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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十年因施工機具的改進與創新，國內
大地工程技術突飛猛進，克服堅硬地盤(如變
質砂岩、花岡岩、卵礫石等)與軟弱地盤(如軟
弱黏土層、沼澤地、海埔新生地)的限制，使
基礎可以愈挖愈深、基樁愈做愈大，邊坡高度
愈來愈高；隧道長度與斷面也因各項限制之解
除，讓工程師們可以一再研發創造引以為傲的
亮眼工程實績。

　　隨著地球氣候變遷引致之溫室效應，近年
來臺灣氣候更趨極端，颱風帶來之累積雨量打
破百年紀錄，加上位於歐亞大陸板塊及菲律賓
海板塊交接處，地震頻仍，地質年代輕，山高
陡峭，地質結構鬆散，很容易受地震、颱風、
豪雨、土石流、山崩、洪水等天然因素致災，
因此建構安全工程設施、確保民眾生命安全及
財產，及在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間取得平衡，
為臺灣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本期專輯以「大地工程與防災的新思維」
為主題，藉回顧過往工程擘劃未來努力的方
向，以更積極的的態度經營與保護臺灣這一塊
美麗的寶島。本期很榮幸能專訪臺大黃燦輝教
授談「隧道工程的永續發展」，闡釋對環境保
育最具正面思維之隧道工程，以充份瞭解永續
工程內涵；訪臺北市政府捷運局陳椿亮局長談
「捷運工程之挑戰與精進」，瞭解臺北捷運建
設從無到有的心路歷程、在規設施工、營運維
管精益求精下，看到經由捷運建設導引空間改
變，創造都市美好的未來；訪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林朝宗所長談「臺灣環境地質與防
災」，認知地調所致力於臺灣區域地質圖、環
境地質圖之更新，作為工程及防災規劃之基本
圖，提供政府作更精準之決策；訪內政部營建
署葉世文署長談「國土規劃與都市防災」，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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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營建署從辦理都市計畫及公共工程興建，
到目前都更與防災之努力，以及開發國家公
園、肩負生態保育及永續經營之政策內涵。

　　本期論述本公司所引進研發之地工新工
法與新技術，如：三重永安路管冪工法穿越
中山高速公路；台電345kV地下電纜線路潛盾
洞道採用FRP工法、可撓性伸縮管、R=50m之
急曲線設計；捷運蘆洲線壓入式沉箱工法；
高雄市鐵路地下化工程穿過愛河段採四階段
圍堰，並為滿足通水需求與縮短圍堰施工期
程所設置河道版，及藉離心機試驗探討該區
土壤液化潛能及可能行為；另在調查及檢測
方面，討論隧道維護檢測成果，老舊橋梁基
礎調查，土石流地質敏感區劃設，都市防災
地質資訊整合分析;在橋梁與基礎災害復建方
面，以地錨工程面面觀說明，並以阿里山公
路59.1k坍方復建為例；在風險管理方面，介
紹施工風險管理案例；在國外勘災方面，特
精撰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災後六個月勘災報
告。本期各篇論文以學理為經，工程實務為
緯，對於民眾關心的主題深入淺出的研析說
明，篇篇精彩，值得大家細細的品嚐。

　　近年來世界各國遭遇大自然災害侵襲之
頻率更勝以往，作為世界易致災區前四名之
臺灣工程師們，對於大自然的災害，除積極
之減災與救災復建外，更應協助推動環境保
育、工程永續之理念，及使民眾瞭解危地不
居之避災觀念，讓大自然對於人之災害減至
最低，打造安居樂業之生活環境。最後，感
謝各專訪人物、作者及編輯同仁貢獻心力，
不辭辛勞，讓本期順利完成，值此付梓之
際，爰綴數言，聊表十二萬分之謝意。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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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臺灣大學土木系

黃燦輝教授
談 「隧道工程的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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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訪談紀要

問：	黃教授當初為何選擇土木工程系就讀?	

是否可以略述求學過程分享讀者？

答：由於家裡開建材五金行，在環境的耳濡

目染中，從初中、高中時期即對土木工程有所

接觸，大學聯考自然而然就填寫土木系。大學

時期的學習著重結構領域，畢業後考取土木技

師。當時國內岩石力學尚未建立學程，所以在

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時期念結構工程組，碩士

論文因緣際會研究土壤力學壓密理論，指導教

授為葉超雄博士。

民國66年碩士畢業後進入中興工程顧問社

服務，做水壩分析設計，翡翠水庫副壩及台七

線旁榮華拱壩為當時所參與之較著名工程，其

中榮華壩為國人首次自行分析設計之拱壩，設

計時曾分析拱壩混凝土溫度之預估值，與日後

施工階段實測結果相當接近，至今印象較深。

問：	您選擇隧道工程及岩石力學為研究主

要範疇，其歷程及思維可否與大家分

享？

答：臺灣隧道工程及岩石力學為洪如江教授

壹、 前言

　　黃燦輝教授，民國64年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另於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攻讀碩士及

博士學業，至民國73年1月獲得博士學位。

　　黃教授專長領域為岩石力學與工程、隧道分析、數值模式，曾擔任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及土木工

程學系副教授、土木工程學系教授、主任暨所長等職，作育英才，指導之碩博士生畢業後服務於各大學、

顧問公司及公家機關等，多有優秀表現。黃教授擔任中華民國隧道協會及大地工程學會等之理事長、多屆

理事或監事，積極參與會務活動。黃教授投身土木、大地工程學術領域迄今約三十年，已為大地工程學界

翹楚。

　　在一個秋高氣爽的上午，本期刊很榮幸在臺灣大學優美校園專訪黃教授，兩個多小時訪談中感到如沐

春風及黃教授平易近人的特質。謝謝黃教授以其個人的努力與豐富的閱歷，分享其經驗及對未來前瞻性議

題的看法。

訪臺灣大學土木系

黃燦輝教授
談 「隧道工程的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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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關係研究、岩石邊坡穩定性分析、節理岩體

完整應力－應變關係之研究、軟弱岩石隧道問

題之研究等。希望這些研究成果對臺灣隧道工

程及岩石力學有所助益。

黃燦輝教授拜訪挪威地工技術研究所(NGI)

問：	由臺灣隧道工程過去、現在及未來，

您可否扼要歸納隧道設計、施工及營

運等工作之主要課題？

答：臺灣近30年隧道工程蓬勃發展，由於地質

自英國進修返國後所推動，早期曾藉由臺灣營

建研究中心進行一系列隧道工程技術研究，

及邀請國際隧道專家Evert Hoek博士與挪威地

工技術研究所(NGI) Nick Barton來台專業技術

指導；臺灣隨著陸續發展隧道分析方法，

如JTROCK、邊界元素法(BEM)、有限元素

法(FEM)、有限差分法(FDM)、離散元素法

(DEM)及近期以顆粒力學理論為基礎發展之

顆粒流數值軟體(Particle Flow Code)等。當

初由葉超雄與洪如江等二位教授共同引導隧

道工程及岩石力學領域之研究，我很幸運躬

逢臺灣早期之隧道工程發展，遂一路研究至

今。

我歷年主要研究主題，岩石力學方面

為：岩體物理模型試驗之研究、岩石節理面

微觀組成模式、岩石節理面透水性與剪力行

為之耦合模式研究、水刀科技於岩石開挖之

力學機制與應用研究等；隧道工程方面為：

承載式岩栓力學行為之研究、地下開挖引致

岩爆問題之研究、軟弱岩石隧道擠壓行為與

模式研究、以顆粒力學探討微組構因子對砂岩

力學行為之影響。近年研究主題則有岩石隧道

受震行為及破壞模式之研究、隧道襯砌檢測技

術及維修補強方法、以顆粒力學探討岩栓－岩

體互制行為、營運中隧道變形力學機制與分析

模式之研究、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岩體水壓

量測技術之研究、軟弱砂岩力學特性與微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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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課程，來強化其作業熟練度，承包商並應先

行規劃施工作業時的各項任務編組，以利工作

之執行。

有關隧道營運管理，自臺灣長隧道陸續通

車後(如八卦山及雪山隧道)，長隧道防災課題

已受重視。以生命周期為出發點，探討最有效

率的施工法，以及最佳管理與養護方式，換句

話說，在設計之初，就必須要先設想到未來會

面臨的問題，並且納入設計考慮，方便日後養

護與管理所需。

此外，為維繫臺灣隧道工程之永續發展，

建議政府及早規劃未來長期隧道發展時程及目

標，以利民間參與各產業之準備及投資策略安

排。

相對複雜，除具有良好之隧道設計外，確實做

好施工管控與監測，為降低施工風險及減少工

期與成本之要務。(1)隧道施工機械自動化及採

用全能作業班為未來可努力推動事項；(2)隧道

施工自動化，如採用軌道運碴；(3)施工機械化

如自動化鑽堡、自動化挖斗裝載機、自動噴漿

機/自動噴漿機械臂、機械大型化、提昇施工機

具輸出能量；(4)測量/監測設備自動化，如隧

道斷面自動定位系統、隧道自動化斷面收方系

統。

全能作業班屬較有效率之施工方式，可有

效提昇隧道施工工進，縮短隧道施工工期。以

國內隧道施工經驗而言，全能作業班之施工效

率確較專業分工班為高。承包商可於得標後進

行施工作業班之篩選，以及全能作業班自主訓

黃燦輝教授歐洲隧道工程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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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向快速公路臺76漢寶草屯線八卦山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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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您曾擔任中華民國隧道協會第四屆理

事長，並擔任多屆(常務)理事與(常務)

監事，對於臺灣隧道工程與研究發

展、貢獻良多，可否談談您的心得?

答：中華民國隧道協會會員人數不太多，是

一個小而美的團體，結合產、官、學界之資訊

於此平台共享，是政府及業界之橋梁。我擔

任中華民國隧道協會(常務)理事與(常務)監事

期間，曾協助推動編輯「臺灣隧道工程發展

史」，以便為國內隧道工程留下寶貴資料，

並邀請律師參加「臺灣隧道工程合約型態研

究」，企求隧道工程契約合理化，解決工程紛

爭；另外，亦擴展臺灣隧道界與國外之交流，

如參與國際隧道協會年會及「海峽兩岸隧道與

地下工程研討會」暨相關交流活動等。中華民

國隧道協會為相當好之平台，大家可多參與並

擴大交流，以提升技術水準。

問：	您作育英才無數，學生服務於各大

學、顧問公司及公家機關等，對於畢

業生之期許及建議為何?

答：期望畢業學生進入大學、顧問公司及公

家機構服務後，要「忠於自己、勇於任事、秉

持專業技術及與人為善」。學校學習知識是有

限的，在職場生涯仍須不斷地學習，不要自限

於大地工程領域，而要多多學習及充實協調管

理、會計、財務等相關領域之能力。工程師須

謹慎辦理工程，國際岩石力學大師Müller教授

曾說過：多接觸岩石，多與岩石露頭講話，即

可懂得岩石的語言，工程師必須明白關鍵問題

在哪裡，方能有效解決工程問題。

問：	臺灣近年來重大隧道工程陸續展開，

如台九線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台九線

南迴公路新建工程、花東鐵路電氣化

工程等。不過，臺灣地質變異大，加

上受極端氣候影響，隧道施工困難度

高，我們應該如何提昇隧道工程技

術，以達到工程如期與如質之目標?

答：近年來環保人士質疑或關心臺灣重大工

程建設對環境之影響，我們可考慮化被動為主

動，邀請他們參與，讓其瞭解隧道工程相對於

其他結構型式，對於環境生態衝擊最低，以及

相關建設工程之必要性。

隧道施工未來應將可能之工項工法及技術

列入計價項目，供隧道施工時選用，並活用契

約規定。為利於如期及如質通車，提高隧道施

工工率可考量幾個方面：確實做好前進探查鑽

孔、較好之岩體類別可提高工率、儘早發現特

殊地盤(斷層破碎帶、擠壓帶、湧水等)、減少

特殊地盤對工率的不良影響、設計提升效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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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包含：老舊交通隧道之安全檢測、維修

與補強技術研訂(I) (II) (1997~1998)、震後隧

道結構快速診斷手冊之建立與震後隧道結構快

速補強手段(1999)、隧道襯砌非破壞性檢測技

術之開發(2005~2007)，隧道補強材料與技術

之開發(2006~2009)等成果，大家或可參考運

用。

隧道工程設計及維護方面，將來宜注意

幾點：大地材料依時行為與隧道長期穩定之考

量、隧道斷面設計納入維修補強淨空餘裕、排

水設施與襯砌設計水壓之探討、全生命周期考

量之長期監測設施與重點斷面(區段)、完工後

立即進行初次檢測、維護管理手冊之建置等。

問：	臺灣土木工程之防災課題已受重視，

請您談談對於隧道防災技術發展的建

議?

答：隧道施工經常發生遭遇剪裂破碎帶、滲湧

水及擠壓等問題，為免影響工期及增加地質風

險衍生之工程費，可研擬災害預防措施。從災

害預防與工安管理、隧道施工之防災、湧水防

止與再利用、隧道監測系統預警機制等加以防

災。

隧道營運體系應建構自規劃、設計、施

隧道工法或材料；另外，亦應考量採用較新機

具、建立良好之機具維修保養、全能施工班，

以及施工管理制度。

有關隧道全生命周期之營運維護監測，應

考量營運養護需求，針對重點區域予以監測，

如：穿越特殊地盤(如重大斷層帶)隧道路段之

長期變形監測、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隧道洞

口邊坡之地下水變化或地體穩定監控，以及易

受天候或外力等因素影響之橋梁監測，進而配

合將交控工程納入設計，並與營運維管單位之

防災監測預警系統結合。

問：	臺灣日漸重視隧道工程全生命周期之

永續發展，以及老舊隧道檢測及維修

補強等之研究及技術發展，請問您有

何建議?

答：臺灣隧道建設高峰期過後，國內公共工程

已經邁入維護管理期。對於安全檢測、評估、

維修補強作業，必將成為未來隧道工程的關鍵

課題。安全檢測管理準則、評估準則之相關技

術逐漸成熟，只是隧道管理單位雖然陸續實施

檢測與評估作業，但管理法規有待更求健全，

以利維護作業的推動。

我參與隧道檢測及維修補強等技術相關



1

No.93│ January, 2012 │13 

人
物
專
訪

影像送至交控中心做整體控管。

依國內外研究強地震初步成果，除洞口及

淺覆蓋區段外，對於特殊地質區段(如斷層破

碎帶及發生擠壓)等，亦需評估隧道襯砌耐震

課題。

最後，為提升隧道因應火災之應變機能，

可參考各國或單位之隧道發生火災後溫度延時

曲線；針對不同延時，選擇隧道內適當之火源

規模及溫度，評估火災對隧道行車安全之影

工、維護、安全檢測以至補強的完整生命周期

維護管理制度。日後多項施工或將推動之計畫

係位於山區，為提高維護管理工作效率及行車

安全，除應做好監測及預警外，亦需加強隧道

全線安全管理維護。由於全球暖化問題，氣候

變動造成異常降雨量及降雨延時模式改變，山

區降雨又容易因地形效應受到影響，邊坡更可

能產生瞬間破壞，對此，我們可在適當地點設

置自動雨量站、自計式水位觀測井及河川流量

站等，掌握降雨分佈情況，供各路段進行緊急

應變及交通管制之用，進而將即時取得訊號及

 (左)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黃燦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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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此外，隧道通風方案之最佳化，應將性能

佳、成本低、操作簡單及逃生與救援等因素納

入檢討，期能安全地處理隧道緊急事故。隧道

消防之最佳化為兼顧隧道正常行車安全、消防

系統、避難及逃生救援等多元性理念，工程師

們除依據規範進行最佳化設計外，可將國際相

關隧道防救災理念納入，如自動偵測及自動水

霧方式滅火，用以防護隧道作有效滅火，此方

法於今年芬蘭國際隧道協會年會之工程參訪活

動時，觀摩其演練救災成效，未來臺灣隧道防

災措施亦可參考引用。

後記

承蒙  黃教授於百忙中撥冗接受專訪，從

隧道工程永續發展訪談主軸，暢談隧道設計、

施工及營運等課題，對近期重大隧道工程之推

動提出建言，並以全生命周期之永續發展觀

點，分享多年來的隧道檢測及維修補強技術與

研究，最後對於國內日益重視之隧道防災課

題，提出看法與建議。訪談中黃教授真誠關心

產業相關從業朋友，期盼臺灣隧道工程永續發

展，建議國家政策應該對隧道的建設與管理作

長期規劃，我們感受到他對於臺灣這一塊土地

與民眾之關懷。黃教授自我實踐「忠於自己、

勇於任事、秉持專業技術及與人為善」的風

範，值得參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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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1)吳文隆經理  (左2)黃燦輝教授  (右2)李順敏協理  (右1)陳正勳正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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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整理：吳文隆	‧	攝影：黃教正整理：吳文隆	‧	攝影：黃教正整理：吳文隆	‧	攝影：黃教正

訪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陳椿亮局長
談 「捷運工程之挑戰

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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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訪談紀要

問：	臺北市捷運系統建設成果深受各界讚

賞，請局長談談如何從最初規劃、設

計、施工至營運階段的辛苦歷程，來

與大家分享？

答：政府為改善臺北市交通堵塞問題及加強都

會運輸功能，改善生活環境，於民國64年開始

推動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建設，經過

交通部運輸委員會的可行性研究及規劃，至民

國75年4月行政院核定初期路網，同年6月27

日成立臺北市捷運工程籌備處，並於民國76年

2月改制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隔年7月1日

大眾捷運法公布，從此我國大眾捷運工程建設

之法令及機關確定，展開建設之發軔，經歷30

餘年的辛苦歷程，可從下面幾個方面來說明。

一、土地徵收方面

　　捷運建設用地取得是最困難的事項，因

徵收價格依公告現值徵收，其價格與市場價

格差異很大，受限法令規定，無法以市場價格

徵收，以致作業常遭遇困難，為順利解決此問

題，特別從合理補償的角度以公告現值加四成

(早期公告「現值」未普遍性調整前)方式徵收

或以土地聯合開發方式處理。此聯合開發除可

壹、 前言

　　
陳椿亮局長，於民國61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隨即考取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交通工程組，並於63年獲得交通工程碩士學位。

　　陳椿亮局長公職歷練豐富，曾擔任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處長、副總工程司、主任秘書、副局長及臺

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董事長等要職，推動臺北捷運系統工程之建設與營運，貢獻良多。臺

北捷運系統目前已完工通車的路網長度有106.4公里、94個車站、平常每日搭乘旅運量約一百五十餘萬人

次，為大臺北都會區帶來舒適便捷的交通服務與「好禮」、「守秩序」的捷運文化，大幅提升國際競爭力

與能見度，且臺北捷運自2004年起連續5年榮獲國際鐵路標竿組織NOVA/CoMET認證為全世界最可靠的捷

運系統，優質的建設加上效率的營運，贏得國內外的讚譽與認同。

　　在一個初秋的午後，本期刊很榮幸專訪陳局長，以其個人的努力與豐富的閱歷，分享捷運工程興建營

運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努力方向等前瞻性的議題看法，值得讀者細細思索，本文將以「捷運工程之挑戰與

精進」為題專訪陳椿亮局長。

訪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陳椿亮局長
談 「捷運工程之挑戰

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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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工程建設為百年大計，採高標準設計

與規範，並參考國外工程設計、施工經驗，只

准成功不准失敗，大家有心去完成它，抓重

點、講方法、實事求是。我們採獨立品保原

則，工程品質要求嚴格，一切按施工規範進

行，落實三級品管制度，其品質是大家有目共

睹的，臺北市捷運工程因做得有聲有色，舒

適、便捷的交通建設成果，也讓外縣市羨慕不

已。本局除各工程處所自辦監造外，並成立獨

立品質管制、稽查單位品保處，用雙重品管系

統做好品質管制，要求高，無任何弊端，已立

下良好的口碑，工程界流行一句話：承包捷運

工程要以一般價格加二成，而其他公共工程標

價則可打八折，道盡其中真諦。

順利取得用地及節省政府財政負擔外，並導引

民間資金，促進投資管道及經濟發展，創造公

共利益的機會，建立允許民間共同參與政府興

建計畫，為目前公共工程BOT之濫觴，但由於

聯合開發作業過程中之變更都市計畫核定是否

過於寬鬆、風險分析、政府與民間權益等項目

如何分配?鑑價價格高低及是否有公正鑑價等

問題，也受審計、政風單位監督及監察院之調

查，這一路走來我們坦坦蕩蕩，沒有發生任何

弊端。

二、工程規劃設計方面

　　本局負責推動興建捷運建設，由於國內沒

有工程經驗，所以最早由交通部運研所聘請英

國大眾捷運工程顧問公司（BMTC）進行可行

性研究，後續本局聘請美國大眾捷運系統顧問

公司（ATC）擔任總顧問，引進國外捷運工程

設計技術，為讓此技術能在國內生根及技術移

轉，細部設計顧問招標合約規定，要求國外團

隊與國內工程顧問公司合作共同承攬細部設計

標，人員組織要求國內人員擔任計畫副理，循

序漸進建立規劃設計技術，此方式成效良好，

績效卓著，目前國內工程顧問公司已具有設計

技術，並已經開拓印度、印尼等國家之捷運工

程市場。

三、施工方面
林明華副總經理 



1

No.93│ January, 2012 │19 

人
物
專
訪

答：捷運公司規劃悠遊卡時，深深體會這個市

場有很大商機，計畫草案送到臺北市政府後，

由於不僅只有捷運售票項目而已，還有公車、

停車場收費，所以市政府將此案移到交通局來

辦理，並進行詳細市場調查。由於電子票證

系統牽涉相當多的技術，技術開發與維護需要

專業廠商參與本計畫，合作投資，才能成功推

動。最初公車業者反對加入，深怕營運資料曝

光，財務透明後政府補助金額變少，而猶豫不

決，經過多次溝通後曉以大義，一方面可解決

司機吃票問題，另一方面亦可減少人事支出成

四、工期管控方面

　　捷運工程於都會區施工時，白天施工影響

交通，晚上施工影響居民睡眠及休息，沒有任

何時段施工做到不擾鄰，為了降低噪音、震動

及影響交通並避免民眾抗爭，除周詳規劃設計

外，於施工前辦理居民說明會，加強溝通取得

市民諒解，光一個路口開挖施工，交通維持計

劃就分成21個區域施工，其辛苦程度無法以語

言加以描述，縱然如此，我們還是捱過來了，

臺北市民也漸漸習慣捷運工程施工帶來些許不

便，民眾抗爭事件就很少發生。目前我們進行

環狀線建設，由於沿線新北市民過去沒有經歷

捷運施工情事，抗爭事件反對聲浪不小，我們

得重新再來一次，複製經驗如此再循環一次，

終究可順利化解。

五、合約管理方面

　　土建標、機電標合併一標招標或分開招

標二者那一種發包方式比較好?經過幾次施工

經驗以後認為採合併招標比較好，為了追求更

好的管理方式，本局最近招標則採用區段標方

式，則可彈性容易處理工程界面，節省成本與

工期，提高施工品質。

問：	臺北市捷運售票系統從最初之捷運卡

擴大到相當便利的台北悠遊卡，此發

展歷程及策略，捷運公司如何扮演規

劃與推動，其作法是否可提供大家參

考？

陳椿亮局長 



1

20 │No.93│ January, 2012 

人
物
專
訪

成功的一大步。他花了一個多小時說明網路系

統構架與原理，並說明系統發生問題會出現紅

色訊號，它會自動去找問題及解決，直到正常

狀況訊號顯示綠色訊號。文湖線計有24個車

站，2個機廠加上1個行控中心，合計有27個節

點，所以電腦偵測運算要處理227資料，運算資

料龐大，所需時間蠻大的，所以建議將27個節

點先分成4個段再連結方式，則可有效減少電

腦系統訊號處理時間，即為（27+27+27+26）方

式。

本，提高車輛營運效率，最後終於同意配合政

策。於民國89年3月成立台北智慧卡票證股份

有限公司，推出悠遊卡於民國90年1月開始免

費測試，接著民國91年9月悠遊卡全面上市，

我們以遠大的眼光及公共利益出發，以各界支

持的助力去推動國內首創之電子票證系統於3

年內完成，反觀英國則需時6年才完成，臺灣

執行能力相當驚人，目前我們範圍已擴大至小

額消費，發卡量已突破2300萬張，可說臺灣

平均每人都有一張悠遊卡了，市民使用高科技

產品為生活帶來便利，這個案子非常成功，為

歷任市長重要政績，是我們大家值得驕傲的地

方。

問：	捷運文湖線系統目前營運可靠度達到

要求，已經非常穩定，貢獻良多，談

談局長如何完成此項艱難工作？

答：文湖線系統由原來馬特拉專用電纜有線

傳輸系統，改由龐巴迪公司之先進CCPC網路

傳輸通訊系統，由於改善前之網路傳輸通訊系

統經常出現異常，以致電腦當機，影響營運可

靠度，這是問題癥結所在。我為了解決這個問

題，特地跑去請教國內網路方面專家交通大學

網路工程研究所王協源教授，請他幫我們解決

這個問題，起初他並未同意，最後在王教授家

人鼓勵下，他終於同意出馬協助，讓我們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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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承包廠商龐巴迪公司也曾提出系統改

善方案，惟文湖線測試需暫時停止營運十天，

因會嚴重影響市民生活及造成交通擁塞問題，

且承包廠商沒有把握能順利改善完成而作罷。

我接任局長後第二個上班日，承包廠商遠

東區代表來拜會我，我對他說你是我第一位客

人，希望他好好地認真找出原因，會後承包廠

商重新檢討改善方案，事先作周詳規劃、演練

與研究後，提出僅需暫停文湖線營運二天的改

善方案，經市政府捷運改善專案審查小組同意

後實施，經過改善後，目前文湖線營運可靠度

達到要求，也取消八折優惠措施，郝市長很關

心此案，我向他說明目前系統穩定沒有問題，

若有問題可能係材料自然老化、儀器使用壽命

問題而已，佔約10%，這一部分可加強檢查、

維護加以排除，所以解決問題方法及程序都很

重要。

 臺北捷運文湖線／大湖公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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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需求、有什麼缺失，有什麼設施可以做得更

好的地方，對營運中有那些需求改善的地方，

更從民眾搭乘習慣、滿意度調查及經驗掌握真

正客戶需求，可為下階段捷運工程的設計與施

工，納入改善依據或精進的部分，如此方能達

到民眾的期待。

本局與捷運公司素來合作無間，興工與營

運很多工作都可整合，攜手共同打造世界級的

捷運新都會。

問：	局長您由興建之捷運工程局轉任營運

之捷運公司擔任總經理、董事長後，

再回任興建單位，對兩單位之角色互

動與整合，談談作何種調適與期許?

答：我的公務人員生涯大部分在捷運工程服

務，由最早在捷運工程局擔任處長、副總工程

司，從事規劃設計與監造工作，再轉調至捷運

公司擔任總經理、董事長職務，從事經營、管

理工作。這二個單位之間我個人的調適沒有問

題，反而從中可以瞭解到民眾對捷運工程有什

(左1)林明華副總經理  (左2)陳椿亮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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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伍了。捷運局業務量大，各項資訊必須有效

處理，才能不出錯誤、節省成本及人事，提高

效能。

歷 任 局 長 從 齊 寶 錚 局 長 就 積 極 推 動

AUTOCAD電腦繪圖，從量變而質變，本局勇

於嘗試，採用新方法、新技術，推動各項新的

事務，建立示範作用帶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你可從日常生活細節體會，捷運設施很先進與

便捷，若捷運出入口有與其他單位設置在一起

時，其他單位一定會效法，如台鐵驗票閘、公

問：	20餘年前	貴局首採電腦繪圖取代手

繪，變革國內工程設計作業習性。現

捷運局開始指定採BIM建築資訊建模

建置工程圖資，勢必加速國內3D設

計、施工、與資訊整合之腳步，貴局

對BIM應用與願景之期許為何?

答：科技日新月異，時代進步為大家帶來便

利，我們要善用電腦軟體工具來處理公文或進

行設計，我對電腦很有興趣，為跟上時代也自

我要求去學習新的應用軟體來處理公文，否

則，若沒有跟上時代進步可能成為電腦孤兒就

 (右4)陳幼華協理  (右3)李順敏協理  (右2)李魁士經理  (右1)吳文隆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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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委託西門子公司維修而已，最重要的是建立

自己的維修能力，掌握捷運工程核心之機電系

統。

問：	貴局持續精進以確保優質建設，歷年

來引進諸多新工法，包括剛完成之浮

動式道床、與雙圓潛盾工法等克服障

礙，後續路網面對都市道路狹窄、大

型管線障礙物、用地取得困難之嚴峻

環境條件，期許如何精進技術?

答：本局歷年來大力引進新工法、新技術，

並對國內施工要求更高，從早期的明挖覆蓋車

站施工之路面舖設覆工板為例，已持續精進至

第4代了，讓用路人不要產生路面不平、跳動

顛簸、滑倒、噪音等問題，覆工板面比AC瀝

青路面還美觀、耐用、防滑。目前蘆洲線部分

路段採用浮動式道床減少噪音、振動問題，而

機場捷運約CA450A標穿越淡水河段潛盾隧道

工程，採用安全性高的二連型雙圓潛盾工法

（DOT），都是國內首度引進的最新工法，在

工程成效上表現相當卓越已獲得各界佳評。

問：	局長強調力求技術精進，展現顧客服

務導向，精進風險管理，建構安全、

人本、優質、永續捷運系統之目標，

局長期許業界如何配合此項目標?

車資訊牌及車內不飲食的規定等，對社會進步

起了示範作用。同樣地，傳統2D電腦繪圖現在

已經進步至3D設計應用BIM方式，本局有責任

帶動社會進步，也開始要導入BIM，如建立基

本圖說資料庫，使將來施工及未來營運管理更

具效率與提升正確性，具有正面價值。

問：	臺北捷運連續5年獲國際鐵路標竿組織

NOVA/CoMET認證為全球最可靠之捷

運系統。局長強調捷運工程要精進風

險管理，除捷運局內部行政管理外，

期許如何強化土建與機電工程等專業

上之風險管理?

答：我擔任捷運公司總經理時，到英國倫敦拜

會Imperial College交通學院秘書，討論臺北捷

運參加認證事宜，這原本是香港地鐵公司發起

風險管理認證工作，但香港方面找英國相關單

位規劃而建立的認證制度及組織。

為了維持良好的營運，必須加強維修之

能力，我們一開始也不太了解馬特拉系統之控

制電路板這種高科技的儀器，我們就委託中科

院來研究，徹底了解其功能及探索構架，以便

掌握大部分問題，自己人可以立即進行營運維

修，如此可確保系統穩定及安全，並節省每年

大筆委外維修的費用。目前本局已經能獨立維

修了，為考量合約保固問題僅有8片安全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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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承蒙  陳局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次專

訪，並說明臺北捷運過去推動之辛酸點滴及未

來之挑戰與精進，綜合本次訪談要義，概為：

臺北捷運工程一路走來披荊斬棘，歷經千辛

萬苦，秉持信心，勇於接受挑戰，突破各種困

難，從無到有，從有到好，終能打造目前具有

安全、便捷、舒適、美觀及世界一流水準的運

輸系統，並將捷運工程技術由國外引進國內，

深耕茁壯於國內，國人已經能夠自行設計、興

建、營運，這是值得國人驕傲的成就。

答：施工廠商要有永續經營目標，長期培養施

工技術人才，落實營建管理，提升施工技術品

質，讓公共工程品質展現最高水準，贏得民眾

的信賴。工程顧問公司是工程技術人才的菁英

匯集之單位，也是帶動社會進步的橋梁，其設

計資源最豐沛，工程師要有長遠的抱負及使命

感，除周詳規劃設計，以提升設計品質外，應

積極投入工程技術研發，讓工程技術不斷地精

進，使工程施工愈做愈好，愈做愈美，並發揮

引領施工廠商前進之火車頭作用。

 (左1)吳文隆經理  (左2)李順敏協理  (左3)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3)陳椿亮局長  (右2)陳幼華協理  (右1)李魁士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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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訪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林朝宗所長
談 「臺灣環境地質
與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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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訪談紀要

問：	談談林所長過去求學經過，以及為何

選擇地質行業，過去公職生涯有那些

心得，值得大家分享的經驗?

答：我出生於宜蘭鄉下，從小時候就接觸大

自然，在好山好水的地方，對土地及高山有一

種情感，特別嚮往與自然環境有關的工作，所

以宜蘭高中畢業後，就報考北區三專聯招，如

願考取第一志願臺北工專礦冶科探礦組，研習

地質與礦冶工程。民國62年畢業服完兵役後，

於民國66年進入臺灣省礦務局服務，進行臺灣

礦物資源開發調查與測量工作，接觸更多的野

外地質調查工作；對於職務工作愈做愈起勁，

民國67年11月20日適逢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正式恢復成立，亟需人才，經由徐鐵良所長

延攬轉任至中央地質調查所服務。迄今轉瞬已

經歷33年歲月，從基層一路走來，上山下海，

足跡踏遍全國各地，其間曾從事野外地質調查

及地質圖測繪，建立臺灣區域地質圖資料庫，

提供工程界參考；也參加國內重大交通工程、

壹、 前言

　　林朝宗所長，民國40年生。民國62年畢業於臺北工業專科學校礦冶工程科，在中央地質調查所任職期

間先後二次奉派荷蘭出國深造，研修遙測地質學及構造地質學，於民國74年畢業於荷蘭國際太空測量及地

球科學研究所，獲頒碩士學位。

　　林朝宗所長服兵役後，曾於民國66～67年擔任臺灣省礦務局技士，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正式恢復

成立後，在民國67年即調至中央地質調查所任基層公務人員，肯幹實幹，不辭勞苦，逐次擢升為技士、技

正、組長、副所長，自民國91年接任所長迄今。林朝宗所長除擔任首長推動政務外，為人熱心公益，貢獻

所學，參與學會、協會相關活動，推廣地質調查與研究工作，曾擔任中華民國地質學會第43、44屆理事

長，建樹良多，鑑於臺灣地質災害與土地管理之重要，遂結合地質界產、官、學界共同推動地質法，為臺

灣地質法之主要催生者。

　　我們依照約定時間，走進擺置臺灣各種岩石大標本的中央地質調查所廣場，隨即感受臺灣地質是如此

的親切與深奧，接著專訪林朝宗所長，以其個人豐富的地質歷練，侃侃而談臺灣地質調查與研究工作之情

形，並說明對地質災害與國土管理相關看法，本文以「談臺灣環境地質與防災」為題報導林朝宗所長之專

訪內容。

訪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林朝宗所長
談 「臺灣環境地質
與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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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本所編制人員不多，負責全國地質調查與

研究，工作任務繁重，但本所自正式恢復成立

以來，在歷任所長領導之下，調查工作成果、

研究成果及地質調查出版書籍相當豐碩，普受

世界各國重視及國人參考應用，為臺灣地質圖

資建立寶貴的資料庫。

近年來由於調查業務工作量龐大，本所

尋求外部資源之協助，以解決人力不足問題，

所以委託國內學術單位、工程顧問公司、技師

事務所辦理部分業務工作，其工作成果均經本

所嚴格審查把關，符合契約預期之目標。此方

式除可促進產官學合作交流，讓優良廠商有機

水利工程等可行性規劃之地質調查工作，提供

工程建設選址之參考；推動都會區地質環境調

查，從事大型地質鑽探孔調查，以臺北都會區

地質環境調查計畫為例，共鑽40孔地質井，最

大鑽探深度五股一號井為760公尺，取得高品

質岩心資料庫，建立良好的地質調查資料，彌

足珍貴，可供學術界及工程界參考應用。

問：	貴所人力有限，如何推動臺灣地質全

國性、各類地質圖調查、編製等工作

長期計畫?

 (左1)周功台總工程師  (左2)林朝宗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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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地質調查工具隨著科技進步而日新月異，

以前利用航空照片取得地面的資料，為大區

域地表地質調查工作很重要的方法；但自從有

SPOT衛星影像及福衛影像技術應用，更顯其調

查工作效率快速且有效。惟由於航空照片及衛

星影像易受地表植生遮蔽地面的細部特徵，高

空雲層遮蓋陰影的影響及解析度至1m等問題，

對影像判釋無法非常完整等因素，近年來地調

可利用空載光達LIDAR測量技術的發展應用於

大規模之地質調查工作，有顯著的成果，雖其

對於垂直變化很大的地形效果尚不理想，其他

則相當良好。國內目前有幾家公司在應用與發

會參與本所地質調查工作，累積經驗外，亦可

提升國內工程顧問業之地質調查技術及研究水

準，如易淹水地區上游集水區地質調查及資料

庫建置、地質敏感區災害潛勢評估與監測、地

下水保育管理計畫、地震地質與地變動潛勢分

析等，皆逐年持續執行，為我國國土規劃、保

育與地質災害防治，提供寶貴地質資訊。

問：	臺灣大規模地質調查工作所需人力

多，而且費時，如何有效地利用新科

技進行地質調查工作?

(右2)李順敏協理  (右1)李魁士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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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地質法之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之任

務，如何劃分角色定位?

答：在地質法第二條主管機關之規定：在中

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

全國地質調查，包括全國基本地質調查、資源

地質調查、地質災害調查及其他等，由於是全

國要求一致性、大面積及整體流域之跨縣市調

查，及公告地質敏感區、審查地質敏感區變更

及廢止辦法等所需人力、財力、物力投入相當

多，宜由中央來辦理。

我們並不期待地方政府去做該縣(市)轄區

範圍之地質調查，地方僅需管理轄區之土地開

發行為，可以自行審查或委託專業團體辦理審

查，對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之審查辦

理把關工作，另地方政府若有需求，也可以依

施行細則自行辦理劃設地質敏感區；對於因發

生地質災害或可能發生地質災害之區域，且有

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得派查勘人員進入公、

私有土地進行地質調查或災害鑑定。

問：	您任內積極推動地質法，於99年12月

8日公布實施，對地質界貢獻良多，地

質法實施後對臺灣工程界及一般民眾

有那些影響?

展，且費用不高，目前費用每平方公里約2～

3萬元，可直接量測至地面資料，演算地面模

型，不受地表林木植生及雲層影響，而地表露

頭、地層層面、山崩、斷層、向源侵蝕…等則

一覽無遺。以2010年梅姬颱風10月22日造成

臺灣東部花蓮、宜蘭山崩、土石流、淹水災害

為例，本所剛好在進行蘭陽溪流域調查計畫，

立即利用LIDAR DEM快速比較災害前後資料，

便能很清楚地看到各處山崩、淤積、土石流等

地形變化資料。我們事後將研究分析結果提供

相關機關參考，並參加2010年法國國際地質災

害研討會展示此項成果，得到與會世界各國熱

烈的稱讚。

問：	貴所推動國土資訊系統成效卓著，可

否談談建置過程及願景?

答：民國87年本所研究與經濟部資訊中心共同

推動國土資訊系統「工程地質探勘資料庫建置

計畫」，至目前已歷13個寒暑，感謝各公務機

關及學校配合推動本工程地質探勘資料庫建置

計畫，至目前共已收錄鑽孔約36,000孔，總深

度約132萬公尺，我們將會持續建置及發展本

系統版本之更新、舉辦教育推廣與輔導上線工

作，建立資料彙整與供應機制，達成國土地質

資料「分散建置、集中管理」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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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臺灣地形陡峻，山地

多，平原少，位於歐亞板塊

及菲律賓板塊接合處，由於

地震多，加上颱風豪雨侵

襲，以及人為不當的土地開

發與工程建設，造成許多地

質災害，如山崩、地滑、土

石流、地層下陷、海岸變遷

等，人民傷亡財產損失時有

所聞。為讓臺灣能永續經

營，減少地質災害，確實需

要一個地質法，以健全地質

調查制度，有效管理國土地

質資料，建立國土環境變遷

及土地資源管理之基本地質

資訊。本所結合國內地質界共同推動此法，經

過十年努力，終於99年底頒布實施，應是國內

地質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地質法實施對工程界及一般民眾是有益處

的，比方說將來開闢一條公路時，可先查閱政

府地質資料庫，由廣域性地質環境基本資料，

瞭解工址是否通過或位於地質敏感區。另依地

質法施行細則規定，應該由執業技師進行大比

例尺基地（工址）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工

作，並對成果進行技師簽證，經主管機關審查

通過後，方可興建，以確保工程安全性、維護

人民生命安全及減少財產損失。

後記

承蒙林朝宗所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

訪，並說明其求學生涯及臺灣地質調查與研究

之現況，以及未來努力方向與願景。總結本次

訪談要義，概為：臺灣地質構造複雜，地質年

代輕，易遭受大自然作用而產生地質災害，工

程建設、土地開發利用時，宜由專業人員依地

質法與相關法令辦理調查及評估，達到避災防

災，兼顧國家建設及國土保育，才能永續經

營。

 (左1)李魁士經理  (左2)李順敏協理   (中)林朝宗所長   (右2)周功台總工程師   (右1)吳文隆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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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整理：吳文隆	‧	攝影：黃教正整理：吳文隆	‧	攝影：黃教正整理：吳文隆	‧	攝影：黃教正

訪內政部營建署

葉世文署長
談 「國土規劃與
都市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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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訪談紀要

問：	葉署長曾任玉山、陽明山、太魯閣等

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為保護臺灣的

生態環境、國土保育付出許多心血，

成果可觀，是否能分享您的經驗？

答：寶島臺灣是非常特別的小島，土地面積僅

3.6萬平方公里，在世界國家排名雖很後面，

但以人口數2316萬人來看，在世界排名則很

前面，人口眾多，土地狹小，山高、丘陵多，

平地少，可開發的土地約佔30%，其地質、地

形、氣候、生態多樣又豐富，高山冬天會下

雪，平地夏天燠熱，具有寒帶、溫帶、副熱

帶、熱帶氣候與植物，變化萬千，非常漂亮。

臺灣天然災害多，但颱風、地震、水災、旱

災、土石流及板塊作用卻造就特殊景觀，大家

必須學習如何順應大自然並避免過度開發及保

育土地，以本署所轄之八個國家公園來說，陽

明山國家公園是以大屯火山群為主體，地質屬

安山岩，具外型特殊的錐狀或鐘狀火山體、火

山口、火山湖地形地質景觀。玉山國家公園屬

高山園區，因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相推

擠而高隆，造就玉山為東北亞第一高峰，崇山

峻嶺、溪谷深邃，天然植被與氣候隨海拔變化

而異，但原生動植物甚多。墾丁國家公園於民

國73年成立，為我國第一個國家公園，由於百

萬年來地殼運動不斷的抬升，陸地與海洋交錯

影響，產生高位珊瑚礁、海蝕地形、崩崖地形

等奇特地貌景觀，海底珊瑚生態豐富，每年大

批候鳥來此過冬，蔚為奇觀。雪霸國家公園則

涵蓋雪山山脈、高山林立，其中名列臺灣百岳

壹、 前言

　　葉世文署長於民國94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高階公共管理組，獲得碩士學位。

葉署長資歷豐富，自基層公務員出身，任事積極，曾擔任內政部營建署玉山、陽明山、太魯閣國家公園管

理處處長、內政部營建署專門委員、組長、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主任祕書、副所長等要職，三十餘載公職服

務事蹟優良，並多次榮獲行政院表揚獎勵。

　　葉署長長年對國土維護及建設工程貢獻卓著，本期刊很榮幸請署長就如何因應全世界氣候變遷、節能

減碳以及減災政策方面，分享其豐富的公職閱歷，以及營建署配合國家政策之推動措施，值得讀者參閱，

本文將以「國土規劃與都市防災」為題報導葉世文署長的專訪。

訪內政部營建署

葉世文署長
談 「國土規劃與
都市防災」



1

34 │No.93│ January, 2012 

人
物
專
訪

史，公園內可見到七股潟湖、濕地、黑面琵鷺

棲息地、漁鹽產業文化等。

我深深感覺在臺灣的每個國家公園皆具

有特色，也發展出獨特的內涵，我在擔任國家

公園處長時力行土地保育，對於原住民給予關

懷並經常溝通，關心原住民在土地使用受限後

的生活，增進政府與原住民間的瞭解，建立互

信、互助之夥伴關係，於共存共榮的氛圍下，

者達19座，公園裏蘊藏特殊物種、森林生態及

生物多樣性，還有著名櫻花鉤吻鮭復育。太魯

閣國家公園亦擁有世界級峽谷景觀、九曲洞、

燕子口著名景點。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為我國第

一座海洋型國家公園，具有完整之珊瑚礁、海

洋生態環境特色。另外，金門國家公園保存戰

役史蹟紀念地，因過往實施戰地政務而有幸可

以留存其特殊自然生態以及傳統閩南建築。台

江國家公園也保存先民平埔族、漢族移墾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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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臺灣可供開發的土地不多，加上國人有土

斯有財的觀念，大家都以擁有自有住宅為人生

努力目標，以致供需失衡且房價飆高，這種現

象在北部都會區更為明顯。政府以前推行住者

有其屋，依國民住宅興建條例廣建國民住宅。

但該條例於民國88年廢止後，就不再興建國宅

了，最近各界熱烈討論住宅問題，行政院已通

過「住宅法」草案送立法院審查中，希望在本

會期能順利通過，以嘉惠廣大的民眾。(編按：

住宅法已於100年12月30日總統令發布。)

發展生態旅遊活動產業，提供就業機會，如舉

辦馬拉松賽跑、自行車越野賽、國家公園登山

學校及導入當地住民的解說導覽，希望藉此能

加強遊客對生活環境及文化傳統之瞭解與尊

重。

問：	近些年來北部都市房價高漲，居住本

區可謂大不易，請問營建署有何政策

以解決民眾住的問題?

 (左1)吳文隆經理  (左2)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2)葉世文署長  (右1)李順敏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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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之物皆為善，一經人手，則變為惡。」臺灣

在九二一震災之後，大地已經受到傷害，近

來自然天災亦漸成為常態，過度開發的社會成

本越來越高，意圖藉工程手段消災常常不切實

際，避災才是務實作法，而避災就是順應自

然、尊重自然、不對抗自然，尊重山、尊重

河、尊重海，為下一代保留自然資本。

本署係以營造優質、便捷、安全及永續

發展的生活環境為願景，針對臺灣環境特質，

考量建築物耗能、耗水、排廢、環保與舒適特

性，我們從民國90年起配合行政院推動永續

「住宅法」立法的目的是要解決當前的

房屋問題，包括房屋買賣價格資訊公開、實

際交易金額登錄制度，避免仲介業炒作；照顧

中低收入者，降低其購屋利息，補貼租屋者房

租3600元/月，提供房屋修繕銀行貸款利息補

貼；另有青年安心成家專案，補貼利息來協助

青年購屋等。眾所矚目的合宜住宅政策，政府

採取增加供給面，透過都市計畫變更、區段徵

地取得土地，公開標售給建商，並在合約規定

建商必須提出一定比例之戶數，給政府辦理社

會住宅，只租不售，且租金固定約為當地租金

行情之6~7折，目前已完成新北市臨近機場捷

運A7站、板橋浮洲2案的簽約，合計約可提供1

萬戶合宜住宅，其地點雖非市中心，但臨近捷

運車站、交通便捷，且基地規劃用心，建蔽率

約35%並有廣大空地及綠地，是相當不錯的居

住環境。

另外，亦撥用住宅基金33億元購買土地，

其地點包含新北市三處及臺北市二處，無償提

供給地方政府興建社會住宅，以便租給社會上

經濟較弱勢之民眾，讓大家能住者適其屋。

問：	目前政府推動「節能減碳」及綠色內

涵，請問營建署在施政上如何落實節

能減碳目標?

答：法國哲學家盧梭（Rousseau）曾說：「天
林明華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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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之政策，包括：綠建築推動方案、生態城

市綠建築推動方案、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等，

逐步推動綠建築制度，塑造具永續發展之安

全、綠色生活環境。本署推動綠建築之措施，

包括：綠建築規定法制化，將建築基地綠化、

建築基地保水、建築物節約能源、建築物雨水

及生活廢排水回收再利用與綠建材等部分納入

規則，以法制方式要求一定規模以上公、私有

建築物進行綠建築之規劃設計。我們透過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內政部指定之建築有關

主管機關加強綠建築推動，藉由推動綠建築與

審核及抽查之執行計畫書，經審核評定後，給

予獎助。申請獎助項目包括推動綠建築工程計

畫、建立綠建築審核及抽查計畫、推動綠建築

宣導計畫，自民國93年起由本署逐年編列預算

獎助，迄今獎助共約3.96億元。我們積極獎勵

民間建築物進行綠建築改善，讓既存建築物符

合新標準，改善機能品質與室內環境條件，方

能將其價值再作提升。

問：	臺灣地狹人稠，可開發之用地不多，

請問如何在城鄉、都市發展與生態維

護之間取得平衡?

答：統計99年底臺灣都市計畫區共有437處，

面積約47萬5千公頃；全臺灣有2316萬人，其

中1840萬人居住在都市計畫區內，意即全臺

灣80%的人口居住在都市計畫區內，都市人口

聚居的情形非常明顯。近十餘年來，為發展經

濟、紓解都會區發展之壓力，屢有新訂、擴大

都市計畫之情形。本署一直努力的目標是在保

護生態環境、維護優良農地與尊重原土地所有

權人生活型態的選擇下，不輕易作大面積的新

訂或擴大都市。本署另以宏觀角度及長遠思

維，為確保國土安全及國家永續發展，促進國

土資源合理配置，以有效保育自然環境、滿足

經濟及社會發展之需，進而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而制定國土計畫法（草案）。未來將以達成國

葉世文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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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資料，提供各界參考。

在工程規劃設計層面：執行規劃設計時，

必須加強其工程專業，提升公共工程品質、強

化耐災實力、降低工程本身與民眾的風險與損

失。經常檢視先期規劃並落實計畫執行，提昇

人員素質、加強人員訓練，建立防災意識及體

系。

在加強防災、減災系統層面：將地區周邊

之水文、土壤、地質、地形、植被、生物及活

動斷層地質敏感區等資源納入調查、規劃及分

析，對這七項實質環境之詳細調查與研擬解決

對策後，使各項公共建設工程融入自然環境並

達到防災、減災、避災目標。

在落實監督與管理工作層面：確實審查承

包商之整體施工計畫，包括施工設備、施工程

序、施工方法、勞動人力、預定進度、施工網

圖、工地安全衛生、環境保護及交通維持等，

並監督其執行及提供施工改進意見，務使工程

施工符合契約設計圖說及規範。

問：	營建署未來之工作重點，如何達成綠

色營建、綠色生活、永續臺灣的施政

目標?

土永續發展為原則，針對我國管轄之陸域、海

岸及海域，擬定引導人口、產業及公共設施等

之空間發展計畫，並基於國土保育利用及管理

之需要，依土地資源特性劃分國土保育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及海洋資源地

區。

臺灣城鄉發展地區應以集約發展、成長管

理為原則，創造寧適之生活環境及有效率之生

產環境，確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設施。

為確保國家永續發展、提升環境品質、促

進經濟發展及維護社會公義之目標，我們必須

考量自然環境容受力，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與財

務成本、開發權利義務及損益公平性之均衡，

具體規範城鄉發展之總量及型態，並訂定未來

發展地區之適當區位及時程，以促進國土有效

利用之土地使用管理政策及作法。

問：	在極端氣候條件下，如何發展公共建

設發展，以確保防災、減災、避災之

成效?

答：我們可從幾個方向著手，在政府層面：

必須先完成上位政策、法規、制度等方面之建

構，讓專業工程人員在進行工程相關規劃設計

時有依循方向，政府並應規劃調查各類災害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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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世文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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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承擔公共建設的使命，所辦理之各項建築

工程均已在契約中要求設計者依綠建築標章制

度在規劃設計中落實，做好政府帶頭示範之作

用，以促成公共工程永續節能減碳之目標。

問：	貴署推動都市更新及下水道建設等重

大工作，其主要的政策與措施為何?

答：臺灣都會區部分舊市區房屋老舊，環境

機能較差，藉由都市更新方式，可促進社會發

展、活絡經濟、增加國民福祉，本署有下列主

要措施：

一、健全都市更新法令機制

為解決民間申請辦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執

行問題及簡化作業程序，我們已經檢討修正都

市更新條例及相關法令。啟動中央都市更新基

金補助實施自主更新，委託專業團隊駐地輔導

社區住戶籌組都市更新會及協助研提都市更新

相關計畫，積極結合民間資源全面推動都市更

新。

二、全面推動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

由中央、地方相關機關（構）組成專案

推動小組，推動招商作業與建立公辦都市更新

答：過去曾有國人因短視近利而過度開發，

如今卻要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代價，才能彌補

其所造成的傷害，甚至可能永遠無法挽救。政

府每年為了應付重大災害，不論搶救、疏散、

救助及環境復育，都需要花費大量經費，導致

國家財政的嚴重負擔。就大方向言，國土規劃

勢必將由「開發成長」的價值觀改變為「永續

經營」的理念，由「利用」的心態改變為「保

育」的行動，惟有謀求與大自然和平相處之

道，臺灣才能向永續之路邁進，以下兩點措施

是我們所重視的：

一、嚴格掌控建築工程規劃設計品質，創

造優質環境

從技術規範規定採用綠建材，將其使用

率提升至室內裝修材料及樓地板材料總面積

30%以上。工程規劃設計施工應符合環保、節

能減碳概念之綠色工法、綠色材料、節能減碳

設備、再生能源設置等「綠色內涵」的執行目

標，以達工程施工預算10%為原則，預期未來

新建構造物應能符合生態城市之相關概念。

二、落實綠建築理念，達成永續節能減碳

政策目標

綠建築概念是時代趨勢，行政院於民國

97年1月訂定「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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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招商機制，善用公有非公用土地評估規劃興

建合宜住宅，提供中產階級民眾及青年成家機

會。藉著設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引導政策性

更新地區之開發。

三、積極輔導民間推動都市更新

推動個案輔導機制及協助民間解決遭遇之

困難。檢討修（訂）定都市更新法規，以提高

獎勵誘因、縮減審核時程、排除投資障礙。臺

灣以往污水處理率遠不及歐、美等先進國家，

目前由政府極力推展建設，冀能加速臺灣污水

下水道之建設，提升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

率，進而改善國人生活環境及提昇國家競爭

力。本署規劃多項政策與措施，從具污水處理

廠餘裕量之地區，優先辦理用戶接管工程、研

議設置污泥處理設施與下水道技術研究中心、

研議訂定獎勵措施及預算評比機制、研議成立

下水道專責機關、加速推動各縣（市）收取污

水下水道使用費、以及建構全國污水下水道營

運維護管理機制。

問：	署長可否給年青工程師一些建議，以

幫助其學習及發展?

