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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情、使命感：台灣世曦公司長期投入國內外各級道路興建，從

可行性研究、規劃、設計、施工監造到營建管理各階段工作，均以公

共建設全生命週期之觀點，提供專業之技術服務。國道為最高等級道

路，更是本公司成立以來主要任務之一，對國道系統之推動與興建，

有著難捨之關懷情與承擔之使命感。

擴大內需之指標性工程：針對經常壅塞之中山高速公路北部路段，

「五楊拓寬工程」為臺灣地區近年擴大內需之重大公路建設，也肩負

著用路人殷切期盼，然而，工程規模較大、時程緊迫，且緊鄰交通忙

碌的中山高施工，係具特殊性與困難度之指標性工程。台灣世曦榮幸

有機會參與大部分路段之設計與監造工作，充分動員專業人力，為建

設努力打拼。時值工程完工通車、建設任務完成之際，本(98)期中華技

術以「五股楊梅拓建工程技術」專刊誌記施工監造團隊共同努力奉獻

之歷程。

專訪兩位關鍵人物：本期人物專訪很榮幸邀訪五楊拓寬工程中兩位關

鍵人物，其一為國工局張純青副局長，張副局長國道建設經驗豐富，

本工程親任計畫督導，於設計階段即要求各項設計重點，對各項施工

得以降低可能障礙有重大影響。第二位訪談人物為國工局第一區工程

處陳福將處長，陳處長為五楊工程施工負責人，各標遭遇問題或有事

件發生時，他總是在第一線與工作團隊一起解決難題；五楊工程幸得

勇於任事的處長帶領下，一一克服困難，圓滿完成任務。

專利法典範、金質獎特優：五楊工程之艱鉅於設計伊時即已深刻體

會，「五楊拓寬計畫之特色與挑戰」可概窺設計階段所曾努力事項，

然而，所有的艱鉅係於施工階段予以落實克服，本專刊針對各項施工

技術與特色撰寫十八篇專題，其中在橋梁結構工法上有九篇。全國首

創最長跨徑之梁式橋2座，2次跨越交通繁忙的中山高，主跨長達216公

尺，「泰山跨越橋－大跨徑鋼橋懸臂工法」與「林口跨越橋－大跨徑

鋼橋旋轉工法」分別以不同的創新工法完成任務，前者是國內專利工

法的典範，後者是101年工程會金質獎特優獎，均有可觀。「單柱雙層

高架橋梁施工」體現了國道遊龍、無遠弗屆之境地。「ＰＣ鋼混合梁

橋工法－複合結構」說明了傳統與創新可以剛柔並濟。中山高用路人

在五楊施工中所看到的天空列車、串連五楊，那就是「橋梁支撐先進

工法」；看到的大鵬展翅，那一定是「橋梁場鑄懸臂工法」；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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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按部就班、一步一腳印的「橋梁場鑄逐跨工法」。如何步步為營，看

了「大跨徑鋼橋施工應力檢核及拱度調整」，自能節節高升；欲知百煉精

鋼繞指柔，不能錯過「林口跨越橋旋轉工法銲接拱度探討」。

心血中有汗水的饗宴：其他相關特殊性專題

九篇：「中山高速公路44K+700路面隆起搶

修」體現了企業社會責任－緊急整合資源搶

修防災，貢獻社稷。如何使千軍萬馬、井然有

序，「泰山收費站－25萬車旅次/日之施工交

通維持」且窺運籌帷幄。「水土保持及景觀

生態植栽工程」了解守護坡地、護育生態及永

續經營之用心。「施工安全管理」說明了從

〝心〞出發，平安回家的同理心。「入侵紅火

蟻防治工作與成效」述說一個全面防治、化險

為夷的得獎故事。經天緯地、端始測量，「工

程測量發展歷程與展望」得窺堂奧。「管線遷

移案例分享」說明了再錯綜複雜的問題，均由

工地承擔規劃整合的故事。「提昇混凝土工作

性之品管作業」可知營建綠設備，也能小兵立

大功。「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配比設計與產製管

理」介紹先進的交通安全綠建材。篇篇專題均

是心血中有汗水的成果，也是豐富的工程饗

宴。

澤及社稷、感謝有您：五楊工程由設計展開

迄今施工完成，世曦團隊有幸全程參與，歷程

中之辛酸甘苦，團隊同仁均有深刻體會；幸賴

長官支持、公司支援，得以克竟全功。如今任

務圓滿完成，工程效益澤及社稷，明天會更

好。這是工程團隊包括業主國工局、承包商、設計同仁、監造同仁及每日

數千工人歷經千餘個晨昏，夜以繼日，共同努力打拚、貢獻心力所獲致的

成果。個人滿心歡喜、衷心感念，以感恩的心、感謝有您。深信五楊工程

會是臺灣工程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謹以本專刊篇篇專題耑此布意，向所有

曾參與的長官與同仁誌謝，與工程同業分享，並請工程先進惠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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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國道新建工程局副局長

張純青
談 「五楊拓寬工程
推動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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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五楊拓寬計畫可以說是國工局臨危受

命，可否請副局長略述當初接辦本項

計畫之感想與推動策略？

答：五楊計畫是在民國98年2月由國工局受命

接辦，以國工局長期辦理國道新建工程之經

歷，對這樣高難度的工程其實感覺責無旁貸。

然以當時政府組織再造預定期程，國工局原將

與高公局合併，惟政府經考慮國工局長久推動

重大工程之經驗與人力，而決定將如此重責大

任交付國工局，有這樣的機會再一次貢獻專

業，我想國工局整體同仁都是心存感激的。

　　不過確認接辦後就憂喜參半了，主要在於

如此龐大的工程，但工期短促、工址困難、緊

鄰交通繁忙的中山高路段，要如期如質達成上

級交付的目標，的確需要由各方面深思熟慮預

先考量，這不是單靠國工局可獨立完成的，所

壹、前言

　　見到張副局長總是一派輕鬆的微笑，配上滿頭銀髮，腦中不時浮現「童顏鶴髮」一詞；在

緊湊的工程進度下，是會讓緊繃的情緒暫時鬆弛一下；不過只要追隨過或相處過的工程同業都

知道，談到公事，副局長對原則的堅持、專業的要求一絲不苟，如果沒有十足充分的事證與立

論基礎，別想輕易說服他。

　　堅持與要求來自於長期在工程界的投入，張副局長長期服務於高公局與國工局，歷任高公

局工務所副主任、地工課長、國工局橋梁科長、結構組副組長、工程處副處長、結構組組長、

規劃組組長、一、四、五區處處長、國工局總工程司，於民國99年升任國工局副局長；服務期

間負責及督導之工程獲獎無數，且各類先進工法均積極引進採用，個人並曾獲頒中華民國營建

管理協會傑出營建管理人員獎牌、中華民國道路協會獎狀等獎勵。一路的工程歷練不論在專業

設計、施工實務、計畫推動等各方面均曾親力親為。本次五楊拓寬計畫更以總工程司(後升任副

局長)之職親任計畫督導，以其實務經驗於設計階段即要求各項設計重點，並於施工階段不時現

場勘查給予關鍵性指導，對各項施工得以降低各項可能障礙與風險有莫大助益。

　　本次五楊專刊之人物專訪自然早已鎖定副局長，訪談在輕鬆氛圍下得以更加了解五楊工程

推動過程中，業主的重要理念與堅持，在此也感謝副局長在公忙之餘慨然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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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可以再舉例說明；有關基設發包亦擬定

策略，即在施工初期須展開的橋梁下部結構，

包括基礎及墩柱部分要求其基設成果應達細設

精度，其餘如橋梁上部結構、路工標線等施工

後期辦理之工項先以基設精度發包，並要求設

計顧問於基設後持續辦理細部設計，配合工程

進度再辦理變更頒發細設圖說予施工廠商據以

施作。此一辦理流程概估較一般工程縮短約一

年時間。

以最清楚的策略就是，不論設計、監造、施工

各方面，都要找到最優良的廠商與國工局共同

努力來完成。

問：感謝國工局給台灣世曦這個機會參與

五楊計畫。眾所週知本計畫的期程較

一般工程為緊迫，以副局長豐富的設

計與施工實務經驗，這樣的工程須於

短短三年內完工合理嗎？在一開始接

辦時是如何構想去達成？

答：如此龐大的工程初接辦時的確壓力頗大，

不過在曾局長帶領下，充分討論確立方向後就

覺得在各面向配合下仍有其可行性，各項構想

在持續推動時因應執行狀況調整，如今也印證

的確達成了目標，就設計階段的努力大致說明

如下：

　　如前所述要引進優良廠商，不論設計、

施工都採中大型標段推動，除了可篩選出較優

良廠商外，也可大幅減少設計與施工界面，增

加設計標準化、成果一致性。而在設計階段縮

短時程之作為上，其一為縮短設計時程，中段

與南段採用基本設計發包，由98年3月設計展

開，迄98年年底陸續完成各標之基設成果及招

標程序，至99年2月所涵蓋的十個標已全面完

成發包動工，那是一段緊鑼密鼓的日子，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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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階段另一作業

重點即由施工實務面回

溯，針對一般施工所經

常遭遇之障礙逐一檢視，由設

計手段提前予以排除或減輕，如施工初

期不免有的用地與管線問題，本計畫

於用地取得上提前辦理徵收作

業、配合地方地政機關

縮短相關期程、

張純青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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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種種均為設計階段為縮短期程所作之

努力，當然實際執行仍有賴施工階段之具體落

實，在各得標施工廠商及監造單位之付出下，

而有現今成果，此亦顯示設計時所預為考量之

各項措施的確發揮作用。

問：副局長適才提及於設計階段的諸多專

業考量與用心，可否列舉一二。

就拆遷影響較大如中壢服務區廠房採設定地

上權以減少抗爭、預鑄節塊工法所需之預鑄場

施工用地亦由國工局先行辦理租用或徵用程序

等；在管線部分提前辦理調查試挖，主動邀集

管線單位密集協調，拓寬土建與管線遷移併行

設計檢討，並將管遷設計成果併入拓寬土建標

合併發包，由同一承包商施作大幅減少管線衝

突作業可能之延宕及權責問題。

　　設計階段除提前排除施工障礙外，另亦構

思如何提升工進效率，此一作業係先了解國內

各營造廠的施工能量，包括各大鋼構廠產能、

既有支撐先進工作車、懸臂工作車、全套管打

樁機等各項施工設備，併輔以同時期可能排擠

施工之各大型建設，據以由設計面即考量分配

各橋型工法及基礎型式，如設計成果北段以鋼

構橋梁比例為高，中段所在區域已高度發展，

大面積預鑄場地不易取得，則採支撐先進工

法、懸臂工法之預力橋梁比例較高，南段則全

為預鑄節塊工法之預力橋梁。以此整體構架分

配設計後，可將國內各廠商施工能量應用至最

大化，擴大營造效益；也惟有如此預為考量搭

配方得以於短暫期程完成如此規模之工程。另

為工程開工後，可儘量擴增施工面全面展開，

於設計面亦多方協調用地、因應狹窄工作面大

量採用施工棧橋，預擬施工計畫、於工程預算

中充分考量其費用。

 (左1)張仁杰專案經理  (左2)楊偉良副理                                                          (中)張純青副局長  (右3)管長青副總經理  (右2)吳江富資深協理  (右1)楊世琛專案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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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短短的設計期程內，為能儘速發現可

能課題並妥善解決，有賴設計顧問與本局資深

工程師殫思極慮，每二週定期由局長親自召開

會議，就各項重大議題包括設計重點、施工

工法、招標策略等均納入，提報構想討論後決

策，以儘速確認方案並於未來如期如質落實。

　　就以橋梁基礎為例，以工址所在桃園路

段之地質條件，橋梁基礎多可採較經濟且施作

容易的直接基礎型式，但本計畫緊鄰既有中山

高施作，因直接基礎之開挖範圍較大，施工期

間可能造成既有交通的影響，故計畫於線形及

橋梁配置確認，即逐墩與現有地形詳細比對，

如有侵入中山高路面之橋梁基礎(含施工空間)

即予以逐墩檢討，調整方案包括方形基礎改為

矩形以減少侵入寬度；直接基礎改為樁基礎減

小基礎板尺寸；樁基礎部分調整基樁配置同樣

減小基礎板；甚至限於地形條件改為井式基礎

以避免基樁搖管機的施作空間需求；又於交流

道區與匯入岔出匝道有衝突時，旋轉基礎角度

順應匝道線形，必要時調整單元橋墩配置，以

減少交通衝擊。以此一例即可看出，本計畫設

 (左1)張仁杰專案經理  (左2)楊偉良副理                                                          (中)張純青副局長  (右3)管長青副總經理  (右2)吳江富資深協理  (右1)楊世琛專案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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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往施作方式，將予以砍伐以為施工便道空

