU-101)，與AHU-201

不同部分為新增華光會議廳操作說

明如下：

操作人員按下啟動空調操作開關

後，中央監控系統將自動開啟會議室執

行定風量控制及回風溫度控制模式。並

調節冰水控制閥開度大小，使回風溫度

維持於設定值。

(三) 控制各樓層預冷空調箱(PAH)，操作

方式與AHU-201雷同。

(四) 停車場通風控制示意圖，操作說明

如下：

以時間程序控制排風機起停控制或

依據一氧化碳(CO)濃度來控制排風機的起

停。

   
圖23 門禁狀態連鎖CCTV點位表

   圖24  門禁警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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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設備維護保養及時間排程設定

CECI大樓空調及電力設備採各樓層分散式

設計，原設備操作控制方式為值班人員於固定

時間至各樓層空調冰水機房個別開啟設備，造

成人力過度負荷以及值班人員可能因一時疏忽

忘記關閉設備，導致電費增加情事，本監控系

統除可避免及解決前述問題外，另可訂定維護

保養程式及時間排程，以提供中控室值班人員

友善之界面，使其對空調設備操作、維護保養

及時間排程設定更加簡易順手，圖25為維護保

養及排程畫面。

圖25 維護保養及排程畫面

捌、結論

一、 CECI大樓機電系統經由本次室內裝修予

以改善之後，迄今已歷經一年運轉，整體

而言，尚能滿足工作同仁需求，同仁若有

使用問題，深信機電團隊工作伙伴們，均

能於第一時間為同仁解決，使同仁能安全

舒適，並於工作崗位上發揮更好效率及產

能。

二、 閉路電視及門禁安全系統測試期間，感謝

資訊部協助提供公司內部資訊網路介接測

試及系統整合測試，並將多體系統納入公

司MIS電子表單整合，方便同仁填寫訪客

歡迎詞、顯示會議室排程及相關多媒體資

訊。

三、 各樓層冰水主機房外之噪音防治測試期

間，感謝水環部利用精密噪音儀器，協助

診斷出低頻噪音之干擾影響，使廠商順利

改善，並達成契約規定。

四、 建築資訊模型(Bu i l d i n g  I n f o rma t i on 

Modeling, BIM)3D圖形繪圖輔助工具，為未

來工程設計之發展趨勢，可有效運用於機

電各管線系統與建築界面整合，減少時效

及人力資源。

五、 CECI大樓從既有廠辦大樓經由本公司施

以建築修繕、室內裝修以及機電系統整修

後，大樓外觀已煥然一新、室內辦公環境

優雅、空氣品質相較百世大樓明顯改善以

及部份機電系統使用更加先進、智慧及節

能，本工程各施工標在堵一強副總經理辛

勤引領、督導及建築、機電、管理部門用

心監督廠商施作，雖然施工工期僅約126日

曆天，在同仁用心奉獻以及承包廠商全力

配合情形下，終能依照既訂時程完成所謂

不可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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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新機房
建置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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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綠色、節能已是當前資料中心規劃設計最受到關注的議題，但如何以維運角度

來考量資料中心的設計與建置，卻是決定往後資料中心維運成本的關鍵，而環控系

統又是整體維運的中樞，本文將分享台灣世曦資料中心興建過程中，環控系統規劃

與建置的實務經驗。

1 2 3 4

壹、 前言

隨著人們對於資訊服務的日漸依賴，整

體資訊系統的穩定性愈趨重要，而資料中心

（Data Center）負責承載著這些資訊系統。一

個完整的資料中心（以下簡稱機房）是由許多

次系統、子系統所組成，如何確保這些系統

有效的運作，便依賴著環境監控系統（EM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以下簡稱

環控系統。過往的發展受限於技術與觀念，環

控系統多著重於監視，而現在除了監視外更著

重於控制。一個完整的系統就是要提供必要的

監控能力（監視與控制），藉以有效的管理機

房內各次系統、子系統的運作，並確保提供一

個相對穩定、安全的環境，供資訊系統運轉之

所需，而在不幸遭逢災難時也可協助管理人員

進行損害控管。

一般機關或組織的機房，往往受限於規

模，在機房的建置上對於環控系統沒有過多著

墨，以整體建置經費而言，投資於環控系統的

比重也有限，通常在大型的機房（如主機代管

機房），環控系統才受到較多的關注。然而資

訊系統並不會因為其重要，就選擇放在環境較

佳的大型機房中，以現行的觀念，資訊系統普

遍還是因地制宜，就近建置在機關或組織的辦

公廳舍中，即便爾後雲端資訊環境的成熟，傳

統資訊架構還是會存在於大部分的機關或組織

中。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建置一套環控系統，

其複雜程度不亞於大型機房。辦公廳舍中的機

房通常代表了有更多的介面需加以整合，大樓

中控系統（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與機

房環控系統就有著許多的相依與相異性，如何

建構一套適當的環控系統，以確保資訊服務的

穩定與安全，是當前機房除了節能以外最需加

以關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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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仍有限制，故連接方式又發展出網路連

接，相關連接協定也開始以網路協定為主，如

Modbus TCP及SNMP。Modbus TCP是為了讓傳

統的Modbus訊號運行在現行普遍的TCP網路的

方式，而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則是一個標準的網路管理協定，是為

了因應資訊設備的管理所發展出來的，除了傳

統的機電設備外，目前機房內的網路型環控設

備皆支持此協定，此協定也漸漸取代了傳統的

連接溝通方式。惟不可避免的是許多機電設備

仍不支援此協定（實務上也不必要），故傳統

的乾接點、序列埠連接方式還是會普遍存在。

二、	控制方式、運作方式

早期透過大量繼電器（Relay）來運作，之

後演變為透過DDC（Direct Digital Controller，

如 圖 1 ） 或 可 程 式 邏 輯 控 制 器 （ P L C ，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如圖2）來運

作，PLC的出現讓整個自動化控制出現了重大改

變，在邏輯判斷上可以更多元，系統架構可以

更小型，成本也可以更低。

圖1 Direct Digital Controller

圖2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台灣世曦)在企業總部的機房建置過程中，一

直思索著如何藉由新機房的建置機會，引進新

的技術與觀念。除了機房節能與結構化佈線的

特色外，也將新觀念導入在環控系統的建置之

中，將環控系統、中控系統、資產管理等加以

整合，並藉由各專業部門的分工與協助完成實

作。藉由本文，台灣世曦將分享在新企業總部

機房的環控系統建置經驗。

貳、 機房環控系統的演進

機房環控系統的基礎就是自動化控制系

統，而自動化控制系統的發展主要是為因應軍

事與工業自動化的需求而產生，在設施管理上

隨之衍生了智慧型大樓的應用。當前大樓或建

物的中央監控系統已經普遍成為標準設施，而

資訊機房的環境監控系統相關觀念與技術，則

又是承襲中央監控系統而來。過往由於技術門

檻與建置成本的關係，一般中小型機房普遍缺

少環控系統的建立。所幸隨著科技的演進與標

準的制定，降低了環控系統的建置門檻，且因

為網路型環控系統的誕生與相關設備的支援，

讓資訊人員及機房的維運人員，可以更輕易的

架設系統，環控系統就從一套獨立運作的系

統，轉而可以整合到資訊人員所熟悉的資訊架

構中。

以下就針對不同的系統面做粗淺的介紹，

來說明機房環控系統的演進：

一、	設備連接方式

早期的環控系統，普遍透過乾接點的方式

來連接設備，但是以此方式所能監控的組態不

多，隨後演變出透過序列埠（RS232、RS485、

RS422）的方式來連接設備，進而可以監控更

多的系統組態。但是序列埠在設備的整合與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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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如此設計的考量因素在於設備的整合性

及安全性。因為機房內許多設備需要更精細的

監控，但往往只能藉由專屬的介面來監控，若

透過標準協定來介接，大多僅能監視組態而不

能控制組態，且基於安全的理由，機房設施不

適合由中控室人員來直接操控。

以下便針對不同的子系統來說明台灣世曦

設計思維與實際建置的內容：

一、	電力系統

● 大樓中控監控：市電監視、緊急發電

機監控、ATS監控、油位狀態監視、緊

急電力切換自動化控制。

● 機房環控監控：分電盤監視、市電監

視、UPS監控、電力迴路監視、電源排

插監控、電力啟停群組自動化控制。

● 中控與環控整合：環控系統在圖控介

面上可以監視中控系統中，每個與機

房有關的電力組態。

機房中最重要的電力設備莫過是

UPS，整個機房就是承載在UPS系統

的保護之上。現今資訊系統都強調共

用、集中化架構，最主要的共用系統

就是網路與儲存設備。很多資訊行為

都是橫跨多台設備與系統方能完成，

緊急狀態時，若一個完整的資訊行為

或交易未完成，而電力就貿然中斷，

將會導致部分資料損毀，如果損毀的

是重要資料，就可能導致難以承擔的

後果，所以如何有效的監控UPS是非

常重要的課題。台灣世曦機房內有N+1

模組式UPS與機櫃式獨立式UPS，藉由

定期的測試，可以了解UPS個別元件

的狀態，尤其是電池，藉由記錄每個

三、	呈現方式、管理方式

在訊息的呈現方式上，早期是燈號面板與

開關式的控制介面，隨著資訊科技的演進，慢

慢整合成圖型化的系統介面，也就是SCADA/ 

HMI（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Human Machine Interface）即俗稱的圖控介面。