答：學海無涯，惟勤是岸。一般人離開學校

後，在職場上若不繼續吸收新知識，在這個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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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之綠建築發展，從可行性評估階段開始，

就應考量基地既存自然環境、生物生態、景

觀、社會經濟、文化等不同開發因子等，因地

制宜，評估與分析基地開發之相關內容與衝

擊，進而在規劃階段，檢討需求性，採最小營

建規模或輕量設計，妥善進行整體環境規劃，

保護自然生態環境與節能效果；在設計階段，

應符合節省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環

境、節約資源、經濟耐用等目的，並考量景

觀、自然生態、生活美學，融入節能減碳及再

生能源之觀念；在施工階段，則須導入環保概

念之綠色工法、綠色材料、節能減碳設備、再

生能源設置等執行目標；至維護管理階段時，

更應建立維護組織與標準作業流程、減少設施

閒置、提昇利用率、作經常性檢核評估及延壽

方案評估等，以達預期效益並全面落實於工程

全生命周期。

問：	五都建制展現臺灣都會化的趨勢，請

問這對營建署所轄中央與地方公共建

設之推動，是否產生影響或調整?

答：根據本署研訂國土計畫法草案及行政院經

建會擬定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的內容，北部

區域以臺北市與新北市二直轄市為核心都市，

定位為國家首要門戶、經貿核心、創新研發及

高科技產業帶，整體發展以提升品質為要務。

息萬變的社會，很可能會落伍而被淘汰，年輕

人應該有活到老學到老的學習精神，永遠保持

對新知的渴求，隨時充實自己，並努力作創新

研發。除了能對工作積極投入，維持工作熱忱

與認真態度外，對人際關係亦應好好經營，學

習待人處事及強化人際溝通，培養日後擔任主

管之領導統御能力，這樣才能成為管理、領導

者。在講求團隊合作的今日社會，團隊的貢獻

比較大，不能單打獨鬥或劃地自限；故步自封

只會限制未來成就與發展。另外，職場生涯漫

長，對自己身體要好好照顧，鍛鍊強壯之體

魄，身心維護與照顧很重要，切勿工作忙碌就

疏於運動。生活作息或飲食不正常，熬夜通

宵，皆會戕害身體，若沒有健康身體，那有幸

福的人生。

問：	現代工程師面對大自然之挑戰及民眾

之期盼，如何做到永續工程的思維與

心態?

答：身為現代工程師應持續在公共及建築工

程領域推動節能減碳理念，為貫徹節能減碳，

除了建築物相關工程採用低度、友善及永續開

發的概念及手法外，亦應就公平正義、民眾參

與、社會發展及環境保護等議題，滿足民眾需

求、兼顧生態保護以建立永續工程。以建築工

程為例，應漸漸朝省能源、省資源、低污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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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區域以臺中市為核心，定位為文化生活中

樞及新興科技走廊，配合以提升產業技術與高

附加價值產業取向的都市開發與基礎建設、持

續建構便捷的城鄉生活圈路網，基礎建設及補

助城鄉風貌改善計畫等。南部區域則以高雄市

及臺南市為核心都市，定位為國際港都、文化

與海洋的都市城市。高雄市朝海洋城市發展，

配合國際港埠用地需求調整，營造港口城市意

象，積極推動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各項維護與

管理。臺南市更以文化為基礎、城鄉合宜發展

為方向，並以台江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及歷史風

貌維護為重點之方式推動。本署對於公共建設

之推動，一向秉持均衡地區發展為首要，至於

臺灣其餘非都會區則朝營造城鄉魅力及避險減

災、適性發展的面向，持續給予經費補助，未

來五都及其他縣市的長遠發展皆需兼顧區域的

均衡及永續發展。

後記

承蒙　葉世文署長於百忙中撥冗接受專

訪，說明營建署當前政策及未來土木建築方向

的努力。綜合本次訪談要義：臺灣是一個美麗

寶島、天然資源雖不豐富，但是天然景觀、生

態、動植物等皆具多樣性，在八處國家公園細

心保護、保育之下，讓生態永續。

國土發展規劃則在開發及環境保護間取得

平衡，並導入綠建築、節能減碳理念，建構我

們國家社會美麗的永續發展。

 (左1)吳文隆經理  (左2)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2)葉世文署長  (右1)李順敏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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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橋梁基礎沖刷、橋梁基礎保護、設計施工、維護管理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土建事業群／副總經理／林明華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鐵道工程部／協理／何泰源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經理／吳文隆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副理／蕭秋安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正工程師／蔡立盛	 5

河川公路橋梁
基礎改善
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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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臺灣地質變化複雜、地形陡峭，河川短促、河床坡度大且雨量集中，在極端氣候情

況下，橋梁基礎設計為符合支承力、沉陷量、抗沖刷、抗震力等之規範要求，基礎規模

愈做愈大，愈做愈深，其所面臨之重大挑戰，包括橋梁基礎沖刷、基礎型式選用、擋土

開挖、施工空間侷限、水中構築、卵礫石及岩層鑽掘困難等問題，本文說明國內河川橋

梁基礎遭遇之沖刷問題，並列舉國內工程設計案例，供作工程界之參考。

1 2 3 4 5

壹、 前言

臺灣河川橋梁目前面臨之主要問題有橋梁

各部結構老化、橋梁安全性不符耐震設計規範

之規定及橋梁基礎因沖刷而裸露等問題，其中

又以橋梁基礎裸露為近年最被重視之重要議題

之一。臺灣的河川大多有坡陡流急之特性，再

加上砂石被大量盜採與超採等因素，使得臺灣

橋梁基礎裸露情形甚為嚴重。近年來極端氣候

導致時有超乎預期之超大豪雨，原已嚴重裸露

之橋墩基礎經此豪雨洪水沖刷，在封橋或交通

管制的反應時間不及之情況下，極可能立即發

生對民眾生命財產之損害。本公司積極參與政

府推動之老舊橋梁修復或改建工程，累積豐富

之經驗，為供各界參考，本文將依序介紹河川

橋梁基礎設計施工考量、維護與管理、補強對

策及案例等相關成果。

貳、 河川橋梁基礎設計與施工考量

一、基礎型式選用考量

常用之橋梁基礎型式有(1)直接基礎、(2)樁

基礎、(3)沉箱基礎（井筒基礎）及(4)連續壁基

礎，其選用原則除考慮地層條件（有時以地質

觀點作周延思考）及橋梁上構傳至基礎之載重

條件外，尚須考慮下列因素：

(一)	施工性、經濟性及工期：例如(1)卵

礫石地層之粒徑太大或樁徑太小，

基樁施工鑽掘困難，(2)岩層性質影

響基樁鑽掘或貫入能力，(3)於邊坡

上採用樁基時，其施工便道或構台

費用高，且影響景觀生態較大，可

考慮採用井基，(4)地下水文條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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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因沖刷而出露現象，顯示在某些地層條件下，沉箱施工品質難掌握

響基礎之施工性，及(5)基礎施工對

整體工期之影響等。

(二)	 沉陷問題檢核：基礎沉陷可能影響

結構之使用性、安全性，尤其基礎

加載後，地層中應力增量影響深度

範圍內具壓縮性土層時，應檢核基

礎沉陷問題。

(三)	 環境條件改變：例如河流沖刷、開

發行為造成基礎覆土改變，影響基

礎承載能力，設計時應慎選基礎型

式或預作特別考量。

目前國內河川橋常面對河床下降及颱風帶

來豪雨的沖刷，故若無特別考量，樁基礎為優

先採用之基礎型式，而直接基礎較少採用。至

於沉箱基礎在某些地層條件下，其施工品質與

工期較難掌握，如圖1所示，加上沖刷問題日趨

嚴重，故亦漸少採用。

二、	河川沖刷考量

橋梁防洪工程設計應依據「申請跨河建造

物設置注意事項」（99年，經濟部）之相關

規定辦理，設計時最大可能沖刷深度通常取局

部沖刷深度、河槽束縮沖刷深度、河床質移動

層厚度、長期沖刷深度四項之總和。沖刷深度

為決定基礎高程之重要依據，以國內某河川橋

為例，按「公路排水設計規範」（98年，交通

部）及國內外相關研究計算沖刷深度，其沖刷

深度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本案例高灘地橋墩處之地表約EL.209m，

深槽區河床最低點約EL . 1 9 6m，計畫河床

約EL . 2 0 7m，故依規定，墩柱底不得高於

EL.196m，加上基礎版厚度，將來基礎開挖深

度將達16m	（EL.209m－EL.196m+橋墩基礎版

厚度3m=16m）以上。因在本工址地層條件下，

按以往工程經驗，基礎開挖16m之擋土壁施工

確有困難，「申請跨河建造物設置注意事項」

雖有墩柱底高程應低於河川斷面最低點及計畫

河床高之規定，惟另有規定「但地形環境特

殊，橋墩底部埋設有實際困難者，得由申設單

位在維護橋梁安全，確實考量河道擺盪及沖刷

深度影響，提出加深基樁或其橋墩底部至實際

河川斷面最低點部分不作為支承摩擦樁使用或

適當局部保護措施下之安全評估說明，並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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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樁基礎

(c)	樁基礎

(d)	沉箱基礎

(e)	沉箱基礎

(2d	沉箱基礎

圖2		近年來橋梁沖刷受災案例

(2a)	樁基礎

(2c)	樁基礎

(2e)	沉箱基礎

(2b)	樁基礎

(2f)	沉箱基礎

計畫河床高辦理。」，因此最後將墩柱底訂在

EL.200m，並採取加深基樁方式處理。

表1		河川橋沖刷深度計算例								單位：m

一、局部沖刷深度 3.56

二、河槽束縮沖刷深度 0.09

三、河床質移動層厚度 0.24

四、河床長期沖刷深度 6.48

橋墩最大可能沖刷深度（一～四總和） 10.37

三、	基礎施工考量與問題

河川深槽區因沖刷深度深，其所衍生之

基礎施工、基礎開挖擋土施工益形困難，其改

建或基礎補強時，實務上經常面對下列施工問

題。

(一)	基礎施工

對於沖刷深度較大的橋址，沉箱施

工比基樁施工困難，且工期與施工品質

亦較難控制。因此，若無特殊考量，對

有沖刷疑慮之橋梁，如圖2所示，仍以採

用基樁為宜。依近年來的經驗，常因沖

刷之設計考量，導致基樁之施工(1)採用

大口徑基樁、(2)樁長增加、(3)樁孔鑽掘

容易發生坍孔、(4)樁孔鑽掘貫入困難、

(5)機具設備或功率不足、及(6)採全套管

機具施工時容易發生套管拔除困難、套

管變形、底管磨損、機具設備故障率高

（如圖3所示）等現象，施工困難度之增

加，往往造成工程無法如期完工通車。

表2為國內較大口徑（φ150～φ300cm）

之全套管機具設備數量（98年）調查結果，由

表中可知目前國內大口徑全套管基樁驅動設備

數量合計約110部，其中φ200之設備數量約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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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全套管機具設備 (3b)套管變形

(3c)底管刃口磨損、掉落 (3d)套管周圍地表坍陷

圖3	全套管樁因大口徑、樁長深，施工困難度增加

部分基礎因開挖而外露，危及既有基礎

承載能力）。沖刷深度較大的橋址基礎

版埋深往往挑戰國內現有擋土工法之施

工能力，或超出國內常用工法所能適用

範圍；例如於河川行水深槽區之基礎開

挖施工，因基礎埋深大，開挖擋土之施

工挑戰度亦高；由於開挖面內外水頭差

表2		國內較大口徑全套管基樁施工設備調查表

套管驅動設備 搖管式 全迴式

機
具
數
量

φ150 8部 6部

φ200 65部 11部

φ250 15部 —

φ300 2部 3部

主要機型廠牌
德國LEFFER、義大利NCB、義大利CASAGRANDE、

臺灣凌基、臺灣彎管、臺灣鉅輪、韓國釜瑪
日本三菱、NIPPON	

SHARYO、德國LEFFER

*	受訪廠商（依筆劃排序）：大合公司、大昶公司、山富機械公司、申揚公司、同豐公司、祐彬公司、堂源公
司、振壹公司、富岡公司、擎順公司、釩成公司、臺灣彎管公司等12家。

*	調查時間：98年12月

(二)	基礎開挖擋土設施

對於舊橋改建之工程，因施工期間

仍須維持車輛安全通行，常無法採用斜

坡明挖或部分降挖後再打設擋土壁之方

式開挖構築基礎版（因明挖或降挖將使

得既有橋梁基礎之周圍土壤側向解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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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擋土壁體易因水密性不足滲水或發

生開挖底部砂湧等災害，嚴重者造成開

挖擋土設施潰敗，致使工期延誤或發生

工程事故。

(三)	淨高受限及鄰近施工考量

國內既有橋梁之改建，亦常面臨橋

下基礎施工、開挖施工淨高受限問題，

或因交通維持之需而採半半施工時之鄰

近施工顧慮，如圖4所示。於設計階段即

應詳加考量淨高受限情況下之機具設備

施工可行性及鄰近施工之安全性，整體

而言，施工淨高受限及鄰近施工問題均

增加施工工安風險與工期，施工期間應

嚴格落實相關設計及圖說規定，以利有

效掌控工進及維護工安。

(4a)橋下施工淨高受限

(4b)鄰近施工安全顧慮

圖4		淨高受限及鄰近施工問題

參、 橋梁基礎之維護管理

一、	橋梁基礎之維護對策

面對沖刷橋梁維護管理應考量橋梁之生命

周期，由客觀預估每個階段橋梁之情況，於適

當時間以適當方法進行沖刷維護，尋求以最低

成本得到最佳維護效果。另外，預防性維護的

成效往往高於結構物受損後的維護。如能於橋

梁選址及設計時預先考量，輔以完善執行的預

防性維護，應可以有效延長橋梁壽命。

二、	橋梁基礎沖刷安全調查

為辦理橋梁基礎沖刷調查，建議可先依據

簡易基準作第一次篩選，找出容易發生沖刷災

害的橋梁，再據以作更詳細的第二次調查，較

為經濟可行。調查方法可參考交通部公路總局

（2005年）、基礎工（2005年）及日本鐵道總

研報告（2009年）等相關文獻。本節以日本鐵

路橋的篩選法為例進行介紹。

日本鐵道總合研究所依據表3所示分類作成

表4，透過目視調查各評估項目，並參考過去紀

錄，選擇符合當地狀況之分類，統計各個橋墩

之得分以篩選出可能沖刷橋梁。得分越低代表

越容易受到沖刷，同時評分表中只要有一項符

合表4中的◆符號者，便是須注意之橋梁。

表3		日本鐵道總研第一次評估之評分項目

條件 評估項目

河川環境條件
①地形、②河寬狹窄、③河床

材料、④河床整體下降

橋梁（橋墩）
結構條件

⑤相對河川彎曲處之橋墩所在

位置、⑥相對河岸之橋墩所在

位置、⑦與下游之高低差、⑧

埋置深度、⑨基礎之地層狀況

防護條件
⑩有無實施防護工程、變形程

度、河床面與基礎底面之高低

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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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日本鐵道總研第一次評估之評分表

納測深計、網路視訊攝影及光纖監測、電磁式

反射儀（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TDR）等。

通常沖刷感測器埋設於橋墩後方，以避免遭

受洪水時流石及流木撞擊，惟實際的沖刷監測

顯示，橋墩後方渦流亦經常牽引流石及流木撞

擊破壞埋設於橋墩後方之沖刷感測器，值得注

意。

評估項目 分類
得
分

河
川
環
境
條
件

地形

平原 10

河谷平原 10

沖積地 0

山地 5

河寬狹窄
無 15

有 0

河床材料

砂 10

礫 0

裸岩、巨礫石 10

河床整體下降
有 0

無 10

橋
梁
（
橋
墩
）
結
構
條
件

相對河川彎曲
處之橋墩位置

直線及曲線內側 15

曲線外側 0

相對河岸之橋
墩位置

流水中 5

陸地（無堤防） 10

陸地（無堤防、鄰接水
路）

0

陸地（有堤防） 25

陸地（有堤防、鄰接水
路）

15

與
下
游
高
低
差

高度

無 20

～1m 5

1m～2m 0

2m～ ◆

形式

混凝土 -

塊石 -

版樁等 -

變形 有變形 ◆

施工範圍 僅部分河寬 ◆

埋
置
深
度
比

直接基礎
／樁基礎

以埋置深度比1.5為滿
分，以0為0點加權給分

50

沉箱基礎
以埋置深度比3.5為滿
分，1.0為0點加權給分

埋置深度變化 有1.5m以上之增減 ◆

基礎地層狀況
應為岩層 15

岩層 30

基礎結構形式

直接基礎／木樁 -

樁基礎 -

沉箱 -

評估項目 分類
得
分

防
護
條
件

無 0

不明 0

蛇籠

有變形 0

無變形 5

變形不明確 0

塊
石

變形

無變形 20

變形中／部分流失／亂
疊

5

變形嚴重/流失 ◆

變形不明確 0

連結 連結 5

護
坦

埋置

河床>護坦上面 20

護坦下面<河床≦護坦
上面

10

河床≦護坦下面 ◆

變形
有變形 ◆

變形不明確 0

混
凝
土
固
床

鋪設範圍

周邊全面 40

2D以上（D：橋墩軀體
寬）

20

不到2D（D：橋墩軀體
寬）

0

版
樁

埋設
河床>基礎底面 20

河床≦基礎底面 ◆

變形
有變形 ◆

變形不明確 0

特
殊
事
項

河川改道 -

其他環境變化 -

河川流向與橋墩方位 -

河口處特殊條件 -

受災紀錄 -

存在相鄰橋梁 -

其他 -

※加總各項得分，得分越少者越須注意沖刷問題。
※◆代表符合該項之橋墩不管總分多少都要注意。
※混凝土固床也包括橋墩周圍之部分施工。
※-係指不直接評分，但是仍應調查的項目。

三、	橋梁基礎沖刷之監測

橋梁基礎沖刷監測與預警系統中，國內常

用的監測方法包含埋設磚塊、無線訊號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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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橋梁基礎之補強對策

有沖刷疑慮之橋梁沖刷保護措施，可從

水利對策與結構補強對策兩方面著手，拋石工

法、蛇籠工法、鼎塊工法、潛堰工法等水利對

策可詳參交通部公路總局（2005年）、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1998年）、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

程司（2009年）及經濟部（2010年）等相關文

獻，以下僅就可能採用之基礎結構補強對策作

說明。

一、增設基樁工法：為既有基礎周圍增設新基

樁之補強方法，如圖5所示，增樁後與既有基

礎之結合，採用擴大基礎版方式，將擴大部分

之基礎與既有基礎聯結成一體。為維持基樁間

距，補強基礎將較既有基礎大，若用地有所限

制時，可採垂直橋軸方向之梁下兩側增設基

樁，亦可採用較大口徑基樁，以降低樁的數

量。

圖5		增設基樁工法示意圖

二、增設鋼管樁工法：採用鋼管樁、微型樁或

土壤強化壁等，緊密圍繞裸露的橋基，以保護

橋基，防止橋基遭受沖刷；此工法亦常與固床

工配合使用，如圖6所示。施工完成後，將其頂

部與既有基礎結合成一體。

圖6		增設鋼管樁工法示意圖

三、地下連續壁工法：於既有基礎周圍增設地

下連續壁的補強方法，其頂版應與既有基礎結

合成一體，如圖7所示。本工法增設後之基礎剛

性較高，基礎較大且施工時間較長，與增樁工

法比較，其工期及工程費較高。

圖7		地下連續壁工法示意圖

四、換底工法：經評估採前述基礎結構補強工

法，仍無法滿足基礎之承載要求，或因諸多限

制，前述工法無法施工或評估為不經濟時，可

採用本工法。本工法施作新基礎取代舊基礎，

視實際需求可自基礎版以下重新施作，亦可自

橋墩以下全部重新施作，如圖8所示。

既有基礎版敲除

既有基樁切除

新建基礎
新建橋柱

新增基樁

圖8		換底工法示意圖

採用一～三工法有可能增加橋址束縮沖

刷的機會，應詳加評估。若與水利對策合併使

用，成效更獲保障；若採換底工法，則因新基

礎可考量沖刷深度問題而將基礎埋深作合宜之

調整或從結構設計加強，通常更易於克服或降

低沖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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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烏溪橋橋墩裸露情形 圖10	烏溪橋橫斷面圖

圖11	烏溪橋歷年河床高程變化圖

此橋梁P9～P1 5下部結構北上線為壁

式橋墩，南下線為T型橋墩，北上線基礎為

3.1m×8.1m長圓形沉箱，深度為6.5～11m，南

下線基礎為直徑6m、深度13m之沉箱，原橋墩

之橫斷面圖如圖10所示。

橋址地質區位屬於西部麓山帶與八卦台地

之間，河流在此處進入較為平坦之開闊河谷。

河谷表層為沖積層，下方之岩盤深度因受斷層

之影響，有較大之變化。岩性為卓蘭層之泥岩

夾砂岩為主，亦因斷層帶影響，部分岩層多出

現剪裂之情形，921集集大地震時造成車籠埔斷

層再度活動，橋梁北段因地表抬升1.5～2.0m，

導致橋梁倒塌及損壞。

橋址歷年河床高程受沖刷變化如圖11所

示。民國93年7月敏督利颱風、8月艾莉颱風來

襲，沖刷橋基造成部分老舊基礎嚴重裸露，其

伍、 橋梁基礎改善案例

以下將以代表性工程案例說明，首先介紹

因沖刷嚴重而裸露基礎之烏溪橋，採換底工法

改善之；后豐大橋則是介紹卵礫石地層橋梁之

基樁施工困難性與改善經驗，其設計考量與施

工檢討分述如後，以提供日後類似工程參考。

一、	烏溪橋橋基換底工程

烏溪橋於台三線210k+008跨越烏溪，為當

地南北交通要道。橋長634.5m之多跨連續鋼I型

梁橋，橋面寬26m，本橋梁由於河床持續下降，

P9～P13間之橋梁沉箱基礎嚴重裸露，如圖9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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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P9～P11裸露深達4.5～7.5m以上最嚴重，

其基礎之垂直承載力及側向承載力已明顯降

低，加上沉箱長度僅8.5～13m，當洪水來臨造

成河床沖刷時，橋梁之安全性堪虞，故急需改

善以提昇其服務功能。

本案工程內容係在既有橋墩基礎周圍新

設基礎版及基樁後，拆除原有裸露之基礎版及

基樁，並於新設基礎上改建底柱以連接原橋結

構。在施工期間係以架設安全支撐構架支撐原

有帽梁，以暫時承載上部結構載重並下傳至新

設基樁如圖12所示；原有RC帽梁、橋墩與沉箱

部分拆除後改建之長圓形墩柱，並以鍍鋅鋼鈑

包覆墩柱，以提高耐衝擊能力。

橋址之基礎採用樁直徑2m之全套管基樁，

樁長依地質條件在深槽區為24m，臨近南岸橋台

之橋墩為21m，每個橋墩處於既有沉箱外施作

16支樁，如圖13所示。

本工程橋墩總計7墩（P9～P15），基礎版

開挖採用斜坡明挖方式施工，開挖深度約5～

7.5m，斜坡面採用錨筋掛網噴凝土以保護坡面

避免沖刷，如圖14所示。

烏溪橋橋基改建工程於民國98年底完工，

在確保原橋上部結構安全及維持原有交通情況

下，使用由RC墩柱與鋼帽梁組成之安全支撐構

架，以移轉橋梁載重傳遞的方式，拆除原有橋

墩，改建成降至河床面下並符合耐震防洪需求

之新橋基及新墩柱帽梁，完工後使橋墩具更佳

耐震能力、改善河川排洪功能，並保持原有橋

梁之墩柱景觀，如圖15所示。本工法經實際驗

證為一可行及可作為橋梁延壽之工程技術，希

望對國內橋梁橋基裸露引致之耐洪及耐震補強

問題提供ㄧ解決方法及實例。

二、	后豐大橋卵礫石地層橋梁改建工程

后豐大橋為跨越大甲溪之橋梁，屬地方上

重要運輸要道，受到大甲溪砂石盜採及過度濫

採影響，使得河槽區河床持續下降，尤其敏督

利颱風來襲時，造成橋墩沉箱基礎嚴重裸露，

產生結構安全上之疑慮，民國97年辛樂克風災

更造成落橋損壞，如圖16所示。

此橋兩次興建，全長約640m，其中央原橋

於民國78年竣工，寬19m，之後於民國87年拓

寬為31m寬，車道雙向劃設六快車道、二機車

道。

(12a)新設基樁 																																				(12b)安全支撐構架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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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3	烏溪橋新設全套管基樁配置圖

																					圖14	烏溪橋基礎開挖擋土措施斷面圖

																														(12c)拆除舊橋墩 																																																(12d)基礎及新墩柱施工

																					圖12	烏溪橋基礎補強施工照片

(14b)	開挖擋土施工情形(14a)	土方降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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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后豐大橋原橋墩橫斷面圖

橋址地層自地表面下約20m範圍內為鬆散無

膠結之沖積層，以卵礫石為主，其N值為100/6-

10cm，地表面下約20m以下為頭嵙山火炎山相

礫石層，間夾2至3層厚2m左右之薄層砂、頁岩

互層，礫石粒徑約4cm至1m，其中以10至30cm

者多數，間夾薄層透鏡體砂層，膠結甚為疏

鬆，膠結物為粗砂或細礫，其N值在100以上。

此橋自完工後因受歷年水害，位在主河道

之沉箱基礎嚴重裸露。921地震造成橋址上游河

道地貌大幅改變，橋墩沉箱裸露，雖曾以舖設

蛇籠、鼎形塊等保護工進行橋基加固，但仍多

次遭洪水沖損。尤其民國93年7月敏督利颱風與

8月艾莉颱風來襲，挾帶豐沛雨量，溪水暴漲，

更使橋梁P1～P6橋墩沉箱基礎嚴重裸露，最大

深達約8m。

本案工程係將原橋墩P1～P6約280m路段進

行主橋改建，以提升橋梁耐洪能力。依據民國

90年交通部頒佈之「公路排水設計規範」，計

算橋梁之水文、水理資料後，推估橋墩最大可

能沖刷深度為25m，經評估基礎頂需低於計畫河

床高（EL.207.6	m）及實際河川斷面最低點，依

據現場測量資料，河川斷面最低點位於P4與P5

橋墩間，其高程為EL.196.4	m，後因民國97年期

圖15	烏溪橋改建後照片

本橋全橋計有16橋孔，每孔跨徑均為

40m，中央原橋與兩側拓寬之上部結構連結成

一體，其間並無縱向伸縮縫，而下部結構各自

獨立。中央原橋下部結構各橋墩基礎均為直徑

5m、深14m之圓形沉箱。兩側拓寬橋下部結構

各橋墩基礎均為直徑4m、深14m之圓形沉箱如

圖17所示。

(16a)	沉箱基礎嚴重裸露

(16b)	辛樂克風災損壞

圖16	后豐大橋橋墩裸露損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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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基礎開挖擋土措施斷面圖

圖18	橋墩基礎施工（先降挖）

圖19	新設基樁及開挖支撐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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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a)加強各組工班間之經驗傳承 				(21b)提升搖管機具能量

(21c)加強底部套管刃部剛性 (21d)增加備用套管

圖21	全套管施工補強措施		

間辛樂克颱風來襲，使得橋址深河漕河床持續

下降，基於安全考量，基礎頂部採低於歷年河

川斷面之最低點EL.192.4m處。

改建橋梁之基礎型式採用全套管基樁，基

樁直徑2.0m，考量沖刷深度，樁長採40m（含空

打則約50m），施工情形如圖18所示，基樁配

置圖如圖19所示。

新基礎開挖因無須考慮維持車輛通行問題

（已另建便道維持交通），故首先考慮斜坡明

挖並配合河道改道及開挖面內抽水之簡易方式

進行基礎開挖作業。此工程新建範圍在橋墩PA

～PE，基礎版尺寸約為38×9m，橋墩PA～PC

基礎開挖深約9～12m，橋墩PD～PE基礎開挖

深約為16.6～17.8m。為降低全套管基樁空打段

長度於卵礫石之中摩擦力及降低擋土壁打設困

難，橋墩PD～PE採斜坡明挖降低6.6m後施作基

樁及再打設擋土壁，擋土支撐採H型鋼樁配合橫

板條配置如圖20所示。本案例之施工，因樁徑

達2m，樁長40m，全套管鑽掘過程中，基樁施

工遭遇之最大困境，為套管發生卡管、套管變

形、底管磨損、機具設備故障率高等問題不斷

出現，且部分路段因增建一車道，亦面臨橋下

施工淨高受限問題，最初約14～20天完成一支

基樁，經採取加強各組工班間之經驗傳承、提

升搖管機具能量、加強底部套管刃部剛性及增

加備用套管等對應措施，如圖21所示，到熟練

階段約5天即可完成一支基樁。本橋梁於國99年

改建完成，如圖22所示，改建後橋梁寬度由原

橋31m增加為41m，將提供用路人更舒適、便捷

及安全的行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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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愛河、臨時鐵路橋、樁柱式基礎、軌道傾斜儀

鐵路改建工程局／南部工程處／處長／伍勝園 1

鐵路改建工程局／南部工程處／副處長／李懷谷 2

鐵路改建工程局／南部工程處／段長／夏恒仁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副理／周永川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工程師／鄧勝益 5

關鍵詞：愛河、臨時鐵路橋、樁柱式基礎、軌道傾斜儀

鐵路改建工程局／南部工程處／處長／伍勝園 1

過河段軟弱地盤之
樁柱式鐵路橋梁基
礎設計與施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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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愛河為高雄地區之主要排水河川，河岸兩側不僅人口稠密、民房密集且腹地狹小，高

雄市鐵路地下化工程穿越寬約75m愛河河道，新建之臺鐵隧道尚與既有之愛河鐵路橋相衝

突，故如何兼顧施工確保鐵路營運、施工期間如何避免水位壅升溢至路面並淹至民房，及

河中基礎開挖減少對既有鐵路橋沉陷影響降低愛河滿溢風險等，均為重要之考量課題。本

文以臨時鐵路橋之免開挖基礎施工為案例，介紹配合自動化監測之施工沉陷安全管理結果

經驗供參。

1 2 3 4 5

壹、	前言

高雄市鐵路地下化工程穿越愛河，河道兩

側人口稠密腹地狹小，使得新建鐵路隧道與既

有愛河鐵路橋衝突，故需於既有鐵路橋北側先

行施作臨時鐵路橋，並將鐵路切換至臨時鐵路

橋營運後，方得拆除既有鐵路橋及進行過河段

鐵路隧道施工。受限於愛河前後鐵路臨時軌用

地取得與維持現有鐵路營運需求等因素，造成

本跨越愛河鋼橋緊鄰現有營運中之鐵路橋梁，

因此如何確保施工階段鐵路營運維持、鐵路行

車安全、符合工期，以及確保愛河觀光遊艇與

工程維護船通行、維持河道排洪功能與降低環

境衝擊等工程條件，均需縝密考量。

貳、	工程概況

一、	工程概述

「高雄計畫」西段工程細部設計技術服

務（DL01標）計畫工程範圍為永久軌里程

UK400+040 ～ UK405+450之間，即起自高雄市

中華一路，南行迄至哈爾濱街附近，其東側與

高雄車站路段工程為界，全長約5,410m，詳如

圖1、2。本計畫規劃於內惟、美術館、鼓山、

三塊厝附近新建四處台鐵捷運化通勤車站。其

         圖1 本計畫(DL01標)工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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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過愛河段之地質分佈

圖2 高雄計畫鐵路地下化工程施工標別

中內惟站為地面車站（嗣後配合「左營計畫」

改為地下車站），美術館站包含地面層、地下

一層（穿堂層）及地下二層（軌道層），鼓

山、三塊厝站則為地下車站。除美術館站考量

作為未來捷運化快慢車待避列車營運調度之

用，採2座島式月台4股道規劃外，其餘通勤車

站均以2座岸壁式月台設計。

二、	地層及水文

工址主要位於仁愛河流域之沖積層上，地

表地層以未固結之粉土質砂及粉土質黏土互層

組成，地表下40m內之N值約為3～15，於53～

64m處始遭遇古亭坑層之灰色砂質泥岩岩盤，

岩盤分布深度由北向南緩降，從中華路與翠

華路口約在地表下60m，至九如大橋穿越愛河

一帶降至地表下75m左右，再由西向東緩慢抬

升，至高雄火車站一帶，約在地表下65m左右(

如圖3)。未固結之沖積土層於鼓山區地表以黏

土層為主，過愛河往西之路段地表下則均為砂

層。此外，高雄都會區之沖積土層，除了粉土

質砂和粉土質黏土互層之規則性變化外，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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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舊愛河鐵路橋型式

原有維持臺鐵營運之愛河鐵路橋位於建國

橋以北約200～250m，為民國23年所興建，鐵

路橋長度約71m，橋梁跨度為13.6m，有P1～P6

六墩座位於河道中，橋台接續同盟三路與河西

一路橋涵，其上部結構為鋼I梁，下部結構為直

徑4m深度12m之沉箱基礎（詳圖4～6），橋兩

端民房密集。

因臺鐵隧道與既有愛河鐵路橋衝突，故為

維持施工中之營運，需於既有鐵路橋北側先行

施作臨時新鐵路橋，並於臺鐵縱貫線切換至臨

時新鐵路橋營運後（詳圖7、8），方能拆除既

有鐵路橋及進行過河段臺鐵隧道施工，本臨時

軌道標（CL122）於第一階段之臨時軌規劃，係

於西端與現有鼓山站既有軌道銜接，東端則於

市中一路及中庸街間銜接既有軌道。施工順序

規劃如下：

(一) 停用原東正線；原東正線改走原西

正線；原西正線改走原小運轉線。

層及厚度並無明顯之地層層次可供比對，惟從

地層剖面中常可發現地層尖滅情形。沿線地下

水位分佈於河中段橋墩之常水位（N.W.L）約在

EL.0.0m，高水位（H.W.L）則約在EL.1.33m。
[1]

參、	過愛河段之施工風險與水理
評估

一、	施工中營運檢討

愛河原名高雄川，發源於高雄市仁武區附

近與高雄市北端之半屏山於新庄仔路會合後，

形成主流蜿蜒向西南流伸，貫穿高雄市中心精

華區後流入高雄港，集水面積約62km2，愛河排

水路幹線長度約12km，近年來區內人口高度成

長，早與鄰近市鎮結合成新型態之大都會區，

沿岸藝文建設及觀光遊憩資源相當豐富，景緻

浪漫兼具都會型態，為南臺灣著名之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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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過愛河段既有鐵路橋營運現況

圖6 過愛河段既有鐵路橋現況



2

No.93│January, 2012 │65

專
題
報
導

(二) 愛河鐵路橋上之電力架改為電力

桿，以利橋上之原東正線電力線、

軌道、枕木及鋼梁等之拆除。

(三) 先施作臨時施工便橋以便施築過愛

河臨時軌道橋之橋墩基礎。

(四) 施工前於既有鐵路橋上設置自動監

測系統並進行自動化施工監測，設

置儀器包括全測站、傾斜儀、軌道

傾斜儀、淨空檢測儀等，以瞭解鋼

便橋之施做及新設愛河鋼橋之基

樁、橋墩及橋面板施做時對既有鐵

路橋之影響。

(五) 臨時施工便橋架設完成後，於便橋

上將原東正線電力線、軌道、枕木

及鋼梁等拆除吊運。

(六) 利用非汛期於施工便橋上設置全套

管搖管機施築過愛河臨時軌道橋之

橋墩及基礎，設計每座橋墩採用全

套管基樁施工方式施做三根長50m

直徑250cm∮基樁，並於河底淤泥

以上以鋼套管包覆做為橋柱，詳圖

13。

(七) 施築過愛河臨時軌道橋之橋墩及橋

面板並鋪設臨時軌道。

圖7 過愛河段鐵路隧道施工範圍

圖8 過愛河段臨時鐵路橋衝突與軌道切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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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況、濬深1、濬深2比較：採用重現

期5年及10年洪水量作為模擬分析條

件，不論是濬深1或濬深2，流速較現

況稍減緩，濬深河段範圍內墩前斷面

平均水位較現況水位上升3～5cm，影

響均有限差別不大。

(2) 現況、臨時鐵路橋＆未濬深、臨時鐵

路橋＆濬深比較：採用重現期5年及

10年洪水量作為模擬分析條件，臨時

鐵路橋橋墩前，不論有無濬深方案，

平均水位上升約3～4cm。局部最大壅

高約6～7cm，詳圖9。

(3) 現況、鐵路地下化完工後比較：鐵

路地下化完工後，因既有鐵路橋已不

見，河中僅保留臨時鐵路橋兩排橋

墩，大量降低阻水面積，故採用重現

期10年洪水量作為模擬分析條件，在

臨時鐵路橋橋墩附近，其水位均較現

況水位降低約6cm，而在上游九如大

橋附近，則下降約5cm，詳圖10。

(二) 河道沖刷檢討

有關河道沖刷分析則選擇河道沖淤數

學模式NETSTARS（Network Stream Tube 

Model for Alluvial River Simulation）

來模擬。本模式為一個擬似二維沖淤模

式，凡主支流、複雜河系、陡坡、緩

坡、水躍、定量流及變量流之水理及相

對應底床沖淤特性均可模擬，同時藉由

流管之重新分配進行輸砂演算，可以反

應河床橫斷面之不規則變化。

鐵路地下化完工後臨時鐵路橋沖淤

模擬，採用重現期25年洪水量作為模

(八) 列車切換至過愛河臨時軌道橋運

行。

為避免愛河兩岸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

臨時軌基礎與愛河內之隧道施工期程均需於非

汛期間（每年12～次年4月）施作。

二、	施工風險檢討

過愛河段之臨時鐵路橋及臺鐵隧道施工，

存有相關風險，如（1）近接營運施工，臨時鐵

路橋鄰近鐵路施工，其機具不能侵入鐵路行車

淨空，並需與電車線保持安全距離，以確保火

車行車與施工機具人員安全。（2）工期短，因

河中之基樁僅能於非汛期施作，（3）地盤軟弱

且施工緊鄰淺鐵路橋基礎，舊鐵橋基礎為沉箱

式，深度僅12m，可能會因施工過程中土層的

擾動，造成舊基礎不均勻沉陷或傾斜而導致軌

道變形，影響行車安全，另亦有施工便橋上負

重型機具，故儘量採擾動小與避免阻礙河道之

施工方式，並配合自動化方式監測進行品質管

控，為設計之重點。

三、	水理及河道沖刷檢討

(一) 水理檢討

本計畫將於非防汛期在愛河行水

區內施作臨時鐵路橋，依相關規定及施

工規劃路線辦理二維水理分析及河道沖

刷模擬分析，以了解設置臨時鐵路橋施

工對愛河之水流影響；分析係採用二維

TABS-2模式中二維水流模式（RMA-2）

來計算設置橋墩或圍堰之水理分析，

RMA-2模式由Norton, King及Orlob研究發

展，以有限元素法求解根據水深平均理

論而得之水深平均二維水流連續及動量

方程式。河道水理模擬結果，分為以下

幾個主要部分，說明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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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分析條件，臨時鐵路橋橋墩位置最大

沖刷有-1.96m深，河床最低刷深高程為

-5.20m，而臨時鐵路橋下游則最大淤積有

2.76m高，詳如圖11。

肆、	臨時鐵路橋施工

一、	臨時鐵路橋規劃與施工

受限於愛河前後臨時軌用地取得困難，

臨時鐵路橋須先將既有鐵路橋上佈設3股道中

之東正線鋼梁拆除，且新設臨時鐵路橋需避開

既有鐵路橋墩橋，臨時鐵路橋梁底部高程須高

於既有鐵路橋橋墩帽梁頂，礙於路線縱坡限

制，橋梁結構體高度須限制於1.85m以下，針

對各階段之施工條件檢討，上部結構之橋梁

配置採於河中設2座橋墩之3跨連續鋼箱型梁

R.C橋面版橋作設計，橋梁長度約81m（跨度

為25m+28m+28m=81m），橋寬為10.5m（詳

圖12），而橋梁結構則透過道碴承受火車之載

重。

既有鐵路橋橋墩因與新設臨時鐵路橋橋墩

距離甚近，而既有鐵路橋橋墩之沉箱基礎貫入

土中深度卻僅約8m，為避免既有橋墩因新設橋

墩施工時遭受擾動而發生危險，新設臨時鐵路

橋橋墩採用3支2.5m直徑之全套管基樁施工，將

全套管基樁上部增加鋼套管包覆並向上延伸至

粱下之帽梁以作為橋墩柱（詳圖13），此型式

橋墩無須施築基礎版，可避免於河中開挖施築

基礎版，對既有鐵路橋橋墩影響可降至最低，

並可確保施工中鐵路營運之安全。且此型式橋

墩之施工係直接於河面之施工構台施作，無需

再施作圍堰，對水利防洪影響最小，亦可縮短

工期，節省假設工程費用。

圖9 現況、臨時鐵路橋＆未濬深＆濬深水位分佈比較圖

圖11 鐵路地下化完工後臨時鐵路橋沖淤模擬（重現期25年）

圖10 現況、鐵路地下化完工後水位分佈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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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臨時鐵路橋平面圖

錨碇反力，此部分增加臨時假設工程之作業時

程，樁柱式基礎施工請參考圖14及圖15。

四、	臨時鐵路橋基礎施工之影響研判

由於本工程屬近接施工(約4～6m)，故施

工期間於舊鐵橋橋墩與鋼梁佈設適當之監測儀

器，包括有傾斜計、鋼梁上佈設連續軌道傾斜

儀（瞭解鋼梁變形）、軌道沉陷點等追蹤施工

對舊鐵路橋之影響，監測儀器佈設圖如圖16所

示，以利即時之安全管理，主要監測儀器均採

自動化系統，包括傾斜計（TI）、軌道傾斜計

（ELB），並配合軌道沉陷點（SR）進行施工

管控，主要儀器之監測管理值訂定詳表1說明。

施工初期於河中設置臨時施工鋼便橋進行施工

（主要工項施工期程詳表2），並供施工機具與

實際進行河中樁柱式基礎施工時，因全套

管之機具龐大，為提供穩固之工作平台，造成

鋼便橋之支承柱須打設置至40m左右，並於全

套管機具處還施作6～8支直徑60cm鋼管樁提供

立面圖

斷面圖

圖13 臨時鐵路橋立面及橋柱採外覆鋼套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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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樁柱式基礎施工（鑽掘、鋼筋吊放）

圖15 樁柱式基礎施工與鋼筋混凝土澆置

圖16 監測儀器佈設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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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進出動線，由監測瞭解施工時在H型鋼支柱

打設時，會擠壓河中軟弱土層並於河床出現明顯

之漏斗狀沉陷，當打設靠近舊鐵橋橋墩區域時，

橋墩上之監測儀器有顯現擠壓傾斜之現象（參考

圖17各圖之A區域）；在橋墩柱施作完成後要拔

除便橋之鋼支柱時，發現安裝於舊墩柱上之傾斜

儀有較明顯傾斜變化，據此，乃不移除鄰近舊橋

墩之鋼構支柱（參考圖20），而改予切除後壓入

河床下方式處理，以免影響舊橋墩安全。另由樁

柱式基礎與橋梁施工期間之監測數據結果研判：

(一) 墩柱與帽梁施作期間，P2～P5橋墩傾

斜角度為-5.41～+5.18分間，在警戒

值範圍內。

(二) 鋼梁吊裝與鋼支柱拔除期間，其中P2

～P4橋墩傾斜角度保持穩定變化（最

大讀數約7.74分），僅P5橋墩傾斜角

度變化較大。探討其原因，鋼橋於

表1 監測儀器管理值

儀器名稱 說明 單位 警戒值 行動值

傾斜計TI（自動化）
X軸往北傾斜為正傾角

Y軸往西傾斜為正傾角

傾斜角度

（分）

1/500

（6.876分）

1/300

（11.459分）

軌道傾斜計 EL_Beam（自動化）
面向北且以順時針方向為

正傾角

傾斜角度

（分）

1/500

（6.876分）

1/300

（11.459分）

鋼軌沉陷點SR
沉陷為負變位，隆起為正

變位
mm 5mm 7mm

表2 主要工項施工期程

編
號

作業項目
2009年

3 4 5 6 7 8 9 10 11

A 施工便橋與構台

B 墩柱與帽梁施作

C 鋼梁吊裝與鋼支柱拔除

D 便橋拆除及橋面版施作

E 伸縮縫與路面景觀施作

2009/8/16吊裝完成，2009/8/20開始

拆除鋼便橋，由於拔樁時振動造成

監測儀器明顯變大，後來大部分鋼

柱皆順利拔除，惟有部分太緊鄰舊

橋墩則以切除壓入河床底處理，後

來P5橋墩TI11-x讀數在12分附近穩

定變化。

(三) 由連續軌道傾斜儀量得之傾角變

化，可推估舊鐵橋鋼梁每2m之變形

趨勢（圖17），顯示P5橋墩附近軌

道沉陷較大，約達23mm。

(四) 由佈設於P2～P5橋墩間軌枕上之

沉陷觀測點所量得之軌道變形趨勢

（圖18），與鋼梁上之連續軌道傾

斜儀量所得結果吻合，最大變位在

P5橋墩附近約有22m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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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鋼便橋之拆除與鋼支柱拔除（鄰近橋墩處切除後壓入河床下）

圖17 舊鐵橋橋墩傾度計TI之傾斜角度與傾斜位置歷時曲線圖

圖18 軌道傾斜儀量測鐵橋鋼樑變形量曲線 圖19 舊鐵橋鋼軌沉陷點變形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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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臨時鐵路橋因採樁柱式橋墩施築，免除以

圍堰開挖橋墩基礎，而於軟弱河床中採用全套

管施工對土層擾動小，由實際量得監測數據顯

示，施工期間原有舊鐵路橋橋墩傾斜量，於鋼

橋吊裝與橋面施工期間發生變化，P5橋墩柱變

化較大，其餘則尚能保持在施工管控範圍內。

由此顯現，以全套管配合墩柱外包覆鋼套管方

式施作橋墩墩柱，確實能達到縮短河中施作橋

墩墩柱之時間，並且將其對土層擾動控制在較

小範圍內，減輕施工對鄰近結構之影響。謹以

本過河段於軟弱地層之施工檢討與應變方式，

提供各界參考。

綜整上述結果，新橋橋墩距舊橋墩甚近

（僅約4.7～6.3m），河床中土層對施工擾動與

震動影響敏感，惟透過監測掌控適時調整施工

工序，使得施工對舊橋墩所造成之沉陷影響，

大致還能控制在管理值內。至於P5橋墩附近軌

道沉陷雖達23mm，經檢視軌道現況（舊鐵橋

為木枕軌道），每公尺軌道之最大差異沉陷量

約8mm。雖然無立即危險，但仍以檢修固定鬆

動道釘與木枕墊片、調整軌面高程處理，以確

保鐵路行車安全。臨時鐵路橋完工現況詳見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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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臨時鐵路橋完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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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隨著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民眾生活品質不斷提高，電力建設為滿足都市化及現代化之

需求，超高壓電纜線路地下化為當前建設趨勢。本文以台灣電力公司「高港～五甲～高雄

345kV地下電纜線路潛盾洞道統包工程」為例，統包團隊展現了設計與施工的縝密結合，

除設計過程中透過價值工程減省工程費及提昇效能外，依統包團隊施工能力、經驗及技

術，設計兼具安全性、施工性及經濟性之作業方式，採用纖維筋(FRP)可切削工法順利完

成潛盾發進作業、設計可撓伸縮接頭銜接電纜洞道與分歧井有效解決應力集中及差異沉陷

問題、大口徑潛盾洞道急曲線施工線形控制、數值分析模擬近接捷運隧道及高架橋施工等

困難案例，順利完成任務。

1 2 3 4 5

壹、 前言

供應穩定且充足的電力系統，為工業化經

濟發展之動力，也是現代化生活條件的基礎。

無論是利用火力、水力、風力或核能等發電方

式所產生之電力，都必須藉助輸變電系統轉變

電壓及傳輸電力，方能快速且有效地輸送適合

的電力至工廠或家庭端用戶。台灣電力公司為

配合新增電源及負載成長之需要，並解決目前

輸變電設備利用率偏高及特高壓用戶無法核供

之困境，正積極執行「高港～五甲～高雄345kV

地下電纜線路計畫」，以提昇輸變電系統供電

能力及確保優良之電力品質。本計畫以地下電

纜方式銜接高港、五甲、高雄等三座超高壓變

電所，地下電纜洞道全長約20km，除部分路段

配合台88高架橋基樁施工採明挖工法施作箱涵

完成外，其餘路段分成四標採統包方式發包，

線路完成加入供電系統後，可提高大高雄地區

輸電系統之穩定度及送電能力，計畫位置如圖1

所示。

考量工區沿線之交通情況、民意訴求、道

路管理單位需求等因素，設計採用潛盾工法施

築電纜洞道，以減少對當地交通、環境及地下

水文之衝擊。除高港二標（鳳林路段）洞道內

徑5.2m外，其他標案洞道內徑4.6m，洞道完工

後可容納345kV電纜4回線及161kV配電線路8回

線，計畫完成後可提供約330萬瓩可靠優質電

力，滿足大高雄地區未來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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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高港～五甲～高雄345kV地下電纜線路工程位置圖

圖2 招標流程比較圖

貳、 發包方式

統包制度為結合設計與施工之發包方式，

在臺灣已逐漸被工程界採用，透過統包模式可

有效整合設計與施工人才，減少界面協調的冗

長程序，並可提早展開施工作業，縮短完工期

程，對業主、承包商而言均相當有利的制度。

有鑑於此，台電公司辦理之「高港～五甲～高

雄345kV地下電纜線路工程」採統包方式發包，

配合新增電源及負載成長之需要，提昇輸變電

系統供電能力，解決高雄地區輸變電設備利用

率偏高之困境。

本計畫一、二標採準用最有利標方式決

標，主辦機關可依據各投標者提供之技術能

力、財務規劃、回饋及承諾事項等，選擇條件

最佳之統包團隊。增設柔性接頭、緊急逃生孔

加大及效能提昇、教育訓練回饋等均為本案最

有利標之額外效益。

統包之執行係依業主提供之具體內容、功

能、準則、綱要規範、基本設計等契約文件辦

理，再據以發展細設圖說經業主核可後施工。

統包商得依施工計畫書之施工程序，分階段提

送細設成果，先期工程（如工作井連續壁）可

利用資格審查、計畫書製作及送審期程，進行

細部設計與審查，一改設計完成後再發包施工

之流程，可縮短整體時程。

統包團隊兼負細設與施工雙重角色，可考

量團隊經驗、能力及施工風險等因素，規劃具

體可行之施工流程及工法，避免傳統發包方式

常造成之設計、施工界面問題，縮短協調時程

亦減少變更設計問題。本計畫經檢討減少辦理

一次發包作業（如圖2），除節省公務人力外，

採邊設計邊施工模式，可減省細設時程約1～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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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在萊大排段潛盾路線線形方案比較

75m，D0k+886.72～ D0k+935.35轉彎半

徑50m，因轉彎半徑小且原洞道襯砌為鋼

環片，洞道線形變更後，襯砌改為鋼筋

混凝土環片，路線更平順，有利潛盾機

推進及避免超挖導致過大之沉陷量影響

相鄰之結構物，可縮短施工工期，轉彎

半徑增大，亦可降低環片錯位與破裂等

風險，有利施工品質之管控，約可節省

工程費用154萬元。

二、	緊急逃生孔佈設樓梯以利人員出入

高港一標～三標共設置緊急逃生孔5座，

以滿足台電「長距離電纜洞道人員出入口設置

原則」規定50分鐘逃生時間需求。高港二標原

規劃緊急逃生孔位於里程約0k+750處，因該址

鄰近大客車停車場出入口，經現地勘查並考量

大客車出入動線，調整緊急逃生孔位置至里程

0k+720處，以減少施工時對交通之影響與衝

擊。

基本設計規劃之緊急逃生孔內徑僅1.79m，

聯絡橫坑（結構寬度2.8m）之施工困難，且因

直井空間狹窄，僅能設置爬梯上下，於緊急狀

況下甚不利於人員逃生。有鑑於此，統包商於

服務建議書承諾加大緊急逃生孔內徑至2.8m，

並配置樓梯以利維修及工作人員出入，可充分

發揮緊急逃生之功能，詳如圖4所示。

參、 價工研析成果

一、	線形檢討

(一) 高港二標在萊大排段

基本設計時原規劃電纜洞道路線於

在萊大排段，係採雙反曲線銜接方式，

以一段轉彎半徑為75m及一段轉彎半徑為

100m之曲線相連接（如圖3所示），因

未規劃直線相連之緩衝段，施工時需進

行擴挖，不利於潛盾掘進及在萊大排之

保護，且因轉彎半徑小（僅75m），需採

用鋼環片襯砌（環片寬度50cm）施工，

施工進度慢且工程經費較高。

經應用價值工程研析成果，將該區

段線形調整為兩段轉彎半徑120m之曲

線，並以一段68m長直線段相連接。線形

調整後，除可簡化成單一曲線型式、異

型環片種類及提昇工程進度外，因轉彎

半徑較大，可改採鋼筋混凝土環片襯砌

（環片寬度100cm）施工，約可節省工程

費用520萬元。

(二) 高港三標凱旋路段

原基本設計時規劃電纜洞道路線於

里程D0k+095.11～ D0k+212.34轉彎半徑



2

78 │No.93│January, 2012

專
題
報
導

 

圖5   #5直井平面及剖面圖

鑄開口沉箱工法施工，除可降低連續壁滲漏水

問題外，亦節省二次結構牆施工之時間。潛盾

施工完成後直井內部設置平台與步道，供洞道

內之電纜與冷卻水管等設備轉向、分歧之用，

以銜接不同涵洞（詳圖5）。另直井內採鋼構樓

梯步道替代鋼筋混凝土結構之樓地板，除鋼構

安裝施工快捷外，鋼構平台支柱可兼作為佈纜

與冷卻水管之支架，提供更方便之作業空間。

四、	接地系統

配合電纜佈設之接續需求，需於潛盾洞道

內每隔約400～450m設置一處接地系統。依地

質鑽探結果顯示工址地層多屬非凝聚性粉土質

砂或砂夾礫石層，地下水位約在地表下3～5m

間，即洞道中心之水壓力達12～20t/m2，基本

設計時原規劃於潛盾洞道內打設接地棒方式接

地，如圖6(a)所示，施工風險大，不但容易造成

漏水、漏砂風險，且因止水性不易確保，後續

需逐年編列維修止水費用。

為避免上述問題，本工程於細部設計時，

利用發進直井旁電纜箱涵下方設置接地網，於

電纜接續段獨立設置裸銅線分別引接至直井

處，與弱電系統接地共用接地網，經分析計算

可滿足10Ω以下之接地電阻需求。此外，於洞

道內接續段引出接地端子箱供345kV電纜續匣

用，此施作方法無需破壞洞道襯砌結構，自無

漏水之虞，符合台電後續管理維護需求，如圖

6(b)所示。

圖4  緊急逃生孔方案比較

圖6  接地系統方案比較

三、	圓形工作井

高港三標為因應潛盾洞道之出發及銜接推

進管之出發、到達等施工需求，基本設計規劃

#5直井為五角形狀及採連續壁擋土方式施工，

經檢討在不影響其空間需求及效能之原則下，

改採內徑12m、壁厚1.3m、深度20.4m之圓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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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FRP材料性質