間，殊為可惜；故設計階段積極與校方協調，

在保存檸檬桉之前提下，請校方同意提供兩排

檸檬桉間之校方用地以為施工便道施築，避免

砍除，此一協調內容亦於施工階段落實，完工

後確實保存了絕大多數的檸檬桉，為本計畫樹

木保存之良好案例。

問：看來五楊計畫有太多精彩過程及案例

可與工程同業分享，不過不敢打擾副

局長太久。最後是不是請副局長再提

示一些辦理重點，及對整體工作團隊

勉勵。

答：五楊計畫緊鄰沿臺灣地區交通最繁忙之中

山高北部路段兩側施作，施作困難及安全要求

於設計期間即可預想，而儘量以設計手段予以

排除；但實際到了施工階段更是辛苦，除了將

設計理念構想充分傳達外，設計未完全顧及之

細節亦須於現場見招拆招，且不能延誤。又為

交通安全及降低對既有交通影響，各項施工安

衛及交維措施均為工程計畫有史以來最高標準

辦理，包括泰山收費站島式交維設置、各交流

道區鋼橋吊裝、緊鄰主線側施工等，不時須封

閉外側路肩或車道，故各項工程多為交通量較

少之夜間施作，造成本計畫現場人員日以繼夜

施作備極辛勞，這也是其他工程所少見。

計已充分將施工階段可能遭遇事項予以內化解

決，又設計期程雖趕，但在考量上及細緻度均

超出一般工程，殊為不易。

問：本計畫除工程困難外，對環境生態保

護亦作了很多努力，是否也能舉例說

明？

答：中山高道路兩側邊坡在高公局維護下植

生茂密，已長年提供用路人良好的行車景觀；

本工程沿中山高兩側施作，不論橋梁基礎開挖

或施工面之便道開闢等施作內容均不可能沒破

壞，但如何運用良好設計手法有效降低前項衝

擊為努力的重點。所採行措施包括於施工便道

大量採用鋼便橋及構台，將面或線的破壞縮小

為點的影響；另就沿線進行樹籍調查造冊，針

對遭受影響及經評估值得保存的樹木予以移

植，本項亦特別於土木標施作前先行辦理獨立

移植標，以提昇移植存活率；又檢討於施工空

間需求以外圍設非擾動區，要求未來施工廠商

不可擅為施工便利而破壞。

　　本工程有一特殊案例值得提出，中山高在

機場系統交流道南邊之北上線側與開南大學相

鄰，開南大學為阻隔交通噪音，在學校鄰高速

公路側種植二排近30公尺高的檸檬桉，本拓寬

工程之新增路權將涵蓋較外側之一排檸檬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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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1號五股-楊梅段高架拓寬工程，C904B標，林口路段跨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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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此通車營運階段，大量長程旅次由既有

中山高路段移轉至高架路段，不論高架段或中

山高之行車品質將大幅提昇，用路人將能充分

感受此一工程帶來的便利性。工程師不擅於表

功，但本項工程將會是工程界一項值得留存的

紀錄，在此也感謝曾為本工程貢獻的所有工作

夥伴，大家辛苦了，但我們做到了，謝謝。

後記

    承蒙張副局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訪，

此次專訪我們感受到張副局長積極務實之領導

風格，以及輕鬆中不失嚴謹的工作態度，尤其

對長官交付任務能勇於任事、秉持專業及無私

奉獻的精神，更是工程人員的學習榜樣。

國道1號五股-楊梅段高架拓寬工程C903標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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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管長青副總經理  (左2)張仁杰專案經理  (左3)楊偉良副理  (右3)張純青副局長  (右2)吳江富資深協理  (右1)楊世琛專案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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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訪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處長

陳福將
談 「五楊工程從無到有

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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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五楊拓寬工程已在102年4月20日全線

通車，可否請處長分享通車的心情。

答：政府興建五楊工程，主要是紓解目前中

山高速公路北部路段交通壅塞情形，當初個人

接到這個任務時，就是設定在102年春節前通

車，因為春節是高速公路交通量最大、最壅塞

的時候。這個目標雖然沒有達成，但現在回過

頭來看，除了C907標以外，其他11個標都做

到了，這就好比是百米賽跑，前面99米跑得

很順暢，最後的1米摔了一跤，導致所有的努

力都一筆勾銷了，當然會有一些遺憾，但是對

五楊整個工作團隊來說，我們不在乎外界的褒

貶，只要完成通車任務，我認為就是一件值得

驕傲的事，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問：五楊工程在國工局及所有工作團隊積

極克服各種困難，短短三年即完成數

量龐大的橋梁工程，什麼是短期完工

的關鍵？

答：五楊開工初期，說實在的外界確實有很

多人都不看好，部分工程界前輩、長官與同事

也都認為，三年內怎麼可能完成這麼龐大的工

程?在這裡我要感謝國工局事前考慮周詳，把

一些施工階段要做的工作，提前到規設階段去

做，縮短了一部分工期。由於五楊是沿著中山

高速公路兩側邊坡興建高架橋，我記得開工後

大概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逐標規劃工區

進出動線，討論如何闢建施工便道、便橋或構

台，然後按部就班推動，並且維持既有道路交

壹、前言

　　陳福將處長現任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處長，陳處長畢業於亞洲理工學院大地及技

術工程研究所，曾服務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近十年，之後轉任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曾

主辦北宜雪山隧道工程與中山高五楊段高架拓寬工程等指標性重大工程，工程資歷相當豐富與

完備。

　　陳處長於五楊段拓寬工程施工期間永遠扮演火車頭角色，帶動整體團隊勇往直前，克服萬

難，終於讓五楊段全線於102年4月20日完成通車使命。陳處長以達成任務為己任，身先士卒，

全年無休，夙有「鐵人悍將」之稱，其勇於任事並積極作為之特質，實為五楊全線工程能於最

短期間內竣工之最大因素。茲就其心得與心路歷程特為專訪以供分享。

訪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處長

陳福將
談 「五楊工程從無到有

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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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五楊高架沿中山高速公路兩側拓寬，

施工中要如何維持高速公路正常行

車？

答：五楊高架南下、北上線都是沿著高速公

路邊坡佈設，又緊鄰工廠、民宅，除了地形狹

隘，還要跨越高速公路、交流道、收費站、服

務區，以及溪流、地方道路等等，工作空間受

到限制，工作推展無法像其他工程有比較足夠

通順暢，高架橋很快地就從無到有的生產出

來，因此施工初期慎密規劃佈設，施工中有效

推動，再加上承包商隨時檢討工序增加資源，

我認為這是五楊高架及時完成的重要關鍵。

另外我一直倡導契約甲乙丙三方是一個工作

團隊，任何一方的問題絕對是整個團隊共同承

受，如果最後承包商完成不了工程，業主也要

承擔後果，因此以團隊的概念去執行工程，我

認為這也是五楊比其他工程能夠更順利、更快

速完成的關鍵之一。

問：就五楊工程與處長以往參與過的工程

比較，其施工差異性應如何克服？

答：我個人曾參與國五雪隧施工，雪隧是自

然環境差，五楊高架是工期緊迫、施工條件不

好，二者有相當大的差異。自然環境差，只要

累積足夠的施工經驗，勤快一點做，就能克服

一部分困難，當然也有自然環境差到無法克服

的地步，這是雪隧的情況；至於五楊高架，工

期只有三年，施工環境限制嚴苛，這只有短時

間內集合國內橋梁施工資源，發揮工作團隊營

造能力，日以繼夜辛苦地去施作，才能完成不

可能的任務。



No.98│ April  2013 │21 

1
人
物
專
訪

的空間來作業，但儘管工作環境限

制重重，施工中仍然需要維持

高速公路正常行車，所以

就我來講，這也是大

家無法諒解但我非這

樣做不可的理由，就

是一切以維護用路人的

權益為優先考量，工程可以

用技術克服並做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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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來作業，但儘管工作環境限

制重重，施工中仍然需要維持

高速公路正常行車，所以

就我來講，這也是大

家無法諒解但我非這

樣做不可的理由，就

是一切以維護用路人的

權益為優先考量，工程可以

用技術克服並做工作上

陳福將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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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處長在五楊遇到最挫折和最得意

的事情是什麼？

答：五楊一路走來，我認為最困難處理的事

情不是內在的工作，而是來自外在社會環境壓

力，從春節延後通車到現在，因為工程出現瑕

疵，我們不斷的遭受外界嚴厲批評，我的心

情是非常的鬱卒，我們盡力了但還是被指責，

我認為這是最大的挫折，對我們也是非常不公

的調整，因此有一部分高風險作業不得不安排

在夜間施工，我認為這是五楊高架施工過程中

一個最痛苦、最困難的抉擇，既要工作能夠推

行、又要在短時間內完成、更要兼顧安全及考

慮高速公路行車，使得施工困難度難上加難，

這也是五楊工作團隊共同的心聲。

問：請問處長對五楊工安之要求與省思？

答：我歷經過國五23條人命的衝擊，我也曾

經用筷子在石頭堆裡撿泰勞的屍塊，當時的心

情非常沉重與痛苦。因此五楊開工後我強烈建

議要與北檢所締結安全伙伴關係，目的就是要

締造零罹災紀錄，很慶幸第1年我們平安度過

了，但是第2年我們破功了，而且一破就是連

續性的發生事故，那一陣子只要是晚上接到電

話，以心如刀割來形容也不為過，所以只要有

人建議辦法會，我都同意照辦。在100年11月

底我指示工地全面停工，進行工安缺失檢查，

舉辦教育訓練，缺失改善經過複查確認後才能

復工，這是我主動要求，並且獲得長官支持，

這也是國內工程創舉。到目前為止，五楊工程

所增加的工安費用已超過上億元，如果沒有抱

持要做好工安的心態，是不會花這麼多錢的，

只要能把工安做好，我願意花錢、花人力、花

時間，用意就是讓我們的工作伙伴，不要再因

為工作而損失性命了。

 (左1)張仁杰專案經理     (左2)吳江富資深協理                                                      (右2)陳福將處長     (右1)吳文嘉專案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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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但我也很慶幸在五楊遇到一群優秀的工作

夥伴，我們一起走過這些風風雨雨，終於解決

問題、克服困難，完成艱鉅的任務。

　　我的人生哲學是有得必有失，因此在五

楊施工期間，我原本是都不去競逐任何工程獎

項。但是到了工程後期，外界逐漸出現批判五

楊的聲音，認為我們做的很差，我因此改變想

法，開始推薦五楊工程競逐公共工程獎項，藉

著C904A標獲得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獎項，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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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了外界對五楊的誤解，激勵五楊全體工作夥

伴的使命感，也維護五楊工作團隊的形象與榮

譽。

問：請問處長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甚麼？

答：目前一直在我腦海裡迴盪，也就是令我印

象最深刻的事情，是100年11月28日C905標拆

 (左1)張仁杰專案經理     (左2)吳江富資深協理                                                      (右2)陳福將處長     (右1)吳文嘉專案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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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沒有違反工安的地方，我的壓力自然就紓

解了。

問：眾所周知處長是一位工作狂，請問處

長如何兼顧家庭與工作？

答：只要有工作做，我是非常惜福、感恩的，

所以平常生活重心就是工作，為了工作也放棄

很多家庭生活，這當然要得到家人的諒解，也

非常感謝他們的體諒，在來五楊之前我就已經

是這樣子，現在還是一樣，之後也不會改變，

除非是我退休，所以我的家人已經很習慣我

的作法了。我相信在五楊團隊之中，應該有很

多人跟我有類似的狀況，對工作的執著與投入

也抱持同樣的心態，因此我們每天走過工地，

看到五楊每天都有不一樣的面貌，心裡非常踏

實，連周遭的工程界前輩、長官與同事，以及

一般的用路人，都感受到五楊以驚人的速度成

長茁壯，現在五楊通過交通部的履勘並順利通

車，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謝謝

大家的辛勞與付出。

除柱頭板托架作業時，發生2名工作人員墜落

的職災事故，只要我一有空閒，我就會想起這

件事情，為什麼?因為就在發生事故的前一天

下午，我在巡視工地的時候，看到他們2人在

托架上作業，但是沒有配戴安全索，我特地請

他們下來，告訴他們為了自身的安全，務必要

配戴安全索，臨走時還與他們握手道別，結果

隔天這2人還是發生墜落事故。我們明知道會

有問題，卻未能事前防止，這顯示在工安方面

我們確實還需要再加強。

問：請問處長如何紓解工作上的壓力？

答：有人問我工期這麼緊迫會不會有壓力，我

都回答沒有壓力，因為遇到問題就去解決，解

決後工作自然就會往前推進，因此工作不會給

我帶來壓力，而且在大家最困難、最需要長官

支持的時候，我很樂意隨時陪伴在大家身旁加

油打氣，我也可以24小時工作，所以半夜看到

我出現在工地是很正常的事。

　　說實在我最大的壓力是來自工安，每天

腦海裡思考的事情就是工安，有一陣子和承包

商連絡時談的都是工安的事情，所以有承包商

笑稱我是工安處長，我並不在意，因為工安就

是我的壓力，只要每天跑工地看到大家認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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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吳江富資深協理     (中)陳福將處長     (右)吳文嘉專案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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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五楊中段監造工程處會客室，因地利之