這樣的介面又延伸出數位儀表板（Dashboard）

的概念，可以將訊息整合到各類資訊系統中呈

現，且隨著行動通訊與資訊系統行動化的發

展，相關圖控的呈現已可整合至行動裝置中，

而不單單只是過往的簡訊報警。

四、	架構方式

在系統架構上，以往的系統普遍是集中化

的星狀架構，隨著DDC與PLC的出現，系統已轉

化成階層式的主從式架構，且為了因應如此彈

性、複雜的架構，尤其自動化控制設備往往由

不同的廠商所供應，如何整合異質設備甚至是

異質平台，是非常大的挑戰，於是業界就發展

出了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的工業標

準，藉由統一的OPC Server提供不同設備與系

統的溝通與資料交換平台，大幅簡化了系統整

合的程序，而使用者端藉由SCADA系統與OPC 

Server介接，統合所有訊息與狀態的呈現。

參、 台灣世曦的機房環控

台灣世曦機房由於是建置在既有的辦公大

樓中，機房環控與大樓中控系統架構上各自獨

立但可互相交換訊息。機房內所有系統介接在

機房環控系統上，位於機房外部但屬於機房專

用的系統則介接在大樓的中控系統上。機房的

環控系統經由標準協定，監視中控系統中與機

房維運相關資訊，統一經由預先設定的自動化

邏輯來控制，或統一經由大樓中控室來控制。

中控室則僅針對機房的必要系統進行監視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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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房環控監控：送風機監控、冰水監

控、漏水偵測、環境監控、外氣環境

監視、風機控制、風門控制、外氣節

能自動化控制、熱通道封閉控制。

● 中控與環控整合：環控系統在圖控介

面上可以監視中控系統中，每個與機

房有關的空調組態，中控系統於圖控

介面上可以監視機房環控的空調組

態。

台灣世曦機房在空調節能設計上

有兩個特色，分別為：(1)外氣節能，

(2)冷卻水節能。這兩個節能系統都是

電池模組的使用時間，在電池壽命屆

期前，預警系統人員提早展開因應作

業，藉此確保UPS系統的運作。

電力迴路配置上，每個設備機櫃

皆有兩個獨立迴路，每一迴路接有一

獨立的電源排插，排插則使用可網管

切換式（Switch PDU），如圖3，透

過網路可控制每個插座的啟閉，監控

整支排插的負載，也可透過排程來控

制每個開關的啟閉延遲時間，尤其資

訊系統的啟停上有其順序性，不正確

的開關機順序將導致資訊服務異常。

台灣世曦將不同類型的設備分組，

並設定不同的延遲時間，配合Switch 

PDU，可以更細膩的自動化控制設

備，也可以更精確的監控機房內每個

機櫃的負載，如圖4。

二、	空調系統

● 大樓中控監控：冰水機監控、幫浦監

控、板式熱交換監控、冷卻水塔監

控、冰水監控、外氣環境監視、冰機

切換自動化控制、冷卻水節能自動化

控制。

圖4 環控系統電力PDU監控畫面

  
圖3 Switch 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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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出風溫度歷史圖表

為了達到最佳的節能效果，台

灣世曦機房充分落實了冷熱通道的分

隔，主要區域皆以熱通道封閉方式來

處理，如此在節能上可以獲致良好的

效果。但是若遭遇空調系統失敗時，

因為熱通道封閉的原因，熱聚效應

會非常明顯且快速，如此易在短時間

內導致資訊設備熱當機。為了解決此

問題，台灣世曦在設計上分別採用了

主、被動方式來因應，即在環境溫度

上升到一定條件時，機房內的消防排

氣與排煙風機將被啟動，強制引進外

氣來冷卻機房，以維持機房的運作，

並降低可能的風險。

三、	消防系統

● 大樓中控監控：煙霧感知監視、消防

廣播報警系統。

● 機房環控監控：煙霧感知監視、氣體

消防監控、排氣與排煙系統控制、風

門控制。

● 中控與環控整合：中控系統於圖控介

面上可以監視機房的消防組態。

藉由冬天時戶外溫度比機房所需的環

境溫度還低的情況，利用自然條件來

冷卻機房。外氣節能為直接引進適當

溫、濕度的戶外空氣來冷卻機房，冷

卻水節能則利用特定溫度條件下，透

過板式熱交換器，直接將冷卻水與冰

水做熱交換來冷卻機房，以減少冰水

機的使用。在傳統的冰水機上亦有兩

套異質的系統來交替運作，一套為水

冷式冰水機，一套為氣冷式冰水機，

故台灣世曦的機房是傳統空調系統搭

配上述兩套節能系統來維持運作，在

系統的邏輯判斷與自動化上較其他機

房複雜，系統維運參數也經過數次的

調校並配合氣候才得以確定。

機房內每一設備機櫃皆有獨立的

溫、濕度監控。每排機櫃、每台機櫃

式空調機皆有出風、迴風溫度及風速

的監視，冰水流速、溫度也受到監視

(如圖5、圖6)，機房內冰水管道亦有

落水偵測帶。透過上述監視，配合環

控軟體甚至可以模擬並評估單一空調

機失敗的影響，如此將可更精確調整

空調系統，以做更有效率的應用與運

作。

圖5 環控系統空調送風機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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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卡，但是系統獨立，且在機房主要

出入口輔以生物識別門禁機來強化身

分的不可否認性，同時在影像監視上

以錄影監視與事件監視兩套系統互為

輔助，並選擇性的僅將事件監視整合

到環控系統中，門禁系統與錄影監視

則另外獨立，如此設計的主要原因是

為了強化系統安全性。

五、	整體環控與圖控系統

台灣世曦機房使用的是以SNMP協定為主體

的環控系統(如圖7)，其架構上就如同一般的套

裝軟體，安裝及設定簡便，無論就圖控介面的

設定與SNMP環控設備的連接上，資訊人員皆可

借助於手冊獨立完成，這與傳統的環控系統在

安裝建置上有著極大的差異，惟在傳統環控設

備連接上，仍借助PLC的橋接與整合。

圖7 環控系統設備列表畫面 

在系統上，台灣世曦機房環控系統除了

傳統的各類系統整合監控外，更進一步落實到

機房的狀態管理，包含設備資產狀態，設備位

置、空間配置與利用率等。機房內的每一設備

資料皆加以詳實記載，包含設備尺寸、功耗、

重量、廠牌、型號及序號等，網路設備甚至連

MAC位址都加以記錄。藉由如此詳實的記錄，

台灣世曦以惰性氣體作為機房的

消防系統，系統本身為模組化設備，

有獨立的自我運作邏輯，在機房的環

控系統上也僅監視消防系統的運作組

態，不介入消防系統運作的獨立性。

但由於台灣世曦機房有外氣節能系

統，風機與風門會在特定運作條件下

開啟，很有可能會產生衝突，進而導

致消防系統失去設計效用，故在相關

的連動邏輯上環控系統必須配合做額

外判斷，避免運作上的衝突。雖然機

房是自設的獨立消防，但是消防事件

屬於特定重大事件，需與大樓整體消

防系統連動，故與大樓中控系統的整

合上也需特別處理。

為了驗證排氣、排煙風機的可靠

性，設計上每隔10天系統會自動於

清晨啟動為排氣、排煙模式，測試相

關設備連動的可靠性，同時連帶為機

房強制換氣，藉以維持機房的空氣品

質。

四、	門禁與影像監視系統

● 機房環控監控：煙霧感知監視、氣體

消防監控、排氣、排煙系統控制、風

門控制。

台灣世曦於門禁系統與影像監視

系統的設計上，將機房系統與大樓系

統完全獨立，分屬兩套系統。與其它

系統不同的是，中控室完全無法監視

相關組態，因為機房是公司最重要的

核心區域，而門禁與影像監視系統又

太過敏感，不適合交由中控室人員來

監控。

門禁上機房與大樓使用相同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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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於機房環控系統與中控系統為不同廠

牌，負責建置的系統廠商也不同，實作上環控

與中控的連接透過第三方的Protocol轉介器，藉

由轉譯不同的協定，達成訊息交換的目的，故

在相關的測試驗證上得更仔細。因為在機電系

統介接架構如圖10整合的自動化控制上，存在

著諸多的細節不易掌握，且相關領域產業也較

封閉，本案幸有賴施作廠商的努力，方得一一

加以克服。

圖10 機房環控與大樓中控系統介接架構圖

五樓機房之環控系統與CECI大樓之中央監

控系統整合，係由環控系統端以 Ethernet 連接

至網路交換器取得監控工作站IP位址， 分別至

監控工作站之即時資料庫內取得與機房環控系

統有關之地下一樓，五樓和頂樓之 PLC 資料，

中央監控所提供環控系統資料如下：

● 地下一樓冰水主機啟動運轉/停止/故障

停機，板熱交換器控制閥啟動/關閉(如

圖11)。

● 五樓市電與緊急發電機運作之自動切

換開關ATS之檔位(如圖12)。

● 頂樓氣冷式冰水主機啟動運轉/停止/故

障停機，及CECI大樓新設緊急發電機

運轉/停止及油位環境溫度等狀態(如圖

13)。

每一個機櫃的電力負載、空間使用率甚至重量

配置都可以加以監控，在設備的管理上也更加

方便，且透過圖形化的介面(如圖8、圖9)，提供

更直覺的對應，更方便的管理。

圖8 環控系統機櫃立面畫面

圖9 環控系統機房平面畫面

台灣世曦的機房環控系統並可針對不同等

級、類別的異常事件，設定不同的政策，依照

事件的嚴重程度通知不同層級的人員，也可分

別定義不同的處置流程與方式，藉由更細膩的

方法讓管理更有效率。

六、	機房環控與大樓中控整合

在機房環控系統與大樓中控系統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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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機房的環控系統與中控系統在權

限設計上互不涵蓋，環控系統僅擷取必要的中

控資訊加以監視，而無法控制。環控系統也選

擇性的開放介面與監控設備供中控系統監視，

在作業程序上也與中控室訂定標準的程序與緊

急應變方案，藉以確保機房的妥善運作。

玖、 資料中心環控系統的未來

新建一座機房不難，新建一座節能的機房

不簡單，維運一座機房則更不簡單。機房環控

系統未來發展的方向，就是如何協助資訊人員

更容易有效的維運機房。以整體架構來看，環

控系統屬於Data Center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系統的一環，而上層則是IT Inf ras t ruc tu re 

Management系統，下層是Building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系統(如圖14)。機房的環控系統未