纖維種類 抗拉強度（N/mm2） 剪力強度（N/mm2） 彈性模數（kN/mm2）

碳纖維筋 1200 200 100

玻璃纖維筋 590 60 30

圖8  FRP可切削工法

肆、 工程困難與挑戰

為了確保本工程之施工安全、工程進度與

達成業主要求，統包團隊勠力以赴，為了克服

高雄地區高地下水位、砂性地盤之地質條件，

針對潛盾施工潛在之破鏡及結構界面安全性等

施工困難點，採用新材料、新工法及特殊機具

克服工程挑戰，順利達成任務。以下分別說明

具體作法包括：(1)潛盾破鏡採纖維筋（FRP）可

切削工法；(2)可撓伸縮接頭分歧井設於潛盾洞

道正上方之佈設案例；(3)高架橋下連續壁限高

施工；(4)轉彎段急曲線施工等。

一、	潛盾破鏡採纖維筋可切削工法

潛盾破鏡為潛盾施工過程中，最重要的作

業項目，也是發生意外事故機率最高的工項之

一。考量發進工作井緊鄰在萊大排及高架橋，

為確保施工安全及避免傳統破鏡工法可能發生

之砂湧意外，本工程於潛盾機破鏡範圍以纖維

筋（FRP，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取代傳統

鋼筋，因潛盾機可直接切削FRP及連續壁掘進

（圖7），除可縮短工期外，並大幅提昇潛盾破

鏡之安全性。

FRP材質特性為高拉力強度、高耐久性、

耐腐蝕性及質量較低，屬異向性、低耐磨性材

料，其材料特性可供潛盾機直接切削掘進（詳

表1、圖8），惟材料價格相對較高。FRP構件

依「美國混凝土學會ACI 440規範」進行設計作

業，通常基於經濟性考量，垂直主筋及剪力筋

採高強度之碳纖維筋設計；水平筋採玻璃纖維

筋設計，本工程設計成果如表2及圖9所示。

為降低潛盾切刃盤之磨耗，特別增設38

個FRP專用切削刀，其高度較一般切削刀外凸

2.5cm，以達到先行掘削FRP連續壁之目的。本

圖7  潛盾發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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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片交錯配置，以增加洞道結構之剛度，惟其結

構型式仍不適合承受外力集中荷重。故傳統之分

歧井大部分皆位於潛盾洞道旁，再利用橫坑予以

銜接（如圖10），惟此種引出方式不但增加電纜

長度，也常造成分歧部電纜佈設壅塞情況，影響

後續維修及人員通行。

近年來，工程界逐漸以力學方法克服環片

隧道之結構限制，一般以構築中間牆或增加內

襯砌結構方式承受上部分歧井荷重（如圖11所

示），惟須犧牲部分洞道淨空，且分歧井接頭

常因應力集中及不均勻沉陷導致裂縫與滲漏水

情事。

表2  FRP構件設計成果

鋼筋種類 纖維種類 型號 標稱斷面積（mm2） 備註

垂直主筋
碳纖維筋 C41 675 開挖內側

碳纖維筋 C32 420 開挖外側

剪力筋 碳纖維筋 C25 290

水平筋 玻璃纖維筋 G29 640

  
圖9  FRP構件施工

工法雖增加潛盾機設備費及FRP材料費，但減少

發進端地盤改良數量，並大幅提高潛盾破鏡施

工安全性，破鏡施工時無湧砂、湧水情況，本

工程施工經驗可提供類似地質情況或高風險施

工作業之參考。

二、	分歧井

電纜線路地下化後，電纜洞道內之電纜線路

須藉由分歧井引出，理論上將分歧井佈設於電纜

洞道正上方為較理想且節省用地之配置方式。但

因潛盾洞道由環片及螺栓組合而成，環與環間亦

採螺栓結合，組合時雖相鄰環間交互旋轉，形成

圖10 傳統分歧井設置例 圖11 洞道上方分歧井設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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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地震作用下接頭應力行為

本工程首創國內洞道正上方設置分歧井案

例，採內徑2.4m、高度1.85m之可撓性伸縮接

頭與潛盾洞道連接（如圖12所示），除確保接

頭部之安全性並減少地震時接頭結構應力外，

也可避免傳統分歧井需設置隧道橫坑（聯絡通

道），易造成橫坑施工砂湧意外及發生不均勻

沉陷之缺點。

分歧井為外徑3m，壁厚0.3m，深度約12m

之鋼筋混凝土結構物，經考量工址施工空間、

既有管線保護需求，分歧井採明挖工法施工，

於潛盾洞道貫通完成後，利用全套管沉設工法

施作，配合設計地盤改良灌漿、鋼環片洞道結

構、潛盾洞道內設置密閉隔艙及臨時支撐系統

等，可確保接合部施工之安全。

可撓性伸縮接頭由橡膠、鋼環及補強材結

合而成，利用橡膠特有之彈性及蛇腹構造之單

體結構型態，兼具變形性、止水效果並可抵抗

外在之土水壓力。可撓性伸縮接頭容許伸長量

10cm、收縮量5cm、變位量20cm，可滿足地震

力作用及結構不均勻沉陷之需求。

經模擬地震狀況下，傳統接頭及可撓性接

頭於分歧井及洞道結構之受力行為如圖13～圖

15所示，顯示傳統接頭有應力集中現象，可撓

性接頭應力降為原來50％，分歧井應力降為原

來15％；可撓性接頭變位增為原來1.875倍，分

歧井變位增為原來2倍，仍在可撓性接頭之容許

變形範圍內，其完成如圖16所示。

圖12  可撓性接頭施工示意及實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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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分歧井與洞道接頭型式之受震應力比較圖

 

圖15  分歧井與洞道接頭型式之受震變位比較圖

三、	限高型連續壁

高港一標#2直井因位於高架橋快速道路

下，為減少對於高架橋墩與鄰房之影響，其施

工方式採用連續壁工法施作，如示意圖17及圖

18所示。受限於場地的限制，連續壁施工期間

必須克服其衍生之問題，相關問題及解決方式

說明如下：

(一) 經現場丈量橋面與地面高度僅為

7.65m，必須降挖約2m，並改裝連

續壁機具方可順利施作。

(二) 受限於施工淨高限制，連續壁鋼筋

籠長度亦受到限制，每節吊放之鋼

筋籠長度約4.5m，接續次數達7次，

造成續接部鋼筋密度過大，導致澆

置之混凝土不易流動，影響混凝土

品質，為解決此問題，鋼筋籠採用

續接器的方式接續。

(三) 為確保上、下節鋼筋籠順利續接，

圖16  分歧井現場完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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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籠施作時，以固定器固定鋼筋

間距。

四、	急曲線施工

(一) 高港二標

因交叉路口路段地下既有管線密

集，無法設置轉向工作井，且受限於道

路寬度及到達工作井已施工完成，故需

採轉彎半徑R=50m急曲線潛盾施工。為

順利達成線形需求，採取對策如下：

1. 潛盾機設計球面中折機構及配置

超挖刃設備，中折角度可達4.7°

以上。

2. 急曲線段洞道結構採鋼環片設

計，標準鋼環片寬度50cm；異型

鋼環片起拱處最大寬度50cm、最

小寬度39cm，偏差量11cm（圖

19），以符合轉彎半徑R=50m設

計線形需求。

3. 施工前於施工圖上套繪環片佈

置，計算每一環片之座標，並將

環片座標資料輸入全測站掘進操

控管理系統。

4. 潛盾機掘進施工時，操作手依據

全測站掘進操控管理系統顯示之

掘進偏差量，適時調整潛盾中折

角度、超挖量及超挖範圍，藉以

修正潛盾機掘進方位。

5. 每一環鋼環片組裝完成後，測量

圖17  #2直井位於高架橋道路下施工示意圖 圖18  #2直井限高連續壁施工

                                              圖19  異型鋼環片排列                         單位：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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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線形偏差統計(二標)

環片與盾殼各方向之間隙量，視

需要採用修正環片，並加強曲線

段背填灌漿。

6. 每天工班換班時，須以人工測量

方式進行線形複測。

經採行上述施工對策與程序，本工

程施工偏差量統計成果如圖20所示，水

平方向平均偏差量1.4cm，最大偏差量

8.4cm；垂直方向平均偏差量5cm，最大

偏差量8.9cm均小於規範值（10cm）。

工程終點到達端水平方向偏差量1cm、垂

直方向偏差量3.2cm，順利完成急曲線施

工，準確銜接既有之#2直井。

(二) 高港三標

凱旋路段出發工作井位於變電所

內，因此不致嚴重影響交通，在施工作

業上尚屬單純順利。而潛盾洞道行經高

雄市人口稠密之區域，路線鄰近既有建

築物，並以3處轉彎半徑R=25m之急曲

線以避開民房。在曲線施工中，潛盾機

本體各部須依挖掘斷面前進，即位於曲

 
圖21  潛盾機急曲線段之中折考量示意圖(三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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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背填灌漿量，隨時依監測資料結果調

整背填灌漿之壓力並順利施築完成，兼

顧安全與經濟性。

伍、 建物保護

一、	台88高架橋

高港一標潛盾洞道沿台88線高架橋佈設，

因高架橋側車道近接民房且路面埋設有大口徑

民生管線等，管線、建物、橋梁保護相當重

要。經分析本工程建物保護策略首在降低潛盾

施工之土壤漏失率，另設計完整監測系統藉以

進行施工管控，同時於重要結構物前方佈設監

測斷面，以供潛盾機操作選擇最佳之施工參

數。

為避免潛盾施工對鄰近台88線高架道路產

生不良影響，設計時配合採專業之PLAXIS程式

進行有限元素法模擬分析，詳圖22所示，並設

計有效之建物保護措施－加強背填灌漿、微型

樁及監測管理，另於施工前委託技師公會進行

鄰近建物之現況鑑定，確認鄰近結構現況。

本工程依循施工前預測、施工中監測管

線外周側之潛盾機前胴之前、後端，後

胴之前、後端皆可調整並與地面接觸為

最佳狀態以避免過度超挖，參見圖21

之OA≧MAX（OB、OC、OD），其中並

以”=”為最佳。為達上述需求，潛盾

機與環片間之角度θ2=90o為基本要求，

潛盾機需配置中折裝置以避免過度超挖

而導致過量地盤沉陷，並防止周邊地盤

難以提供適當之反力供潛盾千斤頂推

進。經核算環片通過潛盾機盾尾端部之

間隙、環片組裝時之餘裕量，計算設計

潛盾機中折角度為8.7o。另針對此急曲

線段，鋼環片寬度由正常RC環片之1m

寬縮減為50cm，環片厚度並由正常之

27.5cm，經採加勁設計後減為26.5cm；

異型鋼環片起拱處最大寬度56.5cm、最

小寬度43.5cm，偏差量13cm，以符合轉

彎半徑R=25m線形需求。

潛盾機掘進施工時，採陀螺儀掘進

操控管理系統顯示掘進偏差量，適時調

整潛盾中折角度、超挖量及超挖範圍，

藉以修正潛盾機掘進方位。每一環鋼環

片組裝完成後，採即時背填灌漿及特殊

黏土灌漿工法回補孔隙增加地層穩定，

經現場多次試灌後，再採定壓或定量管

圖22  台88線高架橋管線保護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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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潛盾洞道開挖與捷運紅線、中山橋基礎附近及鐵路軌道平、剖面圖

洞道開挖引致土層變位等值圖 洞道開挖所引致之捷運上抬量

土層變位網格及向量分佈 鐵路鐵軌地表沉陷量

圖24  數值模擬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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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施工後回饋分析原則，進行動態監測管

理。依監測成果顯示，潛盾洞道施工過程中，

對台88線高架橋墩地層約造成1～6mm之變位

量，均控制在模擬分析容許值範圍內，大部分

施工監測值監測成果顯示均在分析成果土壤漏

失率2%以內，經比對施工管理數據亦證實符

合。

二、	捷運隧道及鐵路

高港三標潛盾洞道近距離穿越營運中之

中山橋、台鐵鐵路下方，並以3.5m距離跨越營

運中之高雄捷運紅線上方及鄰近中山橋（參見

圖23）。透過施工前數值分析模擬（參見圖

24）判釋影響程度，於洞道掘進過程中採避

免超挖、提高土艙管理壓力（依一般管理土壓

+0.2kg/cm2）、增添加泥材穩定開挖面、並以

快挖及即時之背填灌漿等加強管控措施減少地

盤沉陷。同時於重要構造物配置自動化監測系

統，有異常狀況發生，更可透過網際網路發布

警訊，俾利即時進行緊急應變措施處置。由施

工監測值結果顯示最大陷量約10mm，影響極

小。

陸、 結語

高雄都會區高地下水位、砂性地盤之地質

條件，對地下開挖工程無疑是一大挑戰。本計

畫一～三標工程順利完工之重要關鍵在充分發

揮統包精神－設計與施工縝密結合，統包團隊

依其專業能力及施工經驗，選擇安全可靠之施

工法及規劃減低工程風險之對策，配合採用新

材料、新工法，圓滿完成任務。

依本工程執行經驗，統包制度效益包括：

(1)縮短整體建造時程約1～1.5年；(2)節省工程

費約674萬元；(3)採用新材料、新工法，確保施

工安全性；(4)提昇隧道結構接頭性能、緊急逃

生口及接地系統之安全及維護性等優點，成果

相當豐碩，可供後續工程參考。

分歧井主體採全套管沉設工法施築，鋼套

管與洞道接頭部之止水與地盤穩定攸關工程成

敗，囿於施工時程安排，地盤改良作業需於潛

盾機通過前先行施工，造成後續分歧井鋼套管

壓入施工困難，經輔以鑽機預鑽孔，總算順利

完成任務。由本案施工經驗，爾後類似工程應

再檢討施工流程或分階段進行地盤改良作業，

以利鋼套管沉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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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2 3 4 5

　　臺北捷運目前平均每日旅運量超過1.5百萬人次，路網營運里程至2011年已逾100公

里，主要路段大都採地下開挖及隧道方式建設，為確保營運路網安全，臺北捷運公司除執

行日常巡檢外，並定期對全線隧道進行全面性的維護檢測，有效掌握系統結構穩定狀態，

及早發現問題即時實施維修，以落實全生命週期的營運維護管理。

　　臺北捷運公司已於2002年、2008年進行兩次全線隧道維護檢測作業，為配合捷運系統

全年無休，且每日運營時間長達18小時以上的經營特性，每日可供檢測時間極短，檢測作

業需利用快速、高精度的設備，其中包括隧道全周面結構影像掃描、透地雷達…等，檢測

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以熟練的技巧迅速取得隧道現地試驗數據、測繪及影像等資料供後

端研判分析。本文簡要介紹臺北捷運兩次全線隧道維護檢測作業之經驗與成果，並進一步

就維護管理與技術提出檢討與建議。

壹、 前言

經濟高度發展大興土木之後，既有基礎

設施的維護管理為公共工程的關鍵課題。應用

安全檢測與維修補強手段，確保設施運營穩

定，適時適度延長其服務年限，建立全生命週

期的維護資訊，並回饋至規劃、設計與建造作

業，為公共工程永續發展的法門（王泰典等，

2008；尚新民等，2010）。常見的公共工程

結構型式中，屬於線狀構造物的隧道不僅具有

長度大、斷面小的空間幾何特性，力學上更具

有高度靜不定的結構穩定特性。先進國家的維

護經驗表明：隧道長期營運後常出現服務品質

降低，健全狀態不明等窘境；一旦發現異狀，

常有安全檢測實施困難，異狀肇因短期診斷不

易，因而錯失及時維修養護或適當對症下藥進

行必要補強的黃金時期，甚至面臨必須改線重

建的困境（日本土木學會，2003；黃燦輝等，

2008）。

臺北捷運自1996年通車以來，路網陸續建

成，目前（2011年）營運里程已達101.9 km，

其中除了文湖線及淡水線有部分採地面及高架

建設，其餘均為地下及隧道路段。基於確保路

網全生命週期的服務品質，力求系統永續經營

的理念，已陸續實施二次全線隧道維護檢測作

業，不僅有效掌握系統結構穩定狀態，及早實

施維修措施，並逐步將檢測經驗回饋至營運階

段維護管理作業以至於後續建設階段之設計與

施工參考。本文介紹臺北捷運系統全線隧道維

護檢測作業之經驗，整理檢測作業成果與維修

養護措施，探討其特性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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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結構目視檢查 GRP5000影像掃描 掃描影像套疊異狀描繪

圖1  初期檢測

透地雷達檢測 混凝土強度試驗 裂縫深度檢測        鋼筋腐蝕檢測

圖2   詳細檢測

表 1  臺北捷運系統全線隧道檢測成果綜整

臺北捷運系統全線隧道檢測成果綜整

全線隧道定期檢測年度 2002 2008 備   註
隧  道  總  長 68 km 78.3 km

檢
測
項
目
與
數
量

初
期
檢
測

隧道結構影像掃描檢測 68 km 78.3 km
過河隧道覆土厚度檢測 　3.3 km 3.7 km
隧道目視檢查異狀評估 主隧道68 km及附屬設施 主隧道78.3 km及附屬設施
隧道斷面檢測評估 每50m施測一處 每50m施測一處

詳
細
檢
測

隧道襯砌背後空洞檢測 1790 m 2355 m 透地雷達
混凝土強度試驗 186組 215組
裂縫深度檢測 106組 135組 超音波
鋼筋腐蝕檢測 ─ 1組
滲漏水水質檢測 20組 4組

檢測結果與評估
隧道安全等級B計79處；隧
道安全等級C計7處

隧道等級A~B者佔98.4%，屬
C者佔1.6%

說明：
兩次隧道檢測對安全等級之定義與分類方法略有差異，分類原則相同。

等級D：異狀嚴重對人員與車輛造成危險者，建議立即修護。

等級C：為有異狀之發生，且異狀仍持續進行中，遲早對人員與車輛造成危險，建議於一年內修護。

等級B：為異狀將來可能達到 C 級，建議逐年有計畫分段修護。

等級A：為無異狀或異狀輕微，目前對人員與車輛尚無影響，平時檢查追蹤異狀發展。

貳、 全線隧道養護檢測實施經驗  

臺北捷運隧道平時由工務人員進行日常巡

檢，曾於2002年、2008年進行兩次全線檢測，

檢測工作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初期檢查階段、

詳細檢測階段及維修評估階段。檢測成果綜整

如表1。

兩次檢測所規劃之程序與項目大致相同，

但使用儀器與檢測方式略有差異。程序部分，

均先進行初期檢測及異狀評估，以目視檢查、

斷面檢測及影像掃描檢測（圖1）對隧道異狀進

行評估，再依評估結果，將異狀出現頻繁或出

現特殊異狀之區段安排詳細檢測，內容包括襯

砌背後空洞檢測、混凝土強度檢測、裂縫深度

檢測、鋼筋腐蝕檢測及水質檢測 （圖2），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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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明挖覆蓋隧道耐震能力評估（覆土厚度

15m）之應力增量表
 （x-方向地震水平搖晃，與橫向裂縫平行）

裂縫型式

裂縫深度
橫向裂縫

斜向裂縫
（45°）

環形裂縫

10cm 24.0% 18.6% 36.0%

20cm 23.2% 24.2% 18.9%

30cm 23.8% 23.0% 18.0%

50cm 24.0% 23.2% 20.1%

表3 明挖覆蓋隧道耐震能力評估（覆土厚度

15m）之應力增量表
（xy-方向地震水平搖晃，與橫向裂縫斜交）

裂縫型式

裂縫深度

橫向裂縫 斜向裂縫
（45°）

環形裂縫

10cm 3.8% 5.3% 30.0%

20cm 1.9% 6.6% 30.8%

30cm 2.9% 6.4% 32.9%

50cm 5.3% 6.3% 42.1%

表4 明挖覆蓋隧道耐震能力評估（覆土厚度

15m）之應力增量表
 （y-方向地震水平搖晃，與橫向裂縫垂直）

裂縫型式

裂縫深度
橫向裂縫

斜向裂縫
（45°）

環形裂縫

10cm 24.3% 30.1% 41.6%

20cm 22.1% 25.0% 31.6%

30cm 23.2% 24.0% 33.5%

50cm 25.1% 24.1% 38.1%

綜整檢測成果規劃維修工法與順序。

2008年台灣世曦公司為瞭解捷運隧道結

構穩定及耐震能力，將異狀（尤其是裂縫）出

現最頻繁的明挖隧道以三維有限元素法，採用

ANSYS程式進行時間域分析，探討地震作用時

的搖晃狀況對隧道結構的影響。因地震來襲

時，無法確定地震搖晃的方向，因此FEM數值分

析上將地震力分別沿著隧道前進方向即所謂縱

向，於本分析定義為y方向，隧道橫向（即x方

向）以及兩者的中間方向（即45度方向）等輸

入地震力進行數值計算，根據計算結果顯示，

隧道若有發生裂縫則地震搖晃會造成某種程度

之應力集中增加現象。整體而言，襯砌裂縫深

度愈深者所造成之襯砌應力增量愈大。此外，

數值計算結果也顯示，當地震搖晃方向與裂縫

方向平行時，對於襯砌應力增加之影響較大。

就裂縫型式而言，以覆土厚度15m，典型明挖隧

道斷面（約30m2）評估，環形裂縫所造成之襯

砌應力增量，比橫向裂縫或斜交裂縫（ 45°）

之影響都來得大（表2-表3） ，各類裂縫（橫

向、斜向及環向）與地震不同水平搖晃方向所

造成之變位與等效應力圖如圖3至圖5。經檢核

詳細檢測所測得之裂縫深度依耐震分析推估隧

道等級均為A或B級。

圖3 橫向裂縫在地震水平搖晃之變位及等效應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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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斜向裂縫在地震水平搖晃之變位及等效應力圖

圖5 環向裂縫在地震水平搖晃之變位及等效應力圖

參、 捷運隧道檢測作業特性

臺北捷運系統於1980年代設計建造時，

參考已開發國家的捷運系統營運與維護的經

驗，考量建設階段與營運階段之有效接軌，多

數的路線皆自建設階段即考慮營運階段的結構

與設施檢測與維護作業，並編撰相關的養護作

業手冊。然即便是目前之已開發國家，基礎設

施全生命週期維護的觀念仍未臻成熟，維護檢

測作業多數依循「發現再說、壞了再修」的觀

念，因此安全檢測作業多數係因應建設高峰期

後施工缺陷或瑕疵而進行，延續新建工程慣用

的「一次性」調查、設計、施工思維的情況普

遍。隧道結構安全檢測計畫常僅透過十分有限

的檢測項目與作業時間，作出安全等級的判

定，再針對安全等級不足區段，採用「一次

性」補強的作法，期望工程「一勞永逸」的觀

念至為明顯（王泰典，2007）。

臺北捷運系統於2002年、2008年二次隧道

檢測期間，適逢日本對1999年新幹線隧道結構

缺陷造成暫停營運事故進行研究後，出版一系

列隧道與地下結構物維護管理研究報告（日本

土木學會，2002、2003），以及美國聯邦公路

總署（FHWA）2003（a、b）年出版的「隧道

檢測手冊」與「隧道維護與修復手冊」，提供

了隧道維護管理檢測與維修作業理論實證與修

正的機會。依據臺北捷運系統土建型式與營運

養護經驗，捷運隧道檢測作業特性包括以下數

點：

一、結構型式多樣：捷運隧道構造物按建造的

方法，分為明挖覆蓋、潛盾隧挖以及機械

開挖等不同的類型；其支撐的型式，包括

環片直接支撐以及針對開挖保護與永久結

構使用的雙層支撐，並有隧道連接地下車

站與出土段因結構勁度差異過大而設置緩

衝區間之加勁支撐型式，隧道工程特性各

不相同，檢測作業項目需求較常見的山岳

隧道需有更多的考量。



2

No.93│January, 2012 │93

專
題
報
導

二、路線、斷面時有變化：捷運潛盾隧道斷面

雖是制式化設計，然因部分路段路線曲率

較一般隧道大，隧道周壁面積在橫斷面兩

側差異大，採現代化設備檢測時常存有精

度的差異。其次，路線曲率大亦縮短可通

視距離，造成攸關列車行車安全的中線測

量作業難度與量測誤差皆加大；再加上車

站、橫渡線、聯絡道等密佈，斷面變化

多，測量控制點的布置、檢測結果的呈現

皆需精密規劃與細心施作。

三、可供檢測時間極短：臺北捷運系統全年無

休，且每日運營時間長達18小時以上，僅

夜間時段可供檢測作業，扣除通報、斷電

保護與各項檢測作業安全措施所需時間，

實際可用時間每次約3小時，檢測作業計

畫的規劃常需以分鐘為單位，故宜採用快

速、高精度的檢測設備，以爭取時效。

四、異狀出現位置難預測：地下結構物荷載值

不明確與隧道結構高度靜不定的先天特

性，使得隧道維護檢測作業困難度遠甚於

地表構造物。由於捷運隧道建構於密集人

口之都會區隨著帶動城市發展，隧道沿線

無可避免地出現近接施工的情境，由於近

接施工改變周圍岩土短期與長期的力學特

性，對於隧道結構穩定具有一定之影響潛

能，往往使異狀之出現位置難於預測，致

維護檢測作業宜藉由全線隧道周壁影像，

定期比對判釋可能的異狀變化，實有利於

後續的研析與修復補強工法研擇。

肆、 檢測成果與維修養護

臺北捷運系統通車15年來，辦理二次全線

隧道檢測結果瞭解，隧道結構整體而言安全無

虞，局部路段隧道有趨近安全警戒值，唯透過

檢測作業確認後，適時地辦理維修養護，營運

品質均可維護，經持續追蹤監測下之捷運系統

異狀，探討如后：

一、滲水與白華現象：透過全線隧道周壁影像

掃描結果顯示，滲水與白華現象為臺北捷

運系統隧道結構最普遍的異狀，常見於隧

挖環片區段與明挖覆蓋區段、通風豎井的

交接處、或是環片區段環片與環片之間以

及螺栓孔附近。前者研判係因明挖結構與

隧挖結構勁度差異較大，受地震（陳正勳

等，2011）或列車振動反應不同而造成龜

裂，經年累月形成細微裂縫導致滲水；後

者常見於特定的施工區段，可能係施工碰

撞等初次缺陷遺留的現象，所幸滲漏後水

漬與碳酸質白華結晶遠多於滲水數量，滲

水處經修補亦多止於潮濕或滴水等級，無

明顯的滲漏，對於結構安全與服務品質影

響無虞。

二、真圓度減降：真圓度的變異為環片受力變

化的指標，透過前後二次全線隧道檢測結

果比較獲知，捷運隧道部分斷面真圓度出

現變異，檢核1500多個斷面，有34處超

出警戒值（正負差值約4cm），但其中逾

2/3超出量小於1cm。真圓度超出警戒值的

異常斷面常見於隧挖環片區段與明挖覆蓋

區段的交接段附近，約佔異常斷面總數約

1/4，可能係明挖結構與隧挖結構行為不

同，交接段施工困難度較大，加上前述結

構勁度差異長期積累的結果。其餘的真圓

度異常斷面則可能與近接施工、上部載重

增加或地表沉陷有關，或是早期施工缺陷

遺留的結果。

三、環片/襯砌裂縫：採鑽炸或鑽挖方式施工之

山岳隧道，常見的襯砌裂縫異狀（王泰典

等，2007；Wang，2010），於臺北捷運

隧道並不多見。裂縫異狀僅多發現於明挖

覆蓋隧道之部分區段，且以局部密集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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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態較多，寬度大、長度長的單一裂縫

甚為少見，前期經修補後多數裂縫停止增

長，研判其發生與早期施工缺陷有關。環

片區段的裂縫常見於隧挖區段與明挖覆蓋

區段或通風豎井的交接處，且以沿隧道軸

向分佈的縱向裂縫最多，環片角隅局部龜

裂與斜向裂縫次之，環向裂縫甚少。

四、鋼筋鏽蝕：捷運隧道明挖覆蓋區段少數位

置出現鋼筋外露，經腐蝕電位檢測結果顯

示，鋼筋雖有生鏽，但腐蝕並不嚴重，研

判係保護層厚度不足的所致。至新環片區

域之鋼筋鏽蝕現象則相當少見。

伍、 維護管理技術檢討

一、 檢測維護頻率

臺北捷運系統隧道自通車後，約以每5-6年

的週期進行全線隧道檢測作業，且每次檢測皆

先實施全線隧道周壁影像掃描、真圓度測量與

目視檢測等初步檢測項目，取得全線隧道現況

進行初步評估後，再針對出現異狀或有結構安

全疑慮處進行詳細檢查。檢測作業順序自廣而

細，精度自低漸高，實施的經驗顯示，目前的

檢測週期與作業方法可以有效的掌握全線的異

狀發生的位置、現象與特性，並可透過安全評

估詳細評定隧道的安全等級，提供維護作業的

參考。惟結構逐年老化，除細部重點應逐年追

蹤外，對於整體之大規劃辦理方式應至少3~5年

乙次。

二、 檢測掃描技術

由於受限於作業時間，採先進掃描設備

取得的全線隧道周壁影像為臺北捷運系統隧道

全線檢測作業提供了作業底圖的資訊，北捷採

TS360與GRP5000系統不僅可據以判釋襯砌異狀

位置與形態，更可提供後續檢測作業比較的基

礎。全線每50 m實施的真圓度檢測則提供了量

化的資料，有利於進行系統性的比較，二者皆

為全線隧道檢測最重要的項目。另外，隧道真

圓度為前後二次全線隧道檢測結果變異最顯著

的項目之一，目前的相對座標檢測方式雖作業

效率較高，但僅能提供隧道環片受力變化分析

所需定性的資料。未來值得進一步實施隧道剖

面3D絕對座標高精度測量，或針對目前真圓度

變異較大處實施3D微變監測，取得環片受力變

化分析量化資料，可提高安全評估以及維護管

理更有利的資訊。此外明挖覆蓋區段隧道行為

不同於潛盾隧道區段，且為裂縫出現頻率較高

的位置，真圓度檢測無法有效反應其行為，剖

面3D絕對座標高精度測量應為更有效的檢測技

術。

三、 維護管理資料庫

前後二次全線隧道檢測資料皆已有效地保

存，然而圖資量極多與龐大，現有之土木結構

資訊管理系統雖足以容納檢測作業成果，但運

作效能仍有提昇空間，如維護所需的查詢、統

計與分析功能部份。另於因應臺北捷運系統隧

道特性，納入結構行為、沿線開發或路網擴充

造成近接施工的影響等，尚可以全生命週期永

續經營的理念，擴充與提昇為更適用的檢測與

維護管理資料庫。

陸、 結語

目前平均每日旅運量超過1.5百萬人次的

臺北捷運系統，已成為大臺北都會區的交通動

脈，快速、平穩、舒適的運旅服務，不僅改變

城市的交通風貌，帶動衛星郊區的發展，本公

司透過隧道全線檢測經驗瞭解，掌握隧道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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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並針對具變異潛能者及早修復，對於捷運

系統營運品質之確保甚為重要，採擇快速檢測

系統與應用功能齊全之資料庫管理，應為國際

化之維護管理作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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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2009年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連續三天在中南部降下超過2500mm的雨量，相當於以
往一整年的平均雨量，造成山崩、土石流、淹水等嚴重災情。其中雨量最大、受災最嚴重
區域位於臺灣阿里山地區，其累積雨量超過2500mm，豪雨重創臺灣阿里山風景區進出道
路，其中以阿里山公路（台18線）受創最為嚴重，於里程59.1k路段附近崩坍面積約50ha，
災情相當嚴重。

本文以阿里山公路59.1k路段厚層崩積層邊坡為例，依據地形、地質、水文等資料，詳
細調查分析，提出最有效可行之整治對策及方法。本工址邊坡滑動之致災主因研判可能為
連續豪雨、地表逕流、雨水入滲造成地下水位上升及土岩層強度泡水軟化而產生滑動。本
工址崩積層厚度達4~25m不等，且岩層破碎，本工程受限地形及地質因素以路工方案辦理工
程細部設計，除道路兩側護坡整治，坡面之排水及路面排水須做適當導排外，另針對部分
已受側移及陷落影響之巃頭明隧道進行重建。

本工程依現地邊坡的現況，盡量減少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邊坡坡面較平緩無安全疑慮
時採掛網植生之方式做為坡面保護，以防止坡面受雨水之沖刷淘空。邊坡陡峭或有塌滑之
虞時，採自由型框植生方式設計。於道路邊坡安全有滑動之虞處，於下邊坡設置擋土排樁
及地錨保護道路及邊坡。

1 2 3 4 5

壹、 前言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來襲，臺灣南部

山區受到颱風引進外圍環流的豪大雨影響，阿

里山地區之累積降雨量突破2500mm，如圖1所

示。莫拉克颱風挾帶豪雨造成阿里山公路59.1k

路段附近道路邊坡崩塌，土方量龐大，緊急搶

修係利用崩積土石方墊高、並由原道路上邊坡

側施作便道，作為本區的聯外替代道路。惟大

雨來臨時便道極有可能中斷或沖毀，而此處為

台18線往返阿里山與嘉義市區之重要交通要

道，故需儘速進行本路段災害修復工作。工程

位置如圖2所示，位於巃頭明隧道與明芳茶莊之

間。災後航照及崩坍照片如圖3所示，崩坍面積

約50ha，除道路範圍為公路總局用地外，其餘

土地皆為林務局公有地。

貳、 地形及地質

一、	計畫路線地形

根據既有地形及地質文獻資料，崩塌區里

程59.1k路段附近海拔高程介於900~1350m之

間，地勢由西北往西南傾斜，為一西北高西南

低之崩塌區地形及具有向源侵蝕地貌特徵，致

造成路基流失約300m，主要之水系為山谷地形

因受侵蝕作用所形成之大小不一之坑溝，亦因

侵蝕作用坑溝多為崩塌地之發育處。該崩塌區

坡度、坡向圖詳圖4~5所示，坡度大部份為4級

坡到7級坡，主要坡向為東方及東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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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阿里山公路59.1k附近崩坍災害現勘照片

圖1  莫拉克颱風累積雨量分佈圖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圖2  台18線阿里山公路災害修復工程範圍圖

二、	區域地質

本路段地質平剖面圖如圖6所示，由既有

文獻資料及配合現場地表地質勘查結果，顯示

本計畫崩塌區出露之地層主要為第三紀中新世

之達邦層、南莊層，而此地層以厚層砂層及砂

頁岩互層為主，一般而言膠結程度較不佳，且

區域性另受鄰近向斜地質構造，致節理頗為發

達，地層亦因此較為破碎，其表層之風化程度

亦頗為嚴重，各地層特性詳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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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工址坡度圖

圖5  工址坡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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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本工址路段地質平、剖面圖

測之層面位態變化不大，惟因受地質構造影響

各崩塌區之節理頗為發達，由野外地表地質調

查結果顯示，本斷層之破碎帶出露於崩坍區範

圍，其材料為良好之阻水層，因此不利邊坡之

穩定。地表地質調查結果展繪如圖6所示。

三、	地質構造

根 據 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劉 憲 德 等

（2000年）調查研究資料，顯示59k+100崩塌

區有向斜構造通過於崩塌區西南側，向斜構造

並未直接通過崩塌區，因此各崩塌區現場所量

台
18
線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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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崩塌區之地層分布特性

時間 地層 地質特性說明 分布或出露區域 露頭照片

全
新
世

崩積層
（Col）

主要為崩落之未固結砂、粉土、黏土及夾

雜大小不一之岩塊等疏鬆材料所組成。
於本區崩坍坡面

中
新
世

南莊層
（Nc）

岩性以厚層砂岩與砂頁岩互層、中至薄層

砂頁岩互層所構成，新鮮岩體呈淺青灰色

及灰色，砂頁岩互層含植物碎片，層面間

富有白色雲母碎片。

本地層出露於59k

附近之崩塌區。

圖7  崩塌區立體投影圖解法分析圖

由現場量測之不連續面位態經由立體投影

等位線圖，進行立體投影圖解法進行穩定分析

結果（詳圖7），顯示本崩塌區除存在崩積層

之圓弧形破壞外，岩體內之不連續面亦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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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依地質探查資料研判工址之崩積層亦厚達

4~25m間，相關復建工程依該崩積層厚度及性質

進行分析設計。本工址邊坡主要問題在於大面

積厚層崩積層邊坡之處理及設計考量。

本工址配置二條地電阻影像剖面測線，測

線編號分別為BR-1及BR-2，平面圖如圖8所示。

以測線BR-2為例，採三極排列（Pole-Dipole 

Array）施測成果，其施測成果詳如圖9所示。

由電阻率分佈特性推估的崩積層地層界面

如圖中黑色虛線所示，崩積層厚度介於4~25m不

等，與現場勘察及地質鑽探結果吻合，崩積層

在上邊坡處厚度較厚。推估地下水位面如白色

虛線所示，地下水位面深度深約8m，故本邊坡

在下邊坡段打設水平排水管，以降低地下水位

之影響。茲將電阻率特徵與對應地層特性分述

如表2所示。

表2  地電阻影像判釋結果表

岩性 判釋

崩積層

分佈於表層，電阻率約10-100
（ohm-m），塊石含量越高電阻
率越高；泥含量越高，電阻率越
低，層厚約1-15m。

頁岩為主/
砂岩為輔

電阻率約5-20（ohm-m），砂岩
含量越高，電阻率越高；頁岩含
量越高、越破碎，電阻率越低。

砂岩為主/
頁岩為輔

電阻率約40-200（ohm-m），砂
岩含量越高，電阻率越高；頁
岩含量越高、越破碎，電阻率越
低，層厚約2-60m。

在潛在平面滑動之順向坡問題、楔型破壞及翻

倒破壞（岩塊掉落）等不穩定問題。因此，道

路路線修復或改線，需考量上述地質構造問題

外，亦需針對此潛在不穩定之工程地質問題進

行審慎之評估，以達道路坍塌治標及治本之功

效。

四、	地質探查成果

地質探查工作包括地質鑽探12孔及地球物

理探勘工作，包括地電阻探測1000公尺，震測

探測600m，鑽孔及地物探測平面位置如圖8所

圖8  鑽孔及地物測線配置平面圖

圖9  地電阻影像判釋結果（B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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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為本調查地電阻影像測線依對應測線

位置關係繪製之柵狀立屏圖，圖中黑色虛線標

圖10 地電阻影像判釋柵狀立屏圖

示地層(A)，研判為本次風災崩積或滑動的地

層，測線BR-1紅色虛線標示層段(B)推估可能有

較深層的滑動。

參、水文及排水設計

本計畫採用之雨量站，以鄰近台18線里

程約46k處，位於番路鄉公興村公興國小附

近，隸屬於水利署之小公田雨量站（標高約

760m）為代表。統計小公田雨量站最近十年

（1999~2008）之資料顯示，年平均雨量高達約

3630.4mm，每年受梅雨及颱風季節影響，降雨

量集中於五月～九月，月平均雨量介於約400～

900mm之間，佔全年平均雨量85.68％，以七月

平均雨量達885.9mm為最大。

依據小公田雨量站統計資料顯示，最大時

雨量為80.5mm，連續24小時最大累計雨量達

1125.5mm（發生於8月8日6時至8月9日6時），

而四日累積總雨量達1354.5mm，詳如圖11時雨

量分佈。如此連續高累積雨量之降雨型態，造

成本計畫山區土石鬆軟，再加上地表逕流加劇

侵蝕坑溝，以致釀成坡面崩塌及路基流失等災

害。根據水利署初步針對此次莫拉克颱風降雨

圖11  莫拉克颱風期間（2009.8.6~2009.8.9）小公田雨量站時雨量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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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水理計算採150cm，本工程相關集水分區如圖

12所示。

肆、 災害原因及破壞模式

依據現場調查，本工程各工址邊坡滑動之

致災主因經研判可能為連續豪雨及地表逕流作

用、雨水入滲及造成地下水位上升及土層強度

泡水軟化而產生滑動。邊坡破壞模式各工址依

其地質特性，現場調查結果包括上邊坡岩盤翻

倒破壞、下邊坡圓弧型滑動、平面型滑動等類

型，如圖13~圖17所示，研判本工址邊坡滑動之

致災原因及破壞模式，說明如下。

量的頻率分析，隸屬八掌溪流域之小公田雨量

站，連續24小時最大累積雨量已超出200年頻

率。

配合本計畫復建道路線形，及坑溝治理等

排水設施規劃佈置，劃分本計畫之集水區，詳

如圖12所示，依自然地形及沖蝕溝劃分集水

分區，計分CA6901~CA6904等4個集水分區。

59k+100路段，係位於曾文溪流域集水區範圍山

稜線之邊緣，集水面積不大，惟受上、下邊坡

地質破碎因素影響，遭受此次連續之高累積雨

量，導致土石鬆軟、邊坡面崩塌及路基流失，

災害發生後臨時道路以土溝、涵管方式導排，

下邊坡崩塌範圍大，並延伸至曾文溪谷地。

本計畫屬道路災害復建工程，主要之排水

工程設計，包括道路側溝，坡面橫、縱向截水

溝及橫向排水管涵等，因屬崩塌地坑溝治理性

質，故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野溪治理之

標準，採用50年降雨頻率計算。坡面縱向截水

溝主要沿坡面既存之沖蝕溝做佈置及治理，本

工程設置有6道縱向排水截水溝，配合坡面橫向

截水溝，以導排坡面水。於適當地點佈設集水

井及橫向排水管涵，分散雨水逕流，穿越道路

路堤後安全排導至下游新設之潛壩，管涵直徑

圖12  台18線59.1k集水分區及排水工程配置圖

圖13  59.1k上邊坡岩盤翻倒破壞情形

圖14  災後全景(東往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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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雨作用地表逕流沖刷。

● 地表種植檳榔淺根性植物，水保不

佳。

● 整體邊坡未設置橫向、縱向排水、導

水系統。

● 地表陡峭，上邊坡頁岩破碎節理多，

節理面入滲大量雨水，剪應力增加而

產生張力裂縫。

● 下邊坡崩積層因雨水入滲，土石含水

量、單位重增加及土層強度泡水軟化

而產生邊坡滑動。

破壞模式：

坡頂岩塊高傾角節理面翻倒破壞，

整體路段邊坡及下邊坡屬平面型及圓弧

型滑動破壞。

伍、 整治工程

本工程整治目標為提高道路邊坡抗滑安

全，確保路基穩定。邊坡保護工程依致災原因

進行配置，以減少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及增加崩

塌殘坡之穩定性為目的。本計畫以排水工程為

抑制工為主，擋土設施為抑止工為輔，排水工

程包括降低地表及地下逕流對坡體之不利影

響，避免坡面沖刷及坡體飽和、軟化而滑動；

大地工程方面包括以擋土排樁配置於路基下邊

坡，樁長深入穩定地層，維持邊坡穩定。

本工區整治工程為減低致災因子，採用之

抑制工包括：修坡、坡面導排水、縱洩溝、水

平排水管、掛網噴植護坡等；另為增加坡體強

度，採用之抑止工包括：排樁配合地錨、格梁

地錨護坡、自由型框配合灌漿錨筋護坡等。

本路段整治工程平面配置圖、縱斷面圖如

圖18、19所示，擋土及導排水工程施作項目及

數量如表3所示，整治構想概述如下：

圖15  災後全景(西往東向)

圖16  明隧道結構體外部陷落及側移

圖17  明隧道結構體內部陷落及側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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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邊坡滑動體冠部及坡崖陡峭坡面進

行源頭治理，包括危木處理，自由型

框護坡植生，掛網噴植處理面積約

3800m2，掛網噴植面積約8700m2。

2. 下邊坡崩滑體坡面開挖修坡，面積約

10000m2，並設置石籠擋土牆一道，

總長約950m。

3. 路 基 下 方 設 置ψ 1 . 2 m ， 中 心 間 距

2.5m，長度L=30~40m 排樁，計約200

支，深入穩定岩層，確保道路邊坡之

安全。

圖19  邊坡整治工程縱面配置圖

圖18  本工址整治工程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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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以砂頁岩互層為主，膠結程度不佳，且受

向斜構造影響外，地層破碎，其表層之風化程

度嚴重，依地質探查資料研判該區域之崩積層

厚約為4~25m不等，相關復建工程依該崩積層厚

度及性質進行分析設計。依地物探測及鑽探顯

4. 巃頭明隧道第三單元與第二單元間陷

落，明隧道淨高剩3.9m，將既有第三

單元敲除並採樁基新設明隧道與既有

第二單元底版厚度順接。

5. 巃頭明隧道第二、三單元結構體外側

採擋土牆及岩錨加固補強，並兼做作

施工便道使用。

6. 既有路基上下邊坡之崩塌面進行修坡

保護並配置必要之縱橫截水溝，總長

約600m，並於縱向溝下游處新設二道

潛壩抑制邊坡淘刷。

整治前、後之邊坡穩定分析安全係數如表

4所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本路段道路屬重

要觀光道路，惟受限工程經費及路權範圍，主

要工程設施僅能依道路上下邊坡側主要保全對

象範圍設置，待本工程竣工後，相關管理單位

仍應針對下邊坡側石籠擋土牆附近未能整治之

邊坡作持續之養護，以使本工址能確實整治完

成，達長治久安之理想，工程整治前後成果，

如圖20-21所示。

陸、 結語

莫拉克颱風挾帶豪雨造成阿里山公路59.1k

路段附近道路邊坡崩塌，土方量龐大。本路段

表3  主要復建工程構造物數量表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自由型框護坡 m2 3800

坡面掛網噴植 m2 8700

明隧道 m 65

石籠護坡 m3 2800

∮1.2m排樁（進尺） m 5800

預力地錨（進尺） m 9000

擋土牆 m 455

水平排水管 m 4000

道路側溝 m 400

排水管涵 m 28

縱向排水溝 m 1000

潛壩 座 2

挖方 m3 19000

填方 m3 14000

表4  整治前後邊坡穩定分析安全係數彙整表

里程 破壞模式

整治前

修復補強方式

整治後

常時 地震 高水位 常時 地震 高水位

59k 崩積層圓弧滑動破壞 1.25 1.04 0.84 擋土排樁 1.97 1.32 1.83

59.3k 崩積層圓弧滑動破壞 1.23 1.05 0.85 擋土排樁+地錨 1.63 1.15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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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地下水位面深度約位於便道下方3m，故本邊

坡在下邊坡段打設水平排水管，以降低地下水

位之影響。

本工址邊坡滑動之致災主因經研判可能為

連續豪雨及地表逕流作用、雨水入滲及造成地

下水位上升及土層強度泡水軟化而產生滑動。

邊坡破壞模式包括順向坡滑動、圓弧型滑動、

平面型滑動等類型。

本工程整治目標為提高道路邊坡抗滑安

全，確保路基穩定。邊坡保護工程依致災原因

進行配置，以減少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及增加崩

塌殘坡之穩定性為目的。本工區整治工程為減

低致災因子，採用之抑制工包括：修坡、坡面

導排水、縱橫向排水溝、水平排水管、掛網噴

植護坡等，為增加坡體強度，採用之抑止工包

括：擋牆排樁配合地錨、石籠護坡、自由型框

配合灌漿錨筋護坡等。

圖20  巃頭明隧道整治前後成果圖

59k明隧道整治前

明隧道下陷及側移擠壓破壞

59k明隧道整治後

明隧道敲除後採樁基礎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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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主體工程整治前後成果圖

59.1k整治前 59.1k整治後

便道上、下邊坡地層裸露 便道下邊坡採排樁及擋土牆、上邊坡採自由型框及石籠護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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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管冪工法、路堤、車行箱涵、礫石、淺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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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管冪工法、路堤、車行箱涵、礫石、淺覆土

三重永安路穿越
中山高速公路
車行箱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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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高速公路建設基於成本、工法技術考量，於許多路段採用路堤型式，隨著都市蓬勃發

展過程，路堤阻隔造成都市發展之障礙及交通不便，故穿越路堤的車行箱涵在都市發展過

程中應運而生。本工程位於新北市三重區與蘆洲區交界，將闢建12m(W) x 3m(H) x 50m(L)

的雙車道箱涵，經評估以管冪工法作為最佳輔助工法。

本計畫之涵洞工程所穿越之國道高速公路，其交通流量大、施工安全管理要求嚴苛。

配合前後道路銜接高程，管冪頂至路面之覆土厚度約0.6~1.0m，屬淺覆蓋施工，管冪施工難

度甚高。在特殊施工條件下，管冪推管時對地表土壤之應力應變行為，先行採用數值模擬

作初步研析。而施工時考量對於高速公路路堤之影響，除了要求施工品質及做好工地管理

外，需配合自動監測系統以確保高速公路於施工期間之安全性。本工程於管冪施工階段預

估產生之高速公路路面沉陷量約1.1~2.0cm，箱涵開挖階段可能產生之沉陷量依工程經驗推

估則介於1.0~3.0cm，整體來說當覆蓋層厚度小於2倍推管直徑時，沉陷量隨著淺覆蓋厚度之

減少而增大。

1 2 3 4

壹、 前言

本計畫地處新北市三重區與蘆洲區交界

（圖1），既有機車涵洞為原農路排水箱涵3m

（W） x 3m（H），因中山高速公路路堤經三十

多年產生之整體沉陷量約1.5m～2.0m，故現有

機車箱涵淨高僅餘約1.5m，淨寬約3.0m，如圖

2所示。本機車箱涵因交通量大且現有高速公

路之涵洞高度寬度不足，僅能勉強容許機車通

過，車輛無法行駛，當地居民為促進高速公路

兩側之交通，積極奔走冀望原地重建一車行箱

涵以改善交通，改善後可促進三重、蘆洲區交

通便捷性及地方繁榮。本路段將設置淨高3m，

淨寬12m，長度50m之車行箱涵，採管冪推進工

法作為車行箱涵施工輔助擋土支撐工法。車行

箱涵斷面如圖3所示。

本工址簡化土層表如表1所示，本工址之地

層剖面如圖4所示。

貳、 區域地質及工址地層特性

本工址約位於臺北盆地之中央偏西側，基

地附近地勢平坦，地表高程約1～2m。台北盆地

為一構造盆地，係因斷層陷落而形成。盆地內

地層之基盤以第三紀沉積岩為主，上覆以第四

紀未固結之砂、泥及礫石等沉積物。台北盆地

沉積物依其特性，由老至新區分為新莊層、景

美層及松山層等三個主要層次，本工程依據既

有鑽孔資料指出，景美層深度約位於地表下70m

處。本箱涵工程雖位於松山層內，但工程特性

受既有中山高速公路路堤土石組成影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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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本工程位置空拍照片圖

表1  工址簡化土層表

土壤
分類

土層描述
深度
(m)

SPT-N
γt

(t/m3)
c'

(t/m
2
)

ψ'
(  °)

Su

(t/m2)

GP 礫石回填，最大粒徑120cm 高速公路路堤~3.0 40 2.25 0 35.0 ─

CL 沉泥質黏土 3.0~5.0 4 2.01 ─ ─ 5.2

SM 沉泥質砂 5.0~10.0 12 2.09 0 30.6 ─

依據鄰近力行路車行地下道施工經驗指出中山

高速公路路堤底部礫石回填層最大粒徑達0.7～

1.2m。

圖3  本工程改建之車行箱涵橫斷面圖

單位：m

圖2  原有機車涵洞，空間不足行車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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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基地地層剖面圖

圖5  車行箱涵道路平縱面圖

參、 管冪工法之設計與施工

本工程穿越中山高速公路車行箱涵，由

於前後銜接道路高程限制，採無引道設計，於

道路路口停等區因前後銜接道路，道路縱坡需

<3%。所以本新建車行箱涵會非常非常貼近高速

公路路面。新建箱涵平縱斷面如圖5所示。工法

之研選，考量解決淺覆蓋施工安全問題、未來

箱涵之排水方式及中山高速公路與箱涵行車安

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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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權重） 管冪工法 覆版半逆打

安全（30%） 可 優

成本（20%） 優 可

交維（20%） 優 劣

工期（20%） 可 可

排水（10%） 可 優

綜合評估 優 可

圖6 管冪工法及覆版平逆打工法比較圖

本工程規劃特色包括：於汐五高架及中山

高速公路路堤有限空間，最佳規劃配置，符合

效能。免地面開挖，不影響高速公路行車。線

型儘量抬高，節省營運維修成本。雙混合車道

提高行車流量與安全。

本工程經評估採「管冪工法」及「覆版半

逆打工法」皆屬可行方式，詳如圖6所示。比較

各項因素，包括排水方式、工期、工程費、對

高速公路交通影響、安全性、行車速率、維護

成本、居民觀感等因素，核定採用管冪工法穿

越高速公路路堤。

本工程首創國內外最淺礫石層淺覆蓋管冪

施工，於非常艱困挑戰之環境下，克服困難，

並已順利完成。有關管冪施工案例彙整如表2所

示。本工程覆土厚度0.75～1.2m，於礫石層中

施工，為國內外首例，斷面配置如圖7所示。本

工程於發進及到達井之覆土厚度分別為75cm及

83cm。依據日本下水道推進工法設計指針1988

年的建議，推管最小覆土厚度至少應為1D-2D

以上，以維安全。故本工程上排採64cm管冪，

共27支。下排採直徑76cm管冪，共17支，主要

是考慮遭遇障礙物時，機頭可以退回來，由人

員進入，進行障礙物排除。下排三支綠色管冪

是作為開挖支撐過程中，增加支撐底部承載力

用。

管冪工法主要將鋼管利用反力設備逐支鑽

掘推入中山高速公路路堤內，形成ㄇ型之鋼管

圍冪以抵抗周圍土壓，以保護涵洞開挖時的頂

拱部，再配合臨時支撐進行分階段開挖。臨時

支撐係在每隔適當距離設置水平及垂直之H型鋼

支撐，以控制鋼管變形來避免道路面沉陷。

管冪工法之施工程序概分為管冪推進、開

挖支撐以及箱涵施工等三部份，詳圖8。

● 管冪推進：先於高速公路兩側設置

推進坑及到達坑，平面配置如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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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冪工法施工方式可區分為人工開