便，是陳處長除了工地以外，最常駐足的地

方，稱呼這裡是陳處長的駐地辦公室，一點也

不為過。這裡是陳處長思考重大決策、指揮調

度、協調折衝，以及與工作伙伴掏心掏肺心靈

交流的地方，在這裡，讓我們了解其於狂熱工

作外的另一面。

　　今日下午，陳處長一如往昔的走進這裡，

坐定後談的不是公事，而是敞開心扉，娓娓道

出自己的內心世界，聽者無不動容。陳處長三

年多來對五楊計畫的犧牲奉獻，大家真可說有

口皆碑感同身受。五楊全線通車後，全體工作

伙伴期望陳處長能短期間全然的放鬆、放下與

放空，以蓄養下一戰場之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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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1號五股-楊梅段高架拓寬工程／C903標，林口路段雙層橋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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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設監合一、自動化工法、工程資源、設定地上權、綠色內涵、高乘載專用車道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部／副總經理／管長青 2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規劃組／組長／陳國隆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結構部／副理／陳光輝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副理／楊偉良 4

組織動員 設監合一 使命必達
五楊拓寬計畫之特色
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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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五楊拓寬工程設計與施工歷時四年餘達成完工目標，除施工階段日以繼夜的不懈執

行外，設計階段之充分動員與各項完備考量亦奠定了落實的關鍵；本文摘述世曦公司於

設計階段專業人力的投入、設計品質管控、重大課題研討、為如期完工之各項重要設計

策略、對環境保存作為等執行過程，可充分顯現世曦公司對本計畫的重視與支持。凡此

種種，歷經與業主之共同努力與付出，逐步將五楊拓寬計畫落實推動，謹摘述其中概要

以為誌紀。

1 2 3 4

組織動員 設監合一 使命必達

壹、組織動員，使命必達

五楊拓寬計畫為臺灣地區近年少見之重大

公路建設，世曦公司經競標評選於民國98年4月

榮幸獲得五股林口段(北段)、林口中壢段(中段)

二路段之設計技術服務機會(監造服務採設計契

約後續擴充辦理)，二路段各14公里長，合計共

28公里，五楊全線40公里路段平面示意如圖1。

本工程屬「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之指標性工作，亦為國道新建工程局之重要任

務，工程規模龐大、作業時程緊迫，不論設計

或施工監造均具有技術課題與困難挑戰。

為能如期如質完成本項重大工程任務，在

董事長及總經理支持下，本計畫不論在組織架

構協調、專業設計執行、成果品質管控等各方

面，均全面且全力動員組成作業團隊，由副總

經理擔任督導，於設計階段由第一結構部與運

輸土木部分別為二路段之主辦部門，部門主管

親自參與，其他各協辦專業亦由專業部門內幹

部投入配合；施工階段則成立五楊北段監造工

程處與五楊中段監造工程處二獨立專案，除公

司既有監造人力投入外，亦調派原參與設計之

各專業工程師駐地參與，並由公司各設計部門

提供技術服務，以為設計原意傳達及工地現場

問題即時解決；在在均將本工程如期如質完成

任務列為公司使命必達之目標。

圖1 五楊拓寬計畫平面示意圖



2

30 │No.98│April  2013

專
題
報
導

貳、設計作業重點課題

一、設計進度與品質管控

工程現場之順利施工除施工廠商及監造實

力與經驗外，亦有若干關鍵取決於設計階段是

否已奠定良好基礎。本計畫在設計作業進度管

控上，依契約要求將於展開後4.5及5.5個月分二

批提送基設發包圖說，經檢視各項作業關聯性

訂定整體作業流程如圖2，顯見設計作業時程極

圖2 設計作業整體進度管控

圖3 設計品質管控作業流程

為緊迫；為能如期完成設計發包，除前述大規

模人力投入外，作業亦在專案組織下，循公司

各專業長期合作方式進行即時溝通聯繫，以期

達成上下游零時差、零誤差之協同作業，減少

反覆工作與縮減作業時程；另在設計品質上，

則由各階層專業人力共同參與，由資深人員率

同作業並檢視設計成果，甚至邀聘已退休資深

前輩擔任顧問指導，並共同組成設計品質管控

小組進行成果審查，達成確保品質目標，其作

業流程如圖3所示。

二、業主重大工作會報確認設計

需求

有關公司內部設計作業之品質

進度管控方式與重點略如上述，另

相對業主部分亦由局長以降全力投

入；為能即時確認各項設計方向，

於設計尖峰作業之98年5月至10月

間，每二週即由曾局長召開工作會

報，邀集五楊計畫三路段設計顧

問、局內各承辦組室、未來施工工

程處等單位，就各項重大議題包括

設計重點、施工工法、招標策略等

均納入(臚列如表1)，由顧問公司提

報構想充分討論後決策，以儘速確

認方案並持續後續設計。為能於前

述工作會報中針對議題提供各項方

案及正確資訊，作業團隊均於不到

二週內之有限期間內先經各專業共

同研議陳報，並與國工局主要承辦

單位討論獲得共識後，方得於大會

中定案決策，可想見相關作業之緊

湊與壓力；然此一作業方式亦的確

達到在最短時間內確認業主設計需

求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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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辦理，以收專業成果品質一致性、人力應用

效能最大化。

又本工程考量工期緊迫、工址狹長緊鄰中

山高速公路，施工困難度高；為能儘量於設計

階段將各項施工課題預為考量，須辦理相關施

工風險管理、妥擬施工計畫、各項安衛圖說補

充並量化等大量工務工作，由營管部調派多位

資深監造幹部，至運輸土木部協同作業，藉由

資深現地經驗擬定各項工務成果，大幅降低未

表1 設計階段重大事項及工作會報相關議題

NO 日期 內容 備註

1 98.04.30 「五股林口段工程設計」契約簽訂及計畫展開

2 98.05.05 公司內部專業分工協調會議

3 98.05.07 「林口中壢段工程設計」契約簽訂及計畫展開

4 98.05.06 局長主持設計工作展開推動會議

5 98.05.07 洽設施組討論管線事宜、設計組討論預鑄場事宜

6 98.05.13 與規劃組討論路線、交流道及橋型方案

7
98.05.25 

第14次會報
(1)與前期規劃方案差異說明 
(2)各路段路線及交流道檢討與建議

8
98.06.08 

第15次會報
(1)橋梁工法評估 
(2)移植工程作業 

9
98.06.22 

第16次會報
(1)預鑄節塊工法研析 
(2)入侵紅火蟻管制區土方處理檢討

10
98.07.06 

第17次會報

(1)管線作業管制時程 
(2)支撐先進工作車起降位置 
(3)異質採購最低標可行性研析

11
98.07.20 

第18次會報
(1)綠色內涵實質構想 
(2)高乘載車道相關議題研究

12
98.08.03 

第19次會報
(1)景觀施工圍籬構想 
(2)工程施工風險管理研究

13
98.08.17 

第20次會報
(1)機場系統交流道匝道車道數與界面協調 
(2)全線路面結構設計說明

14
98.08.31 

第21次會報
(1)各標施工進度排程 
(2)環境色彩分析、區段色彩應用及景觀設計構想

15
98.09.14 

第22次會報
(1)基設發包之數量計價確保作業 
(2)採基設發包之條款檢討說明

16 98.09.14 針對計畫成果對國內施工廠商辦理工程技術說明會

17
98.09.28

第23次會報
各追蹤事項檢討說明

18
98.10.12

第24次會報
雙層橋墩設計、模板組立及施工安排

19 98.11.24 全線橋梁色彩選用及設計說明

20 99.01.04 細設成果提送時程檢討

21 99.01.14 細設契約變更預算編列原則

參、專業分工，整合服務，設監
合一

五楊北、中二路段設計依契約規定，由計

畫展開僅約5個月即須提交基本設計圖說及發

包文件，如何將各專業人力做有效組織分工以

發揮最大能量，為計畫展開之初須予以釐定重

點；經檢討計畫工程內容確認參與之各專業部

門，除主辦單位、橋梁結構及排水工程等工作

由不同專業部門負責外，其餘專業則由單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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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施工障礙。工程開工後除按一般計畫由公司

各設計部門提供技術服務外，本案為能順利銜

接設計與監造業務，特大幅派原參與設計之主

辦人員及各專業工程師駐地參與監造工作，將

原有設計原意忠實反應，對現地施作問題由設

計專業角度檢視變更方式，有效即時解決施工

障礙以為後續工項執行。

有關本計畫設計專業分工及設監合一辦理

人員列如表2所示。

肆、計畫關鍵特色

為能順利推動後續施工，不論業主或設計

單位無不於設計階段殫思竭慮將可能課題預為

考量，由表1所列各項議題即可略窺一二，其中

有關施工安全管理、入侵紅火蟻防治、管線遷

移等議題已於本專刊另有專題述及，本節即針

對橋型工法選用、工程資源調查及因應、用地

設定地上權等重大考量摘述如后。

一、	各式橋梁自動化工法研析

本計畫依循原規劃成果，全路段以橋梁

配置為主，有關橋梁型式與工法自然為設計重

點，而為工程推動順利，橋梁上構大幅採用自

動化工法為必然方向。有關橋型工法選用歷

程，於本公司設計工作展開之初，中壢楊梅優

先路段業已辦理數月，該路段係完全採預鑄節

塊工法施作，該工法於預鑄場製作後現場吊

裝，不受天候影響，品質與進度管控佳。故業

主要求本公司所負責之北段與中段即刻進行預

鑄節塊工法可行性研究，其可行重點在於預鑄

場用地取得、工址節塊起吊點、節塊運送路徑

等條件；經研析結果如下：

(一)  各標適合之預鑄場用地不易尋得，偶有

適當公有用地或廢棄之廠房用地與工址

起吊點相距較遠，節塊運送代價大；

表2 設計專業分工及設監合一人員

NO 工作項目 北段辦理部門 中段辦理部門 設計監造共同參與人員

1 計畫督導 管長青副總經理 管長青副總經理

2 主辦單位 第一結構部 運輸土木部 楊世琛、蔡益成、楊偉良

3 橋梁結構 第一結構部 第二結構部 林彥君、賴駿仁、蔡欣仰、王忠信、劉俊呈、陳柏宏

4 交通路工
運輸土木部 那志齊、楊麗鈺、吳三桐、蔡淑清、許富麗

5 鋪面土方

6 大地工程 地工部 林志權、陳信吉

7 排水工程 水環部 運輸土木部 吳文華、黃彥文

8 景觀生態植栽 運輸土木部 張念如、莊筱驥

9 機電交控 電機部 黃獻輝、王中民、柯金水

10 補充測量 空資部 洪金沐、謝奇峰

11 管線調查 運輸土木部彙整，營管部派員協助 王永東

12 施工風險及安衛 營管部 陳榮波、林漢庚、李培德

13 施工計畫 運輸土木部彙整，營管部派員協助 楊顯樑、方炤琮、鄧曜榮、張錫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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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密集作業，猶記當時於端午節一群人犧牲假

期遍尋預鑄場之甘苦，此亦奠定了後續各項設

計要項確認之密集作業模式。

二、	各式橋梁型式選用

有關北段與中段之橋型工法選定如前述，

於作業初期經趕辦評估排除預鑄節塊工法，評

估期間亦同時考量其他可行工法，研究重點包

括工址適宜性、各工法國內施工能量、對既有

交通及環境生態衝擊等條件；經相關密集作業

並與業主共同討論後，訂定二路段之橋型工法

如表3、4，略可顯現北段因跨越高速公路、交

流道數量較多，採鋼橋吊裝為主；中段則行經

平原區比例高，以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為主，

於等斷面路段採支撐先進工法為大宗，另於機

場系統交流道路段因設置進出匝道，主線變斷

面比例較高而採懸臂工法。

(二)  北段部分與中段全段為三車道路段，

橋面寬度16公尺較南段二車道為寬，

節塊拖運較不便；

(三)  北、中二路段有頗高比例屬丘陵地

形，不若南段之平原地形；節塊起吊

點難覓，甚或無適當道路可運抵；又

節塊運送路徑部分經較寧靜之郊野鄉

道，運送時之交通管制及噪音預期將

遭遇頗高地方阻力。

依前述各項研析結果，北段與中段橋梁以

其主觀配置及客觀環境而言，實不適宜採行預

鑄節塊工法，並經本公司另行研議其他工法配

合工作面之展開，仍可符合既定工期之要求(如

中段改採支撐先進工法為主)，方得於連續二次

會報簡報後，獲致橋梁工法調整之大方向結論

(作業如圖4)。本項作業於計畫一展開即採短時

圖4 橋梁上部結構工法研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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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般橋型如表列外，數座特殊橋亦經反

覆研析後方予定案(詳圖5)，如：

(一)  二處跨越中山高由各式梁橋及斜張橋

中評估篩選後，採用三跨連續變斷面

鋼箱型梁橋，現地分別採懸臂吊裝及

旋轉工法施作。

(二)  二跨越橋間雙向單側布設之橋梁為減

輕墩柱載重，採等斷面鋼箱型梁橋；

又經考量橋梁兩側空間及中山高透空

性等景觀與用地條件，而採北向車道

在上層、南下車道在下層配置之雙層

交疊布設，採用設計與施工困難度高

且為國內第一次使用之「開放式雙層

共構橋」；現地以空間狹隘而採工作

車吊裝方式。

(三)  又跨越國2之主線橋梁因既有機場系統

交流道皆為預力箱型梁橋，為景觀一

致性由諸多橋型中仍選擇採變斷面預

表3 五股林口段各標橋梁型式工法

表4 林口中壢段各標橋梁型式工法

圖5 特殊橋型研選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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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橋梁跨徑、墩柱及基礎型式因地制宜