來將逐漸向上整合到整體的資訊架構維護管理

中，依使用者觀點，由資訊服務的角度來切

入，延伸到軟體、系統、伺服器、資訊基礎系

統、機房基礎系統，向下則延伸到建築物基礎

系統，藉此整合可提供End to End的管理機制。

與中控系統整合的部分目前已開始普遍受到關

注與落實，但環控系統向上銜接的部分，則屬

於新興觀念與議題，此部分是因為資訊系統集

中化，甚至雲端化後才開始逐漸被關注，相關

市場上的解決方案與產品也才在成形，但這些

變化很有可能根本改變了傳統的設計觀念。獨

立的機房環控將慢慢整合到整體的資訊基礎監

控中，而資訊基礎監控將涵蓋所有必要被監控

圖14 機房整體基礎系統架構圖

圖11 B1F冰水主機監控畫面

圖12 5F ATS監控畫面

圖13 RF氣冷式冰機及發電機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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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舉例來說，系統上可以清楚的知道，

某一電力迴路跳脫將會影響到那些資訊系統，

進而預估將造成多少的衝擊，影響到那些使用

者，有什麼因應措施需要被執行，甚至系統可

以自動化的配合做出調整，待事件解除後又自

動歸復。更實際的例子，機房內某UPS故障導

致部分電力迴路發生問題，A資訊系統立即無法

運作，此時備援的A´資訊系統立刻接手原本A

的服務，待問題排除後，A系統重新運作，A´

系統又將服務交還A系統。以上這些看似複雜，

但是卻經常性的發生於大部分的雲端資訊機房

中，系統管理人員是以資訊服務的角度來維運

系統，而其它的一切只是為了支撐這些服務的

資源而已。

在環控系統本身所代表的Dat a  C en t e r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系統上，則會持續強化

行動化監控的能力，提供更方便的管理機制。

另一方面，RFID的相關應用也將持續的被落實

至機房應用中，相關運用包含設備資產管理與

人員管理等，設備與人員的位置將被更精準的

定位在圖控系統中，以強化安全與稽核。然而

機房環控系統不可避免的風險卻也是因為上述

系統整合所帶來的，當系統或網路被入侵時，

所帶來的危害也更大。舉例來說，過往得經由

實體入侵才可令基礎設施造成停頓，現在則可

透過網路系統入侵就造成相同的甚至更大的傷

害，如何因應這樣的課題，這需要系統設計與

建置人員嚴肅的面對。

拾、 結語

台灣世曦資訊機房的設計初衷是以遠端

無人機房為基礎概念，嘗試著將機房管理與維

護更自動化、細緻化，藉由自動化程序來降低

人為錯誤與縮短服務中斷時間。隨著機房的運

作，許多的系統維運策略與管理措施，甚至是

系統參數仍不斷的在調整修正中，期望可以更

精進整套系統與管理的運作。藉由本文筆者謹

與業界先進分享本案台灣世曦的思維與經驗，

希望與諸位先進互相切磋激盪，從而在往後的

設計與建置機會中可以更精進，也希望有更多

資訊機房的使用者、管理者體現環控系統所帶

來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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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s a s t e r  P r o b e

　　2011年3月11日14時46分（日本時間）日本

東北地方太平洋沖，發生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MＷ=9.0）的地震，並引發巨大海嘯，也造成最

高核災等級（Level 7）的核輻射外洩災害。這前所

未有的廣域複合式災害，在日本造成生命財產重大

的損失。死亡與失蹤者約2萬4仟人，經濟損失高

達16~25兆日圓，嚴重衝擊了日本的社會經濟發展

與人民的正常生活。鑒於台灣與日本同屬環太平洋

地震帶，地理環境及工程建設型態與日本類似，本

公司於地震後即積極蒐集相關資料，並組團赴日勘

災，勘災主要地點為宮城、岩手縣境內海嘯侵襲之

重災區及新幹線高架橋等鐵公路災害。本勘災報告

擬針對本次地震的地振動特性、海嘯成因與測報、

海嘯災害及工程災害等提出勘災說明，供給各界參

考，冀望我們對這種廣域複合式災害能有更多的了

解，並進而提升我們因應各類震災的能力。

關鍵字：地震災害、Asperity、海嘯、

            複合式災害、核災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張荻薇

第一結構部／技術經理／曾榮川

第一結構部／正工程師／王泓文

第二結構部／正工程師／蘇彥彰

1

3

2

4

1

2

3

4

ABSTRACT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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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1年3月11日14時46分（日本

時間），日本東北地區太平洋沿岸發

生MＷ=9.0地震，震央距日本牡鹿半

島東南東約130公里、深約24公里。

它所引發的大海嘯，溯上高度最大達

38m，陸地浸水面積達約560平方公

里，不但造成嚴重且大範圍的災害，

海嘯也導致福島第一核電廠嚴重受

損，所引發的嚴重核輻射外洩，迄今

仍未完全控制解決。依據日本警察廳

2011.05.25統計，本次大震災造成眾

多建築物損毀或流失，以及道路、橋

梁、港灣、機場、儲油槽等設施的損

壞，死亡人數有15,217人，失蹤人數

亦有8,666人，目前尚有約10萬3仟受

災人員在全國各地避難 [1,2,3,4]，經濟損

失高達16～25兆日圓[5]，是日本有史

以來經濟損失最大的天然災害。此次

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日本

政府正式命名為「2011年東日本大震

災」。

　　由於台灣的地理環境及工程建設

型態均與日本類似，本公司於大地震

後即積極地蒐集相關資料，經由日本

友人安排，由張荻薇總經理帶隊組團

於5月8～13日赴日本勘災。本公司一

結部曾榮川技術經理、王泓文計畫工

程師及二結部蘇彥彰正工程師等三名

隨行，另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則由

張國鎮主任（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及橋梁組宋裕祺組長（台北科技大學

土木與防災所所長）一起前往。因目

前重災區仍屬搶救災及廢棄物清理階

段，一般人員無法進入。本次勘災是

由日本NE公司（Nipp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等單位協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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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並由該公司派專人陪同，尤其得到長居仙

台並實際參與災害調查的事業推進統括部折原

久治部長的全程導引，方能專車深入重災區，

順利完成本次勘災工作。勘災主要地點為宮

城、岩手縣境內包括仙台、名取、岩沼、南三

陸、氣仙沼等海嘯侵襲地區與東北新幹線等鐵

公路之災區，以及千葉縣浦安等土壤液化嚴重

地區，勘災區域如圖1所示。

　　本次勘災除赴災區勘查外，並廣泛蒐集此

次大震災之相關資料（詳參考文獻）。為讓讀

者更易瞭解廣域複合式災害的特性及破壞程

度，本勘災報告將以地震與地表振動特性、海

嘯成因與測報、海嘯災害、工程災害等章節依

序說明，並提出對本次地震的勘災心得。

貳、地震及地表振動特性

一、	地震特性[1,5,6,7,8,9]

　　日本列島及其周邊存在有四大板塊，分別

為海洋側之太平洋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以及

陸地側之歐亞板塊與北美板塊（如圖2）。太平

洋板塊約略由東向西以每年約8公分的速度隱

沒入陸地板塊下方，而菲律賓海板塊約略由南

東向北西以每年約4公分的速度隱沒入陸地板

塊下方。本次地震發生於太平洋板塊與北美板

塊之交界處，規模MW=9.0，震央位置北緯37度

49分、東經143度3分，深度24km，斷層範圍達

約500km×200km，最大滑移量估計約為20m以

上。而由圖3之主餘震分佈圖可看出，本次地震

的餘震分佈範圍相當廣，從岩手縣外海到500

公里外的茨城縣外海均有發生，其中包含5次規

模7以上的餘震。另由本次主震及餘震的分佈和

強度判斷，本次地震並非由單一斷層的錯動所

引起，而是太平洋板塊隱沒於北美板塊之交界
圖1 勘災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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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因海洋板塊存在著粗糙體（Asperity），在

隱沒過程帶動大陸板塊前緣下沉變形，其變形

能量持續累積到極限時，反彈產生地震，並引

發海嘯。為能更易體會了解本次地震釋放能量

之大及影響範圍之廣，經彙整1999年集集大地

震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相關資料作比較，如

表1所示。能量釋放之大小，東日本大地震約為

集集大地震的125倍，斷層破裂面積約為集集大

地震的55倍。

　　由於本次地震的規模遠大於1978年的宮城

縣沖大地震，因此，所影響的範圍相對擴大，

依據日本防災科學技術研究所的強震觀測網

（K-NET，KiK-net）所觀測到的地震資料顯示，

宮城縣栗原市的震度達到7級，而宮城縣、福島

縣、栃木縣及茨城縣等大範圍區域亦達到震度

6級（如圖4（a））。本次地震的地表最大加

速度如圖4（b）所示，其中有多處地區地表最

大加速度達到1000gal以上，圖5所示者為前十

大地表加速度之觀測紀錄。另依據日本國土地

理院於全日本總共設置約1300處GPS觀測點資

料，宮城縣志津川觀測點向東南東移動5.4m，

圖2 日本周邊板塊分佈圖[6]

資料來源：佐竹健治，“2011年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と
津波” ，東京大学地震研究所 

圖4 震度與最大加速度分佈圖（震度5弱以上） [7]

圖(a)來源：日本土木學会，“土木学会東日本大震災被害
調査団(地震工學委員會)緊急地震被害調査報告
書（暫定版）”，2011.04.10

圖(b)來源：日本防災科学技術研究所，“平成23年(2011
年)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による強震動”，
2011.03.13

圖3 主餘震分佈圖 [3]

資料來源：日本氣象廳網站

表1 集集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及東日本大地震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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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1.1m；東京向東移動20cm，下沉5cm。依

據日本海上保安廳資料，震央附近海底在水平

方向發生最大約24m之地形變動，鉛直方向發生

約0.7～3m之地形變動。

二、	地表振動特性[1,2,8,9,10]