挖及機械開挖，如採人工開挖則最

小管徑為80cm。如採機械自動化開

挖，因推進機中必須容納機頭、千

斤頂、中折裝置等，故管冪最小管

徑為60cm。兩側側壁鋼管之推進順

序係由上而下（參見圖9），以構成

ㄇ字形管冪；鋼管內部逐支以176kg/

cm
2
強度之混凝土填充，以增加管冪

之勁度。

管冪推進機具及鋼管接頭施工照片詳圖10

所示。另外，由於本工程在穿越中山高速公路

下方時，遭遇路基填方之卵礫石級配料，其顆

粒可達30cm以上，且愈下方顆粒愈大。因其顆

粒超過推進管內徑30%以上，選用之機種應以

破碎型機頭為主，並配合高濃度之泥水穩定開

挖前方地盤，除可便於破碎卵石外，亦可防止

前方及上方地層坍陷。依據日本之經驗，在最

大粒徑40cm之地盤中，覆土厚度雖僅有1.5m，

表2  國內外成功穿越鐵路、高速公路管冪施工案例表

名稱
形狀

寬×高×長（m）
覆土厚
（m）

地層
管冪外徑
（cm）

本工程 13.1×3.0×52.0 0.75～1.2
礫石層

（粒徑70-120cm）
64（上排）
76（下排）

名古屋東豐線新線 10.3×9.3×54.6 8.75 沉泥夾砂礫 81

地下鉄7號線 18.1×9.97×28.0 1.07 腐植土、黏土、細砂 81

橫浜市地下鉄 11.3×7.46×66.0 3.9～4.9 黏性土 61

橫塚線跨道橋 27.5×7.85×84.6 1.5 砂、礫 61

東北新幹線
日暮里隧道

11.9×9.95×85.0 0.7 黏土、砂 71

日本下水道推進工法設計指針(1988)建議，覆土厚度至少應為1D~2D以上

位置 覆土厚度(m) 覆土厚／管徑

發進井 0.83 1.30

到達井 0.75 1.17

圖7 管冪工法穿越中山高速公路路堤斷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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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管冪工法施工程序示意圖

 
圖9  管冪工法平面配置圖

由地表之監測儀器測得之沉陷量在1cm以內。本

工程上排管冪推進施工完成照片，詳如圖11所

示。

肆、 中山高速公路路面沉陷數值
分析與沉陷控制

穿越中山高速公路之風險相對於其他工

程來得高，有關風險管理、對策及緊急應變措

施，說明如下：可能的工程災害包括突發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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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機具設備 先導管

控制方面標靶 管冪鋼管接合照片

圖10  管冪推進機具設備及鋼管接頭照片

圖11  上排管冪推進施工完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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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管冪施工遭遇大礫石示意圖

二、箱涵開挖支撐階段

此部分所產生之沉陷量與開挖支撐架設的

時間及支撐預壓控制有關，依據過往之施工經

驗研判介於1.0～3.0cm之間。

伍、 設計特色

本工程由於覆土厚度不足，故設計透空結

構立柱，可縮小結構頂版尺寸，克服覆土不足

問題，詳如圖14所示。本工程景觀意象，以簡

崩坍、路面下陷、支撐變形及地盤不穩定等4

類。沉陷發生包括管冪施工階段及開挖支撐階

段，依據數值分析及過往的施工經驗，其總沉

陷量約在1.5～5.0cm。

一、管冪施工階段

依推進工法之一般數值分析，以淺覆土情

況下之推管模擬管冪施工及背填所造成之地表

沉陷，分析尺寸及模式如圖12所示。其可能產

生之中山高速公路之沉陷量介為1.1～2.0cm。

覆土深度愈小，則路面之沉陷量愈大，當覆土

深度為0.75m時，管冪施工造成之路面沉陷量約

2.0cm。

因應對策主要包括：1、採自動化監測，以

即時反應路面沈陷情形。2、初期採夜間施工，

由於夜間之交通量較小，且夜間溫度低，路面

AC具有一定強度。3、遭遇障礙物之排除，上排

管冪，採夜間交維，直接由路面開挖排除；下

排管冪採人員進入排除障礙物，如圖13所示。

4、於路面沉陷量過大時，進行道路加舖。

圖12 管冪施工數值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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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縮小結構尺寸克服覆土不足問題

圖15  箱涵洞口景觀意象，融入在地特色

管冪推管過程中，利用紅外線經緯儀及標

靶持續控制管冪推管施工精度，相關之儀器照

片如圖16所示，依52m長度管冪推進施工完成

之精度控制如圖17所示，由圖中可知，方向最

大偏差量皆控制在3cm以內，相當於6/10000，

遠小於規範值2/1000之要求，顯見本工程管冪

施工品質良好，管冪推進及開挖施工完成照片

如圖18所示。

單模矩洞口收邊，達到清晰易辨入口意象。三

重、蘆洲原為沙洲，以鷺鷥駐立建築意象，重

現古三重、蘆洲意象，洞口意象，如圖15所

示。

陸、 施工階段回饋

一、管冪施工精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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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於礫石層淺覆土環境下，管冪推管

之平均日進量約8.2m/日，詳圖19所示，總體來

說，約每星期可完成1支52m管冪施工。

圖16 管冪推進方向控制設備

圖17  管冪推進方向控制成果

柒、 施工監測

基於本計畫之特殊環境背景與需求（覆蓋

層最小僅約0.75m、交通流量大），施工對於路

段之營運管理之災損潛能高，故為提昇施工品

質與高度之安全管理需求，選擇自動化監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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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管冪施工平均日進量

圖18  管冪推進及開挖施工完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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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本工程監測系統佈置圖

統輔助施工之進行有其必要。有關自動化監測

系統之基本規劃說明如下。

一、監控方式

依各項儀器特性設定管理值，穿越段主要

項目採24小時全天候即時自動化管理；另亦需

於穿越施工期間，以人員全天候路面駐點目視

巡視方式配合管理。

二、監控對象

由於現地之施工環境條件不佳，依結構配

置之自動化安全管理對象主要包括地盤變形、

結構變形、地盤/結構之互制行為、地下水文等

方面。

三、監測儀器

因最小覆土僅約0.75m，儀器精度及靈敏

度需求高，故需研選市場成熟化且具實績之

產品，經初步評估，需自動化之儀器包括監

測覘標（PM）、傾斜儀（TI）、支撐應力計

（VG）、3D位移觀測系統（TDS）、水平式

傾斜儀（HSIS）、水位式地中沉陷儀（DSM）

等。

依計畫施工需求進行安全管理之安全監測

系統佈設，監測系統佈設如圖20所示。

管冪階段施工所造成之路面沉陷，以水平

式傾斜儀（HSIS）說明如圖21所示。由圖中可

看出管冪施工對於HSIS之沉陷約10mm，與數值

分析之成果相近。

捌、 結論

本工程首創國內外於高速公路下方成功穿

越淺覆土礫石層管冪施工案例，並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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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本工程管冪施工階段水平式傾斜儀（HSIS）監測成果圖

相關工程實例可供類似案例參考。免於高速公

路路面開挖，克服交通維持、施工空間不足，

挑戰困難，創造最大公共利益。於安全第一原

則下，以風險管理、自動監測及緊急應變措施

發揮功效，確保高速公路安全。以周詳規劃設

計，導入在地意象，居民參與，贏得各界讚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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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臺灣的地盤相當年輕，構造發達，地質破碎，加上位於亞熱帶海洋性氣候地區，雨

量充沛，颱風豪雨不斷。而上述的地質特性與氣候條件相加在一起，使得在臺灣發生山

崩及土石流等現象已為司空見慣。然而，當土石流等自然現象與人為活動範圍發生衝突

時，即造成所謂的災害發生。根據既有研究調查統計資料顯示，臺灣主要的土石流災害

大部分都發生在土石流的扇狀地，主要原因不外乎扇狀地皆位於坑溝下游，地勢平坦、

水源豐沛，適合人類生活居住，但也相對的使位於土石流堆積扇上的危險聚落，其居民

生命財產受到高度之潛在威脅。由於土石流具有週期性發生的特性，尤其曾經發生過土

石流處，再次發生土石流之機率極高，因此這些具有土石流潛在地質危險的地區，理應

儘速進行詳細的調查與評估，以地質科學角度研究圈繪出具有重大土石流地質災害潛勢

的地質敏感區，並將危險度予以分級，再進一步尋求因應對策，以達到防災、減災與保

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目的。

1 2 3 4

壹、 土石流扇狀地的堆積特性

土石流是發生在山區，由泥、砂、礫及

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受重力作用後所產生

之流動體。其與一般洪水作用的根本區別在於

它的密度高（固體與液體混合）、能量高（發

生在高陡溪床，位能轉換成動能）、搬運能力

強、破壞力大，而且來勢兇猛、歷時短暫（通

常發生在山區1級、2級河川，集水面積適中，

所以聚流迅速），常常在很短的時間內沖毀或

淤埋各種設施，造成生命財產的傷亡。其發生

條件必須為地形、水及材料的相互配合，土石

流之地形分區可區分為發生段、輸送段及堆積

段，發生段之坡度最陡，經常以峭壁或崩塌地

等之形態存在，而輸送段則則主要為土石流快

速流動之區段，以既有野溪之河道為主要影響

範圍，上述區段分布於野溪中上游地形較陡峭

或偏僻之處，通常較無人煙居住，因此也較無

災害情況發生。然而，土石流的堆積段，通常

位於河谷出口處，為山麓邊緣地形平坦之地

形，依山傍水，水源充沛，常為人口密集之聚

落分布，因此當土石流發生時，也成為災害影

響最大之區段，其堆積特徵如下。

一、	扇狀堆積區

土石流經陡坡及狹窄斷面的溪谷後，於谷

口突擴大的溪床斷面，常形成掃流狀或由流心

開始堆積漸向兩側攤平，形成扇狀堆積，若形

成時間短暫，扇形大都保持良好（如圖1）。

當土石流流出山谷到沖積扇時，底床坡度

較緩且側向束制較小，甚至沒有側向束制，土

石流可沿縱向及橫向擴散。它的擴散範圍大小

及方向，直接影響土石流受災面積大小。土石

流在沖積扇流動時，深度漸漸減少，當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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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逆級配與基質支撐示意圖

圖1  土石流流出山谷時成扇狀堆積例

圖3  土石流堆積特徵：基質支撐與逆級配

圖4  土石流堆積巨礫及其表面之礫石泥砂

之驅動力小於等於土石流之降伏應力時，土石

流將停止流動，成為堆積區或扇狀地之邊緣。

二、	基質支撐

土石流流動需由基質細粒料提供較高之

體積濃度，以提高浮力及較低的摩擦力，因

此堆積時，大顆粒間常充滿細粒泥砂，大顆

粒不互相接觸，此現象即為基質支撐（matrix 

support），如圖2、3所示。另於一次事件的堆

積表面，常可於其上之大塊礫石表面觀察到泥

砂之堆積，如圖4所示，此一特徵於大雨時易

遭沖洗消失，於洪水沖積之大礫石表面亦不得

見。

三、	逆級配

土石流流動時，大顆粒礫石常浮於流體上

部，向下粒徑愈小，一次的土石流運動時間短

暫，土石堆積快速，大顆粒礫石常來不及下沉

至流體底部，故常於堆積剖面上，發現不同於

洪水流堆積之級配現象，洪水堆積現象為大顆

粒礫石先堆積，顆粒愈小逐層向上堆積的級配

現象；土石流停止時常是整體一起停止，產生

逆級配（inverse grading）的現象，小顆粒堆積

於下方，越上方堆積土石顆粒越大。

四、	堆積土石中高旁低

土石流流動時能量集中於主流，因此於堆

積時，常是土石粒徑較大的主流流體停止後，

細粒料再向流道兩旁逸散，常產生明顯的中高

旁低堆積現象，堆積土石粒徑較大者集中於主

流路上。

五、	堆積區發展先直後橫

土石流流動時能量集中於主流，因此於堆

積時，常是土石粒徑較大的主流流體停止後，

細粒料再往側向逸散，或為掃流，先端能量



2

No.93│January, 2012 │127

專
題
報
導

圖6  研究區地理位置圖

圖5  土石流疊瓦構造示意圖

大、直進性強之主流先停止後，阻擋後方土石

流動之流路，產生溢流或掃流現象，流路不固

定，堆積範圍不易控制，易造成意外之災害。

六、	堆積後洪水沖積現象

土石流之歷時短，當固體材料供給不足，

雨量仍豐沛時，隨之而來的流體其泥砂體積濃

度會漸次降低，如高含砂水流之行為，或另數

次降雨事件所帶來之洪水流，會將土石堆積表

面沖積出順向排列之構造，如圖5所示，唯此現

象係基於土石流定義而加以區分，於現地土石

流發生之歷史事件判斷時，應配合其它特徵詳

加辨明。

亦有學者研究（崔之久等，1996年）指出

以扁平礫石為主的土石流，堆積時常呈疊瓦狀

構造，即扁平面將大致的傾向上游；有別於河

流堆積相礫石，土石流堆積礫石分選能力差，

磨圓差，且內部多含有大量稜角狀的粗大礫

石，此外堆積頂面起伏不平，有大礫石突出。

貳、 研究區環境概述

本文為探討土石流扇狀地之影響範圍與危

險度分級，將以各種方法進行分析及評估，並

以台東縣卑南鄉太平溪流域為案例進行探討。

本案例工址位於花東縱谷南端，屬於山

麓地形。主要河流為太平溪，範圍內包含水保

局已劃設之5條土石流危險溪流（編號為台東

080~083、台東A138），且在其溪口已形成顯

著的堆積扇，並有卑南鄉公所、泰安村、太平

村、太平國小及臺灣自來水淨水場等重要建物

及聚落位於堆積扇上，地理位置詳圖6。

研究區附近出露的地層主要有西側的始新

世變質岩及東南側的沖積層，區域地質圖詳圖

7。其中，西側山區地層為中央脊樑山脈帶地

質區的變質岩，在1974年出版的二十五萬分之

一的臺灣地質圖係以新高層（Eh）表示，（在

1986年出版的五十萬分之一的臺灣地質圖則以

畢祿山層（Ep）表示）。本層主要岩性由深灰

色的板岩和千枚岩，夾著一些薄層到層狀暗灰

色至白灰色的石英岩和石灰質或泥灰質的凸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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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區域地質圖

體所組成，在變質泥質岩層中夾有較厚的變質

砂岩層，可能是石灰質或長石質砂岩。本層在

花東縱谷的西側主要分布於玉里到知本之間，

總厚度至少有數千公尺（何春蓀，1986年）。

東南側的平地屬沖積層（Q6），係太平溪的沖

積扇，為形成台東三角洲平原的主要沖積扇，

主要岩性為未固結之土、砂、礫石。

依據水土保持局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成

果資料顯示，本研究區內共有5條土石流潛勢

溪流，分別為編號台東080、台東081、台東

082、台東083及台東A138，其中台東081 位

於泰安社區附近，台東082 位於台東縣軍人公

墓附近，台東083 位於大巴六九舊部落，台

東A138及台東080 則位於向陽山莊附近，台

東080、台東081、台東082、台東083 與台東

A138 共同匯入太平溪主流。

本研究區內的主要村落（泰安村）分佈

於主沖積扇的西側，依據卑南鄉戶政事務所人

口統計資料，泰安村人口共20 鄰704 戶1917 

人，依據本次現地訪查的結果得知，1975年妮

娜（NINA）強裂颱風過境，連下5、6天大雨，

造成大部份地區淹水，同時台東082、台東083

及台東A138曾發生災害性的土石流，其中台東

082及台東083之土石將位於河道旁的2層樓民房

淹沒，及太平溪河畔之太平發電廠被淤埋而損

壞。

後來林務局及水土保持局進行整體治理工

程，施做五座攔砂壩，並於1980~1982年陸續完

成，經政府整治河道及減少坡地的不當開發，

最近十數年來較少發生土石流災害。

參、 土石流扇狀地危險度分級評
估

在土石流運動過程中堆積段主要為土石

流沖出之堆積範圍，往往影響到災害發生之程

度，故若能估算土石流規模，再推求其沖出堆

積之範圍，不同規模之土石流對應不同沖出堆

積之範圍，便能訂定不同災害之影響範圍，進

而評估危險度的分級。

以下就如何推求土石流沖出堆積之範圍，

分別依經驗公式、數值模擬及地形分析等方法

進行討論。

一、	經驗公式

土石流的規模是指土石流流出土方量。土

石流可能發生規模之估算，可依據地形圖、現

場調查及過去土石流紀錄等資料予以決定。根

據過去相關文獻資料，土石流流出土方量與集

水區面積有非常密切之關係，集水區面積愈大

時土石流流出土方量愈大，大約呈線性關係。

此外土石流流出量與地形坡度、上游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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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坑溝土石流規模及其土石流堆積長度估算結果

坑溝編號 台東083 台東082 台東081 台東A138 台東080

集水面積（ha） 1594.0737 276.6986 158.2478 55.9697 46.0387

土石流規模
（m3）

5年再現期 178741 23383 16034 13494 7515

50年再現期 250661 32791 22486 18924 10539

200年再現期 293960 38455 26370 22193 12360

土石流堆積
長度（m）

5年再現期 692 320 287 309 226

50年再現期 798 368 331 357 261

200年再現期 853 394 354 381 279

源分布情況、降雨以及河床穩定性等皆有非常

大之影響，而上游料源估算及河床穩定性之評

估等，於實務上較難以定量方式進行分析判

斷，且不確定性亦高。因此本研究採用水保手

冊所建議之方式，以土石流溪流集水區面積之

大小以及不同再現期（或稱頻率年，或稱重現

期距）之降雨強度等做為估算土石流規模之依

據。

同一地點相同的集水區面積，可能因不同

的降雨量而產生不同規模大小之土石流，故本

研究擬引用下列之經驗公式（水土保持手冊，

2006年），試算不同再現期之降雨量所產生不

同之土石流規模：

式中，

VTC =土石流能夠搬運之土砂量（m3）

CD =土石流體積濃度

Rt = t小時之降雨量（mm）

A =集水區面積（km2）

C* =土石堆積之體積濃度

fr =修正係數，介於0.5至0.1之間

本文採用根據池谷浩（1982年）針對日本

小豆島所發生土石流調查之歷史資料，迴歸出

土石流堆積長度之經驗公式：

        log L = 0.42 x log（tan θ x VTC）+ 0.935

式中：

L=土石流之堆積長度（m）

VTC=土石流之流出量（m3）

θ=溪谷之坡度（度）

根據推估之土石流規模，代入上述之經驗

公式，可計算得本研究範圍各坑溝不同規模之

土石流對應之土石流堆積長度。摘錄各坑溝有

關5年、50年及200年再現期之土石流規模及其

相對應推估之土石流堆積長度（如表1），並以

台東080土石流為例，測繪其扇狀地影響範圍與

分級（如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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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台東080土石流潛勢溪流沖出距離推估（經驗公式）

表2  土石流模擬參數

項目 單位 參數值

DTM 數值地形模型 m 5×5

n 等值曼寧係數 0.1

CV 體積濃度 % 0.85

α1 降伏應力常數 0.811

β1 降伏應力常數 7.5

τy 降伏應力 Pa 476

α2 黏滯係數常數 0.00642

β2 黏滯係數常數 6.0

η 黏滯係數 Pa-s 0.8

γm 土石流體單位重 t/m3 2.28

二、		 數值模擬

為更深入瞭解本研究區域土石流發生可能

堆積影響範圍及危害度，本文以台東080土石流

潛勢溪流，採用之FLO-2D分析軟體進行土石流

流況模擬分析。經綜合參考既有之FLO-2D研究

成果，本文流況模擬參數整理如表2所示。

土石流模擬時需輸入數值地形模型DEM，

給定分析區域內等間距之x、y坐標值與對應之高

程值，成為一格點元素，本分析採用5m×5m高

解析度數值地形進行分析。

在流量條件方面，洪水流量之模擬採2003

年8月3日~4日莫拉克颱風之雨量資料進行模

擬，其降雨強度高達79.5mm/hr，24小時內之累

積雨量亦達585mm，如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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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莫拉克颱風知本雨量站資料

由模擬分析成果，最終堆積區域分別位於

中游溢流區及下游堆積扇，流速小於0.2 m/sec

以下者，堆積潛勢高，可配合現地地形加以判

定為堆積區；最大流速大於0.2 m/sec以上，刷

深潛勢高，可判定為流動區。由最大流深分佈

分析成果，於河道中游附近河道轉彎處，有3m

高的最大流深，可能為受河道轉彎影響，易發

生溢流情形。由分析成果之不同流速（能量）

與流深（堆積量）分布，如圖10~12，可做為進

行扇狀地危險度分級之參考依據。

   

  
圖10  台東080土石流潛勢溪流數值模擬流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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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特性，針對每條土石流進行觀察分析，應

可成功歸納其流動、堆積特性以尋幽入微。因

此本研究除依據上述經驗公式與數值模擬的方

法外，亦以地形地質研判方式，以已發生土石

流事件所造成之堆積扇地形特徵，進行地形判

釋，並以堆積扇上的微地形差異，探討不同規

模土石流所可能影響之堆積範圍，作為研判土

石流地質敏感區分級之參考。

由於土石流的堆積型態主要有混亂、逆

級配；大石塊分佈於上層與前方，呈扇狀堆

積，大規模土石流堆積範圍較廣，小規模土石

流堆積範圍較小，而相似規模土石流其堆積範

圍亦相似，因此在經歷多次土石流堆積後，堆

積扇上應可見因不同規模土石流而造成堆積扇

上的地形特徵及微地形變化。但土石流堆積扇

位於山麓之溪流出口，往往遭受人為開發墾

植，使原地形地貌因而改變，不易觀察其地形

的微變化，因此本研究乃利用影像處理中常用

的揚顯技術，以高解析、高精度的DTM數值地

形模型為背景，進行Laplacian揚顯計算，以使

地形中的微小變化得以突顯，以利判釋觀察。

Laplacian運算主要利用3x3、5x5或7x7的kernel

做為一個篩網，對DTM中每一點高程進行與鄰

近網格高程作差異計算，藉此揚顯地形中的微

小變化。

三、	地形分析

土石流具有重複發生的特性，曾經發生

過土石流災害的地方，再次遭受土石流威脅的

機率相對較高，土石流堆積區的地形也因為一

次又一次的土石搬運堆積，而有不同的地形變

化，這些地形變化隨著不同土石流事件的發生

而有差異，不同規模的土石流事件，所產生的

土石堆積範圍及沖出距離都不相同，又因為雨

量的不同、上游土石崩塌量的不同、流下土石

體積濃度的不同、地形改變的不同都會造成不

同的土石堆積形狀與範圍，而影響土石流發生

的條件與因素如此之多，因此要預測土石流發

生的時間、規模及影響範圍等也相對增加許多

困難與不確定性。

目前為止，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對於土

石流的研究相當多，也嘗試利用統計方法發展

經驗公式或利用電腦進行數值模來預估土石流

的影響範圍，但不論何種模式其背後皆有許多

限制條件的假設，因此得到的結果往往與實際

情況仍有差異，但仍為目前防災治理等工作之

重要參考。由於每條土石流的屬性條件如地

質、地形、氣候、水文等皆不同，因此每條土

石流的發生門檻與土石運動特性皆有差異，要

發展出一套可統一運用於每條土石流坑溝的分

析模式極為困難，但我們可利用土石流重複發

圖11  台東080土石流潛勢溪流數值模擬

         
最終堆積深度分佈

圖12  台東080土石流潛勢溪流數值模擬

         
最終堆積深度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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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採用之3x3網格，以台東080土石流為

例，對其堆積扇進行Laplacian kernal之揚顯分

析，並與原始地形DTM進行比較，如圖13~14所

示。結果發現，經過揚顯分析後之地形DTM可

有效地將細微地形變化之處凸顯出來，可協助

判釋者更容易地瞭解工址的地形變化，以作為

研判歷史土石流之影響範圍，而更進一步的圈

繪出土石流扇狀地之危險分級。

土石流堆積扇往往因人為開發而有所破壞

擾動，使地形特徵不復明顯，但若以適當的揚

顯技術突顯地形之差異，則可克服上述問題，

惟若地形遭受嚴重改變時，則其成果將不盡理

想，以本文研究區而言，雖局部地形已遭人為

改變，仍可由地形揚顯進行分析判釋。

四、	危險度分級評估方法比較

本研究採用經驗公式，數值模擬及地形分

析等作為土石流地質敏感區危險度分級的評估

方法。經深入探討，經驗公式法主要乃由日本

學者統計日本曾經發生土石流案例加上模型試

驗等推導而得，分析過程簡單迅速，可大量作

業，但與實際情況差異較大，且因為每處土石

流的環境條件都不同，而影響土石流的環境因

子又多，較難以公式法概括每條土石流的實際

情況，僅可作為初步之參考依據。

數值模擬主要以流力之觀點，將土石流模

擬為流體，以參數分析其流線、流況等特性，

並由參數設定推估其土石體積與流下量；其

次，再以質量不變的觀念，控制流出量等於流

下量，以演算其堆積深度與範圍，但此法由於

成果受參數影響甚大，而參數又因不同環境條

件，分析者的主觀看法而不同。因此，同一條

土石流可能因此而有不同的分析結果，且數值

模擬必須先進行地形之演算，而地形條件可能

因山崩、土石流等自然或人為墾發等因素而經

常改變，每次改變皆會影響數值模擬之成果，

故而必須定期檢視環境現況並作適當調整，使

其作業與成果更添繁雜並影響其可信度與正確

性。

地形分析以土石流重複發生堆積的歷史

痕跡，利用觀察地形的方法、判釋堆積扇上之

微地形變化，據此劃分不同危險等級之影響範

圍。由於土石流堆積扇之形成是經過數十甚至

數百年的累積造成，可以說是每一條土石流溪

流行為模式的紀錄，因此藉由觀察土石流堆積

扇上的地形變化，應可初步了解此條土石流之

堆積行為等特性，並由歷史紀錄推測未來可能

之堆積範圍等，並為劃設危險度分級之參考。

圖13  台東080土石流潛勢溪流原始DTM的等高線圖

圖14  台東080土石流潛勢溪流堆積扇揚顯後地形 

         
及分級劃設成果（地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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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此法除非有該處土石流之發生紀錄，可將堆

積範圍及發生週期之關係相互連結，否則亦無

法推估不同堆積範圍對應之土石流發生週期。

肆、  結論與建議

一、 臺灣地質條件複雜，加上近年來氣候變

異，發生集中性降雨之機率愈來愈高，因

此幾乎每逢豪大雨，土石流災害亦隨之產

生，為臺灣帶來許多生命財產之傷害，也

損耗許多社會成本與資源，為我國必須面

對的主要天然災害課題之一。

二、 考量土石流會重複發生的特性，雖然我們

無法回到過去觀察每一次土石流發生的經

過與堆積範圍，但從土石流的堆積特性，

類似規模的土石流之土石方量、沖下能量

也應類似，土石堆積也應有類似之範圍，

經過多次土石流堆積後，其堆積扇上應有

地形變化之特徵。因此本計畫採用遙測影

像判釋以及引用影像處理中的揚顯技術成

功的應用於地形分析，可加強土石流堆積

區之微地形變化，協助我們進行不同規模

土石流堆積範圍之判別辨識，並作為土石

流地質敏感區圈繪及危險度分級之參考，

惟本方法如無歷史資料可供比對，僅能區

分不同規模土石流之堆積範圍，無法明確

定義不同規模之再現期。

三、 本文分別以經驗公式、數值模擬及地形分

析進行土石流堆積扇之危險度分級評估，

其中經驗公式最為簡單、快速，但與現地

實際情況差距較大；數值模擬則考量現地

地形及地質情況等，適度調整參數使分析

結果較符合現地情況，但分析模式仍有許

多假設之限制條件與實際情況不同；地形

分析則考量土石流會重複發生之特性，觀

察過去以來土石流發生後堆積範圍與紀

錄，藉微地形變化區分土石流堆積範圍，

以發生歷史推估未來可能的堆積範圍。

以本研究區而言，以地形分析方式求得之

危險度分級較為合理，並符合現地調查結

果。惟影響土石流堆積的因素有很多，後

續仍應以不同區位、條件、類型之土石流

進行比較分析，以評估各種方法之適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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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臺北盆地為臺灣首善之區，人口密度集中，經濟活動發達，為全臺工程建設最多也

是最重要的地區。臺北盆地表層主要為未固結之近代沖積層，工程性質較為軟弱疏鬆，

因此也造成許多地質災害的發生。本文參考前人之研究，搜集臺北盆地內之既有地質鑽

井，針對松山層以地質及沉積環境之觀點進行分層比對，瞭解並整理松山層之沉積架構

特性。參考國內外目前之三維地質建模技術，評估以各種平台建立地質模型之優劣特

性，並嘗試以既有搜集之鑽孔，以ArcSence平台作為建置松山層分層模型之初步研究，

並將於後續進行更深入探討，逐步建置臺灣都會區之防災地質模型架構。

1 42 53 6 7

壹、	臺北盆地地層架構

臺北盆地位於臺灣島的北端，面積約240 

km
2
，為臺北都會區之中心，原本屬於呂宋島弧

和中國大陸碰撞所產生的造山帶，因菲律賓海

板塊的向北隱沒及沖繩海槽的向西延展而移入

琉球島弧系統，使得本區域的壓應力轉化為張

裂性的地體構造環境，因而形成一半地塹型式

之構造陷落盆地。

臺北盆地主體略呈一三角形，周圍由丘陵

及台地所圍繞，依地形及地質特性，盆地東側

及南側為由第三紀沉積岩地層所構成的褶皺衝

斷丘陵；盆地北緣由大屯火山群屏障，以安山

岩熔岩與火山碎屑岩不整合覆蓋於中新世地層

上；盆地以西則為林口台地，地層以礫石層及

砂泥岩互層為主。區域地質圖詳圖1所示。
圖1  臺北都會區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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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北盆地地層劃分表

年代
地層單位

丹桂之助(1939年) 吳福泰(1965年) 王執明等(1978年) 鄧屬予等(1994年)

全新統 松山層 松山層 松山層 松山層

更新統 林口層 新莊層

景美層

新莊群

景美層

新莊層
五股層

板橋層

中新統 第三紀褶皺基盤

有關臺北盆地地層學的研究，早從日據時

代就已開始，最早丹桂之助（1939年）在整理

臺北盆地的水井紀錄時，發現盆地的表層是砂

泥層，其下為一厚層紅土礫石。當時認為其可

與林口台地的林口層對比，因此將盆地中的礫

層定名為「林口層」，並將林口層以上的砂泥

層定名為「松山層」。

之後隨著中油公司的石油探勘，在臺北盆

地的西緣鑽了深入第三紀基盤的「新莊一號」

深井。吳福泰（1965年）依據岩性紀錄，發現

在松山層之下尚有厚達 200 公尺的礫石和砂

泥層。而這些沉積物的岩性，和林口台地的林

口層不同，不應視為同層，因此他提出以「新

莊層」來取代「林口層」，涵蓋松山層以下、

基盤以上所有的盆地沉積層。並於後續「新公

園一號」井的施鑽以及井錄地層資料，做了進

一步的證實。但王執明等（1978年）認為其上

部的紅土礫層岩性明顯，在盆地中分布廣泛，

可以獨立劃出成一地層單位，因此他們提出以

「景美層」來含括原「新莊層」上部的紅土礫

層，而「新莊層」僅代表景美層以下的沉積

層。

1992年之後中央地質調查所開始在盆地內

進行大規模的研究工作，陸續完成了「五股一

號」、「板橋一號」和「板橋二號」等深井，

取得了連續的岩芯與紀錄。鄧屬予等（1994

年）依據相關岩芯紀錄，將「景美層」以下沉

積層（原「新莊層」）再詳細劃分為「五股

層」與「板橋層」，以「板橋層」頂部的縞

狀紋泥層為分界，並將吳福泰所劃分的「新

莊層」升格為「新莊群」，用以包含「景美

層」、「五股層」及「板橋層」三個單位，如

表1所示。

松山層的六個次層分層於接近盆地中心

處，其分布越明顯而規則，盆地邊緣常受地形

作用之影響，在岩性與厚度上變化甚大，造成

地層對比之困難。

其中，上述分層中之第四次層普遍存在

於臺北盆地內，為一厚而連續之泥層，並含有

較多量之有孔蟲、介形類及貝類化石為其特性

（黃德乾，1962年），可作為研究鑽井資料之

指準層，依既有地質鑽井之定年資料顯示其沉

積年代約在1～0.6萬年前，可對比為海水入侵臺

北盆地最盛時期所造成之江灣沉積物。茲依據

地層之特徵描述，比對前人研究資料，推估松

山層各次層之沉積環境，整理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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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臺北盆地松山層地層分層特性描述彙整表

地層 次層 土壤分類
特徵概述

（修改自吳偉特，1979年）
沉積環境 / 地質解釋

（本文整理）

松
山
層

六 CL

為松山層最上部次層，厚度約為3

～8公尺，主要成份為地表黃棕土

層與灰黑色粉土層。淡水河岸附近

較薄，且有尖減現象，關渡平原社

子島一帶則未有此次層之發現。

第五及第六次層主要為海水退出臺

北盆地後，河流所造成之沉積物，

為同時異相之沉積情況，包括水道

附近水流作用強的砂質沉積（第五

次層），以及水流較弱或靜水狀態

下的泥質沉積（第六次層），呈現

出曲流河及氾濫平原的沉積特徵。
五 SM

厚度約2～20公尺，主要成份為灰

色粉土質細砂，顆粒均勻且粉土含

量約佔30～40%。本次層在盆地

內幾乎皆出現，靠近新店、景美一

帶，本次層含有粗砂與小粒石。

四 CL

厚度約為6～29公尺，主要成份

為灰色粉土質黏土，砂含量小於

10%，且含有貝殼及腐木片。本次

層幾乎存在於整個臺北盆地之中，

為松山層分布最廣、厚度最厚的次

層。自然含水量約為30%，且接近

液性限度。

為海水入侵臺北盆地最盛時期所造

成之江灣沉積物，以灰色緻密或具

有紋理的泥質沉積為主，泥質的沉

積物當中含有大量貝屑及零星的碳

質物，顯示水流能量較低的沉積狀

況。其中局部有砂泥韻律互層，可

能是潮道中受潮汐作用之沉積。

三 SM

厚度約為0～19公尺，主要為中等

堅實且含多量貝殼的黃灰色非塑性

粉土質砂，粉土含量約為25%。鄰

近淡水河地區本層較厚，向東漸次

遞減，在部分地區有尖減的現象，

致使第二及第四次層相連接，成為

深厚的黏土層。

海水入侵臺北盆地初期的江灣沉積

環境，而江灣內部局部鄰近河川及

河川出口能量較強處，河川與潮汐

堆積影響較大，因而局部有細砂之

沉積。

二 CL

厚度約0～19公尺，主要為低至中

等塑性的灰色粉土質黏土，粉土含

量約45～70%，自然含水量約在

23～25%。

海水入侵盆地影響範圍愈來愈大，

原本河川下游之泥質氾濫沉積物亦

逐漸向上游退卻、堆積屬於中扇的

砂質河相沉基層之上。

一 SM

位於景美礫石層上方，厚度約0～

15公尺，主要為中等緊密至緊密

粉土質砂或礫石質砂，細料含量約

20%或稍多。部分地區第一次層與

景美礫石層間含有紅棕色土層薄

層。

海水開始入侵臺北盆地時，河川堆

積影響範圍逐漸向上游退後，亦使

原堆積於中扇之砂質沉積物逐漸向

上游堆積，覆蓋屬於上扇的景美層

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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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GOCAD三維地質建模

圖3 AutoCad Civil 3D地質建模

貳、	既有地下三維地質、地理資
訊系統發展現況

三維地理資訊及虛擬實境技術，為近年

地理資訊之重要發展方向，尤其在都市地下三

維地質圖之應用發展方面，不論在軟硬體及平

台發展技術方面都較以往有大幅之進步，成為

十分熱門之應用領域，特別是在防災、資源探

勘、工程應用方面，三維數值地質模型技術發

展能提供更詳實之地質資訊供輔助規劃決策應

用。有關地下三維模型之開發牽涉技術面及資

料面之許多待突破課題，本文首先針對國內外

三維建模之發展現況進行文獻蒐集與評估，並

提出系統發展架構與應用軟體平台之構想。

由於三維地理資訊技術需建構於應用軟體

平台之功能之上，因此有關應用軟體平台之評

估、優缺點、適用性及可以達到之效果皆格外

重要。本文初步就發展較為成熟之三維軟體技

術加以研析。

一、	美國

(一) GOCAD三維綜合地質與建模軟體平

台

GOCAD是目前國際上應用廣泛之三

維地質建模軟體，如圖2所示，功能及應

用分析模組十分強大，在地質工程、礦

業發展、地球物理探測及水利工程有廣

泛應用，國內主要為學術單位及中油公

司採用，其三維地質展示技術可供本研

究借鏡參考，惟其軟體購置費用較高。

(二) AutoCAD Civil 3D軟體平台

AutoCAD Civil 3D為AutoDesk公司

（http://www.autodesk.com）所發展之三

維建模技術，在應用於工程設計及綜橫

剖面計算，能結合多種DTM地形資料格

式，快速展現三維資料，如圖3，並兼顧

高效能、資料開放性高、國際大廠支援

佳及價格等方面具有優勢。

(三) ESRI ArcMap 3D

ArcMap為美國ESRI公司（http://www.

esri.com）發展之桌上型地理資訊系統軟

體，為世界使用者最多之專業地理資訊

系統軟體，其發展之shp地理資料格式為

世界流通率最高之格式之一，且其對於

GIS資料結構編修、地理圖元檢核、邏輯

處理等強大功能，能在資料庫建置發揮

極大作用。ArcMap可搭載3D外掛模組，

利用ArcSense展示三維資料。ESRI之軟體

開放性高，ArcMap本身具有強大之地理

資料庫管理能力，適合作為地質鑽探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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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之應用開發平台。惟ESRI之3D擴充

模組可能無法完全滿足三維地質建模之

需求，但其支援開發之協力廠商眾多，

對於三維建模之擴充性高，可另評估選

擇適合地質建模需求之專業分析軟體進

行建模。

(四) Rockworks

Rockworks是美國RockWare公司

（http://www.rockware.com）為應用於石

油化工、採礦、地質科學、環境科學之

分析軟體，具有2D/3D之地質資料建置與

建模分析功能，能建構地質鑽探紀錄、

剖面圖，柵欄圖，Solid實體、Surface表

面、等高線、地形模型及3D立體圖等。

Rockworks15為該公司於2009年之最新版

本，能支援ArcGIS9及ArcGIS10等版本，

對於地質模型、擬真程度、資料編修介

面等，都較其前版Rowkworks2002有大

幅提昇。Rockwork並提供Solid Model、

Surface Model、Fence Model及Analysis 統

計分析工具等，並能讀取ESRI之ShpFile

格式地理資料，經過Rockwork處理分析

後，能輸出3d-ShpFile，提供ArcView 

3DAnalysis模組應用，具有專業之地質分

析功能及良好之相容性與易於資料流通

之優點，如圖4～15。

圖4 RockPlot 2D

圖5 RockPlot 3D

圖6 鑽井資料編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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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提供建置Solid Model及圖形展示工具

圖8 Solid-Color Model

圖9 Solid Model

圖10 Surface Model

圖11 Surface Map

圖12 Fence Model

圖13 ProFile及Cross Tool

圖14 分析模組-統計分析

圖15 分析模組-Volume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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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MVS (Mining Visualization System)

MVS 是美國C Tech公司（http://www.

ctech.com/）發展之3D可視化與分析之

專業軟體，可與ArcGIS完全相容與擴充

整合，提供使用者利用ArcGIS軟體產製

MVS格式資料進行建模工作，可應用於地

質領域、環境、礦業探勘、海洋及考古

等多種領域。MVS功能包括網格分析模

組、地質建模工具、地質統計分析、動

畫製作及GIS功能等。本軟體為結合地質

與工程應用，提供三維建築建模、道路

地形處理、航空影像處理分析、土壤污

染分析、地下水流分析、湖泊與海洋資

料處理、隧道挖掘及模型表面貼圖等重

要功能。MVS軟體另外一項特點為提供動

畫製作功能，可在所建之模型內加入時

間軸，模擬時間之變化達到4D展示，如

圖16～19。

二、	法國

(一) 3D GeoModeller

為Intrepid GeoScience公司（http://

www.Geomodeller.com）開發之3D地質編

輯軟體，其操作介面結合工程人員所熟

悉之CAD介面，易

於學習與使用。三

維 GeoModeller的

設計，能讓多種不

同資料來源，匯集

到同一個三維空間

使用。該軟體對於

地質建模提供直觀

且可迅速建立之模

式，對於新加入修

訂之鑽探資料很容

圖16 地質井觀測

圖17 提供複雜地形建模能力

圖18 地質交錯與斷層構造3D建模

圖19 結合航空影像製作4D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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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大陸中地公司（http://www.

mapgis.com.cn）自行發展之GIS軟體，其

三維處理平台MAPGIS-TDE是在 MAPGIS 

7.0 中所推出的真實三維資料處理平台，

具有支援 3D GIS 專案客製化二次開發

能力，並經中國地礦部門所採用，擬真

程度高且支援面廣為其主要優點，惟封

閉之資料格式不易與外部資料流通。近

年來因應資料流通與國外軟體接軌之需

易納入，可讓使用者自行修改並進行地

質模型三維之解釋；對於三維地質模型

解釋並提供多種工具，如地質觀測，傾

角數據及與岩石的關係。完成建模後可

在二維地圖上產生Profile截面，進行三維

的各種Data Model觀測，如圖20～21。

三、	中國

(一) MapGIS

圖20  3D GeoModeller之建模環境

圖21  3D GeoModeller支援之Dat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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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已開始發展資料轉換格式，目前最

新版本為MAPGIS k9，已能透過內建之空

間資料庫引擎與Shp File等主流GIS格式互

通，如圖22～25。

圖22 空間地質體三維模擬

圖23 三維面框架模型

經初步蒐集相關資料，目前國內外

於三維GIS應用上，多以單機版作為地

質建模與分析應用之平台，如GOCAD、

AutoCAD Civil 3D、ESRI ArcMap 3D、

RockWorks、MVS、3D GeoModeller及

MapGIS等。

其中GOCAD

為國內中油公司所

採用，其三維地質

展示技術可供本研究

借鏡參考，惟其軟體

購置費用較高。Civil 3D

則主要為土木工程之應用較

為廣泛，針對地質部份之模組與功

能則較為欠缺。ArcMap為美國ESRI公司

發展之地理資訊系統軟體，為全球使用

者最多之專業軟體，其軟體平台流通性

圖24  探勘剖面礦體輪廓線

圖25 剖面互動式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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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維GIS開發平台比較一覽表

軟體平台 應用現況 優勢 劣勢

1 GOCAD

在 地 質 工 程 、 礦 業 發

展、地球物理探測及水

利工程有廣泛應用，國

內主要為學術單位及中

油公司採用。 

三維地質展示技術、功

能及應用分析模組強大 

。

開發及購置成本高。

2 AutoCAD Civil 3D

在應用於工程設計及綜

橫剖面計算，能結合多

種DTM地形資料格式，

並快速展現三維資料。 

高 效 能 、 資 料 開 放 性

高、國際大廠支援度佳

及價格較低廉。 

較偏向工程應用，於地

質分析展示介面較少。

3 ESRI ArcMap 3D

全球使用者最多之專業

GIS軟體。shp格式為全

球流通率最高之格式。

可擴充3D分析模組，利

用ArcSense展示三維資

料。

具有強大之資料庫管理

能力，支援開發之協力

廠商眾多。 

原廠軟體模組目前僅具

展示功能，必須依靠外

掛專業軟體支援應用功

能。

4 RockWorks

結合GIS與三維地質建

模之分析軟體，其最新

版本能支援ArcMap9及

ArcMap10，支援井資

料、Solid、Surface、

Fence、Profile及地質

統計等多種分析應用功

能。

具 有 完 整 之 地 質 資 料

分 析 與 編 輯 模 式 ， 與

ArcMap搭配進行地質建

模工作，能直觀式的進

行判讀與解釋。

國內目前相關可參考文

獻較少。

5 MVS

結合GIS與三維地質建

模之分析軟體，專門為

解決工程應用與地質領

域 、 環 境 規 劃 等 而 設

計。

能 結 合 航 空 影 像 之 處

理，具高度擬真之建模

軟體，能與ArcMap整

合，並製作輸出4D動

畫。

該軟體較偏重於工程應

用分析模式，對於地質

分析模式之支援相對較

少。

6 3D GeoModeller

為CAD-Base之三維地質

建模分析軟體，專門為

地質應用所開發之專業

軟體，最新版為1.3版新

增多種3DGeoModel。

為 專 業 之 地 質 分 析 軟

體 ， 能 對 地 質 模 型 之

細部參數進行修訂及解

釋。

Cad-Base不易讀取GIS資

料庫，且購置成本高。

7 MapGIS

在 MAPGIS K9 中所推

出的真實三維資料處理

平台，為中國地礦部門

所採用。

擬真度高、支援面廣。 為封閉資料格式，不易

資料交換與流通。

廣為其主要優點，惟封閉之資料格式不

易與外部資料流通。整理上述各軟體應

用平台之優缺點，如表3。

佳以及眾多之支援開發商為其主要之競

爭優勢。MapGIS為中國大陸中地公司自

行發展之GIS軟體，擬真程度高且支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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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地質井鑽探資料查詢

本文初步將松山層依前人研究及土壤特性

分為六次層，並將各次層層面進行分析建置於

資料庫中，各層面資訊可與地質井資料於3D

視窗中旋轉各種不同角度進行模型之檢視與查

詢，如圖29（關渡往臺北方向）及圖30（臺北

往關渡方向）。

圖29  臺北盆地西區松山層分層結果展示查詢-關渡往  

         
臺北方向

圖30 臺北盆地西區松山層分層結果展示查詢-臺北往  

       
關渡方向

參、	臺北盆地松山層地層模型架
構之建立

本文所蒐集各種地質模型建置工具及軟

體，各有各的優點與限制，本文初步以臺北盆

地淡水河以西之區域為研究區，蒐集既有地質

鑽井資料，針對松山層部分進行地層比對與分

層，建置地質模型資料庫，並以ArcGIS為開發

平台，進行地質模型架構建立與利用ArcSence

界面進行展示，本蒐集連續取樣之地質井共20

孔，並依據不同岩性顯示不同顏色及粗細，展

布於地圖空間中，如圖26。每段地層資料可以

選取，並可點選查詢其屬性以及繪製鑽井柱狀

圖，如圖27～28。

圖26 地質井三維柱狀圖展示-以ArcSence為平台

圖27 地質分層資料屬性查詢



2

148 │No.93│January, 2012

專
題
報
導

肆、	結語

本文初步蒐集國內外相關地質模型建置

之各種平台與軟體，並比較其功能與優缺點，

分析利用於我國未來建置三維地質模型之適用

性，並參考前人研究，探討松山層六次層之沉

積環境以及地質解釋，初步以臺北盆地西區為

研究範圍鑽井進行松山層之比對分層與地質模

型建置作業。

資料數位化與資料庫建置是未來趨勢之

一，而易讀且直覺性的展示介面亦為後續必須

持續發展之技術，本文以初步成果建立基本架

構，期望後續可針對臺北盆地松山層分層與地

質防災特性進行更深入探討，並將其歸納彙

整，建立完整之三維地質模型與資料庫，提供

都市規劃與都市防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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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之非破壞性
地球物理探測
技術應用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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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橋梁基礎位於地下，檢測獲得其基礎埋設深度，可提供適度之資訊供安全檢核及維

護補強之參考依據。尤以國內老舊橋梁因早期竣工資料保存不易且多已失落，多僅可以

非破壞性檢測方式確認基礎深度。故本文除就地球物理探測之各種非破壞性檢測法特性

進行探討，並就一無筋混凝土基礎探測技術之實際案例比較各檢測法之適用性，以為參

考。

1 2 3 4 5

壹、 前言

依據交通部之統計資料，臺灣公路橋梁數

量計約11,000座、鐵路橋梁計約1,800座。其中

近30年內建造的橋梁約佔85%，相關基本資料

保存較為完整。而老舊橋梁基礎型式資料往往

不易保存，於河流沖刷、近接施工或橋梁漸入

中年期後，均需面臨維修補強需求，一般可藉

由非破壞性之地球物理探測檢測方式探查其基

礎深度。

然橋梁基礎型式種類多，深淺亦有所不

同，加上地盤特性限制條件，採不同之非破壞

性物理探測方式進行量測應用時，常有判釋效

果、精準度與適用性等方面之問題，本文依實

際案例探討深基礎深度之物理探測方法包括有

(1)地層電阻率影像（可分為二維、三維及跨孔

式）、(2)超震波法、(3)平行震測法、(4)井測透

地雷達法及(5)多支距井下垂直震波法等方法。

上述幾種探測方式，國內已多應用於混凝土基

樁之基礎深度調查，有關本文所研提之無筋深

基礎，相關檢測法之適用性宜作一檢測。

貳、 地球物理調查方法

一、	調查原理

本研究採用之地下結構物非破壞檢測工作

之檢測方法計有：(1)二維電阻率影像剖面探

測、(2)三維電阻率影像剖面探測、(3)跨孔式電

地阻影像、(4)超震波、(5)下孔式速度井測（平

行震測法）、(6)井測透地雷達及(7)多支距井

下垂直震波等。各項檢測工作之施作原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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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研究採用之非破壞性檢測方法及原理

編
號

檢測方法
物理
性質

目 的
主要使用

儀器
檢 測 執 行 成 果

1 二維電阻率影像 電

阻

率

依地層材料電阻率之不同研判

地層或結構界面。

電探儀、電

極棒

電性地層剖面，地電阻影像

剖面，可研判電阻率差異大

的地層與基礎深度。
2 三維電阻率影像

3 跨孔式地電阻影像

4 超震波 波速

由直達與反射波列，推算反射

波起始位置，並推估橋梁基礎

深度。

受波器/震

測儀

直達/反射波列，可研判基礎

底部深度。

5 平行震測 波速
利用不同地層材料之土壤傳播

波速不同求取基礎深度。

井下受波器

/震測儀
可研判地層與基礎深度。

6 井測透地雷達
介電

係數

透過介質介電常數與反射係數

的不同，由反射波得到地層或

目標物的影像。

透地雷達 可研判地層與基礎深度。

7 多支距井下垂直震波 波速

透過記錄震波由地表傳經地層

至井下接收器之記錄，解析地

下地質資訊及異物之位置。

井下受波器

/震測儀
可研判基礎深度。

的、使用儀器及執行成果詳如表1。

1. 電阻率影像

由 橋 墩 基 礎 與 週 遭 地 層 組 成

材料之不同電導特性，而以電阻率

（Resistivity）代表物質的導電性質，

詳圖1。

2. 超震波

利 用 錘 擊 產 生 小 型 的 人 造 震

波，振震傳遞在橋梁基礎材料（鋼

筋混凝土）與地層（砂/土/礫石/岩

盤…等）界面因聲波阻抗（Acoustic 

impendance）變化產生之反射波，紀

錄直達與反射波列，並推算反射波起

始位置，藉以推估橋梁基礎深度，詳

圖2。

3. 平行震測

利用錘擊產生小型的人造震波，

圖1  電阻率影像探測示意 

圖2  超震波探測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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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施測前宜先蒐集待測基礎基

本資料、周邊環境（有無干擾）及地

層分佈情形。

圖3  平行震測探測示意 

圖4  井測透地雷達探測示意 

圖5  多支距井下垂直震波探測示意 

利用震波在橋梁基礎材料（鋼筋混凝

土）與地層（砂/土/礫石/岩盤…等）

傳播速度不同以求取基礎長度。或因

不同的地層間波速或地層材料組成的

差異，造成震波系列紀錄中，頻率、

振幅或相位的不同，以藉此反應基礎

材料與地層材料界面，詳圖3。

4. 井測透地雷達

利用高頻電磁波自井中向外發射

進入地層，因物體內不同介質電性變

化而產生反射波，並由反射波得到地

層或目標物的影像，詳圖4。

5. 多支距井下垂直震波

透過將一系列之接收器置於井

內，而震源設置則以距井口距離由近

而遠依序施測，記錄震波由地表傳經

地層至井下接收器之記錄。利用橋墩

材料與周圍地層之震波對比，藉以推

估橋墩基礎之底部深度，詳圖5。

二、	適用性探討

地球物理探測主要係依不同地層、結構材

料性質差異，藉由不同儀器量測電阻、波速、

介電係數等物理性質後，再由專業研判獲得

可能之結果；本調查對象係為一無筋之磚砌沉

箱基礎，因無配筋，致其材料介面反應較不明

顯，與一般配筋之樁基礎有所差異，各檢測法

之適用性初步探討如下：

 1.  電阻率影像

適用於待測結構基礎之電導特性

與週遭地層所組成之材料有較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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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計畫工址範圍

2. 超震波

可於裸露基礎外部施測（樁柱、

墩柱），適用於直接、沉箱或其他較

淺基礎，較不適於群樁或較深基礎。

待測結構物材料與周圍地層聲波阻抗

越大效果越好，反之效果較差。

3. 平行震測

本檢測法須鑽孔配合，施測孔與

待測基樁之距離愈近效果越佳。待測

結構物材料與周圍地層聲波阻抗越大

效果越好，反之效果較差。

4. 井測透地雷達

需鑽孔配合，施測孔與待測基樁

之距離近長效果越佳。待測結構物材

料與周圍地層介電常數變化越大效果

越好，反之效果較差。

5. 多支距井下垂直震波

適用於待測結構物材料與周圍

地層具有明顯的震波對比（Contrast 

acoustic impedance），以推估待測結

構基礎之底部深度。

參、 案例探討

一、	案例工程概況

橋墩基礎檢測對象為臺鐵之下淡水溪鐵

橋，位於高雄市大樹區臺鐵九曲堂車站東北方

約1km處跨越高屏溪，本橋建造於明治44年～大

正2年（西元1911～1913），距今已近百年，

橋長1,526m，由23座磚石混砌的橋墩分隔24道

橋孔，跨距64.3m，詳圖6，為現今國內超過百

年尚存之實體橋梁之一。

該橋梁分別於民國94年7月歷經海棠颱風，

民國95年6月碧利斯颱風及民國98年8月莫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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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暴雨，造成鐵橋部分損毀，高雄縣政府文

化局為辦理橋墩修復工程，須掌握既有橋墩基

礎確實深度，以為後續階段橋墩修復工程之設

計參考依據，故規劃於下淡水溪鐵橋高雄端P1

～P7橋墩辦理非破壞性檢測。

下淡水溪鐵橋為早期日據時代所建造之橋

梁，建造迄今（西元2012年）已近100年，早期

設計及竣工資料均已無法取得，彙整文獻資料

及前期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1. 依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下淡水溪

鐵橋之沖刷災害調查及因應對策，本

鐵橋之橋梁相關資料可詳圖7所示。

2. 參考”平行震測法與超震波法在實務

上之應用研究”（王景信,2006），繪

製本鐵橋基礎型式平剖面，如圖8。

圖8  下淡水溪鐵橋橋墩基礎型式

橋梁竣工年 1913

橋梁長度 1,524m

梁底高程
EL.25.01m

（摘自高屏溪治理計畫）

基礎形式
（表層紅磚砌疊之）

沉箱基礎

跨度配置
63.5mx24跨

（P8～P19位於深槽區，

P8～P11已沖毀流失）

橋墩橫軸向寬度

2.8m

（界於高程EL.21.11～24.21m間）

3.3m

（界於高程EL.17.47～21.11m間）

沉箱基礎之形狀、
斷面尺寸

長橢圓形

4.45m（橋軸向）寬度x

9.25m（水流向）長度

沉箱基礎頂面 高程EL.14.30m

沉箱基礎底面 高程EL. 9.25m

地基改良措施底面 高程EL. 4.75m

貫入深度
9.55m

（加計地基改良措施高度）

圖7  下淡水溪鐵橋基本及前期調查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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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分佈 地層分類 深度分佈範圍 地層厚度(m) N值