本計畫緊臨國道１號兩側布設，為降低

對既有繁忙交通之影響，橋梁上構部分採行各

式自動化及特殊旋轉工法如前述；另由於沿線

交流道密布，為減少橋梁下構施工對匝道進出

之影響，則於設計階段經詳細地形比對及工法

需求配置等作業研析後，進行包括橋梁跨徑微

調、墩柱型式配置、基礎旋轉、直基改樁基、

樁基密排及梅花樁等各式因應。又為降低結構

量體對用路人的視覺衝擊，各項結構設計細節

於本計畫亦予以額外考量。

(一) 橋梁墩柱型式減少交通衝擊

本計畫為景觀一致性及施工制式化，

一般橋梁墩柱均採標準型式；惟於臨交流

道匝道區，為減少大跨徑橋梁需求，而

檢討將局部墩柱改為門架柱或採偏心式設

計，避免落墩於既有匝道路面。

力箱型梁橋，惟下構墩柱則研討採V型

橋柱，以為進出機場展翼與迎賓之意

象。

(四)  跨越國道高速公路局前方進出匝道之

橋梁，因跨徑需求較大，考量前後橋

型搭配、減少結構量體以減輕視覺衝

擊，經檢討採PC鋼混合梁橋。

以上均顯現各橋型之選用均經審慎考量後

訂定，由現場已施作成果檢視，亦確有其可觀

之處。

三、	工程資源預先調查規劃

本計畫由於工程規模龐大、施作期程集

中，於設計階段即可預見一旦全面開工，將大

幅吸納國內相關施工資源，故針對各式工法選

用亦需將國內整體施工能量納入考量；舉例而

言，針對國內各大鋼構廠之年生產量、施工期

間其他工程之鋼構需求、國外鋼材進口之可能

性等充分了解，據以納入橋型選擇因子，避免

因鋼構供應不及造成延宕。又如支撐先進工作

車之狀況亦預作調查，包括國內各專業廠商之

數量、是否可修改適用、國外鄰近可供進口之

條件等各項資料，均蒐集作為工法分配之考

量。

有關橋型選擇略述鋼廠能量及工作車如上

述，再針對工程開工後短期內各標將大幅採用

之全套管基樁相關機具為例，為能確認其施工

資源充足，先依各標施工排程概算所需機具數

量；再調查國內全套管施工機具總量；蒐集國

內同時期大型工程需求數量(概估五楊段、台中

鐵路高架、雙園大橋、西濱等工程之總樁長約

40萬公尺)；檢算施工機具是否足供本工程，回

饋施工排程或基礎型式。(如表5)

表5 全套管基樁施工機具需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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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橋梁基礎型式減少開挖交維

一般橋梁基礎型式及配置主要由結構

荷重及地質條件等決定，惟本案為減少基

礎開挖影響既有交通，研擬措施及作法詳

如圖8所示，說明如下：

圖6 墩柱型式因地制宜以降低交通影響、減少視覺衝擊

圖7 不同上構橋型銜接示意

(二) 結構細節降低景觀衝擊

本計畫高架橋梁緊臨國道１號布設，

為降低既有用路人之景觀衝擊，在道路平

面線形上已考量平面投影原則避免侵入國

道１號路面，縱面亦將高程略微抬高以降

低壓迫感。結構設計上亦於相關細節予以

考量，如橋柱型式標準化，如有不同型式

亦採與標準柱相同意象之處理設計；鋼帽

梁崁入鋼箱梁減少量體、帽梁兩端上緣角

採 rounding柔化處理（如圖6下照片）；排

水管儘量貼進橋面懸伸板下緣以減少突兀

（如圖6上照片）；針對不同上構型式如鋼

橋與預力混凝土橋之交接面，包括梁深、

梁寬等不同尺寸，均予以漸變銜接處理。

(如圖7) 

圖8 橋梁基礎型式調整減少開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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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外緣4.5公尺為路權範圍，將造成大量拆遷形

成用地取得之障礙。如以中壢服務區與內壢交

流道間之中壢工業區為例，緊臨國道包括工業

區污水處理廠、國瑞汽車、統一麵包、張國周

製藥、資生堂公司等諸多國內知名大廠，一旦

如前述進行用地拆遷，將造成相關廠區大幅影

響，甚或因重要設施拆除而致無法營運。

為降低可能之施工阻礙，本案配合業主

進行用地法規研討，按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規

定，「需用土地人因興辦交通事業，需穿越私

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得就需用之空間範圍協

議取得地上權，…」。辦理方式係將工程永久

構造物如橋梁上構、墩柱及基礎等，及各項施

工所需空間予以確認，並依不同需求高度，針

對立體空間設定地上權，並與土地所有權人簽

訂契約，訂定包括設定空間範圍、補償標準、

施工配合事項、土地未來使用限制等內容，以

期土地所有權人仍保有其既有土地最大效益，

工程亦可順利推動。(如圖9)

1.  將直接基礎改為樁基礎，以縮小基礎板

尺寸；

2.  基樁長度增加減少基樁數量、將基樁縮

小間距密排，減小基礎開挖需求；

3.  依橋梁配置逐墩檢討，順路面方向旋轉基

礎角度，減少基礎開挖侵入路面空間；

4.  針對已侵入路面之基礎施工需求，考量

縮減路肩或車道寬度等交維方式；

5.  如前述各項措施經調整仍將造成大幅交

通影響，則回饋橋梁跨徑配置檢討。

五、	設定地上權方式減少用地阻礙

國道１號完工通車逾卅年，沿線局部路段

發展密集，如按以往國道用地設定原則以高架

圖9 重大廠房採設定地上權減少用地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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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友善環境之綠色內涵

本計畫由展開之初即了解將面對工程上重

大挑戰，惟在自然環境維護與保存上，國工局

仍維持其各計畫一貫且全面之絕對重視而未予

輕忽，故於前述設計階段重大會報中亦多次針

對此一領域進行探討並決策後納入。本公司因

應此一重點，對現況環境進行充分調查與了解

分析，配合工程方案研提策略與因應作法，作

業內容與流程略如圖10，各項納入之重要設計

成果則摘述說明如后。

 

規劃階段成果檢討與深化 

環評資料 
環境敏感區勘查及
生態資源分析 

路廊踏勘及景觀
植栽資源調查 

苗木市場諮詢 

功能性植物 
整體生態景觀理念 

景觀材料及工法 

管理維護及經營問題檢討 

整體生態及景觀

分析報告 

修正作業 修正作業 

業主審查 

設計成果提送

業主審查 

植栽計畫 

相關計畫 

  

  

工程設計 

˙
製
作
景
觀
生
態
規

範
及
預
算
書 

˙
設
施
色
彩
建
議 

˙
景
觀
生
態
設
施
計

畫(

包
括
大
窠
坑

溪
生
態
棲
地
營

造)
 

˙
植
栽
及
植
草
新
植

設
計 

˙
綠
色
內
涵
設
計 

˙
施
工
擾
動
範
圍
植

栽
移
植
圖
說 

 

現有植栽保留/ 移植評估 

景觀及植栽
設計說明 

景觀及植栽
工程圖說 

表土及保存評估 

修正作業 

圖10 整體景觀生態規劃設計作業流程

一、	施工中生態保育及景觀維護

高架橋沿高速公路邊坡布設，無論橋梁基

礎開挖或施工空間展開均將對既有生態與植生

有相當大影響，所研提作法如下：

(一) 植生最大化現地保存

為降低工程施工對環境影響，除橋梁

上構採自動化工法避免現地場撐外，針對

橋梁基礎施作則於設計階段按各式工法所

需施工空間劃設「施工非擾動區」，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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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必要禁止人員機具進入；施工承包商可

依實際施工需求再行提報，經現地工程司

同意後據以圍設，任意進入造成破壞則須

予以罰款。

又以工區之狹長用地，為抵達各橋

基工址，施工道路之開闢亦將造成環境干

擾；本計畫於設計階段經詳細之現地地形

檢視，研擬大幅採用施工便橋及構台，雖

不免仍有臨時構架支撐之影響，惟與以往

施工道路之全面整平清除方式相較，已有

相當程度之改善，俟完工臨時構造物拆除

後，現地復原狀況佳且與原有生態融合度

高。(如圖11)

(二) 受施工干擾之植栽移植

前項措施係將受影響之環境範疇儘量

降低，惟針對無法避免之擾動區則考量移

植作法，以儘量保存現有自然資源。其作

圖11 設置施工便橋及圍設施工非擾動區

       以保存現地植生

法流程如下：

1.  將可能受影響區域進行現地植栽調查，

建立樹木清冊；

2.  依調查結果按樹種、樹徑、樹型、移植

後存活率等條件，擬定各式移植樹木及

其數量；合計移植數量約6,000株；

3.  調查對應時程各單位之植生需求，計作

業階段與國道高速公路局協調之汐止系

統、內湖、堤頂、圓山、蘇澳等交流道

及南區工程處，及協調計畫鄰近之桃園

縣轄範圍，如青埔棒球場、觀音行政園

區、八德區段徵收區等地；

4.  為能及時於工程干擾前完成樹木移植，

前述各項作業均為重疊進行，且為專業

植栽廠商進場施作，採獨立之移植標發

包，並規劃期程將大部分之移植工作於

土建標開工前完成。

(三)  珍貴地標樹木現地保護－開南大學檸

檬桉

國道1號於機場系統交流道以南之北上

側用地與開南大學相鄰，為阻隔高速公路

行車噪音，學校於臨高速公路側種植兩排

高大之檸檬桉，路側一排之檸檬桉已屬本

計畫用地，或須將該樹木伐除以為施工空

間開闢。本案為尋求保留之可能性，與校

方協調於施工期間提供兩排檸檬桉間之用

地，以為施工便道開闢，施工完成後再將

兩排檸檬桉及樹木間用地交由校方維護。

本案經設計與施工階段充分協調，確已達

成本區避免除樹木砍除之目標。(如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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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廊道串連與補償加值

除工程上之降低影響外，本計畫亦藉由工

程執行之額外考量，將生態廊道串連及採行各

項環境補償加值措施，略述如下：

(一) 生態廊道串連補償

1.  C903標大窠坑溪半月彎－針對施工擾動

區重新營造為雨水回收庭園，並採濱溪

複層林復育，多樣化生物棲地。(如圖

13)

2.  C907標機場系統交流道草澤棲地池－串

連周邊埤塘及茄苳溪之生態跳島，營造

不同水深及多樣水生緩衝植物棲地。(如

圖14)

3.  C906標大坑溪生態補償－藉由桃六道路

改道併大坑溪護岸工程，營造護岸多元

淨化與蕨類植群多孔隙生態。(如圖15上 

)

(二)各項生態友善設計

1. 棲地營造(蝙蝠巢箱、多孔隙生態護岸，

如圖15下)

2. 綠資材利用(清除之樹幹，作為草澤棲地

池之護岸木樁)圖13 C903標半月彎棲地營造

圖14 C907標草澤棲地池

圖12 保留開南大學檸檬桉作業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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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動物逃生坡道

4.  表土保存回填(一般表土/綠資材(絞碎料

混拌)表土／種子庫表土)

三、	綠色內涵辦理成果

各項友善自然環境之作為如上述內容，為

檢視各項努力成果，本計畫亦按公共工程委員

會以「綠色內涵」觀念，將本計畫所實施各項

綠色措施分綠色環境、綠色工法及綠色材料等

三大項，於設計階段即予以彙整明列(如圖16)，

並將各工程項目明確指標量化，訂定目標值；

經評估綠色內涵項目合計經費約為總工程經費

之13.7%，已符行政院第3141次院會指示至少要

有10%的比例用於綠色能源或綠色工法。各項

目中又以上構自動化工法、採行鋼構及波索蘭

材料等三項之貢獻度最高。(如圖17)

四、	高乘載專用車道

為提昇用路人對綠色環境之貢獻，本計畫

首開國內案例設置「高乘載專用車道(HOV, High 

圖16 各項綠色內涵辦理項目

圖17 各設計項目綠色內涵貢獻度

圖15 各項生態友善設計

圖18 高乘載專用車道牌面示意

Occupancy Vehicle Lane)」。此一設計有別於

以往於連續假期動員大批管制人力之高乘載管

制，而係於本計畫泰山轉接道於中壢轉接道之

三車道路段，於最內側車道採標線分隔設置，

該專用車道無分平假日僅供大客車、計程車、

小客車(3人以上)之車輛行駛，以鼓勵用路人儘

量搭乘大眾運輸或採共乘方式減少交通旅次。

(如圖18、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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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資訊廣泛、意見多元時代，本計畫緊