　　由本次地震各測站所記錄的波形顯示（圖

6），越接近震央的測站，其地震加速度歷時呈

現兩個主震波形，距離震央較遠的北方測站有

明顯的第1個主震波形，而較遠的南方測站則第

1個主震波形幾乎看不到。以本次地震最大加速

度2700Gal（NS）之栗原市築館（MYG004）測

站為例，其加速度歷時圖顯示，約在50秒及95

秒處均呈現主震波形，而整個地震歷時長達200

秒以上。而距離震央較遠的東京灣岸CHB008及

CHB024 測站的觀測記錄，其加速度歷時圖顯

示，約在120秒處呈現主震波形，而整個地震歷

時更長達300秒以上，也因此造成廣範圍的土壤

液化災情。

　　本次地震地表振動依加速度反應譜可以了

解對不同週期結構物之影響。2011年東日本大

地震與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之加速度反應譜比

較如圖7所示，東日本大地震於築館測站三個方

向之加速度反應譜之高峰值產生於0.25秒以下之

週期，並於極短週期達到最大值後，即急速下

降；阪神大地震Takatori（鷹取） 測站之加速度

反應譜之高峰值出現在1.0～2.0秒間，其值均大

於東日本大地震之栗原測站。

　　另由東日本大地震（築館測站）與1999

年集集大地震（日月潭測站）之加速度歷時圖

（圖8）比較顯示，兩者的地震等級相差非常

大，集集大地震之總歷時約90秒，而東日本大

地震之總歷時長達300秒；集集大地震之最大

PGA為989.8gal（東西向），而東日本大地震之

最大PGA高達2700gal（南北向）。圖9加速度反

應譜比較顯示，集集大地震之特性與1995年阪

神大地震相類似，其最大之加速度反應值產生

於約0.9秒之週期，且在 0.5～2.5秒間之反應值

均大於東日本大地震之栗原測站。

圖5 前十大地表加速度觀測紀錄（K-NET, KiK-net的記錄） [1]

資料來源：日本土木學会，“土木學会東日本大震災コンクリート委員会・構造工学委員会合同調査団一次調査報告（速報

版）”，201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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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日本強震網測站及加速度歷時圖[8]

資料來源：日本防災科学技術研究所，“平成23年（2011
年）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による強震動”，
2011.03.13

圖8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與1999年集集大 
      地震加速度歷時圖

圖9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與1999年集集大  
       地震加速度反應譜

圖7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與1995年阪神地震加速度反應譜 [8]

(a)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 (b)1995年阪神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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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嘯成因與測報

一、	海嘯成因[11]

　　東日本外海之海洋板塊（太平洋板塊），

以每年約8公分的速度隱沒入陸地板塊（北美

板塊）下方。依前東京大學教授金森博雄博士

（現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教授）於1980年代初期

對板塊境界型地震所提出之Asperity Model（粗

糙體模式）概念，即在海洋板塊隱沒於大陸板

塊之交界帶，因海洋板塊存在著Asperity（固

著域），在隱沒過程帶動大陸板塊前緣下沉變

形，其變形能量持續累積到極限時，將反彈產

生地震，並引發海嘯(如圖10所示)。

二、	海嘯測報[3,12,13,14]

(一) 海嘯預報之架構

由於海嘯大多由地震時之海底地殼

變動所引致而產生，因此日本氣象廳預

測海嘯時，先推算地震之位置與規模；

續依地震之位置與規模，於海嘯預報資

料庫中進行檢索，並利用檢索所得之海

嘯預測結果，發布海嘯警報或注意報。

發布之內容包括預測之海嘯高度及到達

時間。發布之海嘯高度，為預報區內多

圖10 海嘯的形成[11]

資料來源： 海野德仁，“2011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これまでにわかったこと、まだわからないこと～”，東北大学によ
る東日本大震災1ヶ月後緊急報告会，日本東北大學，2011.04.13

圖11 海嘯預報之架構[13]

資料來源：佐竹健治，“2011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と津 
波”，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港湾‧空港
‧漁港の地震‧津波災害調査報告，日本港湾
空港技術研究所，2011.05.11

圖12 潮位、波浪計測器與資料傳遞[14]

資料來源： 河合弘泰，“津波観測結果の概要”，2011年
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港湾‧空港‧漁港の地震
‧津波災害調査報告，日本港湾空港技術研究
所，201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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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所構成，分別為GPS波浪計、沿岸波浪

計及潮位計（如圖12所示）。

(三) 東日本大震災之海嘯警報發布歷程

本次地震發生於日本時間3月11日14

時46分，日本氣象廳於3分鐘後之14時49

分立即發布大津波等級之海嘯警報，當

時預測宮城縣將有6m高海嘯來襲，福島

縣與岩手縣將有3m高海嘯來襲。其後陸

續修正並擴大海嘯警報之預測高度及警

報範圍，至海嘯注意報解除為止，共歷

時約2日3小時，如表2所示。

三、	東日本大震災之海嘯波形[12,14]

　　在東北地方沿岸有設置GPS波浪計的6個地

點中，經由陸上局回收資料而能掌握海嘯全貌

者有岩手北部沖、岩手中部沖、岩守南部沖、

福島縣沖等四個地點。於日本時間14時46分地

個地點海嘯高度預測值之最大值，依此

最大預測海嘯高度，判定為「大津波警

報」、「津波警報」、「津波注意報」

等不同等級之海嘯警報(如圖11所示)。

當海嘯警報發布後，日本氣象廳

會根據日本全國港灣海洋波浪情報網 

NOWPHAS之潮位觀測資料與分析評估結

果，作為更新與後續海嘯警報發布之依

據。

(二) 海嘯潮位觀測強化

由2008年7月1日，國土交通省港灣

局所設置之宮城縣金華山沖與岩手縣釜

石沖之GPS波浪計資料開始運用於海嘯資

訊之處理，隨著新型計測器與分析方法

之引進，目前已經建構出日本全國港灣

海洋波浪情報網 NOWPHAS。全國港灣海

洋波浪情報網由外海往沿岸，由3種計測

　　表2 東日本大震災之海嘯警報發布歷程[12]

時 間 主 要 警 報 內 容

3月11日14時46分 地震發生

3月11日14時49分 大海嘯警報發布（發布範圍岩手、宮城、福島縣，宮城縣預測值為6m）

3月11日15時14分 大海嘯警報發布（宮城縣預測值變更為10m以上）

3月11日15時30分
大海嘯警報發布（追加青森縣太平洋沿岸等，岩手縣至千葉縣九十九里
‧外房預測值變更為10m以上）

3月11日16時08分
大海嘯警報發布（擴及青森縣日本海沿岸、小笠原諸島、相模灣至德島
縣等地區，青森縣太平洋沿岸預測值變更為10m以上）

3月11日22時53分 大海嘯警報發布（追加高知縣）

3月12日13時50分 大海嘯警報發布（縮小為青森縣太平洋沿岸至福島縣）

3月12日20時20分 海嘯警報發布（由大海嘯警報變更為海嘯警報）

3月13日07時30分 海嘯注意報發布（由海嘯警報變更為海嘯注意報）

3月13日17時58分 海嘯注意報解除

資料來源：日本港湾空港技術研究所，“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港湾‧海岸‧空港の地震‧津波被害に関する調査速
報”，201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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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之初期部份。第1波海嘯之波峰高度相當突

出，第2～7波以後漸次降低。第1～3波之週期

不規則，第4～7波週期趨向規則約為50分。與

海嘯來襲前相比，當海嘯來襲以後，整體潮位

觀測值上升，岩手南部沖之上升量約為0.55m。

肆、海嘯災害

一、	海嘯侵襲類型[15]

　　本次大地震所引發之海嘯高度超過10公尺

震發生後，於14時50多分左右海嘯的第一波立

即到達這四個地點，並於15時12分～15時19分

左右，高達2.6～6.7公尺之波峰來襲，此為最

大波。由海嘯發生後經過半日之3月12日3時左

右，仍持續測得高度數十公分之波峰。在這四

個地點中岩手南部沖之最大波6.7m為最高，GPS

波浪計測得之時刻為15時12分左右，較釜石港

之潮位計所記錄最大波之時刻15時21分（氣象

廳之速報值）快了9分鐘左右。各GPS波浪計所

觀測到之最大波高度與時刻如表3所示。

　　圖13為岩手南部沖GPS波浪計所測得海嘯

表3 各地GPS波浪計測得之最大波高度[12]

地點 水深
最大波

時刻 高度 備註
岩手北部沖（久慈沖） 125m 15：19左右 約4.0m 依陸上局資料求得
岩手中部沖（宮古沖） 200m 15：12左右 約6.3m  
岩手南部沖（釜石沖） 204m 15：12左右 約6.7m  

宮城北部沖（広田湾沖） 160m 15：14左右 約5.7m 即時處裡之暫定值
宮城中部沖（金華山沖） 144m  約5.6m 海嘯前資料停止傳送
福島縣沖（小名浜沖） 137m 15：15左右 約2.6m 依陸上局資料求得

三重尾鷲沖 210m 16：26左右 約0.5m  
和歌山南西沖（白浜沖） 201m 16：38左右 約0.3m  

德島海陽沖 430m 16：43左右 約0.4m

資料來源： 日本港湾空港技術研究所，“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港湾‧海岸‧空港の地震‧津波被害に関する調査速
報”，2011.04.28

圖13 岩手南部沖GPS波浪計之海嘯波形（初期）[14]

資料來源： 河合弘泰，“津波観測結果の概要”，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港湾‧空港‧漁港の地震‧津波災害調査報告，
日本港湾空港技術研究所，2011.05.11



No.91│July, 2011 │207

3
勘
災
報
告

(四) 越流型（港灣、河川）：為大多數

港口與河川區域之海嘯侵襲方式。

當海嘯上升越過岸壁等構造後，以

每小時10～30公里之速度前進侵

襲港灣或河川旁之市街地區。

二、	海嘯侵襲痕跡高度[12,16]