第一次層 灰色礫石偶夾卵石(GP) 自EL 20m至EL 10m 10 42~66

第二次層 灰色粉土質黏土(CL) 自EL 10m至EL -5m 5 4~7

第三次層 青灰色砂礫石(SM~SP) 自EL -5m至EL -16m 11 59~82

第四次層 棕灰色粉土質黏土(CL) 自EL -16m至EL -22m 6 25~49

表2  工址簡化地層分佈

肆、 檢測成果探討

一、	二維電阻率影像

由於花崗岩電阻率（>5000ohm-m）高於周

圍的地層材料甚多，依橋墩表面花崗岩的電阻

率量測及電阻率分佈特徵，推估P1-P5橋墩花崗

岩基礎底部約在高程EL13.8m（地表下5m）。花

崗岩砌石下方之磚造橋墩基礎於探測剖面中無

明顯界面，辨識不易，可能因素為磚塊沉箱基

礎內為中空並回填地層材料於其中，而磚塊的

孔隙率高，於地下水位面下之沉箱內地層材料

二、	工址地質

依地質調查成果瞭解顯示，工址地層分佈

以砂礫石與粉土質黏土互層為主，約可分為四

個次層，如表2所示。

三、	非破壞性檢測規劃

針對目前尚存於高灘地之高雄市大樹區下

淡水溪鐵橋七座橋墩P1～P7橋墩非破壞檢測計

採用七種檢測方法，各工法之施作配置可詳表3

及圖9所示。

圖9 非破壞性檢測法配置

表3  非破壞檢測方法及配置

檢測法
墩號　

二維電阻率
影像

三維電阻率
影像

跨孔式地電阻
影像

超震波
平行
震測

井測透地
雷達

多支距井下垂
直震波

P1 ○ - - ○ - - -

P2 ○ - - ○ - - -

P3 ○ - - ○ - - -

P4 ○ ○ ○ ○ ○ ○ ○

P5 ○ - - ○ - - -

P6 ○ - - ○ ○ - -

P7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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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13中三維電阻率影像探測成果圖顯

示，鄰近橋墩處（以P4橋墩為例），高程13.8m

（地表下5m）的深度處有一極為顯著的電阻

差異界面，該處之特色是高程EL18.8m～13.8m

（地表至地表下5m）間的材料地電阻值大於高

程13.8m（地表下5m）以下的材料，因此研判

在該深度應有一基礎結構的分界面或地層分界

點。

與鄰近地層電性差異小，辨識度降低之故，如

圖10及圖11。

另P6、P7橋墩探測成果，則明顯受環境周

邊之受固墩鼎塊與後期加固基樁之鋼筋等鐵質

性物質影響，訊號干擾致使測讀資料雜亂，如

圖12。

二、	三維電阻率影像

圖10  P1～P3橋墩電阻率影像

圖11  P4～P6橋墩電阻率影像

圖12  P6及P7橋墩現況照片

表3  非破壞檢測方法及配置

檢測法
墩號　

二維電阻率
影像

三維電阻率
影像

跨孔式地電阻
影像

超震波
平行
震測

井測透地
雷達

多支距井下垂
直震波

P1 ○ - - ○ - - -

P2 ○ - - ○ - - -

P3 ○ - - ○ - - -

P4 ○ ○ ○ ○ ○ ○ ○

P5 ○ - - ○ - - -

P6 ○ - - ○ ○ - -

P7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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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跨孔式電阻率影像

四、	超震波

以超震波法進行探測，圖15為P4橋墩之超

震波法量測所得之波列資料，經由走時及對應

直達/反射波列計算後，獲得可能之基礎界面深

度約為地表下17.36m。

五、	平行震測

由平行震測法之震波系列紀錄發現於地

表下5m、17m及22m等三處之震波系列（直達

波、S波或表面波）的頻率或振幅有不連續現

象，顯示震波在各該深度附近遇不同波傳介

質，如圖16。

三、	跨孔式電阻率影像

兩探測孔間的地層材料在地表下5m、

9.5m、16.5～17m等深度處有電阻差異界面，研

判位於地表下5m之電阻差異界面為基礎結構的

分界面（界面一）；地表下9.5m之界面二與其

上下兩層之材料特性有所關聯；地表下16.5m～

17m之界面三應為基礎與地盤界面，如圖14。

圖15  超震波探測成果

圖13  三維電阻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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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表下20m～22m，為卵礫石地層

（與地表至地表下5m類似，但波速較

慢），

5.地表下22m～29m，為黏土質細砂夾

礫石及粉土質黏土。參考鑽探及開挖

成果研判，橋梁基礎深度約為地表下

16.5m～17m，如圖17。

七、	多支距井下垂直震波

工址為砂泥材料為主之地層，極為鬆軟，

甚不利於傳統之體波（Body wave）的傳播，相

對的卻有利於各種轉型波（Converted wave）、

六、	井測透地雷達

對P4橋墩於鑽孔後以井測方式進行透地

雷達探測，並以兩種不同探測頻率（100Hz及

200Hz）施測，以互為補充。

1. 地表至地表下5m，雷達波走時短速度

快（紅色強振幅）為花崗岩界面。

2. 地表下5m～9.5m，主要受礫石層影

響，多小繞射波列。

3. 地 表 下 9 . 5 m ～ 2 0 m ， 波 相 單 純

（100Hz），地表下16.5m～17m有雷

達波界面（200Hz）。

圖16  平行震測探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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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檢測方法之適用性探討

依照上述方法之檢測成果，配合開挖驗證

方式比對檢討，歸納下列成果：

一、 二維電阻率影像與鑽探所得之地層分佈情

形大致相當，使用二維電阻率影像探測法

推估地層分佈情形應屬可行。無筋沉箱基

散射波（Scattering wave） 或管波（Tube 

wave）之形成。由圖18顯示三處震波散射源之

深度分別為地表下16m、20m及18m。推估橋墩

之底部應於地表下16m與高程EL-1.2m（地表下

20m）處各有一明顯之不同材質界面存在，鑽孔

深度高程EL-1.2m（地表下20m）處應屬其構築

材料之下界。

圖17  平行震測探測成果

圖18  平行震測探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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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檢測成果（高程EL 1.8m）相彷，顯示超

震波法應用於基礎底部之檢測成果良好。

四、 地層分佈探測適合採用二維電阻率影像、

井測透地雷達進行探測。惟電阻率影像探

測明顯受環境周邊之固墩鼎塊與後期加固

基樁之鋼筋等鐵質性物質影響，訊號干擾

致使測讀資料雜亂。

五、 依本計畫之檢測與開挖驗證（如圖21）

結果瞭解，深度達20m左右之橋墩結構基

礎探測，適合採用超震波法、平行震測、

井測透地雷達及多支距井下垂直震波法探

測。

礎則因地下水位面下之沉箱內地層材料與

鄰近地層電性差異小，故辨識度降低。

二、 經綜整平行震測法、井下雷達法、跨孔式

電阻率影像、超震波法及配合鑽孔BH-4成

果，各項檢測法於橋墩基礎各階層界面之

檢測成果相近，如圖19，橋墩基礎深度與

位處之地層分析剖面圖如圖20所示。

三、 依P4橋墩檢測資料研判，超震波法檢測基

礎底部成果（高程EL 1.4m）與井測透地

雷達等其他各項檢測法所得成果（高程EL 

1.8m）均相近，且於P6橋墩對基礎底部之

檢測成果（高程EL 1.9m）亦與平行震測法

圖19 各項檢測成果綜合判釋

圖20  橋墩基礎深度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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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建議

一、 都市化的結果，許多重大工程逐步往較大

深度發展。穿越既有構造物下方遭遇障礙

物之情形逐漸增加。兼之臺灣許多橋梁逐

步邁向中年期，維護補強需求增加，故而

地下構造物深度之確認越形重要。

二、 各項檢測方法各有其適用之地質情形、環

境條件及構造物型式，檢測法選用前應多

方考量並審慎評估，並建議採多種檢測方

法交叉比對後據以確認。

三、 早年無筋混凝土構造物與常見之鋼筋混凝

土構造物之物理性質（電阻率）迥異，檢

測方法選擇及檢測成果研判上應審慎為

之。

四、 地下結構物之非破壞檢測易受地層變化之

因素干擾，檢測規劃前宜先釐清地層分

佈，過濾地層界面之反射訊號，提升判讀

力。

監測儀器設置 擋土及開挖

地表下5m處為基礎結構的分界面 磚砌沉箱出露情形

圖21  橋墩基礎開挖驗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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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工程設計實務上評估隧道耐震行為時，如何掌握明挖覆蓋隧道於地震時之周圍土壤液

化機制、超額孔隙水壓力激發程度，以及周圍地盤液化所導致之隧道上浮量、沉陷量等相

關議題，均為重要關鍵設計課題。本文以一系列之離心隧道模型振動台試驗探討隧道土壤

液化時之上浮量與沉陷量、隧道周圍土層之動態反應、隧道壁土壓力及周圍孔隙水壓力變

化，此外，亦探討採用擋土壁體圍束效應下，隧道承載土層液化行為。

1 42 53 6 7

壹、 前言

地震引致之砂土層液化常造成地下結構上

浮（liquefaction-induced floating）及超額孔隙

水壓力消散後的沉陷（liquefaction - induced 

settlement）兩種典型災害現象，進而導致維

生管線、下水道及隧道等地下結構物之損壞。

由於地下結構物修護不易且費用高昂，設計時

應妥適考量，避免地下結構物因周圍地盤液化

而導致破壞。國內臺北及高雄捷運工程或鐵路

地下化工程遭遇隧道通過液化土層區段時，設

計規範中均要求需檢核土壤液化程度，並進行

抗液化的設計。惟目前多僅依據相關經驗公式

進行評估，較無定性或定量的評估方法。有鑑

於地震引致鬆軟砂質地盤液化易導致房舍傾

倒、沉陷或港灣結構外移（Lee，2005年）等

重大災害，且最近世界各地大地震頻傳，評估

液化的研究更顯重要。土壤液化評估研究之方

法相當多元，其中地工離心機（geotechnical 

centrifuge）是提供人造重力場最方便且穩定可

靠的裝置 （Taylor, 1995年）。Ueng等人（2006

年）亦曾採用1g振動台或離心模型振動台進行

物理模型試驗，探討飽和砂土地盤液化機制。

本文採用積層版試驗箱，進行一系列飽和

砂的離心模型振動台試驗。砂模型試體內裝設

密集的垂直加速度計及垂直孔隙水壓計陣列，

探討隧道底部承載土層受振時砂質地盤超額孔

隙水壓之激發及消散行為。期望本文之成果對

於明挖覆蓋隧道液化評估、分析及設計技術之

提昇及採行抗液化對策的選擇，可提供實務決

策之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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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中央大學離心機與振動台設備

圖2　積層版剪力試驗箱

貳、 儀器設備、試驗材料與方法

一、	試驗儀器

本文以中央大學地工離心機進行相關試

驗，如圖1所示。離心機的有效旋轉半徑為3m，

荷載容量為100g-ton，可將一噸重的試驗設備放

置在離心機掛台上，並運轉至100g 的人造重力

場中進行靜態模型試驗。在使用單軸向振動台

掛台時，其最大試驗重力場80g情況下，掛台最

大試驗載重為400kg，所對應之荷載容量為32g-

ton。地工離心機所使用之單軸向振動台與液壓

式促動器整合成具備振動功能的離心掛台，試

驗空間為1m×0.5m×0.5m（L×W×H），振動

台可施加的水平振動力為54.3kN。

盛裝離心模型試體的積層版試驗箱，如圖2

所示，係由38片（厚度8.9 mm）鋁合金框架所

堆疊組成，每片鋁合金框架的重量與該框架所

圍束該層砂土重的比值為0.24，小的重量比可以

減少試驗箱所造成的邊界效應影響，層間容許

相對變位為2.5mm，並以低摩擦係數之圓形滾輪

軸承相隔，空箱重為87kg。試驗箱內部的長寬

高分別為710 mm × 355 mm × 355mm，箱內

設置的橡皮袋是由0.5mm厚的橡皮膜剪裁製作而

成，橡皮袋的大小與積層版試驗箱的內部尺寸

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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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模型隧道照片

此外，本文使用之量測儀器包括加速度

計、孔隙水壓計（PPT）及線性差動位移轉換計

（LVDT）、土壓計等各式感應器，用以紀錄模

型試體內部不同位置的加速度歷時、孔隙水壓

力歷時、地表沉陷歷時及土壓力歷時。

二、	試驗材料

本研究之試驗用砂為石英矽砂（silicon 

sand），其比重為2.65，最大、最小乾密度分別

為16.6kN/m3、13.8kN/m3，平均粒徑（D50）為

0.19 mm，依統一土壤分類，本試驗砂屬於不良

級配砂（SP），細小而均勻的砂土粒徑可以減

少土壤顆粒在離心模型試驗中的尺寸效應，避

免試驗結果的誤差。

本研究利用空氣中霣降法，控制乾燥砂

試體的相對密度，當乾燥試體相對密度為60%

時，砂樣的內摩擦角（φ）為35.5°。依據定

水頭試驗的結果，當相對密度為22%與70%情

況下，砂土的滲透係數分別為8.9×10-3cm/sec及

5.9×10-3cm /sec。

三、	隧道模型設計

進行土壤與結構互制研究（soil structure 

interaction，SSI）相關離心模型試驗的首要工

作，是結構模型的設計以及裝設各式感測器，

以量測結構模型與周遭土壤的互制作用。模型

隧道亦需考慮與現地隧道平均單位重相同，以

保持隧道與地盤間有相同的接觸應力。本文現

地隧道之平均單位重與接觸應力的計算，係根

據高雄鐵路地下化明挖覆蓋段隧道的施工案

例。模擬矩形隧道尺寸為外高9.15 m、內淨高

6.65 m、外寬18 m、內淨寬16 m，隧道單位重

γ
tunnel

約為8.85 kN/m3，隧道自重作用於隧道底

部的接觸壓力q
tunnel

約為80.97 kN/m2。本文假設

模型隧道為剛體（rigid body），因此採用壓克

力材質來製作模型隧道。模擬隧道依比例縮小

80倍後，壓克力隧道模型外高0.114m、外寬

0.225m，如圖3所示。試驗過程為了量測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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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模型隧道試驗種類及編號

試驗
編號

地震
事件

相對密度 
Dr(%)

振動振幅 
(g)

隧道單位重 
(kN/m3)

飽和砂土單
位重(kN/m3)

砂層厚度 
(m)

覆土深度
D (m)

飽和溶
液種類

Ttest1
S1 57.3 0.13

9.02 (A) 19.30 27.2 0.48 MCE
S2 - 0.23

Ttest2
S1 51.8 0.13

9.02(A) 19.23 26.4 0.48 water
S2 - 0.23

Ttest3 S1 51.8 0.25 10.94(B) 19.23 26.4 7.68 water

Ttest4 S1 55.8 0.25 9.53 (C) 19.28 26.4 7.68 water

Ttest5 S1 55.8 0.25 9.53(C) 19.28 26.4 2.08 water

Ttest6 S1 55.8 0.25 9.53 (C) 19.28 26.4 2.08 water

圖4 感測器配置圖（Ttest1 & Ttest2） 圖5 感測器配置圖（Ttest3）

效應探討。試驗砂層厚度除了Ttest1為27.2m 其

他均為26.4 m。Ttest1試體利用MCE溶液來飽和

試體，其中MCE溶液為以甲基纖維素製作之粘

滯性水溶液，粘滯係數為水的70倍（李崇正等

人，2010年）；而Ttest2至Ttest6則利用水來飽

和試體。圖4至圖8分別為各試驗之加速度計、

LVDT、孔隙水壓計及土壓計等儀器配置示意

圖。另外，利用水平染色砂層及註記標線垂直

插入的義大利麵條，則可以用來觀測隧道上浮

導致周圍砂土的變位情形。

浮，採用滑輪組連結位移LVDT來量測隧道受震

時的上浮量。

四、	隧道模型試驗規劃

隧道模型試驗項目規劃，如表1所示。其中

Ttest1、Ttest2及Ttest3著重於隧道上浮量、地表

沉陷量及隧道周圍土層的動態反應探討；Ttest4

及Ttest5則著重於隧道周圍土壓力、孔隙水壓

力的變化探討；而Ttest6則著重於鈑樁牆圍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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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感測器配置圖（Ttest4）

圖7 感測器配置圖（Ttest5）

圖8 感測器配置圖（Ttest6）

參、 隧道上浮、地表沉陷及周
圍土層動態反應

地震時位於液化層的隧道，會因為周圍

地盤液化導致隧道上浮，隨後由於超額孔隙

水壓力的消散而發生地表沉陷。圖9(a)及圖

9(b)為不同輸入基盤加速度歷時（S1 event輸

入最大加速度振幅= 0.1g 及S2 event 輸入最

大加速度振幅= 0.23g）隧道上浮歷時圖，圖

9(c)為Ttest3（S1 event輸入最大加速度振幅

= 0.25g）隧道上浮歷時圖。表2顯示振動結

束及壓密完成的隧道上浮量。隧道頂位於深

度7.68 m的Ttest3（S1 event輸入最大加速度

振幅= 0.25g）的上浮量只有0.046 m，隧道

單位重較重，且位於深層的隧道有較小的上

浮量。本文以負值表示隧道上浮量，而地表

沉陷則以正值表示。表2顯示絕大部分的隧道

上浮量發生在振動期間。利用MCE溶液飽和

的試體（Ttest1）較用水飽和試體的上浮量

來的大，也延後發生最大上浮量的時間。另

外由於超額孔隙水壓消散也會造成隧道的回

沉，但是相對於上浮量而言，隧道回沉量相

當小。由李崇正等人（2010年）研究成果，

可以知道以MCE溶液飽和的試體，會延緩超

額孔隙水壓消散的時間，砂土層會發生較嚴

重的液化現象，因此造成隧道上浮量大增，

也延後了發生最大上浮量的時間。

圖10為Ttest1、Ttest2、Ttest3及SStest1

不同輸入基盤加速度歷時（0.1g 及 0.23g）

地表沉陷歷時圖。其中SStest1（圖10(a)虛

線）係自由場砂試體，以MCE溶液飽和的試

體，而且受到0.1g的基盤振動，所量得振動

結束及壓密完成後的地表沉陷量。表3為振

動結束時及最終地表沉陷量，顯示這三個試

體，絕大部分的地表沉陷量都發生在振動期



2

170 │No.93│January, 2012

專
題
報
導

間。利用MCE溶液飽和的試體（Ttest1）較用水

飽和試體的地表沉陷來的大。另外Ttest1的地表

沉陷較SStest1受到相同振動時來的大，可以推

測較大的地表沉陷是由於部分砂土擠入上浮的

隧道底部所造成的。

利用圖4所示同一高程的孔隙水壓計（P3、

P7、P1及P6、P4）所量到的孔隙水壓力，可以

用來探討隧道周圍土層的滲流現象。圖11(a)及

圖11(b)分別為P3、P7、P1及P6、P4兩個不同

高程的超額孔隙水壓歷時（Ttest1 – S1）。由

圖9 隧道上浮歷時

 (9a) S-1 事件(0.1g)

 (9b) S-2 事件(0.23g)

(9c)Ttest3 S-1 事件(0.25g)

圖10 地表沉陷歷時

 (10a) S-1 事件(0.1g)

(10b) S-2 事件(0.23g)

 (10c) Ttest3 S-1 事件(0.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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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隧道上浮量統計表

試驗編號 地震事件
振動結束後的上浮量 

(m)
最大上浮量(m)及
發生的時間 (sec )

最終上浮量(m)及
發生的時間 (sec)

Ttest1
S1 -0.48 -0.60 (940) -0.58 (5300)

S2 -0.44 -0.53 (794) -0.50 (5300)

Ttest2
S1 -0.2 -0.21 (24.6) -0.20 (38)

S2 -0.2 -0.29 (24.4) -0.28 (38)

Ttest3 S1 -0.046 -0.046 (18) -0.043 (38)

Ttest4 S1 -0.047 -0.093(32) -0.093(32)

Ttest5 S1 -0.134 -0.139(18) -0.139(18)

表3 隧道沉陷量統計表

試驗編號 地震事件 振動結束後的沉陷量 (m) 最終沉陷量(m)

SStest1 S1 0.14 0.26

Ttest1
S1 0.59 0.61 

S2 0.40 0.50

Ttest2
S1 0.23 0.24

S2 0.23 0.25

Ttest3 S1 0.24 0.42

Ttest4 S1 0.13 0.13

Ttest5 S1 0.15 0.15

超額孔隙水壓的大小，可以發現孔隙水從隧道

周圍的土壤往隧道底流動。而圖12為P1、P4、

P8超額孔隙水壓歷時（Ttest1 – S1），此圖顯

示孔隙水由深層土壤向隧道底流動。為了解各

點間的水力坡降（hydraulic gradient，i），假

設P3、P7、P1孔隙水的流動方向為水平流動，

而P1、P4、P8孔隙水的流動方向為垂直向上流

動。因此可以計算兩點的總水頭差（total head 

difference），將總水頭差除以兩點間的距離，

可得到兩點間的水力坡降。分析結果顯示靠近

隧道底的水力坡降都相當高（大於1），因此向

上的滲流壓力也相當的大，這是造成隧道的上

浮主要原因。試驗完後的試體，吊離離心振動

台，然後進行試體開挖及小心切割剖面，觀察

試體準備時，預先鋪設的染色砂層及插入的義

大利麵條的變形狀態，可以直接觀察隧道上浮

周圍砂土層的破壞機制。圖13(a)為Ttest1試驗

後，試體隧道上浮的情形。圖13(b)(c)顯示隧道

上浮造成隧道底附近砂土擠入隧道底，隧道側

壁的土壤則被隧道上浮拉起而形成破壞面。同

樣的情形在其他試驗中也可觀察到類似結果。

肆、 隧道壁及周圍土壓力、孔隙
水壓力之變化探討

本節討論第二系列（Ttest4 及Ttest5）試

驗，主要探討隧道受振上浮過程中，作用於隧

道壁周圍土壓力及孔隙水壓力之變化關係。這

兩個試驗的試驗條件如表1所示。此系列隧道的

單位重（γ
tunnel

=9.53 kN/m3），Ttest4 隧道埋置

深度7.68 m，Ttest5隧道埋置深度則為2.08 m。

這兩個試體都利用除氣水來飽和試體，輸入的

水平最大加速度振幅0.25 g。各感測器的裝置位

置詳見圖6（Ttest4）及圖7 （Ttest5）。除了加

速度計、孔隙水壓計、LVDT外，另外在隧道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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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壁及上頂版及下底板均裝設土壓計（E#）

及孔隙水壓計（P#），藉以量測作用於隧道壁

的土壓力歷時及孔隙水壓力歷時，因而可以計

算作用於隧道壁的有效土壓力歷時。

圖11  Ttest1 超額孔隙水壓歷時

(11a) P3、P7、P1超額孔隙水壓歷時

(11b) P6、P4超額孔隙水壓歷時

圖12 P1、P4、P8超額孔隙水壓歷時

圖13 隧道液化上浮破壞情形（Ttest1）

(13c)隧道上浮土層擠壓變形情形

(13b)隧道上浮土層變形情形

(13a)隧道上浮及地表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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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及圖15分別為此兩組試驗（Ttest4及

Ttest5）隧道底部中間及兩側（P1、P3、P9）

孔隙水壓歷時以及同高程隧道外側的孔隙水壓

歷時（P7）之紀錄結果。這顯示位於隧道底兩

側的孔隙水壓計（P1、P9），在振動期間，量

到的孔隙水壓力較中間孔隙水壓計（P3）量到

的孔隙水壓力有較大的反覆變化量，另外兩側

孔隙水壓計（P1、P9）所量到的反覆孔隙水壓

變化部分相位差180o ，由此可知此孔隙水壓力

圖14 Ttest4隧道底孔隙水壓歷時

 (14a)P3 & P9孔隙水壓歷時

 (14b) P1 & P3孔隙水壓歷時

(14c) P1 & P9 & P7孔隙水壓歷時

圖15 Ttest5隧道底孔隙水壓歷時

 (15a) P3 & P9孔隙水壓歷時

15(b) P1 & P3孔隙水壓歷時

(15c) P1 & P9 & P7孔隙水壓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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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反覆變化量主要是由隧道在振動期間旋轉模

態所造成，但由於旋轉模態甚小，所以反覆孔

隙水壓力的變化並不大。比較圖14(c) 及圖15(c)

則發現Ttest5淺層隧道底部兩側的孔隙水壓力

（P1、P9）與外圍與隧道底同高程的孔隙水壓

計（P7）所量到的孔隙水壓力差值較大。其中

Ttest4 P1及P9的孔隙水壓差值約為30kPa；而

Ttest5 P1及P9的孔隙水壓差值約為60kPa。顯示

較淺層的隧道周圍土壤與隧道底部有較大的水

力坡降，導致有更多水擠入淺層隧道底部，因

此會造成較大的隧道上浮量。

圖16 Ttest4及Ttest5隧道底總土壓力歷時

圖17 Ttest4及Ttest5隧道底有效土壓力歷時

 (16a)Ttest4 E8 & E14總土壓力歷時

(17a)Ttest4 E8 & E14有效土壓力歷時

(16b) Ttest5 E8、E14 & E16總土壓力壓歷時

(17b) Ttest5 E8、E14 & E16有效土壓力歷時

圖18 最小安全係數與最大隧道上浮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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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為Ttest4及Ttest5隧道底部土壓力計所

記讀到的總土壓力歷時。圖中顯示E8的土壓力

計記讀到較大的總土壓力，而E14記讀到最小的

總土壓力，位於隧道中間的E16土壓計記讀到的

總土壓力則介於兩者之間，隧道底孔隙水壓力

的變化也有類似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較深層

隧道（Ttest4）在21秒後，雖然由圖14發現孔隙

水壓力由於消散而持續下降，但是E8及E14的總

土壓力（圖16(a)）卻持續上升。圖17為Ttest4

及Ttest5隧道底土壓力計所記讀的有效土壓力

歷時。有效土壓力的計算是由土壓計（E#）

所記讀總土壓力扣除同位置孔隙水壓計所記讀

的孔隙水壓力。圖中顯示隧道底部的有效土壓

力，在未振動前及振動初期，有效土壓力非常

低，在淺隧道（Ttest5）甚至為負值；在停止振

動後，有效土壓力都有上升的趨勢。較深的隧

道，隧道底的有效土壓力上升更為明顯。但是

在淺隧道底部（E14）量到約-5kPa的有效土壓

力，顯示隧道由於上浮與底部土壤分離。

綜合本系列試驗結果顯示，隧道埋置愈

深，隧道上浮量也愈小。埋置深度較淺的隧

道，上方土層上浮情況明顯。遠離隧道的地

表，則可以發現隧道上浮量較大者，周圍地盤

的沉陷量也較大（表2）。這意味著周圍的砂土

有擠入隧道底的情形，與前系列的試驗結果一

致。

本文五個不同沉埋深度及不同單位重的隧

道上浮試驗分別量測之最大隧道上浮量，經採

用日本道路協會「共同溝設計指針」（1986

年）建議之隧道上浮安全係數計算隧道抗上浮

之最小安全係數FS，可繪製最小抗上浮安全係

數與隧道最大上浮量關係圖如圖18所示，此關

係圖則可初步提供工程師運用於預測隧道最大

可能上浮量之參考。

 1 

1.1
UU

QQWW
FS

Ds

B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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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WS =單位長度地下結構物上部總覆土重；

WB =單位長度結構物自重；

QB =單位長度地下結構物側面與土壤之摩 

擦阻抗；

QS =單位長度地下結構物上部土壤間之摩

擦阻抗；

US =單位長度作用於結構物底部處之靜水

壓力；

UD =單位長度作用於結構物底部處之超額

孔隙水壓力。

實務上，設計時可以依據土層剖面及最大

設計地表加速度，進行不同深度土層的液化潛

能分析。依據液化潛能分析結果，決定不同深

度可能的超額孔隙水壓比（會發生液化的土層

則採用ru=1），計算抗上浮安全係數。為了保

守起見，本文建議公式中的UD=△u*b，△u =

隧道底的有效覆土應力（完全液化），由於隧

道單位重較輕，所以隧道底的有效覆土應力較

同深度砂層的有效覆土應力為小，因此隧道上

浮的孔隙水壓力較低，符合試驗觀察到的結

果。最後利用圖18決定隧道可能的最大上浮

量。

伍、 擋土壁體之圍束效應探討

本節討論第三系列（Ttest6）的試驗，主

要探討擋土壁體圍束下，隧道受振上浮過程

中，作用於隧道壁周圍孔隙水壓力的變化關

係。這個試驗的試驗條件如表1所示。此試驗

模型隧道的單位重（γ
tunnel

=9.53 kN/m3）， 隧道

埋置深度2.08m，利用除氣水來飽和試體，輸

入的水平最大加速度振幅0.25 g。各感測器的

裝置位置及擋土壁體的位置詳見圖8。本試驗

採用固定端的擋土壁體，擋土壁體的EI=1507 

MPa-m4/m。除了加速度計、孔隙水壓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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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DT外，另外在隧道左右側壁及上頂版及下底

板均裝設孔隙水壓計（P#）。圖19為不同深度

及擋土壁體內外孔隙水壓歷時的比較。試驗成

果顯示擋土壁體圍束範圍內的孔隙水壓較外圍

的孔隙水壓為低，擋土壁體的存在可以有效阻

絕外圍孔隙水壓向隧道底部傳入，也可以減少

隧道底部的孔隙水壓力。

陸、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一系列之離心機試驗探討隧道承載

土層液化行為，試驗成果顯示土壤液化時，淺

層隧道底部的水力坡降相當高，使得向上的滲

流壓力大，此為造成隧道上浮的主要原因。隧

道上浮後，部分砂土擠入上浮的隧道底部，造

成附近地表的沉陷量亦較大。深層隧道底部的

孔隙水壓與隧道周圍的孔隙水壓的差異較小，

振動期間土層不同深度處的水力坡降都相當

小，隧道底部向上及水平的滲流力也較小，因

此深層隧道的上浮量較小。

利用日本「共同溝設計指針」所建議的公

式來評估隧道上浮的安全係數，可以得到相當

良好的結果，當安全係數降至0.95左右，隧道

開始發生顯著上浮，安全係數愈低上浮量也愈

大。本文建議之最小安全係數與最大隧道上浮

量的關係圖，可以提供工程師作為初步估計隧

道上浮量的參考。

擋土壁體圍束下的隧道，震動時隧道底部

激發的孔隙水壓較無擋土壁體圍束的隧道底部

的孔隙水壓為低，顯現出擋土壁體阻隔周圍地

盤傳入孔隙水壓力的效果，因此對防止隧道受

振上浮有正面的效果。但是由隧道本體加速度

的量測結果亦顯示擋土壁體圍束下的隧道，隧

道本體的加速度會較大，因此實務設計時仍需

另考慮加速度對隧道結構體的影響。

圖19 Ttest6 不同深度及鈑樁牆內外孔隙水壓力

     
  歷時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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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地錨引進國內使用至今已達40年，廣泛採用於邊坡工程、道路交通建設等坡地開發

之邊坡穩定設施，惟設計及施工上累積許多問題一直尚未彙集共識研商解決，近年來陸續

發生數起重大之地錨邊坡災害，業界已普遍意識到地錨防蝕、檢測及維修保養之重要性。

本文依序就地錨作為永久結構物之生命週期及常見缺失進行探討，及對其設計及施工研提

部分改善建議，供工程界之借鏡與參考。

1 52 63 74 8

壹、 前言

地錨自民國58年首次引進國內採用於德

基水庫大壩工程以來，使用至今已達40年以

上，廣泛運用於增加邊坡穩定、基礎開挖擋土

穩定、克服地下室抗浮力、水庫壩體與基座穩

定、隧道開挖穩定等工程。地錨使用在高挖方

邊坡及具有較深層破壞潛能邊坡之穩定功能與

防制效益上，確實有其優越性而廣為國內工程

界肯定及採用，卻因工程師對其設計與施工品

質未能有效確實管控，或對其長期性行為缺乏

正確的認知，以至於發生民國86年汐止林肯大

郡之順向坡坍塌破壞，及民國99年國道3號大規

模坍滑等事件，造成嚴重之人命及財產損失。

因應後續邊坡災害的威脅及逐漸頻仍發生的極

端氣候影響，地錨的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問

題是工程界需正視的重要議題之一。

貳、 地錨可以永久不朽?

一、地錨生命週期

由於地錨系統的潛變行為，地錨完工後其

預力等行為，並非永遠保持恆定不變，而係隨

生命週期呈現遞減之趨勢，而此潛變行為一般

經由反覆載重試驗推估之（廖瑞堂等，2011

年）。若地錨受到侵蝕性地層環境、施工品質

不良、構件材料鏽蝕老化等影響，除了正常潛

變外，又有其他導致地錨預力下降之因素存

在，則地錨在完工後之應力行為將更難預期。

圖1 為地錨生命週期之性能曲線示意圖，

由圖說明上述地錨之行為，在正常遞減情況

下，僅需確保於設計使用年限內，遞減後之地

錨性能仍維持在使用需求之界限以上即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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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地錨使用界限若須精確定義，可能需依據

實際之統計數據資料，倘若無實際統計之資

料，可利用殘餘荷重控制，酒井等人（2010

年）提出地錨殘餘荷重不同增減程度所對應之

地錨健全性狀態及處理對策之粗略關係概念

（表1），大致以地錨殘餘荷重介於0.8倍錨碇荷

重～設計荷重，評估地錨屬於健全狀態。

而為了確保地錨維持其服務功能，即需定

期進行檢查維護，若於檢查時發現地錨性能因

構件材料鏽蝕老化等因素而下降，則可透過耐

久性提昇方式予以改善（如圖1中A曲線），如

性能下降已超過使用界限，即應予以維修、補

強（如圖1中B曲線），甚或下降至破壞界限以

下，則應予以更新替代（如圖1中C曲線），以

確保後續使用年限內地錨之性能。

二、	永久性地錨之定義

地錨依其使用目的，可區分為施工中使

用、完工後解除之臨時性地錨，或配合長期擋

土結構物施設需求之永久性地錨。所謂永久性

地錨係指設置地錨所在之結構其需求性能應做

永久性考量者而言，即其使用年限必須與其保

護或支撐之結構物一致，維持其原有設計預期

的性能，不致因環境侵蝕、施工品質不良、構

圖1  地錨性能與使用時間之關係 （改繪自日本土木研究所，2008年）

表1 地錨殘餘荷重及健全度之概略判斷標準 （酒井等人，2010年）

殘餘荷重範圍 健全度 狀態 處理方式例

1.1 Ta

容許荷重(Ta)

設計荷重(Td)

錨碇荷重(Pt)

0.8 Pt

0.5 Pt

0.1 Pt

E 有斷裂之疑慮 實施緊急對策

D 有處於危險狀態之疑慮
實施對策

C 超越容許值

B 觀察其變化狀態，以檢討對策之必要性

A 健全

A 健全

B 觀察其變化狀態，以檢討對策之必要性

C 機能大幅降低
實施對策

D 無法提供機能

0.9 Tys

(降伏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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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鏽蝕老化等影響造成破壞或喪失其應有性能

的需求，而非指其使用壽命可達永久不朽。

臨時性地錨之使用期限，參考日、美、歐

等國家相關規範多訂為2年，惟若環境鏽蝕危害

度較高且危及公共安全甚巨時，則仍須做用永

久性考量，進行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之適當

作為。

有關地錨設計預期之性能，大致包括提供

預力、控制變形，及其系統之防蝕能力等，由

於一般工程均有其設計年限，故所謂永久性地

錨即須在使用的服務生命週期內，定期做必要

之檢測與修護，若發現預力衰減或材料腐蝕等

情況，則須進行複拉或補強動作以提升地錨功

能，若已無法維修則須重新施作之。

三、	設計者與施工者之責任劃分

地錨工法之成功，亦或稱之為「被適當

地使用」，有賴設計、施工階段眾多環節之掌

握，及後續監測、檢測及維護管理工作之配

合，並涉及業主、顧問公司及承包商等多位角

色間緊密的合作。雖然各國國情及工程環境

不一而同，惟各角色間需配合及注意之工作

要項大致相似，表2為修改自英國基準BS EN 

1537:2000為例提供作為參考。

表2 地錨設計與施工執行要務 (修改自BS EN 1537:2000)

設計者要務 施工者要務 工作範疇

1. 提供地錨施工需要之現地調查資料。

2. 決定採用之地錨工法、所需之測試與試驗， 
    並提供所需之施工規範。

3. 獲取合法之授權及侵入他人地權之權利。

1. 評估與設計假設條件相關之現

    地調查資料。
工址地質環境、地錨

工法適用性及施工條

件之確認。

4. 計算地錨及錨碇構造物整體設計所需之地錨

    拉力，以及訂定採用之安全係數。

5. 規定地錨使用年限（係規定地錨為永久性或

    臨時性，而非規定使用年限之確切數值）及

    相關防蝕需求。

6. 訂定地錨設置間距、角度、錨碇預力及整體

    穩定之需求。

7. 訂定錨碇構造物至錨碇段中點之最短距離，

    以確保結構體之穩定。

8. 釐清由地錨至錨碇構造物間力量之傳遞機

    制。

9. 釐清各情況下地錨結構體所需之錨碇預力，

    以及限定適當之荷重等級。

10.設置地錨功能監測系統，並闡釋監測結果及

     地錨行為。

11.監督管理整體工作。

12.指導參與者重要工項之設計考量及特別注意

     事項。

2. 地錨各部元件之選擇。

3. 確認地錨錨碇段尺寸。

4. 地錨防蝕系統之使用與確保。

5. 地錨系統之選擇與使用。

6. 地錨監測系統之選擇與使用。

7. 施工品質管制。

8. 地錨試驗之執行與評估。

9. 地錨現地試驗之評估。 地錨行為之確認，地

錨系統之設計、施

工、試驗及監測之執

行與品質管制。

13.訂定地錨之維護管理工作。 10.依照指定方式進行地錨維護管

     理。

地錨系統之維護管理

工作之訂定及實行。

  備註：1. 地錨工法之採用需要足夠之資料，以利設計工作及施工之進行，並於施工過程中回饋及更新。 
          2. 地錨之設計工作涵蓋層面廣，其整體或局部之設計工作可由業主、主包商、專業承包商或顧問 
             公司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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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鋼腱斷裂引致地錨射出

（2b） 錨頭分離或旋轉

（2c） 錨頭保護塊開裂、剝離

圖2  地錨構件破壞照片

參、 地錨常見問題與缺失

自1997年林肯大郡發生順向坡破壞造成嚴

重傷亡後，地錨的使用便受到相當多的關注，

除了檢討改進地錨的各項調查、設計及施工環

結外，地錨作為於永久擋土結構之適用性亦多

所討論。2010年4月25日國道3號3.1K所在之

順向坡發生無預警的破壞，造成重大傷亡及國

道交通中斷，地錨的問題引起更大的重視及討

論。經重新檢測現存道路邊坡地錨，顯示許多

共通性的問題，部分為調查、設計標準不夠周

詳所致，部分為施工或維護不良所造成，相關

地錨常見破壞型態說明如后。

一、	國內地錨常見破壞現象

依據現存邊坡檢測資料顯示，常見地錨破

壞或功能減損之現象，可歸納為下列三類：(一) 

錨頭損壞、(二) 構件異常及材料鏽蝕老化、(三)  

殘餘荷重異常（損失或增大）等。

(一) 錨頭損壞

既有地錨在未敲除錨頭混凝土保護

座前，藉由目視方式檢視外觀，可見保

護設施破壞之不良徵兆，包括錨頭保護

塊剝離或開裂、鋼腱射出、錨頭分離或

旋轉等（如圖2所示），及承壓結構破裂

及下方表土淘空，或錨頭附近有白華現

象或地下水滲出等。

(二) 構件異常及材料鏽蝕老化

挑選外觀異常或特定之地錨，於鑿

除其混凝土保護座後，進行錨頭組件及

錨頭背部鋼腱之細部檢視與紀錄，及採

用內視鏡確認錨頭背部及自由段之鋼腱

鏽蝕、斷裂情況。常見之問題及破壞型

態包括地錨折角（圖3）、鋼腱內縮、錨

頭及夾片鏽蝕、自由端未滿漿及鋼腱鏽

蝕、斷裂等（如圖4）。

(三) 殘餘荷重（損失或增大）

地錨鎖定後之荷重，可能會因潛

變、夾片咬合不良或邊坡滑動等因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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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或增加，一般常用電子荷重計或地

錨荷重檢測儀進行揚起試驗來加以檢

測，以瞭解地錨之殘餘荷重。一般預期

地錨之殘餘荷重應介於0.8～1.2倍設計荷

重間，以維持其正常功能狀態；惟可能

由於地錨之設計或施工未盡周延、地層

潛變、鋼腱腐蝕及承載地層沖蝕流失等

因素，導致地錨產生預力損失（圖5），

亦或邊坡持續滑動、長期性地下水壓增

加（排水管堵塞、地下水位異常升高）

或地層屬回脹性材料等情況，造成地錨

預力增加（圖6），若有上述情況均顯示

邊坡存在潛藏性之危險。

（3a） 地錨折角異常情況示意圖 （3b） 地錨折角造成單邊鋼鉸線內縮

圖3  地錨折角之錯誤樣態

（4a） 錨頭鏽蝕 （4b） 夾片鏽蝕滑脫、鋼腱內縮

（4c） 自由段鋼絞線鏽蝕斷裂 （4d） 錨頭周邊滲水、混凝土白華現象

圖4  地錨構件鏽蝕破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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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高潛變地層錨座陷入坡面 （5b） 錨座承載地層流失

圖5  地錨預力損失破壞照片

（6a） 邊坡滑動預力增加 （6b） 地錨錨頭下陷情況

圖6  地錨預力增加破壞照片

二、	國外地錨破壞型式及可能原因

參考國際預力協會（FIP）於1986年收集

世界各國地錨斷裂原因所發表的報告，久保弘

明（2010年）依據「英國土木學會地錨國際會

議」所發表地錨維護管理概念，將地錨破壞之

位置統計如圖7，顯示有約60%之地錨斷裂位置

靠近地錨錨頭及其背面位置，總計約95%之地

錨破壞於地錨自由端以上範圍。依據日本地錨

的發展，1990年可視為採用新式與舊式地錨之

分界點，依其統計，舊式地錨斷裂事故中，約

有90%以上發生於地錨錨頭及頭部背面。

由上述FIP收集之案例，彙整地錨之破壞可

能要因主要可區分為三類：（一） 地錨構件之

選用不當、（二） 施工不良及（三） 維護管理

不完善等。其中地錨構件防蝕能力不足為主要

造成破壞之原因（佔50%），如包括施工中防

蝕材填充不足、維護管理之防鏽材料不足或劣

化，則鏽蝕造成地錨破壞之比例將超過70%。

日本土木研究所彙編之地錨維持管理手冊

（2008年）指出，透過維護管理以早期發現地

錨之變異情況（圖8），可對其不良因素進行改

善，以避免發生地錨破壞失效，甚或邊坡及擋

土結構崩壞造成之重大生命及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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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錨破壞位置統計 （b） 地錨破壞要因統計

圖7  地錨破壞位置及破壞要因統計圖 （久保弘明，2010年）

圖8  地錨異常之主要原因及影響關係圖 （地錨維持管理手冊，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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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調查階段並應增加相關調查費用，進行土壤

及地下水中化學物質之調查（如地層酸度、視

電阻值、鹽化物、硫酸鹽等）。

國際上常引用地錨之設計規範包括英國規

範（BSI，1989年）、香港規範（GEOSPEC，

1989年）、國際預力協會（FIP，1986年、

1996年）、日本規範（JGS 4101，2000

年）、歐洲規範（BS，8081，1989；European 

Standard EN1537，2000年）及美國規範（PTI，

2004年），對永久性地錨之防蝕處理皆有較嚴

謹之規定。

其中日本規範於1988年由土質工學會所出

版之「地錨設計˙施工基準（JSF D1-88）」

中，對永久性地錨的耐久性與防蝕保護開始有

了明確的要求，提倡永久性地錨須具有「雙重

防蝕」效果，由於日本國內各式永久性地錨新

工法不斷被開發，再加上各種案例對地錨防蝕

保護措施的需求不同，土質工學會於1999年

改名為地盤工學會後，再度修訂最新版的「地

錨設計˙施工基準，同解說（JGS 4101-2000

年）」，其中特別將雙重防蝕的用語刪除，改

為『確實進行防蝕以使服務期間地錨功能不會

下降』。

美國PCI規範於1996年起開始區分一級防蝕

保護（Class I）和二級防蝕保護（Class II），

其對地錨防蝕等級選擇之建議是依地錨之臨時

性或永久性以及環境是否具侵蝕性而定，如圖

9所示。PTI-2004中則進一步強調對於永久性地

錨，除非經試驗證實，所在的環境條件皆須先

假設為具侵蝕性，且錨碇段須能達到水密性，

以達到其防蝕之目標。

國內近期對地錨防蝕保護改善之方式，包

括有錨碇端灌漿之樹脂漿取代水泥漿、自由端

鋼腱塗以防鏽油及增加小PE套管包覆、自由

端二次灌漿方式改善以確保滿灌、錨頭保護座

肆、 地錨設計之溫故知新

預力地錨工法已於臺灣使用迄今四十多

年，目前地錨之設計概念，多依據中國土木水

利工程學會於民國83年研訂之「地錨設計和施

工準則」，然於民國86年林肯大郡、民國99年

國道3號道路3.1公里發生的邊坡坍滑事件，顯示

地錨工法之設計仍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之處，

分述如后。

一、	工址地層特性的掌握	

在不同的地層中，地錨的行為及極限抗

拉拔力差異甚大，其中如軟岩或一般土層，常

存在錨碇端無法提供良好握裹力的問題，而需

特別採擴座、多段式地錨等特殊工法。另於泥

岩、破碎岩盤等具潛變潛勢地層，地錨預力可

能因地層持續潛移而增加，或因滑動面較深而

造成預力損失，故應考量採用可調式地錨，或

預留錨頭鋼腱長度20～30公分長以供未來複

拉。

此外，於順向坡經常採用地錨作為整治

工法，其軟弱夾層（如頁岩層）之剪力強度往

往主控邊坡之穩定與否，其參數可能因層間滑

動或遇水軟化等情況而下降，甚或達到殘餘強

度，宜審慎辦理調查及試驗工作之規劃，並適

當保守地進行參數選用。另由既有公路服務中

地錨之調查顯示，於泥岩、風化破碎岩層等邊

坡坡面易產生表層沖刷之現象，進而造成格梁

等擋土結構物變位、破裂或傾斜，並造成地錨

預力損失，宜於擋土結構物選擇、坡面處理上

多加考量。

二、	防蝕考量

地錨之耐久性主要受防蝕保護影響，特殊

環境如濱海地區、溫泉區、掩埋場、礦區廢碴

場等侵蝕性高之環境應特別考量地錨之防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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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PTI規範對地錨防蝕保護層級選擇之建議

則依照指定方式進行地錨維護，觀念上應將永

久性地錨視同機電儀器設備，必須有完整之保

養檢測維護，方能在全生命週期內發揮應有功

能。

因此，從設計階段即應將完工後之維護工

作納入考量，主要事項如下：

1. 通達方式：永久性預力地錨設置之處

（包括高陡邊坡、地下電廠頂拱、側

壁等），於設計階段均應將維護檢測

所需之通達道路納入，以供檢測人

員、機具、設備能夠進出地錨位置所

在。

增設喇叭管及止水封、錨頭改用保護蓋及填充

防鏽油等，甚或鋼腱採鍍鋅或環氧樹脂被覆保

護，以確保地錨鋼腱受到雙重保護，達到國際

規範對防蝕之要求，部份施工細節詳述如第伍

節。

三、	監測、檢測與維護之考量

以往國內工程相關機構，並未針對永久性

地錨的維護管理訂有專門規範或專章，而如BS 

EN 1537:2000中「地錨設計與施工執行要務」

所提示（表2），設計者應於設計階段依地錨

使用條件訂定維護管理工作計畫，專業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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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之風險），實際施工時，針對超

出上限之灌漿量（此為業主應負之風

險），另以計價工項支應，或另編列

預灌費用採實作數量計價。

2. 地錨全面施工前應辦理之試驗包括證

明試驗及適用性試驗等，其中設計階

段應辦理之證明試驗，常因設計時程

緊湊、未有明確之要求且欠缺合理之

費用，實務上辦理證明試驗之比例不

高。施工前期應辦理之適用性試驗又

常因未編列獨立之試驗費用（多含於

地錨單位長度之費用內）而標準不

一。建議設計及施工的工作規範中，

明確規定應辦理之試驗內容並編列獨

立之試驗費用。

3. 於地形陡峭之坡地，地錨之施作多須

配合工作架搭設或以吊掛工作平台之

方式施作（如圖10），另為地錨施作

開設臨時便道者，亦有所聞。建議設

計者於設計階段即多就此類假設工程

與專業施工者進行討論，並依具體可

行之方式，編列對應之費用。

2. 檢測維護計畫：營運管理單位往往於

竣工後才接收興建單位完成之工程，

並不能完全掌握永久性地錨之設計要

求與檢測維修重點，建議工程相關機

構或設計單位應編製完整之檢測維護

計畫，訂定檢測頻率、方式、項目、

數量、紀錄表格、管理值、檢測結果

之分析評估方式、可採取之改善措施

等，建立標準作業程序並移交給營運

管理單位執行。

四、	施工規範與預算編製

工程技術由初步發展至完整成熟，必須仰

賴材料、施工技術及理論印證等因素之相輔相

成。其中工項之價格合理性為實務上之重要因

素之一。以下依地錨計價方式常見之問題，提

出討論。

1. 地錨之工作預力與固定端之型式、長

度及灌漿方式關係密切。於破碎帶等

特殊地層，固定端灌漿之吃漿量常超

出預期，因此常造成施工之履約爭

議。建議設計階段可依地層條件訂定

灌漿基本量及其上限（此為施工者

（10a） 鋼管工作架 （10b） 軌道式吊掛工作平台

圖10  地錨工作架及工作平台照片 （日商立達大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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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小PE與鋼腱交界處應密封保護（如

熱縮膜等），封漿器、大PE護管與浪管

接合處亦需包覆止水。

為防止地下水入滲錨頭及其後方造

成鏽蝕，錨頭承壓鋼板應與錨頭保護套

管焊接，鋼套管下方以止水封填塞大PE

護管與鋼套管間隙，錨頭及其後方空隙

確實填滿防鏽油，錨頭外側可設保護蓋

並填充防鏽油，如錨頭採混凝土保護，

則可先裝設塑膠保護蓋且內填防鏽油，

而後再澆置混凝土保護錨頭，如圖11所

示。

(三) 施工計畫及停檢點

地錨工程看似簡單其實極為複雜，

程序繁複且缺一不可，故為確保施工品

質及維護地錨功能之長效性，詳實之施

工計畫、適當之自主檢查表及施工停檢

點之規劃為非常重要的環節。

因設計圖說僅能說明地錨之功能需

求與注意事項，如錨頭後方保護套管與

大PE護管間之止水封，規範只說明需做

密封處理，並無詳細規定其作法，給予

施工商許多發揮空間，故僅能透過施工

計畫及施工圖說之審查，並依此產製自

主檢查表，以利增進施工人員對細節之

掌握及自主品管之落實。

另對於地錨施工過程相關停檢點，

建議如擋土構造物及預埋件之設置、鋼

腱組立完成、鑽孔完成之灌漿、套管拔

出之補漿、預力施拉及記錄、自由端灌

漿及二次補漿、錨頭防鏽油之充填等，

若未經監工檢驗同意不得進行下一施工

作業程序，惟目前監造作業並無相關規

定。

伍、 地錨施工問題探討

永久性地錨完成規劃調查、設計工作，於

地錨施工前必須依據使用目的、設計要求，因

應現場地質狀況注意施工細節，在有經驗的施

工團隊通力合作下才能減少施工錯誤，確實落

實設計者的理念。茲將永久性地錨施工時比較

容易出現的缺失，及既有地錨防蝕改善方法之

建議，整理歸納如后。

一、	地錨施工注意事項

(一) 地錨和擋土構造物之配合

永久性地錨需依其施作環境，配

合選用坡面上之擋土構造物（如易沖刷

地層避免使用預鑄格梁等），主要係根

據坡面堅實程度，選擇適當之擋土構造

物。

永久性地錨須和擋土構造物正交，

若兩者之間存在角度差，擋土構造物須

以凸出或內凹之形式調整其角度差（如

擋土構造物切角、加設角度板等），以

使二者確實正交。此外配合擋土構造物

施工時之預埋管，應選用適當大小、強

度足夠之材料，且確實依地錨打設角度

固定，以預埋管與承壓板一體成型、焊

接在鋼筋上之方式效果最佳，否則將造

成地錨折角等嚴重影響地錨功能之缺

失。

(二) 地錨組立之施工要項

依國內近期為增進地錨之防蝕保

護，自由端鋼腱塗以防鏽油及增加小PE

套管包覆、錨頭保護座增設保護套管

（或喇叭管）及止水封為主要之改善項

目。其中鋼腱小PE管無法置入封漿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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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錨頭保護套管及止水封示意圖 （大地工程公司提供）

旦地下水長期入滲，將造成錨頭後方及

裸露之自由段鋼腱產生嚴重鏽蝕。

國內某工程為解決永久性地錨自由

段防蝕灌漿無法灌滿漿液之問題，在地

錨施工前研議兩種不同施灌方式（重力

式與壓力式），於工地現場實際施作並

開挖檢驗灌漿成效，顯示斷面飽漿情況

良好，尤其最容易形成灌漿死角的錨頭

附近，亦呈現良好狀況，經檢討本自由

段現場試灌獲得良好成效的原因，主要

關鍵有三：（1）排氣孔（回漿孔）設置

在錨孔的最高點，（2）灌漿過程由排氣

孔充分排出氣泡、浮水及（3）水泥漿乾

縮過程隨時補漿（重力式補漿）或重複

灌漿（壓力式補漿）。

應用上述試驗結果，既有地錨自由

段之防蝕改善灌漿，只要掌握灌漿過程

關鍵點，謹慎施工，亦應可獲得相當成

二、	既有地錨防蝕改善之作法

依據FIP（1986年）對地錨破壞案例之統計

結果可發現，95%的地錨破壞為自由段與錨頭

附近之鋼腱斷裂；日本舊式地錨斷裂事故中，

約有90%以上發生於地錨錨頭及頭部背面；另

證之國外地錨破壞統計資料，國內既有地錨自

由段防蝕灌漿未滿漿致使鋼腱產生中等鏽蝕程

度以上之地錨，幾佔受檢地錨之半，而部分未

達中等鏽蝕且無水泥漿防蝕保護之鋼腱，亦

可能於未來鏽蝕程度加劇，約佔受檢地錨之

85%。承上所述，地錨錨頭及自由端防蝕實有

儘快進行改善之必要（何泰源等，2011年）。

(一) 自由端防蝕改善

國內以往使用之地錨，因錨頭與自

由段間並非一體化之密閉系統，地下水

容易入滲，且自由段水泥漿因乾縮及滲

漏常無法有效將錨頭下方孔隙填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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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 鑽設灌漿孔及排氣孔 （12b） 灌漿孔及排氣孔設置完成