臨交通繁重的國道路段，不論各作業階段均充

斥來自各方不同意見。身為現代工程師，除具

備本身專業技術外，亦應習於面對甚或主動說

明工程特色與所作努力，同時在思維上相互融

合考量與理性對話，以與不同角色充分溝通，

互信互諒凝聚社會之正面共識。

投入五楊工程四年餘，無時不以身為工

作團隊的一員為榮，感謝業主充分的指導與協

助，也感謝公司內各層級主管的支持、支援與

肯定，當然最需感謝的是所有設計與監造參與

同仁的努力與付出。這一路的過程雖然是辛苦

的，但成果是豐碩的、相信會受到廣大用路人

肯定的，也相信所有同仁都會懷念與感念這一

段參與奉獻心力的日子。

圖19 高乘載專用車道配置示意 

陸、回顧與回饋

五楊拓寬工程列為行政院專案列管之重大

工程，自推動之初即為社會關注之焦點；本公

司有幸參與此一難得之工程，承受來自各方的

期待與壓力，然最主要壓力仍來自於CECI在服

務本質上對自我要求，即在各作業階段、各施

作場合作出最專業的研判、提供最優成果方案

與最佳服務。本文闡述了整體五楊團隊在設計

階段所作的各項努力，並藉由設監合一作法達

成了設計與監造工作無縫接軌的預定目標。諸

多作業範例係全公司群策群力之團隊力量所促

成，可為未來相關計畫作業執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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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跨越橋、大跨徑、鋼橋、懸臂工法、拱度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處長／陳福將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顧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資深協理／吳江富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顧份有限公司／五楊北段監造／專案經理／方炤琮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顧份有限公司／五楊北段監造／主任／洪煜民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顧份有限公司／五楊北段監造／副主任／顏士翔 5

跨越歷史的洪河

泰山跨越橋施工─
大跨徑鋼橋懸臂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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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路線跨越泰山收費站後，南行至北上線里程

37K+500~40K+150區間，因東側邊坡屬地質敏感區，依環評承諾事項，路線須迴避地質

敏感區，故北上線高架橋於里程36K+600附近跨越中山高主線至南下線側，並與南下線

採雙層共線設置(北上線置於上層)，後於里程39K+900附近再度跨越中山高回歸原北上線

側。本跨越橋即位於北上線高架橋於里程36K+439~36K+925處，為於國道一號不落墩及

避免影響用路人行車，配置大跨度跨越橋，整體施工規劃考量減少影響高速公路行車安

全及降低占用高速公路阻斷行車之時間，規劃採用鋼梁懸臂工法吊裝，全橋並於民國101

年6月30日順利完成閉合作業。

本文旨從原設計施工規劃、懸臂工法理念緣起、懸臂工法設備、懸臂工法施工程序

及其拱度控制等作一系列簡介，並就施工中遭遇問題與改善方案進一步說明，冀能提供

作為未來類似橋梁工程設計、規劃與施工參考。

壹、 曲線鋼橋設計規劃概述

一、	設計線型規劃

五股至林口段為考量儘量避免造成環境的

不利影響，於中山高速公路右側，將北上線併南

下線採雙層橋梁型式規劃，其前後同時銜接北上

線與南下線，以避開地質敏感區，故使北上線橋

梁平面線形，須配置為兩度跨越中山高速公路。

其中，第一處跨越橋單元即為泰山跨越橋(中山

高里程36K+439 ~ 36K+925)銜接C903 標北上線

與C901標。本跨越橋由原本平行現有高速公路

線形驟改斜交後再回歸到平行線形，造成橋梁在

很短的距離內，以斜交方式跨越高速公路，須

以雙曲線配置來克服，並配合地形限制及路線

規劃，採用小曲率半徑(R=390公尺)順應高達8%

之橋面橫坡；另因本路段屬下坡段，為達行車轉

彎安全視距需求，原規劃之三車道橋面寬度，由

17.8公尺緩和漸變至20.9公尺(詳圖1-2所示)。

圖1 五股林口段路線配置

圖2 泰山跨越橋完成模擬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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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梁橋，主跨徑為216公尺，兩側邊跨為

135公尺，單一橋長達486公尺。

鋼梁深度採拋物線曲線變化，由最大

深度9.2公尺漸變至4.0公尺，為目前國內少

數曲線大跨徑鋼箱型梁橋，是本計畫最具

工程特色的一環(圖3)。

(二) 鋼橋斷面

橋梁上部結構採鋼床鈑箱型樑，AC鋪

面採5公分GUSS加3公分PAC設計，橋面寬

度介於17.8公尺至20.9公尺。為配合構件運

輸及吊裝等施工條件，主樑於設計時，以2

獨立之箱梁組成基本構件後，再將上、下

各2片橋面鈑連成一體，形成由4片腹鈑組

成之單根鋼床鈑箱型梁橋(圖4)。

(三) 力學考量

1、非預期撓曲

主跨的跨徑中央處因受到地震、車流

量的振動影響，容易產生較大的變形，且因

全橋長度頗大，使得在車行方向可能發生溫

度分布不均勻之現象，又因本橋採用較大樑

深設計，沿樑深方向，預估較易形成溫度梯

度，導致產生非預期的撓曲曲率。

2、非對稱性扭轉效應

因本橋位於平面曲線上，車輛載重可

能造成扭轉，但其效應並非對稱或均勻，

故須檢討非對稱性扭轉效應。

綜上考量，故皆需在橋梁設計階段，

多方設想、分析並考量在各種載重作用

下，曲線橋梁之結構動力行為。另因鋼箱

梁斷面腹鈑最大深度達9.2公尺，對於構件

圖3 泰山跨越橋單元跨徑配置

圖4 鋼箱梁節塊吊裝組裝與結構斷面

二、	跨徑配置與力學考量

(一) 跨徑配置

考量工址環境、線形，同時為維持現

有高速公路的繁忙交通及避免在車道中落

墩，跨越國道1號採用三跨連續大跨徑鋼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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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存有差異，故在重複性分段施工橋梁，

需再利用已施工部分之經驗，來修正結構

分析模型誤差及不可知的施工系統誤差。

這種利用前面施工成果，將誤差來源加以

明確判別，並對結構分析模型及不可知的

施工系統誤差來隨時修正，而『設計理想

狀態』即利用系統識別技巧，來修正結構

分析參數及預測下一階段施工的不可知施

工系統誤差，此即為自適應控制法。

二、	施工法發展理念

由於跨高速公路中央段(P193~P194段鋼箱

梁)原規劃採用CABLE工法需架設施工臨時主塔

架，以符合原設計鋼纜背拉之需求，但因此段跨

越橋仍有曲線，考量控制側向扭力及臨時塔架強

度預期較難控制下，承商春原營造及春源鋼鐵經

過工法研擬，發現跨越橋本身斷面自成一體，

且斷面勁性及邊跨場撐段完成後之配重(counter 

weight，圖5)，足供懸臂工法施工所需，並經多

次結構分析與檢核原結構強度後，因其施工中之

受力狀況符合規範規定，確認可配合四座門型

架，並以自行研發、設計、製造、執行之懸臂吊

裝工作車方式施工(圖6)，故跨越中山高段，以

節塊懸臂吊裝工作車進行鋼橋安裝工作，並已獲

頒新型專利型式審查核准[2]。

規劃之初，因僅有初步概念，經承商春原

營造及春源鋼鐵不斷檢討分析，排除所有與懸

之運輸、製作及組成等，亦須於設計階段

一併考量。

貳、 橋梁施工工法說明

一、	橋梁施工控制概念

在橋梁施工控制的實際應用，依工程控制

理論的發展軌跡，可分為開放式控制、閉合式

控制及自適應控制等三個層級[1]。

(一) 開放式控制

係依設計的理想成橋狀態，考量施

工過程的荷重，計算出橋梁的預拱度，現

場依此施工並期望施工完成後能達到設計

的理想狀態。前述過程之施工控制是單向

的，並未依現場實際狀態進行誤差修正，

故稱為開放式控制。

(二) 閉合式控制

主要對施工過程發現的誤差(施工誤

差、測量誤差甚至隱藏之設計理論誤差)，

即時的回饋並進行修正，藉此修正施工過

程不致偏離設計理想狀態太遠。閉合式的

施工控制，在橋梁施工上已注意施工過程

的誤差，並藉量測技術回饋施工誤差狀

態，來修正使之趨近設計理想成橋狀態，

故稱為閉合式控制系統。

(三) 自適應控制

『設計理想狀態』與『真實理想狀

態』間仍存理論模型誤差，故閉合控制係

以設計理想狀態為控制基準，成橋外觀之

拱度線型或許趨近設計理想狀態，但成橋

後之實際結構內力分佈，則與設計理想狀

圖5 邊跨場撐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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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吊裝工作車可能產生互制之狀況，方確認以

組合後箱梁節塊吊裝方式，配合具專利之懸臂

吊裝工作車，可順利使組合後箱梁節塊，經由

懸臂吊裝工作車移運至最前端，並以五基本步

驟完成施工控制線形與高程。

(一) 中山高二側RC柱頭箱梁上架設工作車

(二) 節塊組裝於橋面之運輸台車上

(三) 以運輸台車運輸吊裝端口

圖6 鋼梁吊裝施工工法配置及節塊吊裝方向

(四) 使用懸臂吊裝工作車吊放箱梁定位

(五) 利用千斤頂頂昇至橋面高程

綜上施工理念，則兩側各需安裝8節塊後，

即可進行千斤頂頂昇施工，最後，則以任一側

懸臂吊裝工作車吊放第9節塊(閉合節塊)，即可

解除頂昇力閉合成橋。

三、	因應工法規劃之箱梁分割

泰山跨越橋單元為三跨連續之鋼箱梁橋，

其四處橋墩(P192、P193、P194、P301)均為RC

橋墩，其中P301為雙層橋柱，本鋼箱梁銜接至

P301之上層北上線。

本單元鋼箱梁共有39節塊，鋼梁總重約為

9600T，兩端橋跨(135m) 各11單元約2400T (G1-

G11、G29-G39節塊)，其中G1、G11、G29、

G39為於柱頭上方。中間長跨徑(216m) (G12-

G28節塊)，其全跨分割示意圖如圖6所示，共

計17節塊約4800T，包含變斷面箱形梁，梁深

自9.2公尺漸變至4.0公尺，因應超高需求，最大

腹鈑梁深為10.2公尺。上翼鈑為U型肋條鋼床鈑

(22mm~14mm)，其縱、橫向銲道均採工地銲接，

但下翼鈑縱向銲道工地銲接，橫向則為栓接。

圖7 箱型梁節塊構件單元分割及組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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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立平台

提供履帶吊車組立箱梁時站立之用，設置

於軌道區起點，面積計10.9MX12M，兩側各14

支H300鋼柱固定於橋面上，以分散頂部之250

噸履帶吊車之重量與吊裝節塊重量，並以斜撐

輔助抵抗側向外力。

二、	運輸台車

設置於軌道上方，台車原固定於軌道最前

端，作為節塊地組之拼裝平台，於節塊組裝完

成後，將組立完成節塊運送至吊裝準備區，主

要設備如下：

由於主梁設計梁深最高達9.2公尺，已超過

法規上之單一節塊的運輸高度及寬度等限制，

因此於細部設計時，配合構件之尺寸及重量，

將構件單元分割成適當尺寸大小節塊，以利構

件運輸及現場吊裝，其分割示意圖如圖7所示，

最多分割為12塊。

參、 懸臂吊裝工作車主體及設備
簡介

本工法所需設備計有，懸臂吊裝工作車主

體、組立平台、運輸台車、運輸軌道、支撐門

架等，相關介紹如下(圖8及圖9) :

圖8 懸臂工作車設備配置示意圖

圖9 專利懸臂吊裝工作車設備配置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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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問題而滑動，組裝完成之節塊需運輸至懸

臂吊裝工作車吊裝準備位置時，則以操作夾

具鋼一鎖一放方式(Lock and Released)，輔以

千斤頂伸縮推進衝程，將運輸台車推進至懸

臂吊裝工作車吊裝準備位置。

三、	運輸軌道(圖11)

提供運輸台車及懸臂吊裝工作車行走軌

道，依縱坡及超高不同，計有兩種軌道型式，

經結構分析後採用RH482X300型鋼。為配合工

作車推進需求，於懸臂吊裝工作車推進區採用

兩H型鋼強弱軸堆疊方式(上層型鋼腹鈑與下層

型鋼翼鈑鎖合)。

上層型鋼腹鈑面加設鍍鉻鋼鈑與塗裝二

硫化鉬，以減少懸臂吊裝工作車移動時之磨擦

力，其兩側翼鈑則作為橫向抗滑及固定之用，

而下層型鋼之上翼鈑，則純粹作為運輸台車移

動及抗傾導向輪固定之用。

因本單元橋梁有R=390公尺之曲率半徑、

4.88%提升至8%之橫向超高，以及2.88%之縱坡

高程等問題，故軌道頂高程之設置控制，以及

軌道轉彎之曲率須非常準確，以避免推進時形

成互制現象，造成阻力增大，使得推進困難。

四、	懸臂吊裝工作車主體

為主要之吊裝設備主體，係做為節塊吊運

與前一節塊接合之設備，為配合節塊運輸由工

作車內部下方通過，工作車設計尺寸長33M×寬

25 M×高13.4 M，車重約185噸，相關細部設備

如下：

(一) 推進設備

採設置於工作車後方左右側各一組千

斤頂，以插銷固定於軌道上層型鋼作為推

圖10 運輸台車本體

 圖11 運輸軌道

(一)  運輸台車本體(圖10)