　　日本於海嘯防災與災害調查時，使用如圖

15所示之海嘯侵襲痕跡高度，藉以定量化海嘯

來襲時可能造成之災害程度。浸水高係指海嘯

到達時由推定潮位至建物牆壁等之殘存浸水痕

跡之高度。溯上高係指海嘯到達時由推定潮位

至山坡面等之殘存溯上痕跡之高度。另浸水深

係指建物牆壁等之殘存浸水痕跡至地表面之高

度，可由浸水高與地表面之水準高程求得。

　　由於東北與關東沿岸時常遭遇海嘯之侵

襲，特別是1896年明治三陸海嘯死亡約22000

人，1933年昭和三陸海嘯死亡約3000人，1960

年智利海嘯則死亡142人，因此本區域對於海

嘯之防災意識相當高。例如青森縣、岩手縣、

宮城縣、福島縣等均依據以往之經驗或分析與

調查，設定可能發生之地震規模與設計海嘯痕

跡高度，據以擬定海嘯防災對策。圖16所示為

日本港灣空港技術研究所與國土交通省國土技

以上，日本人稱之為「未曾有之超大海嘯」，

對東北地方之太平洋沿岸造成毀滅性之災害。

當海嘯侵襲東北地方太平洋沿岸時，依沿岸地

形之不同，造成圖14所示不同類型之侵襲方

式：

(一) 碎波型（砂濱海岸）：為一般海岸

之侵襲方式，例如仙台空港東側海

岸即為此類型。當海嘯前端接觸海

岸時會形成碎波，進入沿岸田園地

帶後以每小時10～30公里之速度

前進至遠達數公里之內陸，造成範

圍廣泛之浸水災害。

(二) 急溯上型：三陸海岸特有之谷灣式

（ria）海岸之陸上陡坡，經常會

有此種型態之海嘯侵襲方式。當海

岸坡度較陡時，海嘯於進入谷灣後

因地形反射作用，以相當強之水勢

直上陸地上之陡坡，可達相當大之

溯上高度。

(三) 水位變動型：當海岸為相當長的連

續陡峭時，海嘯抵達海岸不會形成

碎波，僅有水位上下變化，不至於

造成大範圍之災害。

圖14 代表性之海岸與海嘯之侵襲方式[15]

資料來源： 高橋重雄，“ハードおよびソフトの津波対策”，
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港湾‧空港‧漁港
の地震‧津波災害調査報告，日本港湾空港技
術研究所，2011.05.11

圖15 浸水高與溯上高[16]

資料來源： 富田孝史，“津波および港湾施設津波被害の現
地調査結果”，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港湾
‧空港‧漁港の地震‧津波災害調査報告，日
本港湾空港技術研究所，201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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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岩手、宮城、福島等三縣，佔全國

死亡與失蹤總人數之99.7%。全國建物全倒者達

9萬8千多戶，同樣地建物災害亦主要集中在岩

手、宮城、福島等三縣，佔全國建物全倒總戶

數之97%。這三縣之人員與建物之受災，幾乎

都為海嘯引致之災害。

四、	海嘯災害

　　本次海嘯重災區主要集中於福島、宮城、

岩手等三縣，然而受限於災區環境與時間等因

素，一方面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之核災威脅未

解除，另一方面災區沿海道路國道45號由宮

城縣進入岩手縣陸前高田前之氣仙大橋受海嘯

沖毀交通中斷，因此本次海嘯災害現場勘查地

點集中於宮城縣沿岸地區，包括宮城縣之仙台

市、名取市、岩沼市、南三陸町、氣仙沼市等

地區。

　　雖然無法親赴福島縣與岩手縣沿岸海嘯災

區現地勘查，然而本次勘查之宮城縣海嘯重災

區地點，已包括前述不同海嘯侵襲類型之災

害，足以概觀本次海嘯之典型災害。亦即仙台

術政策總合研究所於本次大海嘯後所作海嘯侵

襲痕跡調查結果，與歷次大海嘯之侵襲痕跡之

比較。由圖16可清楚了解，本次大海嘯之侵襲

痕跡高度大都遠高於歷次大海嘯之侵襲痕跡高

度。

三、	海嘯高度與災害[4,12]

　　東北大學首藤伸夫名譽教授依海嘯高度之

不同，定義海嘯強度及引致之災害程度，如表4

所示。本次大海嘯警報為10m以上海嘯高度之大

津波，警報區域涵蓋青森縣之太平洋沿岸以迄

千葉縣地區，規模已超出原先各縣所擬定之海

嘯災害防災計畫。本次大海嘯之巨大破壞力造

成了遠超過防災計畫所預估之大規模災害，除

了大量人員傷亡外，更同時涵蓋過去可見到之

各種海嘯災害，對陸域、海域、海岸、港灣等

各種設施產生多樣性之災害。

　　在人員傷亡方面，由表5之日本警察廳至

5月25為止所作之東日本大震災災情統計表顯

示，本次地震與海嘯侵襲下之全國死亡與失蹤

總人數達2萬4千人，而死亡與失蹤人員之受災

歷次大海嘯死亡人數

1896年明治三陸海嘯：約22000人

1933年昭和三陸海嘯：約3000人

1960年智利海嘯：142人

明治三陸, 昭和, 地理津波のデ一タ

の出展：渡辺偉夫著,日本被害津波

総覧,第2版,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

圖16 歷次大海嘯侵襲痕跡之高度比較[16]

資料來源：  富田孝史，“津波および港湾施設津波被害の現地調査結果”，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港湾‧空港‧漁港の地
震‧津波災害調査報告，日本港湾空港技術研究所，201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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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聚落之防風、防潮、防砂之保護措

施。

本次海嘯於此地區之海嘯高度超

過10m以上，因此造成碎波型海嘯災

害，海嘯深入內陸約達五公里左右，

平原地區之碎波型海嘯災害，宮城縣牡鹿半島

以北之三陸海岸地區之典型急溯上型海嘯災

害，以及南三陸町志津川地區沿國道398號匯流

入海之河道與氣仙沼港之越流型海嘯災害。

　　以下僅將本次勘查地點概分為仙台平原地

區以及三陸海岸地區，說明本次海嘯災害勘災

結果。

(一) 仙台平原地區海嘯災害

5月9日勘查地點包括仙台市、名取

市、岩沼市沿岸地區及仙台空港周邊之

海嘯災害。

1. 仙台市若林區與宮城野區

仙台市若林區與宮城野區之海嘯

災害勘災紀錄如圖17～26所示。本區

域臨接太平洋之沿岸，大多為水田分

布之地形平坦地區，部分地區有集中

之聚落。沿岸無高堤防保護，一般以

砂丘、5m左右堤防以及海岸林作為沿

表4 海嘯高度與災害

資料來源：首藤伸夫，津波強度と被害（1992年、津波工学研究報告第9号101-136）

表5 東日本大震災人員與建物受災摘要

（日本警察廳至5月25日統計）[4]

 人員受災 建物受災

死亡 失蹤 全倒 半倒

北海道 1 0 0 0

青森 3 1 281 1019

岩手 4485 2934 17107 2661

宮城 9086 5276 64105 18361

山形 2 0 37 80

福島 1582 452 13873 16135

東京 7 0 0 11

茨城 23 1 1632 9161

栃木 4 0 241 1733

群馬 1 0 0 1

埼玉 0 0 0 5

千葉 19 2 729 2718

神奈川 4 0 0 0

合計 15217 8666 98005 5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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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海嘯災後殘骸廢棄物遍佈田地(2011.05.09)。 圖18 仙台市宮城野區扇町七丁目周邊殘骸廢棄物 
        尚未清除(2011.05.09)。

圖19 仙台市若林區荒濱殘破木造房屋，遠處為太
       平洋沿岸(2011.05.09)。

圖20 鋼骨二層樓建物之一樓部分完全沖失，僅剩
        支柱及樓梯(2011.05.09)。

圖21 仙台市若林區荒濱海岸公園高台勘災人員合
        影(2011.05.09)。

圖22 仙台市海岸公園高台遊樂設施，第二層平台
        標高15.89m(2011.05.09)。

圖23 仙台市海岸公園高台東南側海岸林傾倒方向
         由海側往陸側(2011.05.09)。

圖24 仙台市海岸公園高台附近之海岸林仍有部分
        完好(201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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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5 仙台市海岸公園高台之北側正進行水田區域林木等廢棄物清理集中堆置作業(2011.05.09)。

圖26 仙台市海岸公園高台之北側貞山堀運河周邊清理作業一景(2011.05.09)。

岸林，為本區域僅有之保護設施，海

岸林於海嘯災後仍有部份殘存。

2. 宮城縣名取市

名取市之海嘯災害勘災紀錄如圖

27～34所示。本區域之地形及海嘯

破壞類型與仙台市若林區、宮城野區

相同，同為碎波型海嘯災害，海嘯深

入內陸約達五公里左右。名取市在與

仙台市交界之名取川出海口右岸地區

為閖上漁港，因此在本區域勘災時到

處可看見由閖上漁港沖上岸的小型船

舶。

名取市於本次海嘯災害中受災嚴

重，即使於災後兩個月的現地勘查，

仍可看到消防人員進行罹難或失蹤人

員之搜救工作。

造成毀滅性之災害，災區內木造房屋

幾乎全毀，四處可見漂流堆積之車輛

與林木。勘查時可看到仙台東部道路

以西之海嘯災情較少，廢棄物多由路

堤段之涵洞或橋梁段漂流穿過，屬局

部性之災害；然而進入仙台東部道路

以東後即可看到廣範圍之災害，廢棄

物之數量明顯倍增。由於廢棄物數量

龐大，災後處理成為一大難題，因此

現場可看到現階段之作業方式係於仙

台市海岸公園沿岸分區塊集中暫置。

本區域除仙台市海岸公園之高台

高程約達14m左右外，勘災時於高台

上舉目所見無其他可供避難之高台，

顯見海嘯來襲當時很難有安全之避難

場所。仙台市海岸公園東側有南北走

向之貞山堀運河及寬達100m左右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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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由閖上漁港漂流上岸之小型船舶，後方建物為閖
        閖上中學(2011.05.09)。