（12c） 安裝灌漿管及排氣管 （12d） 人工重力流灌漿

（12e） 由排氣管迴漿，充份排氣、排水 （12f） 灌漿完成

圖12  既有地錨自由段補灌漿施工步驟

驟，亦可採用低壓力機械灌漿進行初步

灌漿，俟自由段內絕大部分之空氣與浮

水排出後，再以人工重力流灌漿方式接

續其後，完成灌漿作業。

(二) 錨頭之防蝕改善

國內永久性地錨之錨頭保護方式，

除可調式地錨外，一般採用混凝土保

效。其施工步驟如圖12所示，作業要點

有：（1）於承壓板與錨孔接合處之頂部

鑽設必要之排氣孔，（2）作業過程應詳

實紀錄，（3）首支地錨補灌完成後辦理

檢驗，合格後參照紀錄建立標準作業方

式，據以施工，（4）檢驗方式可於排氣

孔處施鑽直孔約1cm之檢驗孔（鑽孔時

應避免傷及鋼腱），採內視鏡檢驗灌漿

成果。圖12中所示之人工重力流灌漿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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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 承壓板鑽孔 （13b） 錨頭塗抹防蝕油脂

（13c） 保護蓋內填充1/3～1/2之防蝕油脂 （13d） 鍍鋅保護蓋鎖定

圖13  既有地錨錨頭保護蓋施作情形

護蓋，其為二次施工，容易與承壓板後

方之擋土結構物間存在冷縫，雨水、地

表水、地下滲出水易由此入滲，造成錨

頭、夾片、承壓板之鏽蝕及體積膨脹，

進而加大冷縫，水更易入滲也加速鏽蝕

程度。

錨頭發生鏽蝕後，即不易更換夾片

和鋼腱，只能避免其繼續鏽蝕，改善方

式可先將錨頭處之鋼腱和夾片外表鏽屑

清除乾淨後，塗上防鏽漆，再蓋上填滿

防蝕油脂之錨頭鍍鋅鐵蓋，如圖13所

示，以完全阻絕水氣之侵入。

另為方便日後錨頭之檢視維修，且

場鑄混凝土保護蓋有水密性不佳和二次

施工之冷縫問題，應詳加考量採混凝土

作為保護蓋之適用性，或不宜單獨使用

作為錨頭之保護措施。此外，採用鍍鋅

鐵蓋作為錨頭保護蓋，可達到防蝕改善

及利於日後維護管理，惟長期而言應注

意其鏽蝕問題，而保護蓋內部充填之防

鏽油的種類規格與檢驗問題仍有待進一

步釐清解決。

陸、 結語

地錨使用在高挖方邊坡及具有較深層滑動

破壞潛能邊坡之穩定功能與防制效益上，確實

有其優越性，然因其所需專門知識涵蓋地盤工

程、大地工程、混凝土工程、金屬工程、化學

工程等領域，因此實屬於一複雜的技術系統綜

合體，故其圓滿的執行，設計者及專業執行者

皆需要相關專門知識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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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引進地錨使用至今雖已達40年以上，

惟設計及施工上累積許多問題一直尚未彙集共

識研商解決，近年來陸續發生數起重大之地錨

邊坡災害，及道路主管機關對邊坡地錨全面性

檢測結果，業界已普遍意識到地錨防蝕、檢測

及維修保養之重要性，故此刻應為國內地錨工

程發展邁入下一階段的重要時機，期能有效促

使地錨工法應用於邊坡工程技術水準向上提

昇，並廣泛應用於整體國土保育及環境防災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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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營建工程的業主、規劃設計者及施工廠商間建立合理、可行的風險管理機制，是創造

多贏合作局面的重要條件。施工風險於設計時若經由辨識、分析與評價、註冊後，移轉至

施工階段續經監測、執行檢討對策等回饋循環，可以降低潛在風險之影響。

利用已被完整且系統化辨識之潛盾隧道工程FMEA風險評析資訊，根據各作業項目之

失效因子於失效時之嚴重度影響所造成之損失、失效因子發生機率，運用機率定理可量化

估算風險值。針對不同之管制措施，工程師配合決策樹方法依成本、降低風險指數等對策

與風險值之效益，輔以敏感度分析後，可據以抉擇最適對策措施。先於規設階段依風險評

估結果，註冊風險項目，辦理預防措施；再於施工階段進行監測，並回饋新資訊，隨時更

新風險殘值，使風險管理能更切合實際施工狀況。

1 42 53 6

壹、 量化施工風險管理之研究背景

營建工程產業多以定性方式評析風險，然

針對技術層次稍高之潛盾隧道工程，各作業階

段可能產生之事故失效原因、機制及對應之風

險處置措施，近年來在國內已經系統化與全面

性地被以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FMEA）方式辨

識，且藉由多位專家評分而得半定量之風險評

析結果
[1～3]

。

貳、 風險架構

為量化風險值於專家諮詢的風險度評分調

查表中，將已辨識之各項失效因子與對應之基

本管制措施，採用可供量化計算之參數，以便

運用基本機率理論將調查定性資料轉換評析為

定量的風險值。FMEA失效模式分析共進行三

種評分(詳表1～3)。表1之嚴重度=1表示毫無影

響，嚴重度=10表示最嚴重。為量化風險，於

調查表內加註每個嚴重等級之“損失”值。一

般損失值可用“金錢”或“時”為單位，然為

收斂管制風險值資訊，損失值（包括工期延遲

等）以“佔執行預算金額的百分比”來量化。

專家評FMEA嚴重度（S）時，可參酌反映該項

作業失效時，會產生之損失值之百分比程度。

另表2發生率=1表示最不可能發生，發生率=10

表示幾乎確定發生。考量營建產業特性將FMEA

發生機率（O）各等級對應的發生機率最大訂為

1/10（等級10），最小為<1/5,000（等級1）。

而察覺該風險事件的困難度為檢知度（D），表

3之檢知度=1表示最容易察覺，檢知度=10表完

全難以察覺。

一般而言，失效模式依工程進展可分為二

類：(1) 一次性失效模式：在整個工程中，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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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FMEA嚴重度評分標準

級別 敘述
嚴重
等級

佔執行預算金額的
百分比（說明已經
包括工期延遲）

  危險的－
  無預警

非常高的嚴重度等級，會導致災損，影響工程進度及鄰近構
造物安全失效者，且事先無預警的。 

10 5

  危險的－
  有預警

非常高的嚴重度等級，會導致災損，影響工程進度及鄰近構
造物安全之失效者，但事先有預警的。

9 2.5

很高度的 設備損壞無法行動，主要功能喪失。 8 0.5

高度的
機具、設備仍可操作，但其性能或水準均有降低，會影響工
期及功能者。 

7 0.25

中度的
機具、設備仍可操作，但其性能或水準均有降低，會影響工
期。 

6 0.1

低度的
機具、設備仍可操作，但其性能或水準均有降低，可能影響
工期。

5 0.05

很低度的
配合施工監測及調整施工步驟安排予以因應後，一部份可以
注意到而可加以控制者。

4 0.025

輕微的
配合施工監測及調整施工步驟安排予以因應後，大部份可以
注意到並可加以控制者。

3 0.01

非常輕微的
配合施工監測及調整施工步驟安排予以因應後，幾乎都可以
注意到並加以控制者。

2 0.005

無效應的 對機具、設備無影響，不影響施工，可順利進行。 1 0

表2 FMEA發生率評分標準

發生機率 失效機率 等級

非常高度的：發生次數極高，幾乎必然會發生缺點或產生失效狀況。
>1/10 10
～1/20 9

高度的：發生次數極高，根據以往的經驗或資料顯示，此種作業時常會
發生失效狀況。

～1/50 8
～1/100 7

中度的：發生次數中等，根據以往的經驗或資料顯示，此種作業偶爾會
發生失效狀況。

～1/200 6
～1/500 5
～1/1000 4

低度的： 發生次數甚低，或極少發生。
～1/2000 3
～1/5000 2

機會微小的： 發生次數極低，或幾乎不可能發生。 <1/5000 1

特定的時段發生，例如”潛盾機發進時，偏離

計畫路線”；(2) 持續性失效模式：在整個工程

中，在相當長時間範圍內重覆地發生，例如潛

盾推進時“環片裝載方式不當”。針對一次性

與持續性失效模式，FMEA問卷設計分別增列表

4與表5之補充說明。

表1之嚴重度相對應的金錢損失如僅以“造

成的財務損失是多少”似不完整，故表5明確指

出“每發生一次（環片裝載方法不當），所造

成之損失工程款比例”較適當。表2中發生率

（O）的評分方式，較適用於“一次性事件”。

然針對“持續性事件”，如推進時“環片裝載

方法不當”失效因子，“發生率是多少”缺乏

一些必要資訊；係為“每推進1m環片裝載方法

不當的發生率”或“每推進1km環片裝載方法不

當的發生率”不夠明確，故表5以“每推進10m

環片裝載方法不當的發生率”予以明確定量。

依專家發生率（O）評分結果，再根據

Poisson Process的假設，可推算出潛盾推進任

意長度“環片裝載方法不當”的發生率，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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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FMEA檢知度評分標準

察覺程度 評 點 基 準 等級

幾乎無法檢知出的
現行的管制措施無法發現此種潛在的肇因／機制，及其可能導致之失效
模式，或沒有任何有效管制措施。

10

機會非常微小的
現行的管制措施可發現此種潛在的肇因／機制，但其可能導致之失效模
式發生之檢知率：極少。

9

機會微小的
現行的管制措施可發現此種潛在的肇因／機制，其可能導致之失效模式
發生之檢知率：微小。

8

非常低的
現行的管制措施可發現此種潛在的肇因／機制，其可能導致之失效模式
發生之檢知率：非常低。

7

低度的
現行的管制措施有低度可能發現此種潛在的肇因／機制，其可能導致之
失效模式發生之檢知率：低。

6

中度的
現行的管制措施有中度可能發現此種潛在的肇因／機制，及其可能導致
之失效模式。

5

中高度的
現行的管制措施有中至高度可能發現此種潛在的肇因／機制，及其所可
能導致之失效模式。

4

高度的
現行的管制措施有高度可能發現此種潛在的肇因／機制，及其所可能導
致之失效模式。

3

非常高度的
現行的管制措施有非常高度可能發現此種潛在的肇因／機制，及其所可
能導致之失效模式。

2

幾乎一定的
現行的管制措施幾乎一定可以發現此種潛在的肇因／機制，及其所可能
導致之失效模式。

1

表4  一次性失效因子的FMEA問卷

評分 10 9 8 7 6 5 4 3 2 1

問
題
與
描
述

 嚴重度（S）：在基本管制措施下，您認為造成的財務損失是總工程款的多少%?
5 2.5 0.5 0.1 0.25 0.05 0.025 0.01 0.005 0

 發生率（O）： 在基本的管制措施下，您認為本失效因子平均的發生頻率?
1/10 1/20 1/50 1/100 1/200 1/500 1/1000 1/2000 1/5000 <1/5000

 檢知度（D）：在基本的管制措施下，您認為此失效因子有多容易被察覺?
 不可能 
 察覺

 非常不 
 容易 非常容易 一定可以察

覺

表5 持續性失效因子的FMEA問卷

評分 10 9 8 7 6 5 4 3 2 1

問
題
與
描
述

 嚴重度（S）：在基本管制措施下，您認為每發生一次所造成的財務損失是總工程款的 
                     多少%? （註：總工程款係指潛盾隧道工程款）

5 2.5 0.5 0.1 0.25 0.05 0.025 0.01 0.005 0

 發生率（O）：在基本的管制措施下，您認為本失效因子每10m的發生頻率?

1/10 1/20 1/50 1/100 1/200 1/500 1/1000 1/2000 1/5000 <1/5000

 檢知度（D），在基本的管制措施下，您認為此失效因子有多容易被察覺?

 不可能  
 察覺

 非常不 
 容易 非常容易 一定可以察

覺

1/10=1-exp(-10 λ ) ..............................................（1）

故 λ 約0.0105次/m。持續性事件與一次性事

件的檢知度（D）的評分相同，故表4與表5採相

同方式詮釋。

“每推進10m環片裝載方法不當的發生率？”的

評分為等級10，即發生率為1/10，根據此發生

率可推估Poisson Process的失效率 (failure rate)  

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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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14家受訪專業廠商名稱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奧村 新亞 鐵建 清水 西松 豐順 前田 華大成 鹿島 地崎 間組 大豐 大陸 榮工

表7  14家公司對發生率（O）評分等級

Probability （O）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E1 3 3 3 6 8 2 4 4 2 3 3 3 2 7

E2 7 5 5 10 10 2 5 6 6 7 4 5 5 4

E3 3 4 4 3 8 2 2 4 3 3 4 3 2 4

表8 轉換後的Ck條件發生機率P(E1=1｜C1)

Probability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P(E1=1｜C1) 5E-4 5E-4 5E-4 5E-3 2E-2 2E-4 1E-3 1E-3 2E-4 5E-4 5E-4 5E-4 2E-4 1E-2

P(E2=1｜C1) 1E-2 2E-3 2E-3 1E-1 1E-1 2E-4 2E-3 5E-3 5E-3 1E-2 1E-3 2E-3 2E-3 1E-3

P(E3=1｜C1) 5E-4 1E-3 1E-3 5E-4 2E-2 2E-4 2E-4 1E-3 5E-4 5E-4 1E-3 5E-4 2E-4 1E-3

參、 量化風險值

將FMEA定性調查資料轉換成“機率”，運

算過程中的符號及相應的意義如下：

(a) 指標i涵蓋1、2到3。為三個失效因

子E1、E2及E3的編號。

(b) 指標j涵蓋1、2…到10，為嚴重程度

的編號。

(c) 指標k涵蓋1、2…到14，為14家受

訪專業廠商的編號。

(d) Ei可能為1或0。Ei =1表示第i個發生

失效因子，反之Ei = 0則未發生。

(e) Di可能為1或0。Di =1表示第i個查覺

失效因子，反之Di = 0則未察覺。

(f) Si可能為1到10。Si=j表示Ei發生失

效因子時，致失效模式的嚴重度為

j。

(g) li為Ei帶來的損失（如：金錢）；l為

總損失（total loss），該失效模式

的緣由是來自E1、E2和E3三個失效因

子，可推論l = max（l1, l2, l3）。

(h) Ck為第k個廠商，如表6。

一、	從FMEA調查資料到”Ck條件機率”之轉

換

FMEA調查資料轉換成相關風險評估值及機

率，這些風險與機率值為各家公司的意見，稱

“Ck條件機率”或是“Ck條件風險”。14家公

司對作業失效因子E1、E2、E3之發生率評分如表

7。以C1為例，E1發生率之評分為等級3，可論證

C1條件發生機率如下：

P(E1=1｜C1)=1/2000 ........................... （2）

即C1專業判定E1的發生機率為1/2000，如此

表7可轉換之Ck條件機率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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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Ck條件機率求得“無條件”機率

Ck條件機率為個別獨立公司意見，考量所有

公司的專業意見都為合理且可信的假設上，經

平均得到的“無條件”發生機率如表9。

表9 發生率的無條件機率

發生機率

P(E1=1) =0.0029

P(E2=1) =0.0173

P(E3=1) =0.0020

三、	設計階段的風險評估

於設計規劃階段，專案工程師依個案條件

對失效因子E1、E2和E3嚴重度S之專業意見評分

如表10，另以14家公司對E1、E2 和E3之發生率O

可推導出風險評估值，包括：損失l的期望值E(l)

及損失的風險值（VARs）。

表10 三項失效因子的嚴重度（由專案工程

師判定）

E1
支承台未依計畫路線進行測量或組
立不精密

7

E2 潛盾機發進後發生機頭下墜現象 6

E3 偏壓引致支承台H型鋼變形 6

根據全期望值理論計算損失期望值：

 .................（3）

根據表10，S1為7，因此若E1發生，l1應為

0.25%，若E1無發生，l1應為0。同理，S2 （或

S3）為6，故若E2發生，l2應為0.1%，反之l2應

為0。惟表10為單獨一個專案工程師填寫，然

而不同工程師所填的結果不見得相同，同樣14

家公司填出來的FMEA資料皆有其變異性。為

進一步量化此變異性，表10中單一工程師填的

S對應的損失視為li的期望值，而14家公司對S

的結果則用來估算li的變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o.v.），約2.97，且假設li為對數常

態分布。

根據大數法則（Law of Large Number），損

失l的期望值可利用蒙地卡羅模擬估算出來，程

序如下：

(a) P(E1=1) = 0.0135的機率模擬E1；若

模擬結果E1發生，l1樣本期望值為

0.25%，c.o.v. = 2.97的對數常態分

布取樣；反之l1樣本為零。類此，

可採行同樣但獨立的方式模擬l2與l3
樣本。

(b) 對（a）中得到之（l1, l2, l3）樣本取

最大值，則得到一個損失l的樣本。

(c) 步驟（a）與（b）重複N次，可得

到N個損失l的樣本，l的期望值則大

約是此N個樣本的平均值。

用類似步驟，也可算出損失 l 的二次矩

E( l 2
)：步驟（ l 2

）中， l 2
的樣本就是（ l 1,  l 2, 

l 3）樣本取最大值的平方。則損失的變異數

（variance）為：

Var(l)=E(l2)-E(l)2
 ..............................................（4）

而變異係數（c.o.v., 標準偏差/期望值）為：

1 1 1

1 2 3 1 2 3
0 0 0

max , ,
a b c

E l l l l P E a P E b P E c

l Var l E l

| exp >t | expf T t t P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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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損失l為對數常態分布，則規設階段評

估的邊際VARs，也就是l
95%

 及l
99%

 分別是：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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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個案規設階段風險評估

特定隧道案例的資訊，可納入風險機率分

析內，以適當反應該案例的特性：包括檢視工

址條件後，（a） 移除或新增失效因子及失效模

式；（b） 參酌14家廠商通案評分結果，由專

案工程師重新評分嚴重度(S)、發生率(O)、檢知

度(D)；（c） 工程進行過程中失效因子的監測

結果，回饋到風險機率分析檢算更新風險值。

不相干的原因及模式應從個案管理之資

料庫中移除，而特定隧道案例可能也會有不在

FMEA資料庫中的失效因子和失效模式，則應被

註冊加入，且依專家意見增補新加入原因和模

式的嚴重度（S）、發生率（O）和檢知度（D）

等資訊。經增減更新後之FMEA資料庫即可依第

參節所述步驟，估算每個失效模式所含的初步

風險評估值[包括E（l）與E（l2
）]，假設不同

失效模式導致之初步風險相互獨立的前提下，

則第n個失效模式之初步風險評估值為E（ln）

與E（ln

2
），可計算計畫總損失L風險值結果如

表12。為進一步了解風險主要來源，針對79項

失效模式所導致風險l1、l2、… l79進行細部分

析，其期望值95%、99%風險值如圖1，其中有

9個失效模式有較高的風險值，且通常有三個特

徵：（a） 多為持續性的失效模式、（b） 有

較多的失效因子、（c） 有較高S或O的評分。

表12中的風險值代表規設階段的風險值，然施

工階段仍應對風險事件進行監測，並更新風險

評估值以及降低評估值的不確定性（參見第陸

節）。

表12 初步風險評估值（風險值單位為佔執 

        行預算金額的%）

風險評估值 （%）
E（L） 0.83

L95% 2.69
L99% 5.50

其中
-1

是標準高斯分布累積密度函數

（cumulative density function）的反函數。

求取的損失l期望值以及VARs，可應用於規

劃設計階段評估損失的風險如表11所示。

表11 規設階段評估之風險值

E(l) 0.0034%

l95% 0.0091%

l99% 0.0501%

表11只計算一次性失效模式“潛盾機發

進時，偏離計畫路線”的風險值，而完整的潛

盾隧道FMEA表有79個失效模式，其中有9個一

次性失效模式，另70個是為持續性失效模式。

故計算針對所有9個一次性失效模式，得到E

（l(i)）以及Var（l(i)）, i = 1, …, 9。

針對其他70個持續性失效模式，風險值E

（l(i)
）, i = 10, …, 79的計算過程與一次性相

同，只是計算出風險值的可解讀為“每掘進10m

的風險值”，倘若隧道總掘進長度為1000m，

則工程於設計階段之總風險L期望值可依（3）

至（6）之公式演算。

圖1 比較79項風險失效模式風險值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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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的反覆循環，經由風險辨識、風

險分析、風險決策、風險管理的執行及風險資

訊回饋『持續改善』的循環流程，並以Plan-Do-

Check-Action-Feedback 之工程風險管理系統化步

驟（P-D-C-A-F）逐步推導，如圖2。

為達上述目標，風險資訊傳遞流程建議如

圖3所示。規設單位先對工程專案特性，依施

工風險管控體系與歷史資料庫來擬定相關的風

險管制措施，將影響重大的風險管制措施直接

納入設計對策，並於招標文件上清楚標示所有

伍、 風險資訊契約合理傳遞探討

業主在制定工程契約時，為避免因無法

預知的情況導致承包廠商求償，常以模糊化或

強制性之契約條款將施工風險歸由承包廠商承

擔。但實務上，承包廠商在短短的備標期間

內，對風險衍生之潛在成本無法精確估算時，

須提高契約總價來含括此項不確定之風險。但

在取最低標之決標機制下提高契約總價，必降

低其得標機會，故多數承包廠商投標時，不但

沒寬列風險預備費，甚且以削價之競爭方式搶

標，得標後再藉變更追加或向機關求償方式彌

補。如此市場情況所衍生之履約爭議，常造成

機關、規劃設計單位與施工廠商執行上極大之

困擾，亟待檢討改進。事實上，即使業主機關

能將風險全數歸承包廠商承擔，當承包廠商因

低價搶標而無力採行足夠的風險管制措施以降

低風險時，所造成的工程延宕、損鄰、甚至停

工後果亦非業主機關所樂見。故業主機關與承

包廠商雙贏的策略應建立在風險管制措施與內

容能充分揭露且風險資訊傳遞順暢的基礎之

上。

圖2  P-D-C-A-F風險管理流程

圖3 風險管制與資訊傳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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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程序增減契約價金。需注意的是，若工程

採用總價契約，邀標文件提示之風險管制措施

應已設計完成且足夠讓承包商估算全部之施工

成本。

殘餘風險值（尚未施作項目之風險值）可

作為施工管理時的重要依據。施工過程中，監

造單位與廠商可使用殘餘風險值來控制風險在

一定範圍內。隨著施工進展，殘餘風險值會更

新而降低，最後當工程結束時，殘餘風險值將

降為零（參見第陸節）。

FMEA評析中，常以S.O.D之乘積為FMEA風

險指數（RPN, Risk Priority Number），且常以

RPN>100列為高風險項目予以強化管制，實務

上，部分加強管制措施替代基本管制措施，雖

可降低風險指數RPN值，但不必然可將其降至

100以下，評估之RPN值≧100歸類為相對高風

險作業項目，其目的應著眼於區分管理層級，

如RPN值<100者，由施工廠商進行一級自主風

險管制，RPN值≧100者，列為監造二級及業主

三級之風險管制。若有餘力，亦可將RPN值由

100降為90或80，或增加管制嚴重度S較高者或

針對圖1所評析之風險值較高之失效模式作業項

目，則業主及監造之二或三級風險管制亦可監

控更多作業項目。

依S.O.D值並依金額量化方式，計算及管

理風險評估值（或殘值），有利業主、設計、

監造、施工等各單位之溝通、監視與審查及控

制，然S.O.D值有其誤差，且個案或個別階段之

當事者在乎是否發生於該案及反映之金額，而

非整體之機率或發生之嚴重程度。金額化之風

險值及RPN值於風險資訊傳遞過程中，於契約及

工程保險採購相關內容應述明其係以甲、乙各

方進行風險評估之管理值運算與區別風險管制

等級為目的，而非直接對應至發生事故時之嚴

重度或管制措施所對應之實際金額，以化減風

險管理契約執行可能產生之爭議。

風險管制措施與內容。如此可讓管制措施的成

本對價量化，避免過去對風險處置以「一式」

模糊帶過，致權責不清的問題。將FMEA架構

內對於個別風險項目的嚴重度（S）、發生率

（O）、檢知度（D）揭露於招標文件中，對低

風險項目可提醒廠商注意，高風險項目則可尋

求以替代對策將風險降至可接受範圍。當未來

事故或爭議發生，規設單位亦能對事前評估過

程提出較清晰的說明。

投標時，承包廠商須將管制措施納入標

價，風險分攤的原則如下：

● 定義之施工風險項目以內由承商負

擔；

● 定義之施工風險項目以外或非可歸責

乙方者，則增加處置費用；

● 特定風險事件（如推進時遇流木或巨

石等障礙物難事先明確規範定義事

項）發生一定次數內，可視影響要徑

作業情形核給工期，但費用已估列含

括於標價內；超過一定次數者，則以

實際發生費用之最低限費用依次給

付；

● 視發生風險事件損失之程度與影響要

徑期程情況，按契約給予承商合理之

工期展延。

由於總價契約仍為業主機關最常用的一種

契約計價模式，建議對於工址現場實際執行時

增減調整風險管制作業時，可考量在契約價格

10%的範圍內，由承包廠商負擔工程風險。易

言之，總價契約於單項數量增減低於10%時，

變更之風險由甲、乙雙方各自吸收承擔，契約

價金不變亦不影響預算控制及上限金額。若增

減達10% 以上時，其逾10%之部分，得以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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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θ = 5x10
-4
/0.25 = 2x10

-3
。

根據{T1, T2, T3, T4, T5}的資訊，可能性函數

（likelihood function）為：

 .....（8）

在Poisson Process的假設下，失效間隔T的

機率分布為指數分布：

 ........................（9）

故

 .... （10）

失效率 λ 的事後機率密度函數（posterior 

PDF）則為：

 ..... （11）

此為形狀參數k = 4.25，尺度參數θ= 0.0013

的Gamma分布，期望值為kθ= 4.25x0.0013 = 

0.0053次/m，即為失效率 λ 更新後之期望值，

比原來的5x10
-4
次/m約提高10倍，以反映實際監

測資料的高失效率。根據同樣原則，所有持續

性失效因子的失效率 λ 都可隨監測結果更新，

更新的失效率 λ 可進一步更新為每10m的失效機

率  1-exp（-100λ）。依此更新的失效機率，

亦可更新風險值。

陸、 失效因子的監測、回饋及風
險值管理

施工過程中，對被列入FMEA資料庫的失效

因子進行監測，無論失效因子有無發生，結果

都可拿來更新風險評估值及降低評估值的不確

定性。

一、	假設案例A

設計階段評估認為“每推進10m環片裝

載方法不當的發生率”為等級6，即發生率約

1/200，此發生率相對應的失效率 λ 約為5x10
-4

次/m，即大約平均1/（5x10
-4
） = 2000m才會

發生一次。但若實際施作到300m時的監測結果

發現“環片裝載方法不當”失效因子於推進至

50m、 70m、150m、 250m時發生4次，顯然設

計階段初估的1/200發生率有些低估。根據此失

效監測紀錄，可得到下列資訊：

a. 4次失效間隔為50m、20m、80m、

100m，即4個失效間隔的樣本{T1, T2, 

T3, T4} = {50, 20, 80, 100}

b. 第5個失效間隔T5值未知，但至少知道

T5 > 300-250 = 50。

對這5個資訊，可利用貝氏分析（Bayesian 

analysis）更新失效率 λ ，首先假設 λ 的事前機

率密度函數（prior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為Gamma分布，其事前期望值為5x10
-4
次/m，而

事前變異係數（標準偏差/期望值）為200%。

Gamma分布的機率密度如下：

 ........................（7）

其中k是形狀參數， θ 是尺度參數。此機率

密度的期望值為k θ ，而變異係數為(1/k)
0.5

。故

得知k θ =5x10
-4
以及(1/k)

0.5
 = 200%，或k =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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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更新失效率之演算法，監測結果更新後

之失效率如圖4中深紅線（No.1）。可見隨著監

測結果之回饋，失效率跟著下降，與更新前之

值0.0105次/m（淺紅線，No.2）漸行漸遠。更新

後之風險值如深黑線（No.3），淺黑線（No.4）

代表利用失效率=0.0105次/m算出之風險值，可

清楚看出更新後之風險值較低。

二、假設案例B

考慮失效模式”環片裝載方式不當”，此

失效模式有三個失效因子，設計階段S.O.D初

步評分如表13，發生率皆為等級10，即每前

進10m的失效機率為1/10，相對應之失效率為

0.0105次/m。設潛盾總長為1000m，而實際施工

時整個過程未發生失效因子，故失效率明顯高

估。

表13 失效模式”環片裝載方式不當”以及相應的失效因子S.O.D評分（假設案例B）

項目 失效模式 失效因子
關鍵分析

嚴重度（S） 發生率（O） 檢知度（D）

1 環片裝載方式不當

裝載方法不當 7 10 4

堆疊層數不當 6 10 3

枕木放置位置不佳 6 10 3

圖4 根據監測結果更新之失效率與風險值（假設案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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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更新失效率之演算法，監測結果更新後

之失效率如圖5中深紅線（No.1）。可見隨著監

測結果之回饋，失效率跟著上升，與更新前之

值1x10
-5
次/m（淺紅線，No.2）漸行漸遠。更新

後之風險值如深黑線（No.3），淺黑線（No.4）

代表利用失效率=1x10
-5
次/m算出之風險值，可

清楚看出更新後之風險值較高。

三、假設案例C

設計階段的S.O.D初步評分如表14，發生

率皆為等級1，即每前進10m的失效機率為

1/10000，相對應之失效率為1x10
-5
次/m。假設

潛盾推進總長為1000m，施工時，發現每10m就

失效一次，失效率明顯低估。

表14 失效模式”環片裝載方式不當”以及相應的失效因子S.O.D評分（假設案例C）

項目 失效模式 失效因子
關鍵分析

嚴重度（S） 發生率（O） 檢知度（D）

1 環片裝載方式不當

裝載方法不當 7 1 4

堆疊層數不當 6 1 3

枕木放置位置不佳 6 1 3

圖5 根據監測結果更新之失效率與風險值（假設案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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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失效率可用於預測尚未施作項目之風險值

（稱為殘餘風險值）。

表16的監測資料以星期為單位，紀錄每星

期各樣列管失效因子的發生與否。蒐集到之監

測資料涵蓋2009年8月11日至12月共16週，這

段期間內共發生了8次失效事件，根據監測資料

與分析結果，施工殘餘風險如表16，可隨時更

新風險殘值直至完工殘值=0。

四、施工階段風險評估分析案例

本案例潛盾施工的個案FMEA表格計包括68

個失效模式（由原本79個刪除不相關的11個失

效模式），每個失效模式包含1～7不等的風險

事件。計算結果於設計階段潛盾機之總損失L風

險初步評估值如表15所示。

表15中的風險值代表設計階段的風險值，

於施工階段中，常對失效因子進行監測，並作

為更新風險評估值以及減少評估值的不確定

性。針對持續性失效因子（如環片組裝、線形

管理、開挖面土壓力與土量管理等），其監測

結果可用來更新失效因子之失效率，更新過後

表16  潛盾機的監測資料

週數起迄日期 完成環片 失效模式 失效因子 失效發生
日期

殘餘風險值（%）[期
望值； 95% VAR； 

99% VAR]
設計階段 [0.14；0.53；1.52]

潛盾機完成發進 [0.13；0.50；1.44]
完成環片1～382 [0.064；0.24；0.84]

1
2009/8/17-23

383～
418

#72 漿液注入開始
時作業發生異常 環片、接頭發生異常 2009/8/19 [0.061；0.23；0.81]

2
2009/8/24-30

419～
453 [0.059；0.23；0.79]

3
2009/8/31-9/6

454～
480 [0.051；0.19；0.69]

4
2009/9/7-13

481～
502

#4 電力相關設備無
法運作

電力設備故障、配線破
損 2009/9/8 [0.052；0.19；0.71]

5
2009/9/14-20

503～
536

#4 電力相關設備無
法運作

電力設備故障、配線破
損 2009/9/18 [0.053；0.20；0.73]

6
2009/9/21-27

537～
563

#47 泵浦壓送作業
發生異常 輸送管路阻塞 2009/9/24 [0.050；0.19；0.69]

7
2009/9/28-10/4

564～
574 [0.041；0.15；0.58]

8
2009/10/5～11 無掘進 [0.052；0.19；0.71]

9
2009/10/12～18

575～
577 [0.046；0.17；0.64]

10
2009/10/19～25

578～
612 [0.037；0.13；0.53]

11
2009/10/20～

11/1

613～
644

#3 油壓相關設備無
法運作 油壓管破損 2009/10/29 [0.030；0.10；0.43]

12
2009/11/2～8

645～
679 [0.022；0.073；0.33]

13
2009/11/9～15

680～
709

#46 運送台車管理
不當 運送台車上殘留餘土 2009/11/12 [0.022；0.071；0.32]

14
2009/11/16～22

710～
744

#47 泵浦壓送作業
發生異常

壓送泵浦壓送過程發生
異常、輸送管路阻塞 2009/11/17 [0.012；0.034；0.18]

15
2009/11/23～29

745～
750

#47 泵浦壓送作業
發生異常

壓送泵浦壓送過程發生
異常、輸送管路阻塞 2009/11/24 [0.011；0.030；0.16]

16
2009/11/30～
2009/12/08

751～
769

[0.008； 0.020； 
0.12]

到達 - [0； 0； 0]

表15 風險初步評估值（風險值單位為佔執
行預算金額的%）

風險評估值 （%）

E（L） 0.14

L95% 0.53

L99%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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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潛盾發進破鏡灌漿傳統工法

項
目

失效模式 失效因子／機制

關鍵分析

嚴重度
（S）

發生率
（O）

檢知度
（D）

風險指數
（RPN）

9
發進或到達之止
水封圈發生異常

止水封圈不合用 8 8 3 192

止水封圈裝設時施工精度不佳 7 4 3 84

防止反轉鐵件強度不足 7 4 3 84

10
鏡面破除時發生
漏水、崩塌

破除方式不適當 8 5 4 160

鏡面破除施工不慎，造成改良體漏水崩塌 8 6 4 192

擋土壁破除時發生崩塌 8 5 4 160

鏡面破除時發生崩塌引起災損 9 5 3 135

11
鏡面破除時施工
不順

破除作業不順 7 4 5 140

地盤改良區成效不佳、止水性差 7 6 4 168

地盤改良區成效不佳、地盤自立性差 7 6 5 210

潛盾機切刃單元異常磨耗。 5 4 5 100

表18 潛盾發進破鏡替代工法1：止水墊圈+冷凍工法+地盤改良（強度）

項
目

失效模式 失效因子／機制

關鍵分析

嚴重度
（S）

發生率
（O）

檢知度
（D）

風險指數
（RPN）

9
發進或到達之止
水封圈發生異常

止水封圈不合用 7 5 3 105

止水封圈裝設時施工精度不佳 7 4 3 84

防止反轉鐵件強度不足 7 4 3 84

10
鏡面破除時發生
漏水、崩塌

破除方式不適當 6 3 4 72

鏡面破除施工不慎，造成改良體漏水崩塌 5 3 4 60

擋土壁破除時發生崩塌 4 3 3 36

鏡面破除時發生崩塌引起災損 4 3 3 36

11
鏡面破除時施工
不順

破除作業不順 5 4 4 80

地盤改良區成效不佳、止水性差 3 4 3 36

地盤改良區成效不佳、地盤自立性差 3 4 4 48

潛盾機切刃單元異常磨耗 7 6 5 210

表19 潛盾發進破鏡替代工法2：止水墊圈（雙重）+地盤改良（止水）+玻璃纖維筋（FRP）

項
目

失效模式 失效因子／機制

關鍵分析

嚴重度
（S）

發生率
（O）

檢知度
（D）

風險指數
（RPN）

9
發進或到達之止
水封圈發生異常

止水封圈不合用 7 4 3 84

止水封圈裝設時施工精度不佳 7 4 3 84

防止反轉鐵件強度不足 7 4 3 84

10
鏡面破除時發生
漏水、崩塌

破除方式不適當 8 4 4 128

鏡面破除施工不慎，造成改良體漏水崩塌 8 5 4 160

擋土壁破除時發生崩塌 8 4 3 96

鏡面破除時發生崩塌引起災損 8 4 4 128

11
鏡面破除時施工
不順

破除作業不順 7 4 4 112

地盤改良區成效不佳、止水性差 7 5 3 105

地盤改良區成效不佳、地盤自立性差 7 5 4 140

潛盾機切刃單元異常磨耗 7 5 5 175

盾發進作業，可以決策樹分析選擇出最佳之風

險管制措施。經檢視某案件潛盾發進的破鏡止

水風險管制措施有下列三項，該三種不同之風

險管制措施之S.O.D評分如表17、表18及表19。

柒、 風險管理值決策樹對策方案
評選

針對風險與管制成本高之作業項目，如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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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風險值（單位為執行預算金額的之百分比）

風險值 （%）
傳統工法 替代工法1 替代工法2

E（L） 0.0562 0.0384 0.0405

L95% 0.1989 0.1341 0.1447

L99% 0.9132 0.5591 0.5817

表21 列出三項風險處置方案總成本的期望值與95%、99%風險高標值。                  單位：元

風險值 （%）
傳統工法 替代工法1 替代工法2

E（L） $13,882,820 $120,635,240 $16,619,550

L95% $15,466,790 $121,697,510 $17,776,170

L99% $23,395,520 $126,415,010 $22,626,870

圖6 出發直井的風險管制措施決策樹 圖7 風險管制措施成本敏感度分析

該案潛盾施工總執行預算估計為11.1億元。由

FMEA數據可計算風險管制措施之個別風險評估

值如表20。

1. 傳統工法：止水墊圈+地盤改良（止水

+強度），實施成本估計為1,325萬9千

元。

2. 替代工法1：止水墊圈+冷凍工法+地

盤改良（強度），實施成本估計為1億

2,020萬9千元。

3. 替代工法2：止水墊圈（雙重）+地盤

改良（止水）+玻璃纖維筋（FRP），

實施成本估計為1,617萬元。

L99%為99%風險值的高標，實際風險的超

越機率（exceeding probability）只有1%。管

制措施總成本的風險高標值（表21）可表達為

「殘留風險值的高標」乘上「執行預算」再加

上「加強管制措施成本」。以99%風險高標值

作為評估準則建立之決策樹如圖6。替代工法2

雖需較高成本但其能降低的風險亦較高；兩相

權衡下，替代工法2優於傳統工法。另一方面，

替代工法1雖然能將風險降至更低，但其成本昂

貴，因而不為最佳方案。

若 對 風 險 管 制 措 施 的 成 本 進 行 敏 感

度 分 析 ， 能 找 出 分 隔 決 策 區 域 的 無 差 異 線

（Indifference line）。由於替代工法1成本遠高

於替代工法2與傳統工法，故僅討論後兩者成本

之敏感度分析。由圖7可知，目前估計之成本落

於「替代工法2優於傳統工法」的區域內；當傳

統工法之成本降低而替代工法2之成本提高至無

差異線之左上：「傳統工法優於替代工法2」的

區域內，決策將產生改變。易言之，「傳統工

法優於替代工法2」的區域內，替代工法2所降

低的風險將無法抵消其需要的成本，因此傳統

工法將取代成為較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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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結語

一、 藉由FMEA調查表標示之評分量化定義說

明，可將FMEA中工程判斷的定性資料，利

用基本機率理論轉換成定量的機率值與風

險值，據以具體評估管制措施的有效性。

二、 參酌營建工程的特性，嚴重度以營建工程

之利潤（暫訂為總價之5%）為嚴重度的

損失上限（亦即是評分10），其他依序遞

減。而發生率則區分為一次性與多次性風

險事件的發生機率。針對風險事件的發生

率，發展出之調查表單可供量化及評估風

險。

三、 採用決策樹、條件機率、貝氏定理、敏感

度分析等技術，可瞭解各種不同管制措施

的效益、計算不同管制措施執行後的殘餘

風險、並依執行效益及所需成本來決定是

否採用該管制措施。

四、 規設階段分析的初步風險資訊，經合理之

契約移轉後，再據施工中的監測可持續更

新風險殘值，進一步降低風險估算值的不

確定性，並據以擬定更有效的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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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蘆洲線
三重區段之價工
與關鍵地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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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臺北捷運系統蘆洲線工程因道路狹窄、近接鄰房、管線複雜及地盤軟弱等因素，面

臨諸多挑戰，在業主、施工承商及設計顧問的合作下，以價工開挖減量、詳查斷層與研

析耐震對策、避開管線障礙、強化建物保護並減用一部潛盾機、強化隧道環片止水性、

高風險緊急防災體制、安全與經濟之連續壁防坍對策等創新思維，並引入壓入沉箱新工

法克服困難。

1 2 3 4

壹、 計畫概述

臺北捷運蘆洲線（橘線）穿越新北市之蘆

洲區及三重區，如圖1所示，為淡水河與二重疏

洪道所環抱並與臺北市隔河相望，在地緣上形

成同一生活區。蘆洲區人口約有17萬，三重區

人口則約有39萬，居民藉由重陽橋、臺北橋、

忠孝橋、中興橋等橋梁及中山高速公路進出臺

北市區。蘆洲線於99.11.3通車營運，搭乘捷運

系統自蘆洲站至民權西路站僅需11分鐘，大幅

縮短居民往返於臺北市中心的旅運時間。捷運

完工通車不僅帶來了行的便利、美的感覺，更

帶動社會經濟繁榮的利多商機。

貳、 工程概要

一、	工程內容

三重區段工程包括有三重國小站、三和國

中站兩座地下車站及6條車行隧道，概要內容如

表1及圖2、圖3所示。

二、	工址地層與施工調度規劃

工程沿線遭遇地層為臺北盆地之松山層，

層次分明，惟第三次層粉土質細砂層厚度變化

較大，局部區域並有尖滅現象，景美卵礫石層

位於地表下約60m之深度，地下水位則約位於地

表下1～2.5m，如圖4。車站採順打明挖覆蓋工

法施工，另採2部潛盾機分別施築6條隧道，施

工調度與時程規劃參見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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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北捷運蘆洲線工程路線示意

表1 三重區段工程概述

車站 概          述

三重國小站
（O47）

1. 地下二層島式月台，長約153.4m，寬約22.9～49.53m，開挖深約21m。

2. 設有一個出入口，二個通風口X、Y及二座緊急出口A、B。

三和國中站
（O46）

1. 地下二層島式月台，長約213.7m（含橫渡線段），寬約18.5～20.55m，開挖深約19.7m。

2. 設有二個出入口A、B，二個通風口X、Y及一座緊急出入口C。

車行隧道 橫渡線、隧道銜接O47車站、O46車站，合計4,986m單軌潛盾隧道及4座連絡通道。

圖2 O47三重國小站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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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O46三和國中站示意

圖4 路線平、縱面與地質剖面

圖5 施工路徑時程圖（way-time diagram）

圖1 臺北捷運蘆洲線工程路線示意

高

程

９

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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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整合環控機房及車站變電/配電站 (b) 協調遷移污水管

圖6 主要價值工程構想與成效-1

(c) 空間作有效集約設計並減少量體衝擊 (d) 充份利用出入口上、下方空間

圖7 主要價值工程構想與成效-2

（參見圖8），有效避免偏壓導致大位移及影響

安全性。

二、詳查斷層屬性與研析耐震對策

嚴謹調查通過路線之崁腳斷層屬性，周詳

辦理耐震評估設計以兼顧安全與經濟，相關斷

層調查結果獲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參採配合

其他調查結果，於89年10月將崁腳斷層由存疑

性活動斷層公告改為非活動斷層。結構體耐震

採韌性設計並考量近斷層效應，評估崁腳正斷

層錯動引發之地表沉陷及造成捷運設施損壞影

響，進行土壤高液化潛能及隧道耐震設計對策

（參見圖9）。評析隧道與車站之耐震補強對策

（參見圖10），並採行彈性材背填灌漿改良傳

參、 價工研析與地工技術之挑戰
與對策

一、價工研析與減量開挖

本工程遷移污水管、運用樓梯上、下方

畸零空間，為國內罕見地下車站單一出口之案

例。藉由研析價值工程與精緻設計，消弭抗爭

並減少開挖深與剩餘土石方達減量42,833m3，

兼顧施工安全與生態維護，如圖6所示。

價工雖使餘土減量，但圖7之方案將致使三

重國小站主站體與出入口之開挖深不一，經縝

密的分析計算與規劃，考量基地地盤軟弱，故

須於出入口基礎下方配置補強臨時地梁結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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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出入口下方設置補強臨時地梁    (f) 設置臨時地梁需求分析

圖8 主要價值工程構想與成效-3

(a)崁腳斷層由原存疑性活動斷層於89年10月公告改 

    為非活動斷層

(b)崁腳地震斷層造成捷運設施損壞之推估情況 

(c)土壤液化處理 (d)結構體耐震設計

圖9 通過路線崁腳斷層屬性調查、影響評估與對策

統之柔性接頭方案，以提升隧道止水性能並兼

顧安全、工進與經濟性。

三、縝密管線調查，確保路線避開障礙物

工址管線經套繪調查時尚難以確認之殘留

地中障礙物，包括： 污水管推進工作井下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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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保護建物（參見圖12），得以安全順利避開

民房、高速公路基樁與衛工污水管推管遺留之

鋼板樁。

圖10 車站與隧道介面耐震對策評析

廢棄鋼板樁與中山高速公路基樁等，採用地球

物理探測確認基樁位置，以擇定路線避開地下

障礙物（參見圖11），強化監測與隧道背填灌

路線避開民房與中山高速公路基樁 比對中山高速公路跨越橋竣工圖

推進工作井污水管下方之廢棄鋼板樁   地球物理探測確認基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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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地球物理探測確認位置 地球物理探測判析

圖11 地球物理探測確認基樁位置，路線避開地下障礙物

隧道開挖地盤變位向量分佈圖 隧道開挖應力降伏區分佈

預估地表沉陷0.55cm 預估側向位移0.2cm，仍屬安全

加強安全監測 潛盾隧道補強背填灌漿施工

施工沉陷控制在0.4cm以內 安全穿越中山高速公路

圖12 強化隧道背填灌漿保護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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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模擬貫通測量與同步施工架 圖16 潛盾機壁外棄殼與耐震

圖14 建物保護措施效果佳且不影響要徑作業

沿線錯綜複雜管線 管線圖

圖13 工址道路管線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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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建物保護效能、同步施工並減用一部潛

盾機

工址位處高地下水位下之鬆散粉土質砂與

黏土地盤，且道路管線密佈、緊鄰建物施工，

參見圖13。採擇不影響要徑作業施工且效果佳

之建物保護措施，參見圖14。另外，由於鄰標

時程安排無法適時提供隧道到達工作井，致隧

道未能貫通，故而採同步施工及模擬貫通測量

因應，參見圖15。潛盾機進行連續壁外棄殼安

全施工轉進再利用以縮減經費，參見圖16。

整體而言，強化建物保護措施且不影響隧

道要徑施工作業，雖增加地面灌漿建物保護措

施與相關同步作業等之工程費用，卻可少用一

部巨額費用之潛盾機，提升建物保護效能並降

低整體工程費。   

五、研析隧道環片技術、強化施工精度與止水性

詳查臺北捷運潛盾隧道環片設計理念演變

與緣由，檢討環片止水性能及改善建議，並運

用環片新技術研發計畫，逐步落實調整環片設

計與施工、提昇隧道施工組裝精度與止水性能

（參見圖17）。

六、高風險施工作業之全天候緊急救災體制

於進行潛盾機壁外棄殼、連絡通道等高

風險施工作業期間，並設具備事故處理經驗之

緊急救災小組，日夜輪班參與高風險施工作業

之安全檢查，熟悉並掌握工址現況，緊急情況

時適時提供充分技術協助，正確研判工程安全

性。另如遇緊急情況時，各成員可按專業分工

即時到位，研判關鍵課題，協助將救災物資即

圖17 採一體成型止水條並緊迫接合、強化環片組合精度與止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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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坍孔。在嚴謹之監造與施工管理下，檢視影

響連續壁槽溝開挖穩定因子，運用連續壁施工

初期遠離民房之區域，嘗試採擇「穩定液品質

提高」、「分散施工荷載減少擾動」、「提高

穩定液與地下水位之液面差」、「不同範圍之

灌漿地盤改良」等兼顧安全與經濟性之設計、

施工處理對策，評估各不同措施之成效據以改

正。同時導入連續壁槽溝開挖穩定評析技術，

參見圖18～19。針對可能之異常單元進行補

正與強化監管（參見圖20），且教育訓練監工

與施工管理人員，將巡檢要點作成隨身卡備用

（參見圖21），準備充分之緊急應變措施，以

安全係數 

       

圖18 連續壁槽溝穩定分析

O47站穩定液與地下水位間水頭差對槽溝穩定之安全係數影響分析

圖19 水頭差對槽溝穩定評析

時投入重要處所，達救災、減災目的。本計畫

潛盾機壁外棄殼施工中，確曾因地表下管線密

佈，灌漿品質難含括全面而於開挖過程中發生

漏水、漏砂跡象，緊急救災小組即時判析，啟

動關鍵之緊急應變處理，順利完成高風險性作

業，達到防災目標。

七、兼具安全與經濟之連續壁槽溝開挖穩定對策

因工址位處高水位之疏鬆地層，O47站施工

過程中在總計114單元中之28單元（約24%）曾

發生嚴重坍孔事件，O46站則未曾發生嚴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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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與經濟性等因素，採擇沉箱工法挖掘豎井以

施作連絡通道，參見圖22～24、表2。考量本工

程須於侷限空間下施築33m深之豎井式連絡通

道、工址地盤軟弱、地下水位高且緊臨民房，

經評估安全性、工期及費用後（參見表3），採

不擾鄰，影響交通小、安全、且精度高之壓入

沉箱工法施築豎井，參見圖25。

便能即時動員搶救化解災損。

八、首引低擾動之壓入沉箱工法

蘆洲線於行經狹窄道路路權，兩潛盾隧道

須採上、下疊置以避免穿越民房，關聯之連絡

通道亦須立體化。另外，由於施工空間狹小並

緊鄰民房，考量工程安全、工期、交通衝擊影

圖20 O47站連續壁異常單元管制

圖21 車站與隧道開挖施工管理與巡查要點隨身卡

圖22 地下鑽挖立體式連絡通道配置 圖23 壓入沉箱施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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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豎井式連絡通道配置

表2 立體化連絡通道施工法評比採擇

工法 設置豎井 地中直接鑽挖

輔助工法 切削樁 沉箱 大口徑灌漿＋壓氣 冰凍工法

費用 低 中 高 極高

交通影響
切削樁需進行日夜

24小時施工。

用地小，可配合離峰時段

施工，減少衝擊。

大範圍地盤改良車

道管制5個月。

道 路 全 區 封

閉18個月。

影響通車要徑工期 3個月 3個月 8個月 15個月

可行性 佳 優 可 普通

表3 各沉箱工法運用於工址比較

工法 課題 安全性 工期 費用

壓重沉箱
不均勻沉降：過度或瞬間沉降控制不易，地

盤軟弱、水壓愈高，開挖面穩定愈難控制。
可 快 低

穩定液改良

壓重沉箱

不均勻沉降。 坍塌控制、影響鄰近建物課題

與連續壁槽溝挖掘施工相同，施工期長、穩

定液品質控制管理更顯重要。

可 快 中

壓氣沉箱
不均勻沉降。 適用高氣壓作業安全衛生規

則。
可 慢 最高

壓入沉箱 遇岩盤須另破碎處理以利沉箱壓入。 佳 中 高

(25-1)換土整地 (25-2)地錨施工 (25-3)整地、墊木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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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金屬刃口設置 (25-5)綁筋與止水條設置 (25-6)箱體混凝土構築

(25-9)工作平台組立(25-7)壓入設備安裝 (25-8)沉箱壓入、開挖

(25-11)底部刃口刮刷(25-10)反覆箱體製作、壓入、開挖 (25-12)高壓水清洗壁面

(25-13)背填灌漿固定箱體 (25-15)抽水完成直井(25-14)水中混凝土澆置

(25-17)豎井開挖面安全門設置(25-16)連絡通道豎井端試水鑽孔 (25-18)預裂孔洗孔後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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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技術與經驗之傳承文獻

本計畫施工應特殊環境條件，引用各類新

工法、新技術，團隊創新挑戰、勇於任事，研

析各項技術且檢討執行結果，彙整發表數十篇

論文，提升國內相關技術之精進與傳承。計畫

團隊合計發表約四十餘篇各類論文並製作技術

叢書與影片專輯，有利技術生根國內與提升技

術水準。高雄市衛生下水道、台電電力洞道與

臺北捷運松山線相關工程參酌本計畫經驗，亦

陸續採用壓入沉箱工法施工，國內相關技術得

以持續推廣與精進。

伍、 回饋傳承以利創新、精進

本工程位於新北市三重區狹窄道路並穿越

中山高速公路，地盤軟弱施工難度高，施工空

間亦極為狹窄，經由(一)妥善之價工研析與減量

開挖、(二)詳查斷層屬性與研析耐震對策、(三)

縝密管線調查以確保路線避開障礙物、(四)強化

建物保護效能、同步施工減用一部潛盾機、(五)

研析隧道環片技術、強化施工精度與止水性、(

六)高風險施工作業之全天候緊急救災體制、(七

)兼具安全與經濟之連續壁槽溝開挖穩定對策、(

八)首引低擾動之壓入沉箱工法，輔以完善之設

計、施工解決工程課題，整體設計兼顧安全與

經濟性。

公共工程金質獎獲獎評語評審，以『道

路狹窄及鄰近民宅施工環境受限，國內首採用

豎井壓入沉箱工法，併用油壓無震動式機械進

行施工，防止噪音及震動，同時引進多項新工

法，提昇國內營建施工水準。』榮獲95年度第

七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品質優良獎土木工程類特

優。另亦獲中國工程師學會96年度「優良工程

獎」、價工學會99年度「價工優秀論文獎」、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99年度「大地工程技術

獎」及交通部100年度「金路獎」等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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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桃園國際機場之
捷運隧道特殊考量及
施工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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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計畫為臺灣發展重點計畫之一，其穿越桃園國際機場路段屬