主要為節塊組裝之作業平台，以及將

節塊運輸至吊裝準備區運輸用，其外觀為

12Mx13M之H型鋼格柵結構。

(二) 運輸台車承載

以盤式支承作為傳遞垂直受力之媒

介，並於其下方加設坦克輪(共4組)作為 

運輸移動系統。

(三) 運輸台車推進

推進系統主要以兩部夾具鋼系統及中間

配置一部千斤頂組合(衝程1500mm)，於節

塊組裝時，推進系統之防脫夾具鋼先鎖住軌

道，將運輸台車固定，以防止運輸台車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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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吊裝天車

1.  設置於工作車上方，為利吊裝，另配置

兩具中空千斤頂吊裝設備，其預力錨座

為31孔，容許荷重逾600噸，垂直移動

衝程為800mm。

2.  以15.2mmΦ預力鋼絞線作為吊索，配合

特殊吊臂，於吊臂上輔以小型千斤頂，

作為前後傾斜之微調節塊機制。

3.  設計吊重以最重節塊285噸考量，因安全

係數均大於2.0，故安全無虞。

4.  另配置乙組30噸捲揚機小車於吊裝天車

上移動，作為一般物件吊運使用。

五、	支撐門架(圖12)

(一)  支撐門架位置位於第四節塊(G15、

G25)及第八節塊(G19、G21)正下方，

第八節塊下支撐門架，係做為反力基

座，配合8座300噸油壓千斤頂，將懸

臂段鋼箱梁節塊，全數頂昇至施工控

制高程位置，以完成閉合節塊安裝，

第四節塊下門架則作為輔助支撐，以

減少懸臂梁之變位。

(二)  每一門架立柱採用2支BOX-700mm組

進之反力座，推進段採用型鋼側放，型鋼

腹鈑加設鍍鉻鋼鈑作為滑動面，再於工作

車撐點承壓座(滑動撐點)，加設HDPE作為

推進滑動介面墊層。

(二) 支承設備

設置於工作車四個撐點，以球窩支承

傳遞懸臂吊裝工作車本體與吊裝之箱梁重

量，針對支承處，配合結構分析及施作結

構補強，以利應力適當傳遞。

(三) 頂昇設備

適用於工作車於推進前之降車作業，

以及推進完成後之工作車定位之高程調整

使用，每部懸臂吊裝工作車採四組200噸千

斤頂作為對稱調整高程用，並於千斤頂上

部加設球窩支承，千斤頂下部則以鋼墊塊

輔助調整高程。

(四) 錨碇鋼棒

主要為平衡吊裝時之拉力及支承支點

之反力，工作車尾端及撐點支承側，各設

置4及16支32mmΦ高拉力預力鋼棒，並對

高拉力預力鋼棒，各施加每支10噸及20噸

預力。

圖12 四座門型架設備及懸臂工作車配置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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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邊跨場撐段施工

邊跨場撐段施工計分兩個工作面，

其吊裝場地位於大窠坑溪河道旁或需跨

越橫窠雅路，因作業環境動線受限，故

P192~P193段設置構台作為地組及吊裝

場地，P194~P301段則配合現況，架設

跨橫窠雅路及跨河之構台，節塊安裝由

P193及P194柱頭起，依P193→P192及

P194→P301之安裝方向，箱梁逐節塊架設

支堡並安裝，直至完成邊跨段(詳圖13流程

1~4)。

(四) 懸臂吊裝工作車及其假設工程安裝

於兩柱頭節塊(P193及P194)上安裝軌

道、懸臂吊裝工作車、組立平台、運輸台

車、吊裝天車等假設工程，其中P194側組

立平台上配置250噸履帶吊車組裝箱梁用

(圖13流程5)。

(五)  跨越中山高段共計17節塊，每部工作

車吊放8節塊，但第9閉合節塊，則由

北側工作車負責吊放，依以下步驟完

成吊放鋼箱梁工作

1. 橋面工作區地組節塊

2. 運輸台車移運鋼箱梁節塊

3. 運輸至工作車預備吊裝區

4. 以天車移運鋼箱梁節塊至銜接口

5.  進行吊放作業

(每次節塊吊裝前均依法規提報北區勞檢

所，針對移動式天車竣工檢查，核可後始

可作業)

兩部懸臂吊裝工作車依循以前述步驟循環

合鋼柱，設計之考量除頂昇荷重外，

尚需考慮中山高保持淨空高，及懸臂

吊裝工作車下懸平台通過之空間。

(三)  跨越中山高懸臂吊裝工作車吊裝期間不

須封閉高速公路，以減少對交通上的衝

擊，惟懸臂施工於節塊閉合階段，需以

中央側二支撐門架，故於南北兩向各設

置2座支撐門架做為施工頂昇設施，4座

門架安裝及拆除時，須完全封閉國道1

號北上線及南下線各2天。

六、	工作車側向及懸吊施工平台

工作車側向施工平台主要用於托梁螺栓穿

鎖，及防止上翼鈑托梁電銲時火花掉落高速公

路，而懸吊施工平台主要用於下翼鈑螺栓穿鎖

施工，兩平台為避免異物掉落高速公路上，於

其四周均以細目塑膠網封閉阻隔。

肆、 大跨徑鋼橋施工流程及拱度
控制

一、	鋼橋施工流程說明

(一) 防護隔離層安裝

因柱頭節塊緊臨高速公路，部分節塊

之投影面已於高速公路正上方，須先行安

裝防護隔離層安衛措施，以防止現場施工

時，發生物件或銲接火花掉落。

(二) 吊車拼裝作業

由P193及P194柱頭節塊開始安裝後，

因長度及高度之運輸限制，柱頭節塊分割

為12塊，並分別以700噸油壓吊車及250噸

桁架式履帶吊車拼裝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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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泰山跨越橋吊裝施工流程示意圖

1. P194上方箱梁節塊安裝

3. P194~P301箱梁安裝完成 

5. 懸臂工作車安裝及地組吊車安裝

7. 懸臂工作車吊放箱梁

9. 懸臂工作車安裝閉合節塊

2. 支堡組立與箱梁安裝

4. 場撐段施工完成

6. 箱梁地組

8. 門型架安裝

10. 工作車、門型架及支堡拆除

(七) 閉合節塊安裝

1. 閉合施工高程控制(以北側施工為例)

(1) 第6節塊安裝完成。

吊裝8節塊，整體節塊推進工率，平均約14

天/節塊。(圖13流程6~7)。

(六) 門架安裝(拆除)需要配合高速公路全封

作業進行 (圖13流程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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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放後先進行北側之螺栓穿鎖作業。

(6)  因日間鋼箱梁溫度升高，俟間隙達設

計值，再進行南側螺栓穿鎖作業。

(7)  閉合節塊兩端完成螺栓穿鎖作業後，

進行箱梁頂部橫向銜接口銲接。

(8)  進行兩側托梁吊裝及頂部縱、橫向銜

接口電銲。

(9) 閉合作業完成(圖13流程9)。

(八)  箱梁完成後設備拆除可分三部份 (圖13

流程10) 

1. 閉合後之拱度釋放

(1)   北側第4節塊下方千斤頂先行釋放受

力。

(2)  南北兩側第8節塊下8組300噸油壓千

斤頂依輪進方式，配合鋼墊片抽換，

逐步將拱度下降，作業流程如圖14。

2.側向及懸吊施工平台拆除

配合高速公路夜間交維，將懸臂吊裝

工作車側向及懸吊施工平台拆除。

3. 懸臂吊裝工作車退回原組裝區待拆

(1)  懸臂吊裝工作車依原推進方向，逐步

退回原組裝區附近。

(2)  由原組裝吊車執行懸臂吊裝工作車拆

卸作業。

(2)  利用第4節塊下方門型架輔助支撐300

噸以調整懸臂段箱型梁撓度。

(3)  (連同南側)均安裝完成第8 節塊後，

利用位於第8節塊下方之門架，安裝8

組300噸油壓千斤頂同步連通油壓設

備。

(4)  每次以4組千斤頂同步頂昇，並適時

增加鋼墊塊，以輪進方式，將箱梁頂

昇至施工控制高程位置。

2.箱型梁長度實長裁切

(1)  分別於早、晚、夜間量測南北兩側閉

合節塊位置端口幾何數據。

(2)  現場實測數據回饋鋼構廠，進行閉合

節塊實長裁切調整構件尺寸。

(3)  於工廠假安裝後比對現場實測數據，以

確認節塊幾何數據與回饋資料吻合。

3.閉合節塊安裝 (由北側工作車執行)

(1)  為避免懸臂吊裝工作車碰撞，南側工

作車須拆除懸吊平台並退後一節塊。

(2)  北側第4節塊下方千斤頂輔助頂昇100

噸受力以減輕北側第8 節塊下方千斤

頂之承載力。

(3)  考量日夜溫差間隙可達24mm，閉合

節塊採夜間吊裝。

(4)  夜間9:00開始吊放，並於凌晨約2:00

到達定位。

(5)  定位後，南側仍存有30mm間隙，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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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拱度控制作業

(一)  施工中各階段結構計算與假組試拼裝

控制

跨越橋結構施工流程模擬，係採有限

元素法進行結構分析，主要分為四大階段，

即邊跨場撐施工階段、懸臂工法施工階段、

閉合前頂昇階段、合攏後成橋階段共計22分

階，並依順序，將結構構件依結構原設計高

程、座標等幾何資料、模擬設定之施工工法

節塊吊裝施工步驟之載重規劃，如工作車之

假設荷重、各項假設工程設備之載重及分析

各節塊斷面性質，經詳細結構模擬分析後，

獲得施工流程中各細部階段中各節塊之相對

撓度變位數據(如圖15 )。

各階段分析之撓度變位數據，納入

各節塊製造之預拱值，工廠則依此分析成

 圖14 拱度釋放流程

 圖15 U127懸臂吊裝過程變位值及製造拱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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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各階段施工流程模擬結構變位值及製造拱度值圖表

圖17 鋼梁節塊測量控制點示意圖

圖18 各階段懸臂工法吊裝過程實際測量撓度與設計比較

果，製造各節塊鋼梁及假安裝，施工控制

座標及高程管制，均配合施工步驟，呈現

於工廠假安裝成果上(如圖16 )。

(二) 現場吊裝施工控制

1.  全橋測控

現場節塊組裝時，除針對節塊端口之

L-T、R-T、L-B、R-B(計8點)進行測量外，

無論吊裝多少節塊，均需全數(含場撐段及

懸臂段)重新測量已安裝節塊頂部之L-T、

R-T點位高程及座標(圖 17)。

2.  趨勢修正與調整

將測量成果與分析預測之數據比對，除

確認差異外，並將測量成果做為修正分析預

測座標之重要依據，預測座標經重新提供現

場使用後，方可更符合現況，並據以決定下

一節塊施工控制高程及位置。(圖18及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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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9 上翼鈑電銲收縮之間隙控制

圖20 U127各階段高程―橋面中心

(三) 鋼箱梁電銲接合收縮控制

節塊吊裝過程中的上翼鈑銜接口橫向

工地銲接，其所產生之銲接收縮內應力，

將影響整體鋼橋結構強度，故需對銲接收

縮內應力進一步控制，作業流程如下：

1.  微增量電銲間隙節塊吊放至銜接端口

時，並微調控上翼鈑端口間隙至假安裝

間隙加2mm電銲預拱間隙(圖19)。

2.   螺栓鎖緊不鎖斷：下翼鈑、上下橋面鈑

肋條及腹鈑螺栓皆鎖緊而不鎖斷。

3.  銜接處上翼鈑電銲：端口銜接段上翼鈑

進行全滲透電銲。

4.  微吊昇箱梁：利用工作車拉升箱梁，將

節塊前端高程調整至施工控制高程。

5.  螺栓正式鎖斷：下翼鈑、上下橋面鈑肋

條及腹鈑螺栓鎖斷，完成吊裝作業。

伍、結語

五股林口段高速公路拓寬工程，

係採高架橋方式沿大窠坑溪施作，且

接近地質敏感區域，故在線形與用地

考量下，規劃長跨距跨越橋等具特色

與施工難度之橋梁型式。泰山跨越橋

即為五楊段拓寬工程中兩座長跨距跨

越橋之一，其施工特色除了216M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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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場撐段鋼箱梁吊裝