圖28 木造房屋受車輛漂流撞擊，嚴重毀損
        (2011.05.09)。

圖29 閖上漁港周邊區域隨處可見小型船舶漂流上岸 
與車爭道(2011.05.09)。

圖30 木造房屋圍牆倒塌，右側部分裙房塌陷
        (2011.05.09)。

圖31 傾斜變形的鋼骨房屋(2011.05.09)。 圖32 稍事清理後之宅地，似乎以重建範圍最小化為目 
        標(2011.05.09)。

圖33 閖上漁港周邊遇到的搜尋罹難者的消防人員  
        (2011.05.09)。

圖34 災區勘查經常遇到的自衛隊救災車輛
        (2011.05.09)。



No.91│July, 2011 │213

3
勘
災
報
告

3. 宮城縣岩沼市、仙台機場

宮城縣岩沼市、仙台機場之海嘯

災害勘災紀錄如圖35～39所示。本

區域之地形及海嘯破壞類型與仙台市

若林區、宮城野區相同，同為碎波型

海嘯災害。本區域岩沼海濱綠地設有

避難高台，由高台四周植生之傾倒與

鹽害枯萎之範圍可推估當時海嘯高度

已經逼近高台頂面。仙台機場位於名

取市與岩沼市交界，於本次海嘯災害

中有淹沒之災情，航站設施受損，飛

機跑道有下陷與龜裂之情形，廢棄物

與污泥堆積，海嘯侵襲過後已無法營

運。然基於救災效率之考量，日方在

尋求美方支援下，於3月17日即有美軍

大型運輸機運送救災物資降落，並於

4月13日開始局部恢復民航客機之起

降。本次勘災可看到仙台機場在臨時

發電機組的運作下，勉強維持一日數

班次之民航客機起降，航站站區周邊

已大致清理，惟機場周邊仍屬災區，

四處仍可看見傾倒毀壞之房屋以及四

處散置之廢棄物。

(二) 三陸海岸地區海嘯災害

5月10日勘查地點包括宮城縣北部之

南三陸町、氣仙沼市（含氣仙沼港）等

三陸海岸地區之海嘯災害。由於三陸海

岸為谷灣型海岸，當海岸到達陸地後，

將因地形因素之反射作用而有很高之溯

上高。

圖38 仙台空港鐵道仙台空港線之仙台機場站， 
        目前停業中(2011.05.09)。

圖39 仙台機場地標，場站範圍大致清理乾淨
        (2011.05.09)。

圖35 地震後地層下陷，積水難退(2011.05.09)。 圖36 海濱綠地範圍內設置之唯一避難高台
        (2011.05.09)。

圖37 仙台機場外圍住宅區仍然散佈廢棄物
        (201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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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宮城縣南三陸町災前景像
        (1977.10，資料來源：日本國土地理院)。

圖41 宮城縣南三陸町災後景像
        (2011.03.12，資料來源：日本國土地理院)。

圖42 南三陸町防災對策廳舍代表的防災意義令人不勝
        欷噓(2011.05.10)。

圖43 南三陸町公所防災播音員遠藤未希小姐於海嘯來

       襲時持續冷靜地播音呼籲民眾避難而殉職

     （資料來源：產經新聞社-東日本大震災1個月全記

        錄 (2011.04.10)）。

圖43 南三陸町公所防災播音員遠藤未希小姐於海嘯來

時於該廳舍二樓持續播音呼籲民眾避

難之該公所防災播音員遠藤未希小姐

不幸罹難。另位於防災對策廳舍附近

之公立志津川醫院為四層樓建築，隔

壁棟之病房棟為五層樓建築，於海嘯

來襲時有數位醫護人員及數十位住院

病人為海嘯所沖失；該院菅野武醫師

於海嘯侵襲受困的二日期間內，持續

為在病房棟五樓避難之住院病人進行

醫療照護，並於自衛隊直升機撤離所

有人員時堅持最後一位離開，因此獲

選為美國時代雜誌今年之世界百大最

有影響力之人物。

1. 南三陸町

南三陸町之海嘯災害勘災紀錄如

圖40～50所示。志津川沿海岸區域可

看到全面毀滅性之災害，另沿國道398

號旁距離海岸線約3公里處仍可看到海

嘯災害，屬河川區域之越流型海嘯災

害，海嘯沿河川長趨直上，對距離海

岸線稍遠而海嘯防災意識較為薄弱之

區域仍然造成毀滅性之災害。

南三陸町之防災對策廳舍位於志

津川，為三層樓之鋼骨建築，於本次

海嘯災害中全毀。據報載，海嘯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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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海嘯侵襲後仍持續醫療照護病患並最後一位撤離 
        而獲選為時代雜誌之世界百大最有影響力之人物
        的志津川醫院菅野武醫生。

   
 
 

（資料來源：美國TIME網站）

圖48 全面性毀滅的志津川地區(2011.05.10)。圖47 臨國道398號旁呈現全面毀滅狀態，僅有高處房
        舍殘存(2011.05.10)。

圖46 鋼構架房屋由海側向陸側變形扭曲
        (2011.05.10)。

圖44 災後的南三陸町公立志津川醫院
        (2011.05.10)。

圖49 擱淺三層樓RC集合住宅屋頂的車輛
        (2011.05.10)。

圖50 勘災人員討論海嘯侵襲高度之辨識
        (201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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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勘災團在氣仙沼港周邊勘查災情，右後方建築 
        為市營停車場 (2011.05.10)。

圖54 氣仙沼港岸邊倒塌之木造房屋(2011.05.10)

圖52 倒塌的房屋，屋頂側面有搜救CR標記
       (2011.05.10)。

圖51 二層樓木造房屋之一樓部份完全沖失不見
        (2011.05.10)。

2. 氣仙沼市（氣仙沼港）：

氣仙沼市（氣仙沼港）之海嘯災

害勘災紀錄如圖51～60所示。依據

日本警察廳之統計，氣仙沼市於本次

海嘯災情中屬於重災區，人員傷亡慘

重。由於本區域內有氣仙沼港，港區

內有油槽設施，因此海嘯來襲時漂流

之油槽引發火災之擴散，使得港區周

邊市區內之建築遭受地震、海嘯、火

災、漂流大型船舶撞擊等多種型態之

災害。

氣仙沼市內許多受災之建物，其

外部可見到「CR」或「Cr」之標記，

係由於氣仙沼市街區域受災範圍廣泛

搜救困難，因此負責該區域搜救之自

衛隊於搜尋房屋殘骸內部是否有受困

人員時，第一次搜索後標記「C」，第

二次搜索後標記「CR」或「Cr」，藉

以辨識該標的物已完成重複搜救之工

作，避免有所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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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漂流上岸的宮城縣女川町第三明神丸號輪船臨時 
       固定措施(2011.05.10)。

圖56 氣仙沼港市區內傾斜的鋼骨造房屋(2011.05.10)。

圖54 氣仙沼港岸邊倒塌之木造房屋(2011.05.10)

圖57 海嘯來襲時引發氣仙沼港火災之受災輪船  
        (2011.05.10)。

圖58 海嘯來襲時引發氣仙沼港火災之受災輪船  
        (2011.05.10)。

圖60 氣仙沼港岸壁下陷積水(2011.05.10)。圖59 氣仙沼港碼頭渡船設施受災情形，左後方建築

       為市營停車場(201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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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範圍，遭沖毀流失，而當時行駛中

的列車亦遭沖走。

(二) 歌津大橋（圖64）

國道45號歌津大橋共有12跨，上部

結構為預力 I型梁橋，下部結構為RC壁式

橋墩，建造完成於1972年。本次海嘯災

害有中間段8跨上部結構遭海嘯沖毀至上

游側，橋墩則仍立於原位置。另本橋下

游側設有擋水閘門亦遭海嘯沖毀。

(三) 小泉大橋（圖65）

位於氣仙沼市本吉町，為跨越津谷

川之國道45號橋梁，橋梁型式為總橋長

182公尺之6跨徑鋼鈑梁橋，下部結構為

RC壁式橋墩，於1974年竣工。本次海嘯

上部結構全遭沖毀流失，有部分漂流至

上游側約350～400公尺之處，另河道中

央橋墩亦遭沖毀流失。現場仍可見防止

落橋裝置，顯示其功能無法因應海嘯之

破壞模式。另現場勘查時，其下游側已

在進行便橋施築。

伍、工程災害

　　本次大地震對工程建設所造成之災害，就

災害原因基本上可歸納為海嘯造成的災害及由

地震直接造成的災害等兩大類別。而囿於篇

幅，有關工程災害本節將僅以橋梁海嘯災害、

橋梁地震災害、建築及土壤液化災害等依序說

明。

一、	橋梁海嘯災害

因海嘯所導致之橋梁災害，初步研判主

要係因波浪水位超過橋梁，橋梁受浮力及漂流

物衝撞，導致遭沖走流失。較高之橋梁因橋下

空間可讓水流通過，受損情形較輕微，但阻水

的填土路堤，則因抵擋不住海嘯的侵襲而遭沖

毀。本次大地震主要海嘯災害橋梁位置如圖61

所示，以下將就JR氣仙沼線鐵路橋、歌津大

橋、小泉大橋等之災害情形提出說明。

(一) JR氣仙沼線鐵路橋（圖62、63）

由於JR氣仙沼線鐵路部份路段係沿

海岸佈設，因大海嘯的來襲，使得柳津

駅～気仙沼駅間包括多座橋梁有相當長

圖61 橋梁海嘯災害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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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氣仙沼線鐵路橋海嘯災害（一）—南三陸町清水浜車站路段

圖63 氣仙沼線鐵路橋海嘯災害（二）—小泉大橋上游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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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 國道45號歌津大橋海嘯災害

圖65 國道45號小泉大橋海嘯災害

(a)橋墩未被沖毀仍立於原位置 (b)下游側臨時便橋施築中

(c)鋼梁被沖毀漂流至上游約400m處 (d)防落措施無法因應海嘯浮力與衝擊



222 │No.91│July, 2011

3
勘
災
報
告

長町高架橋、仙台市地下鐵七北田川至泉中央

站的高架橋、國道45號天王橋及仙台東部道路

等進行橋梁震害說明。

(一) 東北新幹線第1中曾根BL（圖67～

69）

本次橋梁震害以本路段高架橋

最為嚴重，其破壞位置在連續門架式

結構端柱的柱頭部，不僅產生包含剪

力破壞的嚴重損毀，並導致柱心混凝

土破碎，使柱失去承載能力，僅靠主

鋼筋支撐，但由於其結構為高度靜不

定，即便如此，亦未發生倒塌情形。

(二) 東北新幹線栗原市附近高架橋（圖

70）

本路段高架橋下部結構（包括基

礎）曾作耐震補強，栗原市震度7級，高

架橋並無受損情形。

二、	橋梁地震災害[1,7,12,17]