該計畫之關鍵要徑工程，遭遇地質為卵礫石層與大南灣層之軟岩，主要隧道工程包含：

(1)潛盾隧道約7.2km，穿越滑行道、塔台管制區等；(2)隧挖隧道；(3)航廈停車場下方之

擴挖隧道；(4)地下車站及明挖覆蓋開挖支撐等。本路段已於2011年3月完工，並榮獲「第

十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特優、中華民國隧道協會優良隧道工程獎、中

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及中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第六屆大地工程技術獎等。本文將就隧

道特殊考量，包括：因應卵礫石層隧道鑽掘之地質調查、潛盾與隧挖隧道、擴挖隧道、穿

越機場區段之高風險項目評估、穿越塔台、滑行道路段之建物保護、穿越滑行道及塔台管

制區之自動監測、複合地層潛盾機選用、全套管樁及掛網噴凝土為擋土壁之潛盾到達等，

提出說明。最後，藉由既有施工與監測資料，嘗試印證設計階段之主要考量，闡述設計理

念與施工實務之結合與回饋。

穿越桃園國際機場之
捷運隧道特殊考量及
施工回饋

1 2 3 4 5

壹、	前言

一、	工程概述

機場捷運計畫為『愛臺十二項建設』重點

工作之一，為改善桃園國際機場聯外交通，建

設機場聯外捷運系統，以連結臺北車站、桃園

國際機場、高鐵桃園車站等交通樞紐，使國際

航線與國內交通得以緊密結合，期能提供機場

進出旅客安全、便利、快速、舒適、高水準的

捷運服務，並兼顧都市捷運效能，配合沿線既

有都市發展，帶動地方繁榮，以達到城鄉均衡

發展之目的。

CU02A標工程位於桃園縣大園鄉境內，東

起南崁溪東側的出土段結構，以地下結構方式

穿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西至新街溪與埔心溪

間的出土段結構，其間經過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之第一航廈南側A12車站、第二航廈下方已完成

之A13車站、未來第三航廈A14車站及機場A14a

車站，如圖1。本段長5,491.9m，包括3座地下

車站，車站總長度小計為497.8m（不含第二航

廈已完成之預留A13車站460.8m）；隧道包含約

7.2km（雙孔）內徑5.6 m潛盾隧道、101.4m隧挖

隧道及826.7m明挖覆蓋隧道等。

二、	工程單位

◆主辦機關：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設計監造
   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榮民工程/日商奧村組共同承攬

◆開工日期：2007年5月7日

◆完工日期：2011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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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沿線地質剖面圖

圖1  CU02A標工程範圍

三、	地質

本路段由東向西分屬三個台地地形區，分別

為林口層分佈、桃園層分佈及中壢層分佈。沿線

地質剖面圖如圖2。地區主要之地層為桃園層，

分布於林口台地西緣與桃園台地，以礫石組成

並夾有0.3～1m厚之黃棕色紅土，厚度約在10～

40m之間，膠結相當疏鬆，容易滲水。桃園層之

礫石以矽質砂岩為主夾矽質黑色頁岩，淘選度甚

差，粒徑大小不一，大多在數公分至50cm之間

不等，多呈次圓形，填充物為泥砂。埔心溪東側

為桃園層之紅土與礫石層所覆蓋，埔心溪西側地

表則為中壢層分佈，地表表層之紅土厚度各地略

有差異，其厚度在1～5m之間變化，其下為8～

25m或以上不等之黃棕色礫石層。

四、	地下水位

在本路段東端有約呈南北向之南崁溪經

過，在本路段西端有約呈南北向之埔心溪經

過，兩溪之溪水均頗為豐沛，附近之地下水位

大略於地表下3～5m左右。以地下潛盾隧道方式

通過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路段，地下水位主要於

地表下5～10m之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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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潛盾機鑽掘時發現卵石最大粒徑

設計施工階段全套管樁連續取樣所得

卵石最大粒徑（約為60cm）

潛盾機鑽掘時輸送帶上所發現卵石

最大粒徑（約為70cm）

             大口徑樁開挖與取樣 　　　　　　　　　                                          卵石礦物組成分析

                         現地直剪試驗剪應力與剪位移關係圖　　　　　　　　　　　　　　 現地力學強度試驗參數迴歸

圖3 設計階段進行之地質調查情況及成果

貳、	隧道工程設計與施工

本工程為達到設計品質目標、提升技術

層次與應用最新技術，積極創新考量新工法，

並以全生命週期引入節能減碳觀念落實於本工

程。本工程穿越塔台、EC與WC滑行道、在既有

航廈下方擴挖隧道等高風險施工區段，設計施

工亦將風險管理納入，包括對各工項進行風險

評估並擬定其預防及減輕對策。

一、	地質調查

為確保設計品質及降低施工風險，設計

階段針對可能遭遇卵礫石及大南灣層等地質特

性，進行地表地質調查、鑽探調查（孔數69

孔，總深度約1864m，約100~200m即設置1鑽

孔）、地電阻探測（600m）、土壤及岩石等室

內試驗、1.2m直徑全套管樁連續取樣2處、現地

試驗（含孔內透水試驗、孔內側向載重試驗、

速度井測、現地直剪試驗、抽水試驗、現地篩

分析） 等地質調查，詳細度為國內工程類似地

質之少見，部分地質調查情況及成果如圖3。

施工階段補充地質調查內容包括：鑽探孔

數11孔，總深度為380m；一般物理性質試驗8

組，其中針對卵礫石進行岩石單軸抗壓強度試

驗3組、岩象分析2組；試坑開挖10組；現地密

度與現地篩分析至少8組；全套管樁連續取樣

2處。依設計與施工階段全套管樁連續取樣結

果，卵石最大粒徑約為60cm，惟仍提醒施工可

能遭遇更大尺寸之卵石，迄今潛盾機鑽掘時輸

送帶上所發現卵石最大粒徑約為70cm（如圖

4），與原設計及施工階段潛盾機設計預估相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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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施工課題

   本工程重要課題如圖5。 

圖5 設計與施工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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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浮動式道床示意圖 圖7 環片襯砌組合標準斷面圖 

2. 潛盾隧道設計與分析

隧道設計係採用極限強度的觀

念，並分為施工階段與永久狀態階段

進行設計。其它特殊考量如下：

■ 近接隧道之影響。

■ 本區段標潛盾隧道分析以FEM程式

模擬隧道開挖歷程及分析環片應

力，滑行道航機載重以設計時機

種垂直輪重最大之波音777-200航

機為設計載重。

■ 潛盾隧道考量內爆承受量。考量於

捷運營運管理為一封閉性系統，

旅客必須藉由搭乘列車進入隧

道，故以人力可能攜帶進入列車

之炸藥量進行分析。

潛盾一般段採用適當掘進管理項

目、管理值及處理對策。於潛盾機設

計須考量，卵礫石對切刃齒磨耗大。

潛盾於各區段鑽掘之水平與高程差如

表1，最大為65mm，最小僅為1mm，

三、	隧道設計施工

本工程鑽掘隧道包含、(一) 潛盾隧道段，

總長度為7188m，設置7座聯絡通道；(二) 隧挖

隧道段，WC滑行道下方潛盾隧道段，為排除現

有地錨，採用新奧工法之隧挖隧道，上行與下

行線各長20m；(三) 擴挖隧道段，二期航廈東停

車場下方之擴挖隧道。

(一) 潛盾隧道

1. 隧道斷面及隧道襯砌

潛盾隧道斷面綜合各項系統設施

空間、安全輔助設施、消防、排水、

電力、通訊、號誌及照明等設施、安

全淨距、施工誤差等因素，訂出隧道

內徑為5.6m。隧道斷面依直線段、曲

線段及經過塔台管制區設置浮動式道

床等三種斷面，浮動式道床斷面示意

如圖6。潛盾隧道斷面由三片A型環

片、一片B型環片、一片C型環片及一

片K型環片組成，如圖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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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小於允許值100mm，顯示卵礫石層

潛盾於謹慎掘進下，仍可得到良好精

度。

表1  潛盾鑽掘之水平與高程差

潛盾機編號 水平差(mm) 高程差(mm)

#1（上行線） -6（LT） +21（UP）

#2（下行線） -5（LT） +16（UP）

#3（上行線） +40（RT） +40（UP）

#4（下行線） +65（RT） -22（DN）

#5（上行線） -31（LT） +26（UP）

#6（下行線） -58（LT） +30（UP）

#7（上行線） -57（LT） -3（DN）

#8（下行線） +1（RT） +35（UP）

#9（上行線） +11（RT） -1（DN）

#10（下行線） +25（RT） -14（DN）

(二) 隧挖隧道

經查閱二期航站大廈設計資料顯

示，WC滑行道旁西側停車場擋土支

撐採用H型鋼之兵樁配合預力地錨施

作，兵樁已拔除，但遺留預力地錨（採

5-Φ12.7mm鋼絞線）@2m於地層內。依

以往潛盾施工經驗，地錨若絞入潛盾機

內，可能導致潛盾機無法動彈，亦會造

成滑行道較大沈陷進而影響飛安，故以

隧挖工法將地錨於此區段潛盾隧道之潛

盾機到達前先行排除，詳圖8及照片1。

1. 隧挖隧道斷面及襯砌

隧挖隧道將可容納隧道外襯砌完

工後潛盾機駛入之空間，考量潛盾機

外徑與施工允許偏差量等因素，採最

小斷面來達到符合力學性質及經濟實

用斷面為原則，斷面圖如圖9。

隧挖隧道外襯砌分析例如圖10 ，

結構係依美國混凝土學會ACI 318-95

規範進行安全檢核。隧道支撐包含噴

凝土、岩栓、鋼支保等外襯砌。隧挖

隧道將於外襯砌施工完成後，潛盾機

直接開進隧挖隧道中，並以預鑄環片

作內襯砌系統。為減少隧挖隧道上方

滑行道之沉陷量，配合採用以下幾項

工法：隧挖隧道配合採用管冪工法，

打設管冪鋼管作為隧挖隧道頂部支撐

工、隧挖隧道並採用噴凝土+鋼支保+

岩栓，穩定開挖面、儘速完成仰拱閉

合、於施工規範仍規定訂購之潛盾機

須考量遭遇殘餘地錨處理機制。

圖8 隧挖隧道平面及縱剖面圖

圖9 隧挖隧道斷面圖

                         隧道近接段地盤變形

                     隧道近接段地盤有效應力

圖10 外襯砌2D有限元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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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 隧挖隧道施工

                自鑽式岩釘鑽設              開挖面之既有地錨              地錨鋼絞線及錨頭移除

圖11 開挖後之3-D結構分析模擬 圖12 擴挖隧道受力及變形圖

(三) 擴挖隧道

二期航站東側停車場下方預留捷運

隧道，結構體淨寬無法提供兩列車併行

所需的安全行駛空間寬度需求，為改善

淨空不足並達到列車營運速度需求，需

敲除部分現有隧道結構側牆，予以補強

擴建，並延伸另建一隧道，軌道線型曲

率半徑上行線改為R=200m，下行線改為

R=250m，並局部擴建約為12.0m淨寬之

隧道結構。

為瞭解擴挖隧道區域於地震力及其

他外力作用下，停車場、既有隧道及擴

挖隧道於施工及完工階段之行為，採用

3-D模擬結構分析，分別模擬開挖前、開

挖後之3-D模擬結構分析，以確實掌握施

工階段結構體受力行為，分析成果如圖

11及圖12所示。 

開挖支撐構想如下（如圖13）：依

施工影響範圍加強上部結構體及限制停

車場使用範圍；地盤改良及抽降水；採

小輪進施工，以減少擾動及確保安全；

台階式開挖，採支保/噴凝土/自鑽式岩栓

為外部襯砌；下半斷面開挖後儘速完成

補強鋼構支撐；完成新建側壁及底版後

再進行既有側牆敲除工程。

擴挖隧道位於桃園機場二期航廈

東側之地下二層停車場下方，擴挖隧道

分歧段之頂版與現有地下停車場共構。

新擴建隧道將於現有地下停車場底版下

方開挖隧道，經分析結果於開挖階段設

置臨時支撐柱以支撐既有地下停車場底

版。本設計採用兩種形式之臨時支撐

柱，TYPE A支撐柱將包覆於永久側牆

內、TYPE B支撐柱則於隧道完成後切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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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卵礫石層潛盾機選用

潛盾機型式影響施工品質及風險、影響工

期規劃與工程費，因此設計階段即依據潛盾機

施作主要行經之地層為卵礫石層；局部路段如

A11至A12車站間可能會遭遇大南灣砂岩層；地

下水位位於地表下2~9m左右等地質狀況，綜合

考量潛盾機選擇採用密閉型潛盾機型。本計畫

潛盾機規劃之關鍵課題，詳如表2。潛盾機鑽掘

期間切刃檢修位置如圖15，潛盾機1號切刃更換

及磨耗情況為例如圖16及表3。

由於擴挖隧道施工必須降水，有

可能影響航廈及塔台之接地系統，為確

保既有設施之接地功能，本工程於施工

降水前先行補設接地棒，並連結既有接

地系統，於施工前要求廠商與航站管理

單位會測航廈與塔台之接地歐姆值，以

為施工階段定期監測既有接地系統之基

礎，並杜絕因接地問題所造成之災害。

(四) 聯絡通道

基於營運時鄰軌逃生與救援之防災

安全需求，設置7座聯絡通道，聯絡通道

三維分析結果如圖14。

圖13 擴挖隧道開挖支撐

軸力 剪力 彎矩

圖14  聯絡通道三維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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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卵礫石層潛盾機選擇主要課題及對策

主要課題 對策

掘進速度提昇

● 儘量不要打碎卵礫石，使大卵石可直接進入機內排除之結

構，可減少切刃磨耗及提昇速度。
● 螺運機之大口徑化。
● 採無軸之帶式螺運機，將可排除之粒徑大型化。

         提昇切刃之耐久性，
         並降低更換次數

● 前述項次1之對策係提昇切刃耐久性之有效方法。
● 採用不同功能之切刃，並採高低差配置，以延長切刃壽命。
● 強化各種不同型式切刃之耐磨耗性。

其他

● 採Semi-Dom型面板（介於軸輻型與面盤型間）
● 強化切削軸輻（面板）之耐磨耗性。
● 強化切刃之安裝結構強度。
● 更換切刃之容易化。
● 採二段式螺運機以強化止水功能。

圖15  潛盾機鑽掘期間切刃檢修位置

1號機切刃更換計畫及實際更換數量 1號機切刃磨耗調查結果

圖16  1號潛盾機切刃更換及磨耗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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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依本工程經驗之潛盾機及切刃盤設計檢討

地質別 潛盾機切刃盤施工現況 後續改善檢討

大南灣層
（風化岩層）

1. 切刃計畫及實際磨耗量差異不大

2. 切刃面板有磨耗情況

3. 切刃面板最外圍磨耗小

1. 目前切刃盤配置可行

2. 切刃齒配置須檢討

3. 目前切刃盤配置可行

卵礫石層 1. 棍子式切刃齒於鑽掘400m長

度，需進行1次左右更換

2. 超硬切刃缺損多

3. 切刃面板內圍較外圍磨耗大，一

部分面板有阻塞

4. 切刃面板外圍磨耗大

1. 須準備棍子式切刃齒備品

2. 進行潛盾鑽掘速度及切刃扭力限制

3. 加泥材配比、灌漿量、灌漿位置等須適度變更，

並強化掘進管理（含切刃扭力、推力、加泥灌漿

管理、排土溫度、排土狀況等）

4. 增設外圍切刃齒，準備切刃齒備品

五、	工作井與聯絡通道地盤改良

潛盾隧道施工中於潛盾機出發或到達時都

將面臨鏡面破除問題，為確保施工安全性，於

工作井擋土壁外進行地盤改良。本施工標地盤

改良採用雙環塞低壓灌漿工法。另考量卵礫石

層為高透水性材料，於設計上進行抽降水模擬

設計，以降低施工之風險，如圖17。

參、	通過滑行道及塔台防護措施

本區段捷運路線將穿越飛航塔台與EC、WC

滑行道，如圖18，於捷運工程施工階段必須維

持營運，避免受到干擾或影響，而導致飛航安

全出問題，防範策略與措施說明如后。

一、	飛航塔台之保護措施

保護措施如下（如圖19及圖20）：

● 設置浮動式道床，減少營運期間振動影

響。

● 採用機上灌漿，降低潛盾施工前期沉

陷，以維護塔台安全。

● 加強背填灌漿及二次灌漿，減少潛盾施

工後期沉陷維護塔台安全。

● 設置微型椿，抑制沉陷量維護塔台安

全。

● 落實穿越前潛盾切刃齒檢修更換，減少

風險。

● 採用自動化監測系統，獲得立即監測資

訊，以防微杜漸，確保安全。

● 潛盾到達端採用安全隔艙設計，減少破

鏡施工風險。

● 因應降水之接地處理，確保塔台機電系

統接地安全。

                      抽水造成地下水流場向量圖

                 抽水所造成之地下水頭分佈等值圖

圖17  抽降水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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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捷運路線與飛航塔台與EC、WC滑行道位置圖

圖19  潛盾施工之機上灌漿、加強背填與二次灌漿

圖20  塔台保護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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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穿越EC及WC滑行道段防護措施（如圖

21）

● 採用機上灌漿

● 加強背填灌漿及二次灌漿，減少潛盾施

工後期沉陷量，以維護滑行道安全。

● 落實穿越前潛盾切刃齒檢修更換，減少

高風險區潛盾施工事故。

● 採用自動化監測系統，獲得立即監測資

訊，防微杜漸，確保安全。

● 潛盾到達端採用安全隔艙設計，減少破

鏡施工風險。

三、	潛盾機通過一期航站通廊

一期航廈於航站南路下方設有一層地下

室。潛盾隧道A12～A13站在一期航廈地下室

圖 21 穿越EC及WC滑行道段防護措施

圖22 潛盾機通過一期航站通廊立面示意圖

正下方通過，地下室及隧道將有上浮的潛在問

題。潛盾施工會造成地下室沉陷，影響使用機

能。列車營運所造成的振動恐亦影響地下室機

房設備的功能。

於設計階段調整A11-A12-A13站的縱坡線

形為2.66％～2.6％坡度，使地下室與潛盾隧道

之最小覆土由0.798m增加至6 m，如圖22。以徹

底解決潛盾隧道覆土不足之影響，並規劃潛盾

隧道採用加強背填灌漿與二次灌漿以作為航站

南路下方地下室之保護。此線形亦使該段隧道

成為駝峰式線形設計達到節能之效益。

四、	特殊線形路段潛盾防災考量

本工程A12站至A13站間之潛盾隧道段，其

最大曲率半徑達約200m，且通過重要之塔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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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可拆卸式全斷面擋水閘門

 

圖24  安全隔艙之設施

制區下方，為有效減少因曲線段施工所造成之

超挖量，採用具備中折裝置之潛盾機，以利施

工時之轉向。潛盾隧道工程段於上行與下行隧

道淨距小於0.5倍隧道直徑之近接段，除進行地

盤改良外，並於先行完工隧道設置臨時鋼支撐

予以保護。

五、	施工安全門及隔艙設置

(一) 施工安全門

本工程於A13站東西側潛盾隧道貫

通處設置臨時可拆卸式全斷面擋水閘門

4套、擴挖隧道設置防洪安全門5套。該

臨時可拆卸式全斷面擋水閘門及防洪安

全門（如圖23）安裝完成後，須俟鄰標

關連承包商完成永久防洪設施後方可拆

除。

(二) 隔艙設置

為防止破鏡時因地盤改良段或盾尾

孔隙因漏水造成工作井開挖背側土石流

失，規劃本標除採用一般潛盾到達段之

破境施工採用止水封圈作為第一道保險

外，另於鏡面框外側加設隔艙以作為破

鏡施工之第二道保險，隔艙設置詳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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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系統之配置概述如后。

一、	塔台管制區

■ 電子式傾度管（SIS）

■ 連通管式沉陷計（DSM）

■ 多點式桿式伸縮儀（EXM）

■ 全測站3D測沉系統（TS）

■ 電子式水壓計（ELP）

■ 周弦式收斂計（BCS）

■ 電子式傾斜計（TI） 

塔台管制區監測平面及斷面配置如圖27及

圖28。

肆、	全自動監測

考量塔台管制區及EC、WC滑行道之範圍內

進出管制之特性，及區內設施對機場飛航作業

與安全之重要性，除少數無法採自動監測之項

目（如滑行道舖面）須輔以人工監測外，區段

內監測系統皆採用自動化監測系統，即時反應

施工對地盤與建物所造成之影響，並回饋予潛

盾施工參考，確保施工安全。自動化監測儀器

將透過自動化擷取與集錄設備，統一傳輸至監

控中心，並透過電信網路之連線，將監測結果

即時呈現於工務所、高鐵局與民航局，建立即

時監控與警報之架構，如圖25及圖26。自動化

圖25 自動化監測系統傳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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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自動化監測系統傳輸架構示意圖

圖27 塔台管制區監測平面配置

圖28 塔台管制區監測斷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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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滑行道

監測系統之布設以不破壞跑道面與底層結

構為原則。施工期間須嚴格監控鄰近地盤與道

面下方之變位。道面兩側地表布設電子式桿式

變位計（EL-Beam），以獲得地表沉陷槽曲線。

滑行道監測點水準測量可向塔台申請保持通

聯方式執行，採不反光之噴漆方式標示觀測點

位。監測設施如下：

■ 電子式桿式變位計（EL-Beam）

■ 多點式桿式伸縮儀（EXM）

■ 電子式土中傾度管（SIS）

■ 電子式水壓計（ELP）

■ 周弦式收斂計（BCS）

■ 監測系統之布設以不破壞道面與底層

結構為原則

■ 施工期間須嚴格監控鄰近地盤與道面

下方之變位

塔台管制區監測平面及斷面配置如圖29及

圖30。

三、	隧道監測結果及變形抑制措施效果檢討

WC滑行道與塔台管制區，監測最大值如表

4(a)及表4(b)。由隧道監測結果顯示，高風險管

控區段採用第四章之抑制措施（如加強背填、

二次灌漿，機上灌漿等），在業主、設計單

位、施工單位等整體合作下，監測值皆小於管

理值。

圖29 東滑行道（EC）管制區監測平面及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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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滑行道監測斷面配置構想

表4(a)  WC滑行道監測最大值

WC滑行道

儀器名稱
最大變化 最大變化

量
（單位）

管理值

編號 位置 警戒值 行動值

桿式變位計（EBS） EBS0124 MC-D-04 3.09 mm ±30mm ±50mm

土中傾度管（SIS） SISI043
MC-D-03

（GL：-2m）
15.81 mm ±35mm ±45mm

多點桿式伸縮儀（EXM） EXMI06408
MC-D-04

（GL：-8m）
6.66 mm ±30mm ±50mm

水壓計（ELP） ELP1015016 MC-D-03 1.47 t/m2 ±1t/m2 ±2t/m2

滑行道鋪面沉陷點（SB） SB1300 WC滑行道 -4.32 mm ±20mm ±25mm

表4(b) 塔台管制區監測最大值

塔台管制區

儀器名稱
最大變化 最大變化

量
（單位）

管理值

編號 位置 警戒值 行動值

土中傾度管（SIS） SISI03915A
MC-C-02

（GL：-15m）
-15.12 mm 35 45

多點桿式伸縮儀（EXM） EXMI04815
MC-C-02

（GL：-15m）
42.76 mm 30 50

水壓計（ELP） ELP1012014 MC-C-01 2 t/m2 ±1t/m2 ±2t/m2

連通管式沉陷計（DSM） DSM1007 NR-061 7.07 mm 30 40

淺式沉陷點（SSI） SIS1245 MC-C-02 3.47 mm ±30mm ±50mm



2

244 │No.93│January, 2012

專
題
報
導

項，施工階段亦定期舉行施工高風險項目管控

會議，以方便施工期間管控之落實。各潛盾施

工高風險項目之風險等級、預防及減輕對策等

如表5所示。

伍、	高風險項目評估

本計畫為國內率先採用全面性風險管理之

架構，如圖31，起始於設計階段、終止於施工

結束之全面性高風險管控。設計階段於風險評

估之結果，於施工承商開工前，對承商與監造

單位說明，已達設計－施工風險管理執行延續

性。

風險評估依據機率與嚴重性來判定風險等

級，風險等級分為R1、R2、R3及R4（如圖32）

等4類，再依判定之風險等級規劃風險回應（風

險預防及減輕對策）。

設計階段後，持續追蹤施工高風險項目

及其因應對策是否落實於設計或招標文件中，

開工前並對施工承商說明設計理念與應注意事
圖32 設計階段風險評估

圖31 全面性風險管理執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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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潛盾施工高風險項目之風險等級、預防及減輕對策

高風險項目
風險
等級

風險預防及減輕對策

潛盾隧道遭遇比

預期大之卵石或

障礙物

R 3

● 設計階段詳細進行補充地質調查，以規劃適合之潛盾機類型與施工速率
● 規定廠商於施工階段進行補充地質調查
● 配合實際地質條件，調整切削盤之配置，以提升鑽進速率
● 要求廠商依現地情況切刃盤維修與切刃更換
● 土壓艙添加加泥材，以改善出土功率
● 進行更換切刃或遭遇障礙物（大卵石）等停機時間之地盤改良

潛盾隧道穿越南

崁溪及埔心溪下

方

R 3

● 進行水理分析，評估水流沖刷對隧道之影響
● 於盾尾間隙迅速灌填可塑性材料，防止地盤鬆動、沉陷與漏水
● 慎選盾前加泥材質、加泥量

潛盾隧道鏡面貫

通
R 2

● 以沉陷控制調整修正鑽掘速率及推力
● 採行到達灌漿及降水
● 高風險區段採用安全隔艙

潛盾隧道聯絡通

道挖掘（含集水

井挖掘）

R 2
● 調整線形避免設於敏感地區，如：河床、敏感建物及管線密集
● 確實執行地盤改良與配合適當的降水作業

潛盾隧道鑽掘造

成一航廈地下室

損壞

R 3

● 在可能範圍內調整定線，增加與建物之距離
● 施工時加強監測
● 確實之背填灌漿品管
● 加強背填灌漿

二期航廈西側停

車場WC滑行道排

除殘留地錨

R 2

● 慎選排除殘留地錨施工方法及配套措施，於潛盾隧道施工前先排除殘留地錨
● 施工時加強監測
● 依據核定之施工計畫確實施作
● 加強現況調查與蒐集資料
● 潛盾隧道仍須具排除局部非預期殘餘地錨功能

潛盾隧道穿越機

場塔台下方
R 2

機上灌漿、加強背填灌漿、切刃齒更換、自動化監測、安全隔艙、浮動式道床(

塔台區)、微型樁(塔台區)潛盾隧道穿越機

場滑行道
R 2

■ 切刃轉盤配置之切刃齒需同時可克服

複合地層之地質特性。

■ 切刃轉盤之滾動式切刃齒與棍棒式切

刃齒於施工階段須可更換。

■ 利用聯絡通道之地盤改良區進行切刃

齒更換。

■ 巨礫石採切刃轉盤外圍滾動式切刃齒

破碎。

■ 面版輪輻軸處配置先行切刃齒與棍棒

式切刃齒，以延長切刃轉盤壽命。

■ 切刃轉盤採用較大之開口率以利卵礫

石進入土艙室。

■ 採用大口徑之螺運機以利較大粒徑卵

石運送。

陸、	創新與特殊工程挑戰

一、	複合地層施工

本標同一潛盾隧道需通過卵礫石層及大

南灣層之風化岩等兩種工程性質差異甚大的地

層，於設計階段規劃潛盾機時，必須考量此情

況對切刃轉盤之影響。一般滾動式切刃齒較有

利於巨礫石之破碎，而較不適用於風化岩之鑽

掘。因此當潛盾機進入大南灣層時，需將部分

滾動式切刃齒更換為棍棒式切刃齒以利潛盾隧

道鑽掘。故考量於卵礫石層及風化岩層分別採

用TYPE A模式及TYPE B模式，如圖33，其最大

特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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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壁，該連續壁若於卵礫石層施工時，容易因

穩定液流失造成開挖溝渠壁面不穩定之情境。

本工程工址所在之土壤性質多為卵礫石層，異

於一般沙質或黏土土層，其土壤剪力強度高，

自立性佳，抽水不易引起地表沉陷。本計畫基

於卵礫石層之特性，首度於國內採用擋土排樁

代替連續壁作為發進工作井用，如圖35。本工

法之優點如下：

■ 工程造價低、施工迅速、施工用地及

附屬設備較少。

■ 配合區外降水，可降低潛盾發進與到

達之風險。

二、	國內距離最長之捷運卵礫石層潛盾隧道

施工

本工程潛盾隧道可能遭遇之卵礫石層長達

約6km（參見圖34），為目前國內最長之捷運卵

礫石層潛盾隧道之施工標。由於卵礫石層對潛

盾機切刃之磨耗甚巨，而軌道運輸之隧道斷面

大、施工精度要求高，施工困難度也最高，本

標堪稱國內最具挑戰性之潛盾隧道施工。 

三、	發進工作井首度採用擋土排樁代替連續

壁

一般潛盾發進工作井多採用連續壁作為擋

                       Type A：採用6組滾動式切刃齒 Type Ｂ：採用3組滾動式切刃齒及3組棍棒式切刃齒 

             （圓柱型Face bits３個）

圖33  切刃轉盤之切刃齒更換示意圖

圖34  本工程潛盾隧道與地質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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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採用自動監測系統

本路段行經桃園機場航廈、滑行道與機場

管制塔台，為避免飛安問題與提昇施工品質與

高度安全管理需求，採用自動化監測系統輔助

施工。

自動化系統規劃採無線或有線方式進行連

續性量測，儀器配置架構將包括監測感應器、

傳輸系統、記讀系統、資料處理系統、警報面

板等儀器及設備，當達預警值時即時自動啟動

警報系統，並將警戒狀況以傳真/簡訊/E-mail自

動發送指定人員及相關施工主管單位，進行異

常速報並即時處理反應。

五、	採隧挖隧道去除地錨之施作

二期航廈工程之擋土開挖係採用地錨背拉

系統，其錨碇端及鋼索仍殘留於現場，上下行

隧道預期至少各遭遇20條殘留地錨，將增加潛

盾隧道施工之風險，且二期航廈又緊鄰WC滑行

道，為避免影響航站營運，因此首度規劃以隧

挖隧道工法去除殘留地錨，隧挖隧道外襯砌施

作完成後，再將土方回填，以便潛盾機直接駛

入，於二航廈既有端牆棄殼，並以預鑄混凝土

環片配合背填灌漿方式施築隧道內襯砌，可降

低施工風險，亦使永久隧道結構與其他結構接

頭單純化、標準化，減少營運階段之維護費。

六、	振動防治

本工程於桃園航空氣象觀測台規劃裝設可

量測微振動之速度器，以確保施工期間之振動

不致對重要儀器造成影響，其策略如下：

■ 潛盾隧道穿越塔台管制區前，嚴格控

管施工中鑽掘與機具產生之噪音振

動，杜絕對塔台管制區內相關設備及

助導航設施之影響。

■ 於桃園航空氣象觀測台裝設可量測微圖35 鏡面基樁破除噴凝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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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之速度器(如圖36)。

■ 鄰近臨時擋土壁採全套管基樁+噴凝土

之排樁，以降低施工振動。

■ 敏感區段隧道佈設浮動式道床降低營

運期間軌道振動之影響。

七、	維護管理

本工程相當重視維護管理手冊之妥適性

及周延性，依本工程特性，針對本工程之潛盾

隧道、聯絡通道、擴挖隧道、結構界面、營運

階段監測等，參考施工廠商研提之操作及維修

資料，提出妥適之維護管理手冊。相關考量如

下：

■ 兩側禁限建─考量隧道上方或兩側開

挖對隧道環片影響，並縮減隧道對鄰

近開發影響。

■ 軌道安全監測─擴挖隧道設置鋼筋應

力計與混凝土應變計，提供即時與長

期監測資訊。

■ 特殊區段載重─隧道穿越滑行道，以

垂直輪重最大之波音777-200航機為設

計載重。

■ 維修步道─設置維修步道，供維修人

員維護管理。

八、	節能減碳

本工程節能減碳成效佳﹐共減少約13.4萬噸

之CO2排放量，詳如表6。

                                      

表6 本工程節能減碳項目及減碳量

項目 減碳量（T） 備註

可量化

土石方暫置再利用、縮短運距 87,965 減少土方運送之CO2排放量

植栽移植 14,946 避免植栽砍伐

高強度混凝土潛盾隧道環片 18,880

減少混凝土、鋼筋、土方及其
衍生之CO2排放量

擋土排樁代替連續壁 7,960

以永久結構物作為潛盾工作井 2,041

A11P2緊急出口由80m改為40m 1,393

取消塔台管制區西側工作井 298

可再利用之鋼渡槽與鋼便橋 91 採用可再利用之鋼料

不可量化
既有（擴挖）隧道線形調整 - 減少列車與軌道磨耗

A7區段植栽移植併入本標 - 供本計畫提早營運

圖36  微振動量測裝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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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語

■ 本工程地質為卵礫石層及大南灣層，地質

複雜施工困難，可能遭遇之卵礫石層達約

6km，為國內最長之捷運卵礫石層潛盾隧

道施工標，且採用周詳建物保護及完善的

監測系統，並採適當潛盾機突破卵礫石層

施工，設計概念兼顧安全與經濟性。

■ 潛盾穿越塔台管制區、EC及WC滑行道等

施工高風險區段，採用適當保護措施及全

自動監測系統，並全程建立高風險管控機

制。

■ 國內首度採用在既有結構物下方敲除與擴

建既有之隧道，該隧道因而可獲得較佳之

線型，並提昇未來列車行進速度與舒適

性。

■ 採用隧挖隧道切除殘留地錨，降低潛盾機

施工風險。

■ 本工程於國內首度於工作井採用採用擋土

排樁+噴凝土版代替連續壁。

■ 本工程團隊經由高鐵局及捷運工程處指

導，設計、監造及施工等單位通力合作，

以嚴謹態度面對施工障礙，工程推動順

利。

■ 本工程除於開工後即針對工程特性發表數

篇論文外，並提供各相關單位與大專院校

之施工技術觀摩及參訪，以利工程界之傳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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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複合式災害、海嘯災害、多重防禦、防波堤、防潮堤、

            防潮林、土壤液化、流動化、Asperity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荻薇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資深協理／廖學瑞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經理／丁金彪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鐵道工程部／協理／何泰源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鐵道工程部／副理／陳俊樺 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結構部／正工程師／蘇彥彰 6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副理／周永川 7

     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在2011年3月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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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前所未有的廣域性複合式災害，造成生命

財產重大的損失，嚴重衝擊了日本的社會經濟與人民

的正常生活。鑒於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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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

於地震後即積極蒐集相關資料，並於地震後2個月

及6個月，兩度赴日勘災，勘災主要地點為福島、宮

城、岩手縣境內海嘯侵襲之重災區，以及鐵公路橋

梁、港灣、港口等工程災害。本文將對港灣設施災害

與復舊、臨港城市災害與復舊及地工結構與維生管線

災害與復舊等提出報告，冀望各界對這種廣域性複合

式災害能有更多的了解，並進而提升我們因應各類天

然災害的能力。

ABSTRACT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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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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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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域發生Mw=9.0地震，震央距日本牡

鹿半島東南東約130公里、深度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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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引發的嚴重核輻射外洩

災害。依據日本警察廳2011.1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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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0人，失蹤人數亦有3,6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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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臺灣的地理環境及工程建

設型態均與日本類似，CECI於大地震

後即積極地蒐集相關地震資料，經由

日本友人安排，由張荻薇總經理帶隊

組團於5月8～13日及9月13～19日兩

度赴日本勘災。因勘災時重災區仍屬

搶救災及廢棄物清理階段，一般人員

無法進入。此兩次勘災是由日本相關

工程機構的協助安排及專人引導，方

能專車深入重災區及專船赴港口外海

之防波堤勘查受災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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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前高

田、大船渡、釜石等海嘯侵襲地區與

東北新幹線等鐵公路之災區，以及福

島縣小名浜港與千葉縣浦安等土壤液

化嚴重地區，勘災區域如圖1所示。本



port）、大船渡港（Ofunato port）及釜石港

（Kamaishi port）為主，其相關位置如圖2所

示，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 小名浜港

1. 概述

小名浜港位於福島縣最南端磐城

市沿岸，面對太平洋，南與茨城縣接

攘，為東北重要的工業、能源、貨櫃

及救災重要港口。年吞吐量約1,800多

萬噸，其中煤炭約佔600萬噸，原油及

文將對港灣設施災害與復舊、臨港城市災害與

復舊及地工結構與維生管線災害與復舊等依序

說明，並提出對本次地震的勘災心得。

貳、	港灣設施災害與復舊

一、	港灣設施災害

日本東北地區311規模Mw=9.0之地震引

起超廣域之破壞，包括地震破壞、海嘯破壞，

核心熔毀引致輻射外洩傷害等主要災損，本

次港灣之災後考察主要以小名浜港（Onahama 

圖1  勘災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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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東北の港灣‧空港」，日本工營（株）提供，2011.9.13

圖2  小名浜港、大船渡港、釜石港相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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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品約佔700萬噸，為提供東北地區

火力發電廠燃煤之主要進口港。整個

港區包括漁港區、1號～7號碼頭、藤

原碼頭、大劍碼頭及磐城遊艇港等港

埠設施，詳見圖3所示。本次勘察重點

為3號、5～6號及7號碼頭及其後線場

地。

2. 設施災害

311東日本大地震於小名浜測得

之最大地表加速度值為1,430 gal約為

1.5G （重力加速度）遠遠超過以往之

記錄，引致之海嘯浸水高約3m，與其

他港口相較為偏低者，所以小名浜港

之破壞主要係由地震所造成，海嘯之

破壞程度不大，灣口防波堤則未見破

害。故本次311地震在小名浜之受損機

制為大面積土壤液化引起相關破壞。

(1) 3號碼頭

3號碼頭原設計水深為-10m，結

構型式為鋼板樁直立式岸壁，係作為

卸煤碼頭用，其卸料係以軌道式卸料

機（unloader）作業。後線為小名浜

東港區聯絡橋梁引道端，該橋之橋墩

現正施工中。該碼頭主要災損為 1.岸

壁法線向海側位移，最大約160cm； 

2.陸、海側軌道間之舖面版下陷約

30cm； 3.陸側軌道後側約有1m左右

之高差； 4.卸料機扭曲變形損壞； 

資料來源：日本NK(株)小名浜港復舊簡報檔，2011.9.14

圖3  小名浜港港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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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軌道差異沉陷與變形。相關破壞情

形，詳圖4。

(2) 5號碼頭

5號碼頭原設計水深為-12.0m，

為沉箱式結構，可供30,000DWT噸級

船舶靠離。本碼頭被指定為耐震強化

碼頭，賦予大規模地震發生後作為緊

急物資及避難者海上輸送必須確保之

功能。於2004年3月全面開通使用，

岸上設置卸料機卸取貨物。本次主要

災損為1.碼頭法線向海側外移最大約

50cm；2.沉箱後側舖面版下陷開裂；

3.卸料機軌道變形；4.卸料機變形損

害。由於本碼頭係按耐震強化碼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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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碼頭法線凹凸，冠牆後側下陷                        （4-b）陸海側軌道間岸肩下陷

                          （4-c）卸料機軌道彎曲變形                （4-d）卸料機扭曲變形、輸送設備損害

                       （4-e）後線場地大面積土壤液化                       （4-f）陸側軌道後側地盤沉降

圖4  小名浜港3號碼頭地震災害勘災記錄（一）



準設計，研判其機能應可確保。相關

災損情形，詳圖5。

(3) 6-1號碼頭

6-1號碼頭其結構為沉箱式，

原設計水深為-14.0m，碼頭長度為

280m，可供55,000DWT船舶停靠作

業，岸上配備卸料機搭配輸送帶進行

輸運煤炭作業。本次主要災損為1.碼

頭法線外移量最大推定約60cm；2.海

側軌道與岸肩交接處發生龜裂；3.岸

肩混凝土

舖裝版自沉箱肩部中心以後發

生沉陷，交接處翹起；4.陸側軌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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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法線凸出，沉箱下陷 （5-b）沉箱背後土壤流失下陷，鋪面斷裂

（5-c）卸料機軌道彎曲變形錯動 （5-d）卸料機損壞，就地整備修護

（5-e）護岸後線大範圍土壤液化路面下陷 （5-f）後側土壤流動化岸肩淘空面版斷裂

圖5  小名浜港5～7號碼頭地震災害勘災記錄（二）



後約有50cm沉陷；5.兩相鄰沉箱接

縫處，軌道扭曲變形；6.碼頭前端直

立消波方塊護岸角隅處約向海側凸出

2m，背後土壤下陷沒入水中，護岸方

塊接縫約有30cm錯移；7.護岸後線瀝

青混凝土鋪面損壞應係受海嘯襲擊及

土壤液化所造成之可能之現象較大。

相關災損詳圖5。

(4) 7號碼頭

7 號 碼 頭 包 括 7 - 1 及 7 - 2 兩 席

碼頭，總長540m，設計水深皆為

-13.0m，可供40,000噸級船舶靠泊作

業，亦皆為沉箱式結構。

7-1號碼頭為礦物裝卸使用，岸

上設置卸料機配合輸送帶輸運物料至

後線堆存場。7-1號碼頭主要災損為

1.碼頭法線外移較平緩，最大量推定

約為30cm；2.陸側軌道頂端最大沉陷

量約20cm，最大沉陷地點約與最大法

線外移處一致。

7-2號碼頭災損狀況與7-1號碼頭

略同，其主要災損為1.碼頭法線外移

量最大為90cm；2.碼頭下陷最大約

50cm；海、陸兩側軌道下陷、左右變

曲變形。相關災損詳圖5。

(二) 大船渡港

1. 概述

大船渡港位於岩手縣沿岸較南部

之區位，為一天然良港，自1957年5

月以來，該港之重要性漸增，發展為

水泥、木材、石油、砂、石炭、窯業

品等資材輸出入港口。近幾年吞吐量

約300萬噸左右，主要以水泥及石灰石

為主。港域主要由野野田、茶屋前、

永濱、山口、清水、赤土倉等港區構

成，本次勘察地點主要集中於野野田

及茶屋前區域，港區配置見圖6。

2. 設施災害

大船渡港於本次大地震測得地表

最大加速度值為136gal，為中、小等

級地震。地震破壞不大。引致之海嘯

浸水深為7～10餘米間，海嘯之破壞力

強大，港區附近廠房、建築受災相當

嚴重。

港區主要災損乃受地殼變動影

響，地盤發生下沉，災損為1.碼頭設

施頂端下陷量約50cm；2.岸肩背後約

有10～20cm差異沉陷；3.渡板脫離上

揚；4.防潮堤向陸側翻覆，相關受損

情形如圖7。

資料來源： 國土交通省東北地方整備局，釜石港灣事務
所，大船渡港永浜地區岸壁（-13m）完成紀會
式典記者發表資料，2009.3.31

圖6  大船渡港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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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釜石港為岩手縣南部沿岸天然良

港，位於大船渡港北方40km處。自

1874年（明治7年）國營制鐵所建設

以來，逐漸發展為港埠營運基地，爾

灣口防波堤已全數破害不具功

能，詳見圖8海嘯前後衛星比對圖。

(三) 釜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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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灣口防波堤幾乎全部破害 （7-b）碼頭岸壁沉陷、外移、鋪面錯動

（7-c）碼頭後線液化、沉陷 （7-d）防潮堤倒塌，後側沖刷下陷

（7-e）智利大海嘯，大船渡浸水高 （7-f）311東日本大海嘯，浸水痕跡高，遠超出智利大海嘯

圖7  大船渡港區地震災害勘災記錄



資料來源： 國土交通省東北地方整備局，釜石港灣事務所，岩手縣重要港灣の狀況，2011.5.27

圖8  大船渡港防波堤海嘯前後衛星比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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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區碼頭損害較為輕微，碼頭

功能尚可維持，主要災損為1.法線外

移量小，約為8cm；2.沉箱式結構後線

岸肩差異沉陷約10～20cm；3.棧橋渡

版局部移動、脫落；4.渠底區碼頭頂

端下陷，大潮時局部淹水，相關災損

如圖10所示。

本 次 勘 災 特 別 感 謝 日 本 工 營

（株）安排搭乘三洋丸號（如圖12）

至外海勘查灣口防波堤之破壞狀況，

其中北堤破壞較南堤更為嚴重，44座

沉箱除淺部3區附近7座沉箱外，其餘

幾乎全損害，南堤開口部附近10座沉

箱僅有輕微移動、下陷，尚保有防波

後伴隨著內陸交通之構建，進一步促

進鑛產品、金屬品等流通，並擴大為

石油配銷基地、鋼鐵關連企業等工業

用港。近年來年吞吐量約200萬噸，主

要以鋼材及石油製品為主，港區配置

見圖9，本次勘察地點主要位於須賀地

區及港口地區。

2. 設施災害

本次大地震釜石港測得之最大地

表加速度值為358gal，引致之海嘯浸

水高約6～10餘米，兩者之破壞力皆不

小，唯以海嘯較為嚴重。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東北地方整備局，釜石港灣事務所，釜石港の事業概要

圖9  釜石港港區配置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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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釜石港港區災後鳥瞰圖，大致尚可運作 （10-）釜石港區碼頭外凸、下陷，局部淹水

（10-c）碼頭後線局部下陷，渡版上揚破裂 （10-d）淺水碼頭受災輕微，可正常運作

（10-e）平田港區後線廠房、房舍破壞清理 （10-f）須賀港區後線廠房、房舍破壞殘存

圖10  釜石港區地震災害勘災記錄（一）



（12-a）NK安排三洋丸號出海勘察灣口防波堤

（12-b）全員登船完成，準備出發

（12-c）遠眺港口北堤，全數沉箱大致皆破害

（12-d）北堤堤頭沉箱轉動、沉陷、側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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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功能，其餘12座則有倒塌、崩塌、

傾斜等現象。相關破壞機制為基礎沖

刷後掉落、差異沉陷側傾、受海嘯作

用抵抗力不足造成傾倒等狀況，如圖

11所示，現場破壞情形如圖12～13。

資料來源： 國土交通省港灣局第3回防災部會資料，平成23
年7月22日（上圖由本公司翻譯）

圖11  灣口防波堤之破壞狀況



（12-e）北堤深水區沉箱沉沒、傾倒

（12-f）北堤淺水區沉箱約全數傾倒、滑落

圖12  釜石港區地震災害勘災記錄（二）

（13-a）遠眺港口南堤，淺水區沉箱大致皆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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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南堤堤頭10座沉箱受損輕微，局部沉陷側傾

（13-c）南堤淺水區12座沉箱約全數傾倒、沉沒

（13-d）中央開口部潛堤全數傾倒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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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灣設施復舊

(一) 小名浜港

1. 復舊方針

地震發生後，由相關關係者組成

「小名浜港復興會議」委員會，經多

次會議達成復舊復興方針之基本共識

如下：

(1) 港灣設施等早期復舊

(2) 針對地震及海嘯之防災機能再強

化

(3) 核電廠事故造成風評不佳之疑慮

予以消解

(4) 藉由港之復興，賦予小名浜港新

的策略目標，發展成為國際性港

灣及貨運業者之軸心港

2. 港灣設施等早期復舊方案

(1) 港灣設施適切機能早日恢復

(a) 早日恢復小名浜港能源原料供

給與從業人員僱用之任務

(b) 緊急復舊及階段性正式復舊同

時實施

(c) 港灣設施復舊原則 

① 因應港區周邊地盤下陷，各

碼頭復舊高程分區分別訂定

調整

② 繫留設施及附屬設備之復舊

③ 卸料機具機能強化

④ 裝卸作業體制之強化

(2) 重要交流區位整體機能之復舊

(a) 港灣水岸公園之復舊

(b) 遊艇港復舊檢討

(c) 漁港區及漁業重點港埠復舊

(d) 貨櫃機能之復舊

(3) 緊急復舊措施

(a) 法線凸出不一致者，以混凝土

墊調整，使新防舷材法線一

致，提供安全靠泊使用。

(b) 岸肩下陷高程不一者，重新刮

除鋪面，回填加高整平，重新

（13-e）外港作業基地整備

（13-f）浮船台就定位，準備肩負灣口防波堤復舊重責大任

圖13  釜石港區地震災害勘災記錄（三）



鋪築面層，以利作業。

(c) 軌道變位輕微者，採墊高加寬

方式調整，以利卸料機之平順

運行。

(d) 卸料機損壞輕微者，就地整修

補強，早日加入營運。

(e) 卸料機損壞嚴重者，改採船上

吊桿配合抓斗作業，物料卸儲

於岸肩，再配合鏟斗車裝車作

業。

以上碼頭復舊後恢復營運如圖14。

3. 正式復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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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碼頭緊急以RC基礎調整，維持法線一致

（14-b）船上吊桿卸料，配合岸邊卡車運輸

（14-c）因應碼頭外移沉陷，軌槽加寬墊高調整

（14-d）卸料機緊急修復恢復裝卸作業

（14-e）軌道墊高整修，暫時恢復功能



3. 復舊設計

(1) 沉箱式碼頭破壞機制推定

小名浜港遭受極大地震作用並

伴隨海嘯沖刷，港區碼頭區及後線道

路、場地發生大規模土壤液化及甚至

部份區塊產生土壤流動化現象，其造

成沉箱式或鋼板樁岸壁之變形、外移

及沉陷之綜合性災損，沉箱式碼頭破

壞機制如圖15所示，並說明如下：

(a) 311大地震發生時，圖15中雙

箭頭所指範圍推定發生土壤液

化現象。

(b) 液化發生後造成側向土壓力大

為增加。

(c) 回填之卵礫石層沉陷壓縮，帶

動沉箱岸肩背後不等程度沉

陷。

(d) 地震力遠超過原設計值，造成

水平力增大，伴隨土壓增大之

雙重作用下，沉箱承載力及抗

滑力稍有不足，造成沉箱滑動

及向海側傾斜之現象。

(2) 鋼板樁式碼頭破壞機制推定

鋼板樁式碼頭承受超過設計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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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f）卸料機緊急修復，恢復裝卸作業

圖14  小名浜港5～7號碼頭緊急復舊恢復營運

資料來源：日本NK（株）小名浜復舊簡報資料，2011.9.14 （上圖由本公司翻譯）

圖15  沉箱碼頭破壞機制推定



結及SGM置換，相關復舊斷面

如圖17所示。

(b) 鋼板樁式碼頭

地震採用Level 1作為復舊

設計，背後土壤液化區域採取

地震改良工法強化，上部主動

回填區以輕質材料回填，前緣

海底被動側淘刷區域以卵塊石

回填增加被動阻抗，鋼板樁雬

為不足時則予以更新重打，相

關復舊斷面如圖18所示。

上地震荷重作用，伴隨背後土壤液化

後土壓力又大增，因此造成鋼板樁往

海側傾斜之現象，其破壞機制如圖16

所示。

(3) 復舊設計

(a) 沉箱式碼頭

非耐震強化碼頭之岸壁以

Level 1（見表1）地震作為復舊

設計，為達到減輕土壓提昇安

定性之目標，背後土壤進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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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東北港灣におろ津波‧震災對策技術檢討委員會，第3回「東北港灣におろ津波‧震災對策にづて」[10]，平成23
年9月（上圖由本公司翻譯）。

圖16  鋼板樁碼頭破壞機制



表1  2007年港灣技術基準海嘯規範

地    震 海    嘯 波浪（高潮）

Level 1
等級1

（變動作用）

‧等級1地震

　使用年限發生可能性高

⇒再現期75年之地震

‧海嘯（偶發作用）

使用年限發生可能

性低，但對設施影

響很大

⇒依據以往最大海嘯

或防災上適切考量

最大規模海嘯等設

定

‧波浪（變動作用）

使用年限發生可能性高之波浪

⇒再現期50年之波浪

Level 2
等級2

（偶發作用）

‧等級2地震

　該地點推定最大規模之地

震

‧偶發波浪

　使用年限發生可能性低，但對設施

影響很大

⇒對設施最嚴重的波浪或再現期100

年以上之波浪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港灣局第3回防災部會資料（平成23年7月22日） （上圖由本公司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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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東北港灣におろ津波‧震災對策技術檢討委員會，第3回「東北港灣におろ津波‧震災對策にづて」，平成23年9
月（上圖由本公司翻譯）。

圖17  沉箱式碼頭復舊斷面圖

圖18  鋼板樁式碼頭復舊設計示意圖



(1) 破害機制推定

大 船 渡 灣 口 防 波 堤 北 堤 堤 頭

部 及 堤 幹 部 於 海 嘯 來 襲 時 ， 港 外

水 位 約 為 堤 頭 燈 塔 一 半 位 置 ， 即

DL.+4.0+9.7Ⅹ1/2≒DL.+9.0m，當時港

內水位約DL.+2.0m，內、外水頭差約

7m，由不同水位差相對應安全率計算

結果如圖19所示，其破壞乃因滑動抵

抗及承載力不足所造成。另開口部潛

堤之流速經數值分析其值約為20 m/

s，海嘯之揚壓力效應甚大，推定是造

成潛堤滑動、滑落破壞之原因。

(2) 復舊方案

大船渡港採取以Level 2（見表

2）之海嘯為考量對策，相關強韌構

造以增加港內坡面保護、提高底部摩

擦抵抗等強韌構造作為復舊設計如圖

20所示。其中原外置胸牆高度略為不

足，則予以適度加高。

(三) 釜石港

1. 復舊方針

(二) 大船渡港

1. 復舊方針

311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後，由相

關單位與業者組成「大船渡港復興會

議」委員會，策定「大船渡港復舊、

復興方針」之三大方向如下：

(1) 港灣機能早日適切回復

(2) 港區再造須確保具有防止海嘯危

害的功能

(3) 地域的復舊、復興須有利於大船

渡港的有效活用

2. 港灣機能早日適切回復

(1) 灣口防波堤復舊以確保港內靜穩

度

(2) 碼頭地盤下陷之對策

(3) 貨櫃進出之回復

(4) 支援民間經營之港灣設施提早復

舊

(5) 海底障礙物之應對

(6) 繫留設施等復舊

3. 正式復舊

大船渡港之破害以灣口防波堤為

主，相關破害機制、復舊方案及復舊

期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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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東北港灣における津波‧震災對策技術檢討委
員會，第3回「東北港灣における津波‧震災對
策について」，平成23年9月

圖19  各種水位差與安全率計算結果



資料來源： 東北港灣における津波‧震災對策技術檢討委員會，第3回「東北港灣における津波‧震災對策について」，平成
23年9月

圖20  大船渡強韌構造復舊示意圖

表2  二階段（防災‧減災）整體海嘯對策[7]