圖22 場撐段鋼箱梁吊裝

圖23 場撐段鋼箱梁吊裝及臨高速公路隔離層設置

跨徑鋼箱梁外，為確保鋼構施工品質與精度，

除規範所定標準品管檢驗程序外，施工前亦先

對施工全程各階段進行結構分析、模擬，以作

為現場施工控制的依據。

鋼箱梁之工廠製造、假安裝，概依施工

全流程結構分析、模擬成果，於工廠完成假安

裝，並將假安裝之成果，再一次做為現場組裝

之絕對依據。而現場各鋼箱梁組裝、推進，均

再整體現場重新測量，驗證結構分析、模擬精

確度，即以『閉合型施工控制』理念回饋資

料，以作為施工控制之修正依據，其目的意在

將『設計理想狀態』，藉重複的階段輪進施工

過程，以調整或修正施工過程與結構分析、模

擬精度差異，將『設計理想狀態』修正為『真

實理想狀態』，以確保完成後的橋梁，除線

形、拱度外，結構內力分佈亦與原設計理念相

符[1]。

本工程施工中，為配合原高速公路的正常

使用之安全性，懸臂吊裝工作車的施工方式，

更須嚴格以安全第一考量下，方可進行吊裝施

作，期在工安第一、工進如期品質符規、交通

順暢等各方面高度要求下，與施工團隊緊密合

作，循序達成此一工程里程碑。

泰山跨越橋承春原營造及春源鋼鐵公司工

程人員夙夜匪懈克服困難以及業主國道新建工

程局第一區工程處積極督導下，於101年6月底

全橋閉合完成，成為國內大跨徑鋼箱樑跨越道

路橋之一，亦成為高速公路用路人南下後首見

之顯著地標，本文謹就本橋之施工過程及施工

控制扼要介紹，雖欲完整記述，仍不免有所罅

漏，冀由本文介紹，祈能提作為日後類似橋梁

工程規劃、設計、施工之參考(圖21~36為施工照

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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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場撐段鋼箱梁吊裝 圖28 場撐段鋼箱梁吊裝完成(北側)

圖25 場撐段鋼箱梁吊裝 圖29 工作車組裝(北側)

圖26 場撐段鋼箱梁吊裝 圖30 工作車組裝(北側)

圖27 場撐段鋼箱梁吊裝 圖31 懸臂結塊吊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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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懸臂結塊運輸 圖35 閉合結塊吊放完成

圖33 懸臂工作車施工全景 圖36 全橋完成現況

圖34 懸臂結塊吊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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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副處長／宋治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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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北段監造／工程師／徐鳳謙 5

千軍萬馬 井然有序

泰山收費站25萬車旅次／日
之施工交通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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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五楊拓寬工程於北段施工範圍內，除了二處跨越橋及單柱雙層鋼橋之外，另跨越泰

山收費站區之大跨徑鋼橋及轉接道施工亦為本路段之關鍵作業。本文遂由規劃階段泰山

收費站交通維持設置背景先予以說明，再於實際執行第二階段交通維持計畫前，集各相

關單位意見擬訂交通維持宣傳計畫並據以實施各種宣傳措施；又針對本交通維持設施之

布設及新增超大型收費車道指引牌面予以述明；另將交通維持設施佈設時之施工情況詳

實地予以說明，並將交維切換前後中山高速公路交通變化情形比較分析，以了解交維切

換後與規劃結果之差異；最後針對本次於高速公路收費站區大型島式施工範圍之交通維

持作業執行成果，提出檢討與建議事項，以作為未來類似交通維持施工之參考。

圖1 泰山收費站主線拓寬高架橋及轉接道平面圖

壹、 前言

國道1號五股楊梅段拓寬工程因路線規劃，

主線高架橋需跨過泰山收費站區上方並設置轉

接道(詳圖1所示)，且高架橋之墩柱位置設於收

費站第4 收費車道上下游約100 公尺處，因此於

設計規劃階段即考量減少對泰山收費站交通衝

擊而依施工特性規劃三階段施工，作為承商於

泰山收費站區施工時交通維持之依據。

經排程規劃泰山收費站區主線高架橋及轉

接道施工，由下構基礎開挖、上構鋼梁吊裝至

完工通車工期約需14個月，故須於100年7月起

進入站區施工始能滿足契約工期要求。第一階

段施工主要作業項目為主線高架橋梁基礎、鋼

柱、帽梁等之施築及吊裝，因橋墩位於泰山收

費站第4收費車道上下游約100公尺處，且考量

可施工之最小空間，必須將第4收費車道予以封

閉，而為維持現有10個收費車道之正常使用，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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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北上線第一階段收費車道配置及交維布設平面圖

圖3 北上線第二階段收費車道配置及交維布設平面圖

圖4 北上線第三階段收費車道配置及交維布設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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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交維整體宣導架構圖

則規劃將便道長期開放使用並將1~4收費車道配

置向外側移設1個車道，以維持現有過站之車流

順暢，以北上線為例，詳細車道配置及交通維

持布設如圖2所示。

第二階段施工主要工作為主線高架橋梁鋼

梁及轉接道帽梁、鋼梁等吊裝作業，其收費車

道配置同第1階段，車道配置及交通維持布設如

圖3所示。

第三階段施工主要工作為轉接道引道及橋

梁相關附屬設施等作業，其收費車道配置則需

封閉第5及6車道，其車道配置及交通維持布設

如圖4所示。

貳、 交維宣導計畫

經評估泰山收費站區段進行施工，將對本

路段國道交通造成嚴重衝擊，爰規劃於施工前

及施工初期加強宣導，透過整合媒體資源，對

廣大用路人宣導相關交通維持計畫之內容與配

套措施，讓民眾了解施工期程、替代道路規劃

以及宣導民眾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避開交通

尖峰時段，改走替代道路等相關措施，藉以降

低因施工衝擊影響而造成交通車流壅塞所產生

之民怨。

基此，國工局遂於民國99年12月01日召開

「國1五楊段拓寬工程於泰山收費站區段施工交

維整體宣導計畫內容研商會議」，並著手辦理

「泰山收費站區段施工交維整體宣導工作」。

全案整體宣傳架構將以電視、廣播、平

面、網路媒體搭配文宣品印製與高公局自有通

路、縣市政府交通局通路，對民眾作全方位的

宣傳，藉此達到宣導效果最大化。整體宣導架

構如圖5所示，整體宣導執行項目則如表1所

示。

表1 交維整體宣導執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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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長達4個月之討論、初稿審查、定稿、製

作及成果發送，於泰山收費站區橋梁拓寬工程

施工前，得以利用各種傳播媒體廣為宣導，使用

路人得以了解施工期程、替代道路規劃以及宣導

民眾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避開交通尖峰時段等

相關措施。交維整體宣導計畫工作期程如表2所

示，文宣設計成果樣本詳如圖6、圖7及圖8。

參、 交通維持設施

本區段施工於收費站區進出站兩側各圍設

二個島狀工區，封閉第4 號收費孔道，施工區將

收費孔道分隔成「左6、右4」之配置。在車道

一致性及用路人行車順暢性等安全考量下，主

線車道從4 線車道先區分為「左3、右1」之配

置，導引大型車及找零小車行駛外側車道，同

時利用第一階段拓寬之大型車專用道，及部分

高速公路路肩進入收費站。主線進入收費站展

開區後，由原本之「左3、右1」展開變成「左6 

、右4」之配置，依此配置進入收費孔道後，再

由「左6、右4」合併為「左3、右1」駛離收費

站區，最後再依原本高速公路主線車道配置。

因進出收費站路段之漸變長度受墩柱區位之限

制，漸變長度不足，考量行車安全，本階段施

工期間封閉第4 號收費孔道。便道改設為大型車

回數票/現金收費車道，大型車ETC 車道(2號)改

設於第1 號收費孔道。

因施工區域位於道路中央，無可避免對駕

駛人造成用路疑慮及行車影響，尖峰時段車輛

往往壅塞始於分流點，現況於36K+720處設置指

示牌面，離島區分流點約900公尺，沿線無其餘

車道票種指示牌面，故至分流抉擇點易造成車

輛遲疑停等至堵塞，故針對工區外側使用率較

低的收費票種閘道，於36K+280處增設車道票種

指示牌面，導引找零小車及大型車利用外側車

道，並於沿路增設「現金小車↗」牌面，減少

用路人票種選擇遲疑。

圖6 宣傳成果(1)－海報設計

圖7 宣傳成果(2)－三折頁DM設計(正面)

圖8 宣傳成果(3)－三折頁DM設計(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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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用路人清楚了解並能行駛正確車道，

施工團隊配合高公局意見，採用混合圖形及文字

之超大型牌面(17.15 x 4.5M)，且為機動因應各種

票證變化設置三面轉板，詳如圖9及圖10所示。

肆、 施工執行實況

泰山收費站區交通維持布設施工係由C901

標北上線工程於民國100年7月5日及7月6日最

早開始，故本文將以該次施工執行情形予以說

明。由於本次作業施工面廣作業項目頗多且僅

能於二天晚上(14小時)完成，故施工團隊於施工

前即詳細檢討及規劃各項作業之配合時程和施

工動線，主要施工項目及執行情形如表3所示。

經評估剛性路面標線刨除重繪及島區混凝土護

欄布設等二作業，因工項及施工界面多且考量

不影響7月6日間泰山收費站之正常營運，遂安

排7月5日(第一天)只將內側小型車ETC車道標線

刨除重繪，而施工島區混凝土護欄布設及車道

線刨除重繪等工作則安排於7月6日(第二天)施

作。

民國100年7月5、6日連續二天晚上22:30

執行道路封閉所需之交維車輛於南崁交流道集

結，經取得高速公路交控中心同意後，於22:50

會同高速公路警察大隊北上執行道路封閉及車

輛疏導工作，於23:00準時完成封閉林口－五股

交流道路段高速公路，並順利引導北上車流由

林口41B北上出口匝道駛離高速公路，行駛原規

劃之替代道路。替代道路沿線布設導引牌面並

於重要路口配置義交人員指揮交通，經觀察交

通情形，僅於道路封閉後一小時內有局部道路

壅塞外，並無重大交通事故或民怨發生。

經確認施工路段已無行駛車輛後，現場指

揮官於23:15下令施工機具及人員依序進場施

作，機具及人員定位後，各工作區域隨即依原規

劃項目施作，各工區負責人則將各項管制作業之

完成時間回報現場指揮官，俾利指揮官掌控各工

區之施工狀況，各工區工作執行完成後於7月6日

上午5:50由現場指揮官下達開放通車指令，恢復

中山高速公路林口五股段車輛通行。

表2 交維整體宣導計畫工作期程

圖9 36K+720處車道指示牌面

圖10 36K+280處及路側增設車道指示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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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一天作業項目多有延遲之情況發

生，施工團隊稍作歇息後，遂由國工局第一區工

程處陳處長於7月6日下午2時召開檢討會議，會

中對於前晚有關高速公路車流引導、地方道路交

通疏導、施工機具進場動線及各工區作業情況等

項目之疏失分別予以討論，並要求承包商當晚應

立即改善。另針對當夜主要重點作業項目－施工

島區混凝土護欄布設，由於數量高達近500塊且

須於6個小時布設完成，會中亦要求承包商應增

加機具及人力來執行本項艱難工作。

由表3可知，雖經事前多次討論規劃和模擬

並投入更多資源，但實際執行時常因界面衝突

或作業熟悉度不足而有所延誤，尤其是國內首

次採用之超大型牌面，其安裝之困難度更超乎

施工團隊的想像。所幸最後仍能如期於7月7日

凌晨6時開放通車。(相關作業相片如圖11~14)

圖11 剛性路面標線磨除施工情形 圖14 北上線施工島區布設完成情形

圖12 混凝土護欄布設施工情形

圖13 大型牌面吊裝施工情形

表3 主要施工項目及執行情形

日期 主要作業項目 預估完成時間 實際完成時間

7/5

小型車ETC車道標線刨除重繪 6小時(5:00) 6.5小時(5:30)

U127單元1號臨時支撐門架吊裝 4小時(3:00) 6小時(4:00)

36K+720車道指示牌面門架吊裝 4小時(3:00) 4.5小時(3:30)

7/6

施工島區及大型車道線刨除重繪 6小時(5:00) 7小時(5:50)

施工島區混凝土護欄布設 6小時(5:00) 7小時(5:45)

U127單元2號臨時支撐門架吊裝 4小時(3:00) 4.5小時(3:30)

36K+720大型車道指示牌面安裝 4小時(3:00) 6小時(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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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執行後交通情況

本階段交通維持布設完成後，施工團隊

為瞭解其對中山高速公路泰山收費區之影響程

度，遂蒐集6月30日至7月13日之交通觀察數

據，依交通量與旅行時間兩指標進行分析比

對，亦即針對AVI設備所提供旅行時間資訊的可

靠度以及每日的車牌重現率加以探討。另國3額

外負擔國1轉移之部分交通量，透過AVI設備對

車牌辨識追蹤的功能，探討國3北上起迄點(OD)

交通量的分布情形，經蒐集、整理通過泰山收

費站交通量之統計數據如表4及圖15~17。

綜合上述數據顯示，交通維持布設前後交

通量影響變化不大，週五下午尖峰仍處於交通

量大於平均量的狀態(差距約154輛)，減少之車

流研判可能經國道3號前往臺北、汐止等。

因泰山收費站施工前宣導民眾由新竹系統

轉國道3號北上作為替代道路，因此施工團隊亦

經蒐集、整理通過新竹系統至寶山交流道之交

通量統計數據如表5及圖18~20。

資料顯示國1泰山收費站交通維持布設後，

國3交通量有微幅增加，並無顯著之影響，國道

3號尚能負荷移轉之交通量。

圖15 國道1號泰山收費站第一階段施工前後平日交通量消長

圖16 國道1號泰山收費站第一階段施工前後週六交通量消長

圖17 國道1號泰山收費站第一階段施工前後週日交通量消長

表4 國道1號泰山收費站第一階段施工前後交通量消長

北上
上午尖峰（07:00~10:00） 下午尖峰（16:00~19:00）
交通量 成長率 交通量 成長率

平日 22771 23373
週六 17578 22319
週日 14043 20307

7/7（四） 22349 -1.9％ 23111 -1.1％
7/8（五） 22564 -0.9％ 23527 0.7％
7/9（六） 17188 -2.2％ 21589 -3.3％
7/10（日） 13151 -6.4％ 20484 0.9％
7/11（一） 22763 0％ 22830 -2.3％
7/12（二） 22707 -0.3％ 22968 -1.7％
7/13（三） 223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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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國道3號新竹系統至寶山交流道交通量消長