橋梁因地震直接造成之災害並不多，且無

崩塌情形，大部分受損橋梁集中在JR東北新幹

線未經耐震補強的高架橋，震害橋梁位置如圖

66所示。為能儘速恢復通車，依據損傷程度，

橋梁損傷緊急修復方法大致分成三類：

方法1：	清除挫屈的鋼筋，配置新鋼筋，並與原

主筋銲接方式接合，再配置箍筋並以RC

包覆補強。

方法2： 除去保護層混凝土，再以無收縮砂漿修

復斷面。

方法3：	裂縫處以無收縮砂漿或環氧樹脂灌入修

補。

以下將僅就東北新幹線第1中曾根BL、東北

新幹線栗原市附近高架橋、東北新幹線第2小田

原高架橋、東北新幹線花京院橋、東北新幹線

圖66 震害橋梁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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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東北新幹第1中曽根BL震害（一） 

資料來源： 高橋良和，”新幹線の被害（主に岩手県内の被害を中心として）”，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査団（地震工學委員
會）緊急地震被害調査報告會，日本土木学会，2011.04.11

圖68 東北新幹第1中曽根BL震害（二）

資料來源： 高橋良和，”新幹線の被害（主に岩手県内の被害を中心として）”，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査団（地震工學委員
會）緊急地震被害調査報告會，日本土木学会，2011.04.11

(a)平面配置及橋柱損害情形

(b)勘災成員合影

(a)

(c)勘災成員討論緊急修復
   方式之情形 (d)緊急修復後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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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北新幹線第2小田原高架橋（圖

71）

雙層門架式多跨連續高架橋，多根

垂直橋軸方向的中層橫梁產生相似的斜

向裂縫。

(四) 東北新幹線長町高架橋（圖72、

73）

本路段JR東北新幹線與JR東北本

線（在來線）並行，本次地震受損部分

為早期建造之東北新幹線，在來線高架

橋為後期興建，並無損傷。受損部分橋

柱混凝土剪力破壞，保護層嚴重剝離，

緊急修復係採除去保護層，外側配置軸

向主筋及剪力箍筋之RC包覆方式補強修

復。

(五) 仙台市地下鐵七北田川至泉中央站

高架橋（圖74、75）

本路段為單層門架式多跨連續高架

橋，多根門架之墩柱與橫梁產生斜向裂

縫，現場勘查時，大部分已完成修復。

(六) 國道45號天王橋（圖76）

拱頂桁架斜撐構件斷落或挫屈，另

固定端鋼製支承錨栓被拔出，混凝土支

座損傷開裂。目前尚未修復，惟仍維持

通車。

(七) 仙台東部道路（圖77）

地震造成此高架道路橋墩P52～P56

之橋梁單元於兩橋面伸縮縫端的HDR隔震

支承破壞，並產生大幅度位移，橋墩P52

上HDR隔震支承並發生撕裂情形，撕裂位

置為橡膠與鋼板間之界面。

圖70 東北新幹線栗原市（震度7級）附近高架橋

圖69 東北新幹第1中曽根BL震害（三）

資料來源： 高橋良和，”新幹線の被害（主に岩手県内の被害を中心として）”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査団
         （地震工學委員會）緊急地震被害調査報告會，日本土木学会，2011.04.11

(b)橋柱緊急修復後之情形(a)橋柱剪力破壞保護層嚴重剝落

  橋柱曾作耐震補強之高架橋並未有受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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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 東北新幹線長町高架橋震害

資料來源： 秋山充良，”鉄道高架橋の被害”，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査団（地震工學委員會）緊急地震被害調査報告會，日
本土木学会，2011.04.11

圖73 東北新幹線長町高架橋緊急修復後情形

圖71 東北新幹線第2小田原高架橋震害

資料來源：日本土木学会，”土木學会東日本大震災特別委員会總合調査団調査速報會報告（暫定版）”，2011.04.08

● 雙層多跨立體剛構架高架橋

● 垂直橋軸方向的中層橫梁產生斜向裂縫

● 橋柱混凝土產生剪力破壞

● 除去保護層，外側以配置軸向主筋及剪力筋之RC包覆
    方式補強修復。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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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5 仙台市地下鐵七北田川至泉中央站高架橋緊急修復

(a)帽梁混凝土產生裂縫及破裂 (b)帽梁裂縫及破裂已緊急修復

(a)拱頂桁架斜撐構件斷落及挫屈 (b)固定端支承及混凝土支座損傷

圖77 仙台東部道路震害

資料來源：川島一彥，”積層ゴム支承で支持された橋梁の耐震性”，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査団（地震工學委員會）緊急地
震被害調査報告會，日本土木学会，2011.04.11

(a)P52橋墩處HDR支承損壞情形 (b)P56橋墩處HDR支承損壞情形

圖76 國道45號天王橋震害

資料來源：日本土木学会，”土木学会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査団緊急地震被害調査報告書（暫定版）” ， 2011.04.10

圖74 仙台市地下鐵七北田川至泉中央站高架橋震害及緊急修復
資料來源：秋山充良，”鉄道高架橋の被害”，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査団（地震工學委員會）緊急地震被害調査報告會，日

本土木学会，201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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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歷次地震橋梁災害比較[18～21]

本次橋梁地震災害主要係由巨大海嘯所造

成，直接因地震所產生之橋梁災害不多。大部

份為橋柱挫屈或剪力破壞，但無橋梁崩塌或落

橋之情形。經彙整比較近二十年來如1994 年美

國北嶺地震、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及1999年台

灣集集地震等重大橋梁地震災害破壞情形，其

震害模式與成因可歸納如表6所示。主要震害

原因為斷層地裂帶通過、近斷層效應、土壤液

化、橋柱耐震能力不足、防止落橋措施不足、

海嘯的浮力與衝擊、斜曲橋動力效應、區域的

場址效應、海岸型態與防護等。此外，橋梁震

害型態依震源位置、地震特性、場址效應、地

質條件、地形地物及橋梁構造等的差異，其成

因也不盡相同。

表6 橋梁地震災害的成因與破壞模式之比較[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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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建築物安全鑑定結果統計（至5月27日）[22]

　　　區分
地區

危險
(紅)(件)

要注意
(黃)(件)

調查完成
(綠)(件)

小計
(件)

總組數
(組)

總人次數
(人次)

岩手 168 445 459 1072 115 223

宮城 5088 7511 37968 50567 1458 2929

福島 3303 6682 5767 15752 984 2032

茨城 1561 4684 9618 15863 450 929

栃木 676 1845 2658 5179 407 910

群馬 30 61 19 110 43 120

埼玉 0 42 83 125 14 38

千葉 677 1625 3213 5515 229 601

神奈川 14 81 446 541 166 361

東京 59 137 252 448 157 351

合計 11576 23113 60483 95172 4023 8494

資料來源： 日本國土交通省(5/27公告資料)

圖78 東北大學人間‧環境系（土木‧建築）研究大樓震害[2]

(b)勘災成員於人間‧環境系大樓前合影

(a)4個角隅處之外柱挫屈破壞 (c)第3樓層損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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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勘災考察行前由相關報告了

解，東京灣岸地區之液化災害程度與範

圍前所未見，噴砂厚度達1公尺以上，人

孔上浮高度將近2公尺等。現場勘查發

現，災後地區之復舊仍未完成，災後情

況說明如下：

1. 明海大學：沿馬路之學校建築物旁可

見到路面明顯沉陷，建築物旁之管線

已作修復，惟建築物與車道間之人行

道路面仍可見到明顯之凹陷與積水。

2.  Ito Yokato超市大樓：位於十字路口，

由蒐集之3月23日災後照片可看到建築

物與路面產生明顯差異沉陷，並進行

臨時復舊工程。臨時復舊工程仍未完

成，差異沉陷與管線問題尚待解決。

另可觀察到十字路口之差異沉陷量最

大，兩側較小。

3. 土壤液化造成土層下陷及人孔浮起，

導致維生管線損壞。雨水及污水排放

等設施也因高差無法發揮原有功能。

四、建築及土壤液化災害[2,22]

依據日本國土交通省5月27日所統計公佈資

料，建築物主要因地震直接造成之災害，被判

定為危險建築物者共計11,576棟（見表7）。由

於此次災害幅員廣大，勘災時間有限，且本次

勘災以海嘯災害與鐵公路等交通災害為主，故

以下將僅就曾赴現地勘災部份作說明：

(一) 東北大學人間‧環境系（土木 ‧ 

建築）研究大樓 （圖78）

此大樓為SRC之9層樓建築，於1969

年竣工，1978年宮城縣沖地震（M7.4）

時曾受損修復，於2001年以鋼骨斜撐等

方式進行耐震補強。本次地震大樓所在

地青葉山校區震度為6級弱，而強震觀測

紀錄於1樓南北方向為333 gal，9樓南北

方向為908 gal。地震造成大樓3F樓層退

縮部4個角隅處之外柱產生嚴重損害。

(二) 千葉縣浦安地區之建築液化災害 

（圖79～83）

圖79 液化造成地層下陷—明海大學
                                                                                   照片(a)來源：小長井一郎(東京大學)

(a)地層下陷未清理前之情形 (b)地層下陷清理後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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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0 液化造成地層下陷—Ito Yokado百貨大樓
                                                                         照片(a)來源：小長井一郎(東京大學)

(a)地層下陷造成嚴重高差 (b)5月13日臨時整修情形

圖83 地下管道搶修及臨時抽排水情形

圖82 地層下陷造成高差與積水

圖81 土壤液化造成人孔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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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防災準備：要普及地震的知識，加