海嘯等級定義
海    嘯

發生頻率
所要達成防護目標

整 體 海 嘯 對 策

防災施設 土地利用 避難對策

Level 1

防護等級海嘯

該地點之設施
供用期間發生
海嘯之可能性

高

數十年～

百數十年1

次

‧確保人身安全

‧確保財產安全（堤內地

區）

‧維持經濟活動（堤內地

區）

‧受災後維持必要港灣機

能之運作

‧防止堤內地區浸水 ‧堤外地區

重要港灣

設施無受

災

‧以最壞之

情境擬定

計畫

Level 2

減災等級海嘯

該地點推定最
大規模之海嘯

數百年～

千年1次

‧守住人命

‧減輕經濟的損失

‧防止大規模二次災害

‧早日復舊

‧容許堤內地區浸

水、破堤等受害程

度不得擴大

‧必要時應檢討多重

防護計畫

‧容許堤內

地區浸水

‧以最壞之

情境擬定

計畫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港灣局第3回防災部會資料，平成23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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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釜石港為核心之地域經濟之回

復及強化東北地方之復興觀點而言，

釜石港之復舊、復興極為重要，「釜

石港復興會議」委員會一政策定三大

復舊方針如下：

(1) 港灣機能早日且適切回復

(2) 港區重建及防災功能強化

(3) 以釜石港為核心區域的復興

2. 港灣機能早日且適切回復

(1) 灣口防波堤及港內靜穩度之確保

(2) 公共碼頭復舊

(3) 公用倉庫復舊

(4) 貨櫃進出之回復

(5) 民間經營之港灣設施、裝卸機具

復舊

(6) 魚市場機能之回復

(7) 海底障礙物之對策

3. 正式復舊

釜石港之破害亦以灣口防波堤為

主，相關之破害機制復舊方案、復舊

期程如下說明：

(1) 破壞機制推測

以北堤為例加以說明如下：

(a) 北堤淺水部之沉箱因海嘯波高

遠大於設計值，沉箱承受不了

波力，直接從基礎拋石上滑落

傾倒。

(b) 最大水位差發生之時間可能

並非在第一波海嘯抵達時即

發生，此時由於基礎拋石受到

沖刷，石料被掏出後摩擦力降

低，於最大水位差來臨時抵抗

力已下降而造成部份沉箱從基

礎拋石上傾倒滑落。

(c) 當第1波沉箱滑落後造成相鄰沉

箱間空隙加大形成水路，海嘯

退回時其水流又將殘留沉箱之

周圍拋石掏刷，以致殘存之沉

箱產生各種方向之傾斜、沒水

現象。

(d) 中央間口部之流速最大約達16 

m/s，遠超過其臨界值，以致造

成潛堤沉箱滑動、滑落。

以上之破壞機制如圖21所示。

(2) 復舊方案

本灣口防波堤設施係作為抵抗海

嘯作用之防波堤，其使用性以Level 1

海嘯為考量，修復性則以Level 2海嘯

為對應，因此港內側宜設置坡面保護

塊石，底部應以增大滑動抵抗力為考

量對策，有關深部及開口部以Level 2

對應之斷面如圖22所示，北堤則於港

內側設置沉箱高度1/4厚度以上之坡面

保護塊石並於沉箱底增設加勁網格，

提高摩擦力；潛堤部份則於基礎石上

置人造石材後再以多孔性之消波塊保

護，以降低水流之正向壓力。

三、	未來港灣設施防海嘯整體對策

(一) 基準修訂沿革

表2  二階段（防災‧減災）整體海嘯對策[7]

海嘯等級定義
海    嘯

發生頻率
所要達成防護目標

整 體 海 嘯 對 策

防災施設 土地利用 避難對策

Level 1

防護等級海嘯

該地點之設施
供用期間發生
海嘯之可能性

高

數十年～

百數十年1

次

‧確保人身安全

‧確保財產安全（堤內地

區）

‧維持經濟活動（堤內地

區）

‧受災後維持必要港灣機

能之運作

‧防止堤內地區浸水 ‧堤外地區

重要港灣

設施無受

災

‧以最壞之

情境擬定

計畫

Level 2

減災等級海嘯

該地點推定最
大規模之海嘯

數百年～

千年1次

‧守住人命

‧減輕經濟的損失

‧防止大規模二次災害

‧早日復舊

‧容許堤內地區浸

水、破堤等受害程

度不得擴大

‧必要時應檢討多重

防護計畫

‧容許堤內

地區浸水

‧以最壞之

情境擬定

計畫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港灣局第3回防災部會資料，平成23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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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東北港灣にける津波‧震災對策技術檢討委員會，第3回「東北港灣における津波‧震災對策について」，平成23年9月
                                                 

圖21  北堤防波堤沉箱破壞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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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續作用：如自重、土壓、靜水壓

等，於設施使用期間常常發生之作

用。

2. 變動作用：如風、波浪、等級1地震

日本港灣技術基準於2007年再次修

訂，除地震外又加入海嘯及波浪二者之

規範，詳見表1。為使性能規定更明確，

將外力作用分為永續作用、變動作用及

偶發作用三種，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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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東北港灣にける津波‧震災對策技術檢討委員會，第3回「東北港灣における津波‧震災對策について」，平成23年9月

圖22  釜石港強韌構造復舊示意圖



其損傷亦甚為驚人，相關之防護政策應

再深入探討，以期建構完整之防護線，

達成維護人命安全，保障財產及維持經

濟活動之功能。未來復舊計畫應考量社

會面二階段防災‧減災對策，日本國土

交通省初步研擬之對策如表2所示，而港

灣構造物之設計目標以達到性能要求為

主要考量因素，依容許損傷程度及對應

之海嘯或地震等級予以設計，詳見表3所

示。

(三) 海嘯多重防護觀念

如何提升海嘯減災效果將為未來重

要趨勢，相關之防護觀念詳如圖23。

除灣口防波堤之防護外，另於碼頭後側

設置漂流物防止設施，構成水際線第一

道防護；另現有防潮防護線再增加與強

化，構成第2道防護，未來配合臨海區位

土地利用檢討定案後，於後側再構築高

堤道路，構成第3道防護，並於適當區位

增設避難設施，以作為逃難不及之作業

人員緊急避難。

等，於設施使用期間發生可能性高之

作用。

3. 偶發作用：如海嘯、等級2地震、偶發

波浪、火災等，於設施使用期間發生

可能性低，但對該等設施造成很大影

響之作用。

由上表知，有關最大規模海嘯及

偶發波浪等級之設定方法有些曖昧不明

確，應有再探討空間。

(二) 二階段（防災‧減災）對策

東北地區以往曾遭遇數次大海嘯之

侵襲，相對的有關海嘯之教育訓練、設

施構築、避難場所皆有一定程度的防護

措施。本次311地震引致之海嘯高度可謂

空前，尤其部份地區浸水深度約為南美

智利大海嘯時之2倍，因此造成甚大之災

害，尤其海水溢堤後挾帶漂流船隻、車

輛、貨櫃、浮木及浮屋等之二次撞擊，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港灣局第3回防災部會資料（平成23年7月22日） （上圖由本公司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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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勘查地點為福島線磐城市小

名浜，位於福島縣南部，南接茨城縣，

距離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約50多公里，

小名浜港漁港區週邊地區之海嘯災害勘

災紀錄如圖24～圖29所示。小名浜港漁

港區內之岸壁碼頭受到漁船之漂流衝撞

而受損，歷經六個月後仍未進行修復。

漁港區外之市街地區於當時之浸水高約

達4公尺，9月15日現場視察發現市容大

致恢復，惟漁港區經濟活動仍屬停滯初

啟之階段，主要是受到福島第一核能發

電廠事故所帶來之「風評被害」（謠傳

傷害）之間接影響。根據日本國土交通

省東北地方整備局小名浜港灣事務所發

佈之訊息，當地漁船之漁撈先前皆於他

港卸下漁獲，遲至8月29日才開始於小名

浜港卸貨。

參、	臨港城市災害與復舊

本公司曾於311東日本大震災後可成行之最

短時間內，由張荻薇總經理帶隊組團於5月初赴

日本勘查地震與海嘯災情，勘災行程安排之海

嘯災害現場勘查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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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勘災紀錄發表於2011.07中華技術第91期。

本次張荻薇總經理復帶隊組團，於9月15～17日

赴福島縣磐城市小名浜及岩手縣陸前高田市、

大船渡市、釜石市等地區勘查海嘯重災區於災

後六個月之景象。以下僅將就本次勘查地點，

說明本次海嘯災害與復舊之勘查結果。

一、	臨港城市災損之勘查結果

(一) 福島縣磐城市小名浜

表3  港灣構造物性能設計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港灣局第3回防災部會資料，平成23年7月22日）

不得損傷

可迅速復舊之
損傷

確保減災效果
之損傷

容許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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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海嘯災後六個月小名浜港漁港區外極少
數恢復營業的餐廳（2011.09.15）。

圖25  餐廳內張貼的2011年6月10日福島民報
（2011.09.15）。

圖26  福島民報所刊登海嘯來襲時小名浜市營魚市場
外之景象（2011.09.15）。

圖27  海嘯災後六個月之小名浜市營魚市場外之景象
（2011.09.15）。

圖28  小名浜港漁港區內岸璧碼頭受損仍未修復
（2011.09.15）。

圖29  小名浜港漁港區內停靠之漁船，漁業正在慢慢恢復中
（201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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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岩手縣陸前高田市

9月16日首先勘查之海嘯重災區為陸

前高田市，週邊地區之海嘯災害勘災紀

錄如圖30～圖41所示。本次海嘯高度達

10公尺以上，該市臨海包含市公所廳舍

在內之市中心區域遭受毀滅性之災損，

全市之住戶有7成以上受災，市公所廳舍

亦無法使用。此外在離海岸約8～10公里

遠之矢作、竹駒地區亦受到海嘯侵襲破

壞，屬於沿氣仙川直上後越過兩岸堤防

之越流型海嘯侵襲類型。

圖30  陸前高田竹駒公民館，曾經為避難所，收容一百多名災民
（2011.09.16）。

圖31  陸前高田竹駒町臨時營業之餐廳
（2011.09.16）。

圖32  陸前高田竹駒町臨時營業之便利商店LAWSON高
田竹駒店（2011.09.16）。

圖33  陸前高田竹駒町臨時營業之手機店及後方之洗衣店
（2011.09.16）。

圖34  岩手縣立高田病院週邊堆積如山的廢棄物
（201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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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陸前高田市災後六個月仍然堆積如山的廢棄車輛
（2011.09.16）。

圖36  設立於氣仙川右岸之陸前高田市氣仙町市立
氣仙中學校（2011.09.16）。

圖37  鄰廣田灣口之市立氣仙中學校，災後六個月仍
然一片荒蕪（2011.09.16）。

圖38  氣仙川左岸高田松原公園海嘯災後唯一存留希望之松
（2011.09.16）。

圖39  因地殼變動地盤下陷而於國道35號臨海側設置之臨時堤防
（2011.09.16）。

圖40  右方為陸前高田市公所，左方為MAIYA購物中心
（2011.09.16）。



圖42  大船渡市末崎町細浦港災後恢復運作
（201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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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後之勘災過程中可以看到災

害廢棄物仍在持續清理當中，但是大致

已經成區堆置，另外商業活動漸漸復甦

當中，沿國道45號主要道路兩旁已經可

以看到臨時搭建營業中之包括行動電話

業務、洗衣店、加油站等等各式各樣商

店，甚至以大卡車作為營業處所之臨時

商店。

由於2011年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

後，東北地方太平洋沿岸區域有顯著地

盤下陷之情形，沿岸地帶於高潮位時有

淹沒之虞，因此在陸前高田市之高田松

原區域可看到國道45號沿海側有利用太

空包堆置成排之臨時堤防，避免高潮位

時影響幹線道路交通。

指定為國家文化財之「高田松原」

位於氣仙川出海口左側，為自江戶時

代即設於陸前高田市高田町沿岸之防潮

林，係由長達兩公里之弓形砂濱上之七

萬株之松林所形成，白砂青松的景色，

為陸中海岸國家公園（岩手縣北部至宮

城縣北部沿岸）名勝之一。該防潮林於

本次大震災中，除一株松木存留外，其

圖41  陸前高田氣仙町臨時營業之加油站，後方為氣仙中學
校（2011.09.16）。

餘全部為本次海嘯所摧毀與吞噬，當地

人士稱呼其為「一本の松」、「希望の

松」，成為復舊復興之象徵物，代表著

不屈不撓之精神，帶給日本人勇氣和希

望。

(三) 岩手縣大船渡市

9月16日並勘查海嘯重災區大船渡市

大船渡町，週邊地區之海嘯災害勘災紀

錄如圖42～圖47所示。大船渡町位於大

船渡灣內部之大船渡港周邊地區，商店

與工廠林立，於此次大震災中為大船渡

市十個行政區域中受災最嚴重的地區，

JR大船渡站之站体與線路為海嘯所吞噬

而流失，在車站東側所形成之商店街受

到毀滅性之損害，盛川右岸之工廠群則

因浸水而機能喪失。由於大船渡町大部

分的淹水區域為建築用地（市中心、住

宅等）與幹線交通用地，因此人員與建

物之損害非常大；而港灣地區（大船渡

港）有許多的臨海型工廠與辦公室，整

個區域浸水而損失慘重。



圖43  大船渡市大船渡町漂流上岸仍未處理的
大型漁船（2011.09.16）。

圖44  大船渡市大船渡町災後六個月景象
（2011.09.16）。

圖45  大船渡市震災廢棄物壓縮處理情形
（2011.09.16）。

圖46  勘災人員討論大船渡市中心受海嘯侵襲高度與破壞情形
（2011.09.16）。

圖47  MAIYA購物中心周邊六個月景象，許多
房舍業已拆除（201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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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勘查過程中在大船渡町可看見四

處有怪手在進行受損房屋之拆除，即使

部分RC房屋於災後結構体尚稱完整仍將

拆除重建。由大船渡市所公佈之災害廢

棄物清除進度（表4）顯示，至9月10日

為止之全市平均清除率為80 %，但災

情最嚴重之大船渡町之清除率最慢，只

達約63%之清除率，因此於勘查過程中

仍然可以在大船渡町四處看到相當等待

清理之廢棄物，或是等待拆除之受災房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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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大船渡市災害廢棄物清除狀況一覽表

地區名
受災
面積
(ha)

5/10 6/10 7/7 8/11 9/10

清除面

積(ha)

清除率

(%)

清除面

積(ha)

清除率

(%)

清除面

積(ha)

清除率

(%)

清除面

積(ha)

清除率

(%)

清除面

積(ha)

清除率

(%)

盛 65.5 5.0 8 17.5 27 49.8 76 52.8 81 64.3 98

大船渡 191.6 16.7 9 80.0 42 103.9 54 115.2 60 120.5 63

末　崎 100.2 6.9 7 21.6 22 40.5 40 55.7 56 74.4 74

赤　崎 195.3 12.2 6 53.9 28 80.8 41 114.3 59 152.2 78

綾　里 64.1 25.4 40 52.0 81 57.5 90 61.0 95 61.1 95

越喜来 95.7 75.0 78 84.0 88 86.0 90 88.0 92 89.0 93

吉　浜 52.7 42.2 80 47.0 89 50.0 95 51.5 98 52.0 93

合　計 765.1 183.4 24 356.0 47 468.5 61 538.5 70 613.5 80

資料來源：大船渡市網站

(四) 岩手縣釜石市

釜石市沿海為典型谷灣地形，臨海

由南往北包含唐丹灣、釜石灣、兩石灣

及大槌灣，其中受災情形最嚴重者為面

臨大槌灣之鵜住居地區，次為面臨釜石

灣之釜石地區。9月16日勘查之地點為臨

釜石彎之釜石地區，勘災紀錄如圖48～

圖59所示。

圖48  釜石市之災損房屋，一樓門口插紅旗
等待拆除（2011.09.16）。

圖49 釜石市災損房屋災後六個月仍堆滿廢棄物，  
樓門口插紅旗待拆除（2011.09.16）。

圖50  釜石市之災損房屋，一樓門口插黃旗等待
清理內部廢棄物（201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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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釜石市之災損房屋，一樓門口插紅旗等待拆除
（2011.09.16）。

圖52  釜石港港務局懸掛之海嘯防災標語
（2011.09.16）。

圖53  釜石警察署旁之公家辦公室，大部分的窗戶仍
然破裂未修 （2011.09.16）。

圖54  協助釜石港登船申請之日方友人 
（2011.09.16）。

圖55  勘災人員討論釜石灣海堤破壞情形
（2011.09.16）。

圖56  釜石港區岸壁碼頭下陷情形 （2011.09.16）。 



圖58  釜石市拆除廢棄物分類堆置（2011. 09.16）。

圖59  釜石站於震災時只有些許淹水受損輕微，已恢復運作 
（201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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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勘查過程中可看到釜石地區市容

大致已經恢復正常，街道堆積之廢棄物

較少，另於釜石警察署可看到堆置許多

受災車輛，根據釜石市於2011年8月17日

之公告，在受災車輛當中，無法與車主

取得連絡，或無特定車主之車輛，將於

公告2週後開始進行處分。

另根據釜石市所發行之2011年8月

臨時號之公告資料，所有對於生活環境

會產生妨礙之道路、河川、居住區域之

災害廢棄物於8月底移除至暫置場，另對

於全市市區內之建物拆除與廢棄物清除

則預定於本年度內完成，所有廢棄物之

最終處理則預訂於平成26年度（2014年

度）完成。另外在臨時住宅之組合屋方

面，釜石市預訂建設戶數為3164戶，已

全部建設完成。

釜石市對於私有產權受災房屋之清

理作業，由於需確認所有權人之意願，

因此於承辦辦公室櫃檯、避難所及消防

團等處所提供紅、黃、綠等三色旗幟供

民眾領取，以揭示於受災房屋現地。若

所插旗幟為紅旗，表示希望建物與廢棄

物一併請求清理；若所插旗幟為黃旗，

表示僅希望請求清理廢棄物，房屋則予

以保留；若所插旗幟為綠旗，則表示不

希望市府方面處理，而由屋主自行處

理。

六個月後之勘災過程中可以看到位

於釜石車站往西連接花卷之JR釜石線已

恢復正常運轉，然而往北之JR山田線仍

未完全恢復，松倉至宮古區間由巴士接

駁方式營運，而往南之三陸鐵道南灣線

及JR大船渡線則因受災情況嚴重，何時

恢復無法預期。

圖57  釜石港岸壁下陷、破損與積水
（2011.09.16）。



二、	市鎮重建基本方針

參考日本現任都市防災研究所會長伊藤

滋與三舩康道，以”從防災到減災”之嶄新觀

點，提出市鎮重建之基本方針，概略說明如

下：

(一) 市中心區向內陸移動

為避免再有海嘯影響行政體系之運

作，減緩救災與復舊之效率，應將行政

中心等公家機關遷移至不受危害之內陸

或高台。

(二) 重新規劃土地之利用

將住宅區居住地遷移至內陸或高

地，漁業與港灣等與海有密切關係之設

施設置於沿海岸邊，兩者之間則設為業

務或商業區，使住宅與工作場所分離

（職住分離），防止海嘯直接侵襲及地

盤沈陷導致淹水等二度災害。

(三) 設置高土堤鐵公路或設置兩道堤防

沿海地帶之鐵公路一般均位於低

地，為保護其背後之市鎮，宜將道路與

鐵路高台土堤化，以具防潮機能之高土

堤鐵公路來有效抵擋海嘯。另外亦可考

慮於主堤防之內側設置第二道堤防，萬

一主堤防遭沖毀時，第二道堤防具有將

損害降低至最小限度之功能。

(四) 有效配置避難大樓與逃生高地等避

難設施

於市鎮街道上有效配置鋼筋混凝土

造之五層樓以上大樓，作為一般民眾可

自外面進入之避難大樓。另可將公園及

公共設施高台化，使其開放空間成為一

般民眾可得以避難之逃生高地。

(五) 有效利用廢棄之瓦礫

前述高台或人工地盤之建設，宜有

效利用災區清理出之廢棄瓦礫。

(六) 建設符合地域特性之交通系統

由於沿海之JR在來線（相當於臺鐵

各鐵路幹線）受損嚴重，且多處復舊方

針未定，考量市鎮重建之整體性與最佳

化，因此對於受損之鐵路是否修復、重

新選線、修復等級及先後順序等，應配

資料來源：宮城縣震災復興計畫

圖60  遷移高台且職住分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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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市鎮重建可適當搭配公路建設，除利

用前述高台化土堤保護市鎮外，亦可確

保綜合性交通體系與多重路網之替代

性。

合市鎮重建進行整體考量。例如可改建

輕軌系統，除可滿足災區之運量需求，

亦具有便利轉乘接駁且經濟之特性。另

由於鐵路線形之限制條件較為嚴格，因

 
資料來源：日比野直彥，東日本大震災復興提言―交通（道路、鉄道、巴士、航空等）及維生管線

圖62  仙台東部道路與三陸縱貫自動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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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河川用語集（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

圖61  高土堤鐵公路及兩道堤防設置示意圖



(3) 推動大規模填土區之滑動崩壞防

止事業等災害防止對策。

2. 考慮老齡人口及人際交流、支援自力

重建

災區屬老齡人口較多之區域，確

保老齡人口之住宅及推動市街再造之

同時，亦應考慮維持其人際交流，並

且支援住宅之自力重建等。具體作法

列舉如下：

(1) 考慮老齡人口及地域交流，併設

生活支援設施與集會場所。

(2) 調降受災戶復興融資之利息，且

減輕已貸款者之負擔等。

3. 確保及維持地區公共交通

因公共交通支持居民之日常生

活，須加以維持及確保，如：

(1) 視受災地之狀況，支援受災鐵路

網之復舊及復興。

(2) 支援巴士、離島航路等受災地之

公共交通等。

(二) 以新思維進行市街再造―綜合軟硬

體策略，推動安全安心之市街再造

由於受災狀況及地理條件視區域差

異頗大，因此應適應地域狀況，適切地

運用平地或遷移高地等組合。對於傳統

硬體對策無法抵擋大規模海嘯之區域，

考量海嘯對策目標及區域特性，綜合推

動軟硬體策略，並透過政策全力支援當

地居民及地方政府所採取之復興計畫。

三、	臨港城市之復舊與復興對策

日本國土交通省於2011年6月公佈了「國

土交通省對東日本大震災復舊與復興之因應構

想」，主要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緊急

應變」，第一要務為人命救助，為對受災者之

救助支援，確保海陸空之緊急輸送路線；第二

階段為「緊急復舊」，包括緊急復舊受損之公

共工程、確保受災者住宅並執行復舊與復興所

須之調查；第三階段為「今後之復舊與復興對

策」，其具體內容略述如下：

(一) 重建及穩定受災者之生活―調和最

緊急之生活重建與漫長之市街再造

以遭受海嘯毀滅性損壞之沿岸地區

為中心，除了建設目前的應急臨時住宅

外，也檢討永久性住宅，全力確保受災

者的住居。對於支持地域生活之交通系

統亦須加以確保並維持。另外由於災區

人口之平均年齡層偏高，因此必須考慮

老齡人口之需求及人際交流之重建。具

體施政方向為：

1. 確保可以安全及安心永續的住宅

為了確保提供安全及安心的住

宅，綜合性地支援住宅開發、供給低

廉租金的住宅、公共設施整備等，且

對於受災之住宅區，推動災害防止等

措施，舉例如下：

(1) 圖謀居住之穩定性，供應災害公

營住宅。

(2)  推動災害公營住宅整備事業、防

災集團遷移事業、住宅區改良事

業等，確保住宅及市街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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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確保避難道路、避難場所、地形

等狀況之土地利用及限建。

2. 實施縱向排列市街地與農地之整體土

地利用調整及事業

為了使地方推動之復興事業順

利進行，應檢討可使土地利用調整順

利且迅速執行之組織架構（單一窗口

化）。具體作法如：

(1) 檢討既有土地利用計畫（如都市

計畫、農業振興區域整備計畫

等）之效力的停止及許可手續等

之單一窗口化。

(2) 檢討土地所有者無法連繫時之處

理方式（例如由地方政府可以暫

時管理土地之架構）。

(3) 檢討住宅地與農地整體重編之土

地區劃整體事業。

3. 對市街再造之支援

施政方向如下：

1. 綜合軟硬體策略之「海嘯防災之市街

再造」

依據各地區之特性，將「一線防

禦」之理念改為「多重防禦」，組合

各種軟硬體策略構成「多重防禦」，

創設可以推動「海嘯防災之市街再

造」制度，例如：

(1) 推動海嘯防災對策，包括海岸堤

防等之復舊及整備、市街地之整

備及集體遷移、避難對策之確

保、必要區域之限建等。

(2) 修正社會資本整備重點計畫，推

動軟硬體兼施之政策。

(3) 推動避難道路及避難場所的確保

及整備、製作避難計畫書、實

施難訓練、製作災害潛勢地圖

（Hazard Map）等避難對策。

(4) 活用海岸堤防背面具有防止淹水

範圍擴大之設施。

 

避難道路         　　　　　　　　避難塔

資料來源： 日本國土交通省，國土交通省對東日本大震災復舊與復興之因應構想，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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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基礎建設應及早復舊，同時亦支援

相關事業的早期重建。具體作法如：

(1) 支持受災區現地產業發展的基礎

建設及物流之再建構。

(2) 支援水產業復興所不可或缺之造

船業之早期復舊及復興。

(3) 支援卡車業、營業倉庫、建設業

及汽車修理業的早期復舊。

(4) 藉航路標誌的復舊、水路測量及

刊行海圖，以確保航運安全。

(5) 促進仙台機場之正式復舊。

2. 整備都市交通基礎建設，以支援區域

復興

為了防止二次災害，在梅雨期、

颱風期來臨之前推動應急對策，同時

推動受災區重建所必需之復興道路、

復興支援道路的緊急修復，以及可抵

抗地震及海嘯的港灣整備等。例如：

(1) 實施梅雨期、颱風期之應急對

策，以防止二次災害。

(2) 緊急修復三陸縱貫道路等受災區

重建所須之復興道路及復興支援

道路。

(3) 依據港灣的產業及物流復興計

畫，制訂岸壁的早期復舊計畫及

避難計畫等軟硬體兼具的綜合性

對策。

3. 恢復國內外的旅行需求，積極推展觀

光振興對策

由人才面、技術面及資訊面支援

地方政府之市街再造，同時促進官民

提攜活動，舉例如下：

(1) 提供受災地之調查分析及人力

等，支援地方政府制訂復興計

畫。

(2) 支援地方企業、地緣組織及NPO

等多樣的團體所進行之復興事業

（如臨時住宅管理、人際交流活

動、市街再造等）。

(3) 支援官民提攜從事災區之復興及

全新的、廣域的區域再造（如災

區之市街再造、產業振興等）。

(4) 提供對復舊與復興有用之技術資

訊。

(三) 區域產業經濟之重生及都市交通基

礎建設

東北地區的產業振興，直接關係到

日本經濟重生及國際競爭力，故內陸區

之製造業及臨港地區大型企業之據點，

為今後復興之原動力，因此應推動區域

產業經濟振興對策，並儘早復原支撐基

礎產業之港灣，再構築基礎建設及物流

設施。另應積極對國內外推動振興觀光

對策，並重建交通基礎建設，以落實前

述理念。具體施政方向如下：

1. 支持產業經濟重生之交通基礎建設之

及早復興

為支持受災區產業經濟重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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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構築對災害抵抗性強的維生線

及交通基礎建設。

(c) 推動公共設施及住宅的耐震

化。

(d) 強化政府設施的防災機能。

(e) 檢討推動土壤液化對策。

(f) 建立大規模災害時之資訊提供

體制。

(g) 強化大規模災害時的廣域性及

時反應、支援體制。

(h) 巨大海嘯預測技術之提昇。

(i) 推動建立防災能力強化的國土

再造所須的技術開發及引進。

(j) 提高災害對應力的基礎建設資

訊的整備。

(2) 系統性備災，形成防災能力強且

具彈性之國土建設

即使發生像日本大震災等過去

未曾有過的大災害，透過國土全體及

地方全體互相支援體制的建構，再構

築可確保安全、安心，防災能力強且

具彈性的國土建設。具體作法列舉如

下：

(a) 檢討國土整體的機能分擔及配

置等。

(b) 藉有效率的修建防災能力強的

廣域交通基礎建設，以確保其

代替性及多重性。

配合都市交通基礎建設的復舊及

復興，提昇經濟效益，積極帶動即時

性的觀光需求。作法列舉如下：

(1) 為振興觀光，促進國內旅行，以

統一的標誌及口號，官民合作舉

辦國內旅行振興活動。

(2) 促進及恢復訪日旅行的需求，支

持於受災區召開國際會議，再強

化接持外國人的體制。

(3) 振興受災區的觀光，包含在地產

業的復興及市街再造等。

(四) 再建構防災能力強化之國土建設

不侷限於受災地的復舊及復興，對

於未來可能發生的首都直下型地震、東

海、東南海及南海地震等，都要有危機

意識，整合軟體及硬體策略，以提高國

土基礎建設對災害的對應力，再構築防

災能力強化的國土建設，並以廣域的視

野檢討及修正國土政策。具體施政方向

為：

1. 再建構防災能力強化的國土建設

(1) 強化各區域設施，提高災害對應

力之國土基礎建設

進行災區的復舊及復興的同時，

也為了防止今後預想可能發生的首都

直下型地震、東海／東南海／南海地

震所產生大規模災害，由軟硬體兼

施，有效率／有效果的建構災害對應

力高且強靭的國土基礎建設。具體作

法如下：

(a) 推動可防災、減災之公共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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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漲潮期間，海水則漫淹上岸，岸邊則採L型預

鑄擋土牆與砂袋作為應急措施。

此次地震之主震規模大，之後餘震亦大且

陸續發生，造成地動時間長達2～3分鐘，震央

鄰近各地地盤位移開裂與地工基礎破壞甚為常

見，模式除包括地盤變形、差異沉陷、邊坡坍

滑、土壤液化等常見的地震災損型態外，另所

誘發伴隨之海嘯對地盤洗掘淘蝕、鐵道路基流

失、鐵路軌道變形、房屋破壞、擋土牆傾倒、

護岸變形及維生管線破壞等狀況，破壞程度更

為嚴重。針對各類地工結構與維生管線之災損

型態、破壞機制原因與6個月後之復舊情形，說

明如后章節：

(c) 藉構築能防範大規模災害的物

流體系，以維持受災時之供應

鏈及公共交通。

(d) 檢討構築受災時也能穩定提供

能源的國土建設。

(e) 依 據 「 海 嘯 防 災 的 市 街 再

造」，以防備大災害的發生。

(f) 扶植當地建設公司再生，以對

抗災害。

(g) 支援當地企業、地緣組織及

NPO等多樣的團體，以促進受

災地的復舊及復興，達成防災

能力強的區域再造。

2. 由廣域視野檢討國土政策

藉東日本大震災所造成之廣域且

大規模受災，由再建構防災能力強之

國土結構觀點，檢討及修正廣域之國

土政策。作法如下：

(1) 由全國的觀點，制定防災能力國

土結構之基本方針（由國土審議

會檢討）。

(2) 制定防災能力強的區域再造觀點

（推動東北圈廣域地方計畫的修

正）。

肆、	地工結構與維生管線之災害與
復舊

於所造訪之小名濱市與釜石市護岸均有發

現50cm以上之下陷與外移現象，如圖64～65。

圖64  釜石市岸邊地盤下陷漲潮時漫越情形

圖65  釜石市岸邊設臨時防潮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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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區震後不僅產生地盤液化，港區

回填濱海區域更產生側向位移與流動

化之情形，加以海嘯越堤上溯，地盤

下陷、高水頭壓力與海嘯之推動力，

使基礎結構物之災損更加明顯。

本次地震之影響範圍不僅廣且

遠，連距震央近400km外填海造陸之

千葉線浦安市有嚴重液化之現象，東

京都外郊之橫濱則有地下停車場上浮

之災損發現；由所造訪岩手縣市釜石

市、大船渡市及福島縣小名濱市調查

結果瞭解，內陸區因液化所產生之異

狀較輕微，主要包括土層噴砂、地盤

下陷、道路段差、鐵道變形、建物下

陷、人孔/停車場上浮、管線接頭裂

損、電桿支柱傾倒等異狀，於港區則

因護岸多屬抽砂回填，地盤與結構因

液化下陷情形尤其明顯，加上流動化

現象，碼頭護岸沉陷最高可達約1～

2m以上，另亦有護岸法線變位、港區

吊運設備受損、吊車軌道位移下陷等

破壞。依調查結果之災損情形可詳下

表5與圖66～69。

一、	地盤沉陷與液化

(一) 災損現象與概況

1. 液化與流動化現象

地層向下移動造成地盤沉陷現

象，惟其致因很多，非全由液化所產

生，然於本次東日本311地震，具砂

質地盤之港灣區域普遍有因地震時飽

和土壤液化產生地盤沉陷、與側向位

移情形。另震後發生土壤液化現象之

地盤，除土壤支承力降低外，若有地

形、水頭差大或其他因素而有偏壓作

用時，地盤流動現象就有可能發生，

濱海區域，伴隨潮差之水位差所產生

之流動化現象更為明顯。

2. 災損概況

液化與場址內之土壤型態、地

質條件、水位等因素關係密切，地質

屬砂質地盤之濱海地區之液化感受度

（susceptibility）往往較內陸區高，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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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震後各區液化與流動化災損狀況

NO 地區及影響
震度

(Gal)

海嘯高度

（m）
液化程度 流動化程度 異    狀

備

註

1. 岩手縣市釜石市 357 8～13.6 輕微 輕微 碼頭護岸沉陷、傾斜

2.
岩手縣市大船渡

市
244 5.7 中等 中等

碼頭護岸沉陷、擋牆傾斜、建物傾斜、鐵道變形、

管線接頭脫落

3
岩手縣市陸前高

田市
- 6.7 嚴重 有 碼頭護岸沉陷、傾斜

4. 福島縣小名濱市 1430 2.6
嚴重

(約9m)

有 （ 港 區 護

岸範圍）

碼頭護岸沉陷（max約1～2m）、傾斜，建物傾

斜、道路段差（約數十公分），廣場下陷

5
宮城縣名取市仙

台空港
623 5.8 中等 液化後堤防陷落與坍滑

6.
東京區千葉縣浦

安市
228 - 中等 （應無）

地下停車場上浮、混凝土護欄開裂（8～9cm）、道

路步道段差、儲水槽上浮（20cm）、電力桿傾斜

7.
東京區橫濱市八

景島柴町
228 - （應無） 地下停車場上浮1.2m

註：5.～6.引自工大都市工學社會科  張鋒、前田健一等4人 （2011.04）資料



地盤之敏感性大，綜整相關之災損，人

工填海造地所形成之地盤耐震性普遍不

足。

液化現象所產生之地盤下陷致因，

與地質、水位、上覆載重及地震規模、

地震周期/時間、頻率等因素均有相當

之關係，東京區橫濱市、千葉縣浦安市

雖距震央極遠，惟仍受波及，除可能與

震源範圍大有關外，其地質於30～40m

內為N<10之沉泥質粉土與砂之軟弱層次

（東京大學東畑郁生），此類地層受震

(二) 應變與復舊處理

近東京人口密集之千葉縣浦安市係

為填海造陸所形成，地盤大多是砂狀、

地下水位高，震後亦出現大範圍面積之

液化情形，由上表5及工大都市工學社

會科、張鋒、前田健一等4人之調查資料

瞭解，因液化所造成之地盤沉陷達30cm

以上；另東京區橫濱市八景島柴町之地

下停車場上浮亦達1.2m。其距震央達

400Km以上，震度雖僅4級，但仍發生液

化現象並產生相當災損，顯現濱海地區

圖68  小名濱港區7號碼頭液化與洗掘後地盤下陷情形

圖69  液化、流動化與洗掘現象，造成擋土護岸界面
錯位與地盤下陷

圖66  近小名濱市之橋台與道路因地盤下陷形成段差

圖67  小名濱港3號碼頭發生液化後之地面噴砂與房
屋傾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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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產生放大效應影響結構，加以受震時

間長，此應為遠距造成眾多結構災損之

主因。另由填海造陸所完成之小名濱港

碼頭，震後海嘯高度雖不大，但地震規

模量測獲得達1430Gal，受震時間長達

190sec，此應為此區液化範圍大、災損

程度較其他地區嚴重之主因。

本次地震港灣構造物損壞及地盤

破壞範圍廣、遠且災損程度嚴重，肇因

主要為地震液化與所誘發之海嘯影響，

而地震後所產生之地盤變化（下陷、坍

滑、位移、流動等），加以地震時水位

上昇，主動土壓力大幅增大，而易造成

擋土結構物傾斜位移；震後海嘯除帶來

衝擊力外，另亦造成洗掘力之影響，造

成之水壓差異不僅擴大土砂流動範圍，

回溯產生之碎浪則與再度退後之洗掘力

更再淘刷地盤土層，致使原有已不甚穩

定之結構物，更降低其安定性、穩定

性，並惡化既有之傾斜、位移與開裂現

象，故此次地震震動，誘發液化及地盤

下陷，加以海嘯動能之破壞，造就了複

合型之災損效應，以沉箱式之港灣構造

物為例之受複合型災害機制可詳圖70。

本次港灣構造物損壞嚴重，破壞

現象主要為地盤液化下陷，與水平力不

足致護岸外移所致，為緊急搶救，於道

路有差異沉陷處，採柏油鋪面調整高差

（如圖66）；而碼頭區域之地盤處理則

有透過土質改良提昇土壤動態抵抗力，

以有效抵抗液化，如土壤置換、動態夯

實、藥液化學灌漿等方式以達成效之規

劃。

二、	邊坡與隧道

(一) 災損現象與概況

1. 邊坡

依日本內閣府（2011.9.20）之邊

坡破壞數量調查統計結果瞭解，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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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0  沉箱式港灣構造物之受複合型災害機制示意圖



上昇，而降低滑動面摩擦力，當上部

載重所產生之下滑力大於滑動面摩擦

力時，則誘發滑動。依本次調查與相

關資料搜集結果瞭解，依各方調查結

果研判，邊坡破壞型態以圓弧形及局

部楔形型態為多，主要應為受震後風

化崩積層崩坍所致，如鐵路或道路之

高路基填土多有於坡趾崩壞並呈圓弧

形形狀。震後各地邊坡破壞狀況與復

舊可詳表7。

主要範圍之邊坡破壞數量約達197處，

以宮城縣（51處）、千葉縣（55處）

與栃木縣（40處）之致災數量最多，

統計如表6。

引發坡度不穩定的因素，包括有

坡度、層面傾角、水位、地質等因素

而有所不同，惟受震時其臨界加速度

往往比平時狀況大且往往會誘發水位

表6 東日本311地震震後邊坡破壞數量調查統計

No 縣名 邊坡破壞數量（處） No 縣名 邊坡破壞數量（處）

1. 岩手縣 6 5. 山形縣 29

2. 福島縣 9 6. 栃木縣 40

3. 宮城縣 51 7. 群馬縣 4

4. 東京都 3 8. 千葉縣 55

小計共197處

備註：引自日本內閣府統計資料，2011.9.20（http：//www.kantei.go.jp/saigai）

表7  東日本311地震震後各地邊坡破壞狀況與復舊

NO 地區及影響 震度

災損面積

（M2）

土砂量

破壞

模式
災損概況

復舊措施

（工程費）

1.[20] 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河

道阻塞）
6弱 >50x100 圓弧

震後砂質崩積層崩

坍
土砂清除

2.[20] 新瀉縣妙高市花台地區

（14住戶+縣道）
-

90x130

6.35萬立方
圓弧

4.20伴隨融雪後坍

滑

土砂清除+橫向排水

管（1.5億日圓）

3.[20] 栃木縣高根尺町山（9住

戶+庁道）
6強

30x240

4.4萬立方
圓弧

震後砂質崩積層崩

坍

排水工+地錨擋土牆

（鬥2.4億日圓）

4.[20] 栃木縣倉崎地區（26住

戶）
5強 59x545 平面 震後淺層平面崩坍

排水工+地錨擋土牆

（11.1億日圓）

5.[20] 福島縣白河市根田地區

（6住戶）
6強 35x34 平面 震後淺層平面崩坍

噴凝土+岩栓擋土牆

（7.1百萬日圓）

6.[21]
福島縣白河市葉木平區

（10住戶破壞，13人死

亡）

6強 70x160 圓弧
震後凸形斜面之風

化砂粘土 層崩坍
-

7.[21] 福島縣白河市岡內區（1

住戶，1人死亡）
6強 60x100 圓弧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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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福島縣白河市堂作區 6強 120x140 圓弧 震後谷形斜面之風化砂粘土層崩坍

9.[21] 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 6強 120x140 圓弧 震後谷形斜面之風化砂粘土層崩坍

10
岩手縣市陸前高田市竹駒

地區（道路阻塞）
6弱 >100x100 圓弧

震後凸形斜面崩積層於海嘯淘蝕

趾部後大範圍坍滑

11 岩手縣市釜石市港區 6弱 200x100 楔形
震後表面淺薄崩積層遭海嘯沖蝕

砂質岩塊局部崩落

備註：[20]國土交通省防砂部（2011.06）資料、[21]PWRI土木研究所（2011.05）資料

後無明顯損壞；隧道襯砌經觀察亦無

無明顯裂損，僅於施工縫有滲漏水及

縫隙滲漏處採PVC管導水工處理。

於濱海處之道路/護岸路基則發現

有較大規模流失現象，除可能為受震

損壞外，主要致災原因應為港邊邊坡

受海嘯衝擊淘刷坡趾，根據釜石市近

港邊調查結果（圖71～72，日本國總

研危機管理技術研究防砂室），海嘯

上溯（H>7m），兩側邊坡損壞雖輕

微，但數量密集；另岩手縣陸前高田

市之竹駒地區，乙處受災損邊坡已距

岸邊10km，惟海嘯上溯力量仍大，於

海嘯分流攻擊此一脊背形坡趾，淘蝕

坡腳後而有較大規模坍滑，詳圖75。

2. 隧道

岩手縣位於日本本州東北部，

大多是山岳丘陵地帶，由一關市至陸

前高田市與至大船渡市、釜石市之山

區，穿越室根山、五葉山與物見山等

區，路線所經區域之擋土結構、山岳

隧道由快速點檢瞭解，本次地震對隧

道襯砌結構、洞口邊坡等無發現嚴重

影響（如圖73）。

本次地震於小名濱市所測得之最

大震度為1430Gal，以目視方式檢查近

漁市場之小名濱港隧道，其洞口上方

有民宅，邊坡坡度約為65～75度，護

坡型式為地錨與岩栓之格框護坡，震

圖71  岩手縣市釜石市港區左岸岩璧局部楔形崩落

圖72  岩手縣釜石市淹水範圍與邊坡受海嘯影響破壞地點[25

No.93│January, 2012 │295

3
勘
災
報
告



級，地震震波對於邊坡坡地之影響僅

局部，多屬震後之淺層風化崩積層崩

坍，並無大規模邊坡或護坡結構損害

情形（如我國921地震之九份二山與

埔里暨南大學震損）。由所調查與獲

得之邊坡滑動案例，初步研判多為推

擠式滑動，主要為地震形成下部變形

(二) 應變與復舊處理

1. 邊坡

而東日本311地震之震度雖達9

級，唯震央位於外海達130餘公里，

屬海溝型地震，陸地所測得震度僅約6

圖73  小名濱港隧道洞口邊坡為地錨與岩栓護
坡，震後無明顯損壞

圖74  竹駒地區右側河邊邊坡坡地坍滑

圖75  岩手縣陸前高田市-竹駒地區震後邊坡遭海嘯上溯淘蝕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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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內部局部有滲漏水情形發生，發

生位置多位於施工縫處，顯現施工縫

處與先前裂損處於受震當下應屬結構

弱位，且異狀癥兆震後往往有惡化傾

向。

三、	維生管線

(一) 災損現象與概況

1. 電力系統：東北災損區域之電力系統

分屬東北電力與東京電力公司；東北

電力系統近震央，輸配變電設備損失

遠較東京電力嚴重，依東北電力之調

查，發電廠（如女川原子力發電所 1

～3號機停機，八戶、秋田、仙台、

新仙台等火力發電所停機）、輸配電

設備、輸配電線路等電力系統震後災

損狀況嚴重，震後青森縣、岩手縣、

秋田縣電力全部中斷，福島縣、山形

縣、宮城縣等大部份區域停電，東北

地區造成約480萬戶以上用戶之停電及

57所變電所設備受損、104條輸電線

路損壞/178條輕微受損，配電線支持

物折損、傾斜等。

2. 下水道系統：依國土交通省下水道部

資料[22]，汙水管路與處理設施之主要

災損模式包括人孔上浮管路、彎折、

斷裂與處理廠設備於海嘯後遭掩埋、

設備破壞等情形。以總督道府11縣、

137市町之統計瞭解，下水道總長度約

66100km，受損管路長約960km，損壞

率約1.4%。

3. 自來水系統：依資料搜集瞭解[23]，以

茨城縣之破壞率高達40%以上，岩手

位移，並誘發上部而整體滑動，上方

土石重量亦擠壓推動下部斜坡向下滑

動。各區之復舊依災損模式有採土砂

清除、橫向排水管、岩栓、地錨擋土

牆、噴凝土護坡等方式。

而陸前高田市竹駒地區河邊之邊

坡災損案例 （如圖74），初步研判受

震後邊坡應僅為局部位移滑動，惟後

續海嘯上溯遇此脊背地形分流（如圖

75），部份分流之海嘯流動力則淘蝕

惡化坡趾致坡地有較大規模坍滑，而

竹駒地區同一位址之左側坡地，因採

岩栓護坡，有較佳之抗震、抗淘蝕水

流攻擊與護坡能力，其受震與受海嘯

上溯刷蝕力影響小，而無坍滑情形。

目前災損邊坡則由上而下進行整坡與

排水溝作業（如圖74）。

2. 隧道

隧道若受外力損壞，常伴隨之異

狀包括有裂縫、滲漏、淨空變形等。

1999年9月21日臺灣之集集烈震（規

模7.3）所造成之隧道災損，除洞口邊

坡有大型落石阻斷交通外，三義鐵路

隧道則尚有軌道變形、襯砌嚴重裂損

與剝落，且近震央之旁山隧道均於起

拱線有大型之縱向裂損情形：本次所

經之岩手縣、福島縣及宮城縣之山岳

隧道應位於較佳岩盤內，此區域隧道

襯砌結構、邊坡之整體穩定狀況於震

後尚稱良好，故隧道若無遭遇地盤錯

動，其應屬耐震性較佳的結構物。如

小名濱地區之地表加速度達1430gal，

鄰港之小名濱隧道周邊地盤與護坡均

無發現明顯塌陷情況（如圖73），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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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宮城縣、福島縣之損壞率初估約

為20～30%。濱海區域之損壞率大於

內陸區域，主要災損模式同下水道系

統。

4. 瓦斯系統：主要災損模式為管線斷

裂、接頭損壞與儲存設備破壞等，

於濱海區域之損壞亦多受海嘯沖毀

破壞，依資料瞭解，地震後（至311

之2300時） 瓦斯停止供應或部份

之區域及瓦斯系統包括岩手縣釜石

瓦斯（100%）、宮城縣仙台瓦斯

（100%）、福島縣常磐共同瓦斯

（100%）/福島瓦斯（6.04%）、茨城

縣東部瓦斯（3.39%），另東京都區域

之東京瓦斯亦有0.29%之損壞率[23]。

5. 通訊系統：依內閣府資料瞭解NTT固

定電話約有100萬回路損壞，移動電話

之固定基地則有14800個損壞。

(二) 應變與復舊處理

地震後東北電力公司電力系統發電

容量大量降低，並導致震後上班日電源

不足，致須採取分區輪流限電（分8組

每次3Hr），而地震後27天電力恢復近

96%，後因餘震再停電再受損。於電桿

除部份更新外，部份則增加斜桿增加抗

餘震能力。

濱海區之管線普遍受海嘯衝擊而斷

裂受損，地上設施則受海嘯及雜物影響

撞擊破壞與淤積，致功能無法提供，震

後各類維生管線均先以應急方式提供基

本需求，如流動廁所等，管線與設備之

修復則先調查，必要時則採更新方式，

以瓦斯系統為例，其主要為輸送管線網

與儲存設備之損壞，其修復方式為開栓

→有臭氣→更換修復，供應順序為醫院

至→一般家庭，2個月內復舊率達99%。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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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板塊與太平洋板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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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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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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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核島燎、茨城縣及千葉縣沿海填土

造陸港區及鄰港地區，由於地震延時

相當長（約5分鐘），地表加速度最

大約0.15G以上，甚至有達1.5G（小名

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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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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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前高田、大船渡市等海嘯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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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作為臺灣受海嘯侵襲之可能性及區

域範圍等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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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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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臺灣集集大地震等，有著相當大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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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謝

此次行程主要係由日本最大工程顧問公司

「日本工營株式會社」之安排，於9月13日～19

日前往日本，受到該公司廣瀨典昭社長等領導

階層之熱烈歡迎，先在東京總公司進行一天之

技術交流會議，研討311東日本大震災的災害及

復建概況，並相互介紹日本及臺灣在災害管理

及災後復建等相關議題，會後前往福島縣小名

浜及岩手縣陸前高田、大船渡與釜石等市區與

港口，現地勘察地震災損及復建情形，整個勘

災行程對港灣工程而言，深具重大意義。由於

災區復舊工作持續進行中，多處地區仍屬交通

管制狀態，幸由日本工營（株）小笹博昭技師

長、福永努室長、勝濵良博副參事及田倉治尚

支店長等人妥適的安排與全程陪同，得以順利

完成。其中安排領港船三洋丸號出海勘查受損

之釜石港灣口防波堤，更使同仁親臨災變現場

體驗災情之慘重，深深感同身受受創災民之心

情，並加深身為工程師專業之使命感。

此次交流及勘災能順利圓滿達成，非常

感謝日本工營（株）廣瀨典昭社長及全程陪同

之小笹博昭技師長、福永努室長、勝濵良博副

參事及田倉治尚支店長。對於此次安排及研討

交流之相關人員，如臼田誠次郎副社長、村井

浩部長、阿部洋一部長代理、西谷正司部長、

吉田保部長、三科一郎参与、田沼幸一部長、

小俣新重郎室長、中川徹部長、上野雄一副技

師長、関好部長、田中弘所長、中村茂部長代

理、佐藤誠一課長、大元守顧問、勝呂博之專

門部長、石本一鶴部長、作中秀行副部長、水

島清隆室長、森幹尋室長代理、露崎高泰室長

代理及其他所有與會人員等也一併深致謝意。

(五)日本於阪神地震後各港口皆被要求設

置耐震強化岸壁，耐震岸壁於此次地

震受損較其他岸壁輕微，尚可發揮救

災及營運功能，此作法可作為臺灣各

港口管理機關實質之參考。

(六)灣口防波堤主要作為阻擋波浪入侵，

增加港內水域之靜穩度，以利船舶泊

靠與裝卸作業，其功能至為重要。本

次遭海嘯破害者多，未來復舊時如何

與防潮堤及陸側防護線構成一整體性

之防護對策，實值得我們後續去深入

了解。

(七)高速公路以路堤興築區段，發揮了阻

擋海嘯侵襲的功效，大大的減輕堤內

房屋的損害程度，未來為提昇減災效

果，配合臨港地區土地利用檢討，可

考量於後側構築高堤道路，構成第3道

防護，期將海嘯損害降至最低。

三、 本次地震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地

震，其所產生之廣域複合式災害是從前所

未有。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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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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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土交通省東北地方整備局，釜石港灣事

務所，「岩手縣內の港灣釜石港のご案

內」2011.10

9. 小名浜港復興會議－產業‧物流復興計

畫，小名浜港復舊‧復興方針，平成23年8

月18日

10. 大船渡港復興會議－產業‧物流復興計

畫，大船渡港復舊‧復興方針，平成23年8

月3日

11. 釜石港復興會議－產業‧物流復興計畫，

釜石港復舊‧復興方針，平成23年8月8日

12. 國土交通省港灣局第3回防災部會資料，平

成23年7月22日）

13. 國土交通省港灣局東日本大震災復舊檢討

－東日本大地震について，平成23年6月8

日

14. 國土交通省港灣局/（法）港灣空港研究

所，釜石港津波被災過程檢證，平成23年4

月1日

15. 東北港灣における津波‧震災對策技術檢

討委員會，第3回「東北港灣における津波

‧震災對策について」，平成23年9月

16. 日本港灣空港技術研究所「2011年東日

本大震災による港灣‧空港の地震‧津波

被害に關する調查速報」，No.1231 Apri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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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1. 日本土木學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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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本東北大學，「東北大学による東日

本大震災1ヶ月後緊急報告会報告」，

2011.04.13

3. 日本氣象廳網站：http：//www.jma.go.jp/

jma/index.html

4. 日本警察廳網站：http：//www.npa.go.jp/

5. 日本內閣府網站：“平成23 年（2011年）

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東日本大震災）

について” http：//www.bousai.go.jp/

6. 國土交通省東北地方整備局，小名浜港灣

事務所，「東日本大震災關連情報」－小

名浜港 （2011.8/2現在）

7. 國土交通省東北地方整備局，釜石港灣事

務所，「岩手縣內の港灣大船渡港のご案

內」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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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本港灣空港技術研究所「釜石灣口防波

堤の被災メカニズムとその效果につい

て」有川太郎，平成23年9月

18. 宮城縣震災復興計畫

19. 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  河川用語集

20. 國土交通省防砂部，2011.06

21. PWRI土木研究所，2011.05 

22. 國土交通省下水道部，2011.06

23. Lifeline被害對應，上野淳一，Lifeline 株式

會社

24. 張 荻 薇 、 曾 榮 川 、 蘇 彥 彰 、 王 泓 文 ，

「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勘災報告」，中華

技術，第91期，2011.07

25. 日本國總研危機管理技衖研究防砂室，

2011

26. 日比野直彥，東日本大震災復興提言―交

通（道路、鉄道、巴士、航空等）及維生

管線

27. 日本國土交通省，國土交通省對東日本大

震災復舊與復興之因應構想，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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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天災日益頻繁，全球各地不斷傳出災情，臺灣亦不例

外，也因此防災觀念的建立刻不容緩，而相關制度的建全化也一刻

不能等待，本期中華技術以「大地工程與防災的新思維」主題，深

入探討此一議題。

　　在本期內容中，除了專訪專家學者談「隧道工程的永續發

展」、「捷運工程之挑戰與精進」、「臺灣環境地質與防災」及

「國土規劃與都市防災」外，也針對不少大地工程案例進行專題報

導，包括「河川公路橋梁基礎改善案例介紹」、「高港～五甲～高

雄345kV地下電纜線路潛盾洞道工程設計與施工」、「三重永安路

穿越中山高速公路車行箱涵工程」、「臺北盆地松山層地質模型建

置研究初探」及「臺灣地錨設計與施工問題探討」等，希望藉此能

對將來臺灣在大地工程及防災方面有些許的幫助。也期待政府相關

單位能更加重視此一問題，進行加強防範、未雨綢繆，以保障全民

的身家安全。

　　繼91期刊出「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勘災報告」後，本期再次刊

登「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災後六個月勘災報告」，其勘災重點著重

在港灣工程方面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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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4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軌道建設行‧城鄉樂活遊
出刊日：201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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