強災害的意識及熟練的逃生常識，

才能增加在大地震中得救的機會

(六)	活命之道：由於大地震來襲後，災

區通訊與交通全部中斷，地震發生

初期無法與外界聯繫，亦無法獲得

外界的任何訊息。因此要減災活命

首先要有自助的觀念，亦即平時作

好防災準備，備妥緊急防災用品，

其次是鄰居間要互相幫助、互通有

無，然後才期待社會或公部門的協

助。

二、	結語

(一) 本次日本東北太平洋沖地震，不僅

引發巨大海嘯，並導致核電廠發生

嚴重的核輻射災害，是一種前所未

有的廣域複合式災害。由於海嘯不

僅造成極嚴重的災損，且浸水而鹽

化之土地面積非常廣，加上核災需

長久撤離大範圍居民，並引發社會

大眾對核能發電安全的疑慮，導致

54組核能發電機組將關閉42組，

造成電力供應不足，嚴重影響人民

生活與經濟發展。而即便以社經發

達、技術優良、防抗災能力強及民

眾普遍具防災意識與訓練的日本，

也須面臨著漫長的社會經濟復甦及

艱困的民生重建之路。此次廣域複

合式災害影響之大，災後復建之艱

難，顯與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

1999年台灣集集大地震等，有著

相當大的差異。

陸、勘災心得與結語

一、	勘災心得

　　以下擬就此次震災之發生的時序、災害的

影響程度、海嘯災害為何如此之大，以及重

建、逃生避難等方面，提供以下的心得。

(一)	發生時序：太平洋板塊與北美板塊

交界帶，因板塊間劇烈錯動產生超

強的地震，再引發巨大的海嘯，連

動造成核能發電廠輻射外洩污染的

重大災害。

(二)	災害影響：核災害的威脅目前尚未

解除，居民被迫遷移，其影響程度

大於海嘯所造成的災害，而海嘯災

害又遠大於地震破壞。

(三)	海嘯災害：日本對於海嘯之測報與

災害防治都相當進步，平時就有避

難的演練，社會大眾對海嘯亦都具

常識。然本次大海嘯造成相當慘重

之災害，主要是知道的太晚、來得

太快、規模太大所致。

(四)	重建艱難：如何重建迄今仍難有長

遠且具體的綱領，與1995年阪神

地震後能迅速復建，有相當大之差

別。其主要係因浸水面積太廣（達

約560平方公里）、地形變化嚴

重、核污染問題仍未獲得控制、核

災所導致之電力不足、為數眾多之

災民長期避難問題及經濟蕭條國力

衰退等因素，短期內難有共識，重

建之路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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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嘯源發於海洋板塊隱沒於大陸板

塊之交界帶，由於海洋板塊存在著

粗糙體（Asperity），在隱沒過程

帶動大陸板塊前緣下沉變形，其變

形能量持續累積到極限時，將反彈

產生地震，並引發海嘯。而海岸是

否會受海嘯影響，則與其地形及海

嘯來襲方向息息相關。例如本次東

日本大震災，東松島市海嘯災情相

當嚴重，而松島雖然一樣臨海，但

因海嘯侵襲方向恰有東松島作為屏

障阻隔，未受到太大影響。這些都

是可作為台灣受海嘯侵襲之可能性

及區域範圍等研究的參考。

(六) 對於橋梁及結構物如何因應海嘯之

破壞，以這次東日本大震災的橋梁

海嘯災害為例，如果海嘯浪高高過

橋梁淨空，橋梁因受到浮力及漂流

物的衝擊，上部結構大部分均被沖

毀流失，下部結構則大部分無嚴重

損害情形。而如海嘯浪高低於橋

梁，則是橋梁兩邊銜接的填土段路

堤可能被沖毀，而橋梁段因下方有

足夠空間可讓水流通過，並無明顯

受損情形。以目前之工程技術，難

有經濟且有效的方式，去抵抗海嘯

所產生的浮力及漂流物的衝撞。因

此，橋梁因應海嘯最佳的策略，就

是提高橋梁高度，橋下有足夠之淨

空讓海嘯通過。

(二) 雖然本次大地震所量測到的加速

度，有很多測站資料顯示高達1G

（一個重力加速度）以上，甚至

約達3G，惟地震反應譜是在極短

週期反應放大後急速下降。而即使

在震度高達7級地區的建築物或橋

梁，導因地震受損者並不多，即使

有損害也不嚴重。此一現象是因日

本的結構物之耐震能力高，抑或此

次地震波之特殊性，實有待後續作

進一步的探討研究。

(三) 由橋梁在本次大地震中損傷的情

形，可顯見耐震補強的有效性。

例如在震度7級的栗原市附近的東

北新幹線高架橋，因曾作耐震補

強，因此並未有受損情形。其他經

過耐震補強的橋梁，在本次大地震

中均未有明顯受損的情形。橋梁直

接因地震造成的災害，大部分集中

在東北新幹線未經耐震補強的高架

橋梁，其中以第1中曾根BL最為嚴

重，但均無發生崩塌情形。

(四) 另距震央甚遠之千葉縣沿海填土

造陸地區，由於地震延時相當長

（約5分鐘），地表加速度最大約

0.15～0.18G即造成相當嚴重且大

範圍的液化現象，並有大幅度位移

的災害，此亦值得後續進一步探討

研究。另因地層下陷導致維生管線

破壞，雨水及污水排放等設施因高

差無法發揮功能，如何回復原有功

能，將是一大考驗，這也值得我們

後續去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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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此次大災難中獲得的任何資訊或作為，

不論在防災策略、搶救災行動及災情訊息之

傳達分析，或者是結構物抗災能力提升、民

眾防災教育與訓練等方面，均可提供我們重

要且寶貴的經驗與借鏡。雖然天然災害一定

會發生，但只要我們多作準備，受害程度與

損失一定可以減免。

誌  謝

　　本次勘災團隊承蒙日本NE公司(Nipp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的協助安排，

並專人陪同，才能順利完成本次勘災工作。勘

災過程同時得到該公司船木健治會長、川神雅

秀社長、海外事業部高城信彥部長、事業推進

統括部折原久治部長、東北支社楠木良德社

長、東北支社營業企劃部鈴木保部長及中村純

先生、松下健介先生等的鼎力協助，謹致謝

意。另勘災期間並拜訪東北大學尾坂芳夫名譽

教授，使我們更了解地震發生當時及災害情

形，以及提供他對防震的寶貴經驗，在此一併

致謝。

　　另為使本勘災報告內容更完整，以達成防

災教育、防災研究及災害防治等社會公益目

標，文內部份圖表、照片參考引用相關地震紀

錄、災害測報及災害照片等各方勘災及刊登之

資料，在此謹向這些引用單位(如文內資料來源

所示)的日本各學術團體、學協會、研究機構、

雜誌刊物及政府機關等單位表示誌謝之意，也

期望此次大地震的災後重建能早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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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本土木學会地震工學委員會，“土木學

会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查團（地震工學

委員會）緊急地震被害報告會報告”， 

2011.04.11

18. 張荻薇、方文志、陳國隆，“1994年1月

17日美國洛杉磯北嶺地震訪查報告書-橋

梁震害探討”，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NCREE-94-001，1994.03。

19. 張荻薇，“日本阪神震災後橋梁之復舊及

耐震補強”，由阪神地震探討國內橋梁耐

震工程之發展方向研討會，台灣營建研究

院，1996.09。

20. 張荻薇，“國外交通設施災後重建與強化

對策”，921大地震災後之交通設施強化與

重建研討會，交通部，1999.10。

21. 張荻薇、曾榮川、黃炳勳，“集集地震

十 周 年 檢 視 台 灣 在 橋 梁 震 害 防 治 之 作

為”，結構工程，第二十四卷，第三期，

2009.09。

22. 日本國土交通省網站：http:/ /www.mlit.

go.jp/

10. 東京大學地震研究所網站：“東大地震研

で観測された地震波形”http://outreach.eri.

u-tokyo.ac.jp/eqvolc/201103_tohoku/

11. 海野德仁，“2011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

～これまでにわかったこと、まだわから

ないこと～”，東北大学による東日本大

震災1ヶ月後緊急報告会，日本東北大學，

2011.04.13

12. 日本港湾空港技術研究所，“2011年東

日本大震災による港湾‧海岸‧空港の

地震‧津波被害に関する調査速報”，

2011.04.28

13. 佐竹健治，“2011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

と津波”，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港

湾‧空港‧漁港の地震‧津波災害調査報

告，日本港湾空港技術研究所，2011.05.11

14. 河合弘泰，“津波観測結果の概要”，

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港湾‧空港‧

漁港の地震‧津波災害調査報告，日本港

湾空港技術研究所，2011.05.11

15. 高橋重雄，“ハードおよびソフトの津波

対策”，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港

湾‧空港‧漁港の地震‧津波災害調査報

告，日本港湾空港技術研究所，2011.05.11

16. 富田孝史，“津波および港湾施設津波被

害の現地調査結果”，2011年東日本大

震災による港湾‧空港‧漁港の地震‧津

波災害調査報告，日本港湾空港技術研究

所，201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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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的人對於系統技術與機電工程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或是單獨對於系統技術或是機電工程知道很多，但兩者合在一

起又未必那麼的清楚。

　　本期中華技術的主題「系統技術與機電工程之整合應用」，

主要係探討如何延引日新月異之資通訊系統整合技術於各項機電工

程。專題內容闡述所屬專業領域，如何利用智慧化整合平台，強化

相關之機電應用功能，以及如何在系統全生命週期中，展現維運管

理優勢，據以延長系統之壽命。

　　希望這期的內容，能讓全然不懂、似懂非懂或是很想懂的讀者

對於系統技術與機電工程之整合應用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另，由於今年3月11日東日本發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地震，

並引發巨大海嘯，也造成最高等級的核輻射災害，本公司特組團赴

日勘災，並針對本次地震及地表振動特性、海嘯成因與測報、海嘯

災害及工程災害等內容與勘災心得撰寫報告，提供國內各界參考，

冀能提升台灣因應廣域複合式災害之處理能力。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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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1491內湖區陽 
   光街323號10樓，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 92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永續工程‧構建和諧生活環境
出刊日：2011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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