北上
上午尖峰（07:00~10:00） 下午尖峰（16:00~19:00）
交通量 成長率 交通量 成長率

平日 6764 7810
週六 7813 8218
週日 7932 13715

7/7（四） 7079 4.7％ 7821 0.1％
7/8（五） 7306 8％ 9670 23.8％
7/9（六） 8208 5％ 8749 6.5％
7/10（日） 7869 -0.8％ 13445 -2％
7/11（一） 7861 16.2％ 8544 9.4％
7/12（二） 7086 4.8％ 8006 2.5％
7/13（三） 6886 1.8％ 8051 3.1％

表6 國1北上43K至34K最尖峰旅行時間平均值

最尖峰行車
時間(分)

上午 下午
43K~34K 43K~34K

平日(6/30) 11.0 12.0
7/7(四) 15.3 13.5
7/8(五) 12.2 17.4
7/9(六) 10.3 10.4
7/10(日) 9.1 17.0
7/11(一) 10.2 10.2
7/12(二) 9.2 13.3
7/13(三) 8.2

另依國1北上43K與34K所設置之車牌辨識

系統(AVI)，擷取相同車號行經兩站之時間差紀

錄為該路段之旅行時間，經蒐集、整理之統計

數據如表6及圖21~23。

綜合上述數據顯示，施工前後泰山收費站

交通量大致上變化不大，施工後通過收費站之

旅行時間最高僅略增5分鐘，與施工前模擬交通

衝擊預計延滯6~8分鐘大致相符。

陸、 檢討與建議

施工團隊提出下列檢討結果和建議事項，

供日後相關施工之參考。

圖18 國道3號新竹系統至寶山交流道平日交通量消長

圖19 國道3號新竹系統至寶山交流道週六交通量消長

圖20 國道3號新竹系統至寶山交流道週日交通量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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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討結果

(一)  由統計資料顯示，施工前後泰山收費

站交通量變化差異不大，施工區域圍

設及交維設施布設後通過收費站之旅

行時間僅略增5分鐘，優於設計規劃

階段所模擬之結果(8分鐘)，顯示施工

前後之行車狀況均符合原設計管控範

圍。

(二)  因事前施工交維宣導得宜，依數據顯

示部分用路人已依宣導計畫之改道路

線行駛，致國3尖峰時間車流量略為

增加5%，對於疏解泰山收費站尖峰時

間壅塞情形有所助益；另基於本次作

業之規劃經驗，台61線為國1及國3之

另一替代路線，唯民眾尚未能善加利

用，日後應廣為宣導，俾以發揮整體

路網之效益。

(三) 經布設後二週觀察，未來施實e-Tag後，

應可有效疏解第二、三階段泰山收費站

區橋梁拓寬工程所造成的車流壅塞情

形。

二、建議事項

(一)  由於經驗不足，於施工機具、設備及

設施等數量並未充分滿足施工需求，

致作業時間均較原規劃有所延遲，未

來於南下線執行交維布設時應加強改

善。

(二)  若干指示或警示牌面夜間照明未事前

充分準備，造成開放通車後夜間車況

較為混亂，亦要求南下線施工承商一

併檢討改善。

圖21 國1北上43K至34K平日旅行時間

圖22 國1北上43K至34K週六旅行時間

圖23 國1北上43K至34K週日旅行時間

(三)  中山高主線全面封閉造成局部地方道

路壅塞情況，經與地方交通主管單位

和執法單位協商，將依其建議事項辦

理後續改善及補強作業。

柒、 誌謝

本項作業於設計規劃及施工階段，承蒙

高速公路局業務組、交通管理組、北區交控中

心、泰山收費站、高速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隊及

國工局各級長官不吝賜教且鼎力協助，謹此致

上最誠摯謝意。



2 │中│華│技│術│

72 │No.98│April  2013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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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PC鋼混合梁橋、複合結構、混合連續梁橋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五股工務所／副主任／劉志學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北段監造／工務所主任／鄭達鈞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北段監造／主辦工程師／陳冠宇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結構部／主辦工程師／賴駿仁 4

傳統與創新剛柔並濟

PC鋼混合梁橋工法─
複合結構



2

No.98│April  2013 │73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近年來在經濟效益的考量下，追求經濟合理性的複合結構(Hybrid Structure)已成為

國外最新橋梁及建築興建方式。複合結構橋梁是結合鋼及混凝土材料優點的新橋梁型

式，依組合方式不同可概分為構件剖面由不同材料組成的合成橋梁(Composite Structure 

Bridges)及不同材料構件一體化組成的混合橋梁(Mixed Structure Bridges)兩個範疇。以鋼

及預力混凝土兩種不同材料構件組成混合連續梁橋為例，於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

工程五股林口段、五股泰山段北上線工程第C901標N34k+138〜N34k+323、N34k+523〜

N34k+708及五股泰山段南下線工程C902標、S34k+210〜S34k+295、S34k+505〜S590係

跨越進出高公局匝道路段，基於景觀需求採用等梁深原則配置，以鋼及預力混凝土混合

梁橋之結構型式，並配合偏心設計橋墩減小跨徑。本路段基礎施工期間於基礎施工處將

佔用進出既有匝道之部分道路，可先適度微調車道線，基礎施工處則僅佔用路肩寬，不

至會佔用進出既有匝道之車道，以減少對交通影響。

1 2 3 4

壹、 PC鋼混合梁工法設計規劃說明

一、 結構系統與設計考量 

高架橋在跨越橫交道路時，主跨會採用大

跨度跨越道路，混合梁橋的結構系統因擷取不

同材料的優點，並發揮其特性，在跨度上比傳

統梁橋更具優勢，傳統梁橋最經濟的跨度比(中

央跨徑/邊跨徑)約為1.2(等梁深)~1.6(變梁深)，

而混合梁橋的跨度比則依接合部的位置不同而

有所不同，若將接合部設置於中央跨度間，梁

橋可採用等梁深，其跨度比約達1.8；若將接合

部設置於邊跨間，中央跨度採大跨度變斷面鋼

梁，其跨度比可增加至約2.0。另外，考量橋梁

外觀連續性及橋下淨高空間是否足夠時，採用

混合連續梁橋實為另一種選擇。

因此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五股林

口段、五股泰山段C901標及C902標路段主線橋

梁全寬為12.4公尺，各佈設兩車道。於高公局前

匝道段基於景觀需求採用等梁深原則配置為PC

鋼混合梁橋之型式，上部結構主跨採用鋼梁預

製吊裝工法，側跨配合前後段採用預力混凝土

箱型梁橋，以支撐先進方式施作，跨徑配置為

50～85公尺。(詳圖1)

圖1 C901標及C902標工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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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體結構考量

本文介紹的混合梁橋是由鋼橋與預力梁橋

兩種不同的結構特性及材料性質結合而成，必

須充分考量其差異，才能妥適的接合，並對整

體結構系統作全面的考量， 以發揮最佳接合效

果。為達整體結構系統力量傳遞之連續性， 在

預力梁部分設置腹板數目應與鋼梁數目相同，

以便力量能連續傳遞而不致中斷。

橋梁整體結構分析採有限元素數值法分

析，其流程詳見圖2，分別進行鋼梁及預力梁的

設計及應力檢核，其中鋼及預力混凝土接合部

應力行為複雜，為本橋型設計重點所在，有關

接合部之特性及設計理念敘述如下 [1]。

三、 接合部設計規劃

(一) 接合部型式研選[1]

一般而言，接合部是兩種材質剛性

的變化處，為結構不連續點，會有應力集

中的現象，常成為結構的弱點。因此本橋

型之關鍵在於是否能將兩者不同特性的材

料，透過適當的接合設計，順利接合成一

體，從而發揮整體結構功能。參考日本以

往實績案例，除了前支壓板型式外，一般

常見的接合型式分為後支壓板型式、前後

支壓板併用型式、支壓接合方式及剪力釘

接合方式等多種型式，詳圖3，其中前支壓

板型式與後支壓板型式最被普遍使用且實

績最多，詳圖4、圖5，後支壓板型式較前

支壓板型式具有下列多項優點：

1.  接合部填充混凝土與預力梁接合隔梁能

連續結合成一體。

2.  接合面的應力集中現象較前支壓板型式小。

圖2 橋梁整體結構分析採有限元素數值法分析流程圖

圖3 常見接合型式示意圖

圖4 前支壓板接合型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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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剪力釘的效果能充分發揮，使應力流的

傳遞較為平順。

根據上述的各項優點，因此接合型式

以後支壓板型式進行接合設計較具優勢。

後支壓板接合型式的力量傳遞主要是

透過剪力釘、後支壓板、鋼室及填充混凝

土共同分擔，其壓力、張力傳遞路徑示意

圖詳圖6及圖7。

(二) 接合部位置的決定原則[1]

混合梁橋接合部的位置選擇甚為重

要，其設置原則需注意下列幾點：

1.  若為軸力控制的橋型(如斜張橋)，接合部

多設置在彎矩小的反曲點附近。

2.  若為彎矩控制的橋型(如梁橋)，接合部多

設置在彎矩小且無反復應力 (皆為同向應

力)處。

3.  因接合部結構較為複雜，故儘量避免與

錨碇設施有衝突情形。

(三) 接合部製作及施工性考量[1]

接合部鋼室(Cell)尺寸銲接製作便利性

需特別考量，以決定適當的鋼室尺寸。另

因接合部內部結構剪力釘多且鋼室較小，

若以一般混凝土進行填充，易造成蜂窩及

搗實不良等缺失，近年來由於高流動性自

充填混凝土的普及，故採用此種混凝土灌

漿同時配合設置填充確認孔，詳圖8，可大

幅改善此項缺失，將鋼室內部充分填實，

達到良好接合效果。

圖5 後支壓板接合型式示意圖

圖6 後支壓板接合型式壓力傳遞路徑圖

圖7 後支壓板接合型式張力傳遞路徑圖 

圖8 填充孔確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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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施工考量及步驟

一、 施工考量

 

 

圖9 五股泰山段路線配置及PC鋼混合梁示意圖

本橋梁型式中鋼及混凝土的特性不同，如

混凝土乾縮、潛變等二次應力會造成鋼橋的影

響，可透過在施工程序上的安排，將影響減至最

低；另外，接合部結構細節上較為複雜，需要有

表1  PC鋼混合梁橋梁配置

單元 標　別 起、迄里程 長度(M) 橋梁配置 備註

U118 C901標 

主線高架橋 

(北上線)

(N)34+138~34+323 185 50m+85m+50m

U120 (N)34+523~34+708 185 50m+85m+50m

U216 C902標 

主線高架橋 

(南下線)

(S)34+160~34+400 240 50m+85m+55m+50m

U217 (S)34+400~34+640 240 50m+55m +85m+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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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施工品質，避免因施工瑕疵造成接合部

的失敗，因此在施工步驟需特別要求及考量。

五 股 林 口 段 C 9 0 1 標 北 上 3 4 K + 1 3 8 ～

34K+323、34K+523～34K+708及C902標南下

34k+160～34k+640係跨越進出高公局匝道路

段，基於景觀需求採用等梁深原則配置詳表

1，以PC鋼混合梁橋之結構型式，並配合偏心

設計，或採框架式橋墩減小跨徑。本路段基礎

施工期間於基礎施工處將佔用進出既有匝道之

部分道路，可先適度微調車道線，基礎施工處

則僅佔用路肩寬，不至會佔用進出既有匝道之

車道，主梁段無需支撐架直接接觸地面且跨度

大，對於現地破壞更小，國內常用於跨徑較大

之十字路口、匝道等之高架橋。

PC鋼混合梁側跨屬預力箱型梁橋，採就

地支撐逐跨架設施作，為確保場撐及支保架承

載之安全性，底、腹板及頂板混凝土係分次澆

置。原則上每跨所需工期約30至40天。

C901標及C902標五股泰山段路線配置及

PC鋼混合梁示意詳圖9。

二、施工步驟

(一) C901標部分[2]

1. PC梁與接合梁臨時支撐架設置。(詳圖10)

2.  結合部鋼箱梁吊裝。(詳圖11)

3.    PC梁與結合鋼梁鋼筋綁紮、模板組立、

混凝土澆置及頂板、腹板施拉預力。

(詳圖12)

4.  預力施拉完成後，現場實測鋼梁上下端

口位置及高程，提供鋼構廠G1~5鋼箱梁

之修正。(詳圖13)

圖10 PC梁與接合梁臨時支撐架設置

圖11 結合部鋼箱梁吊裝

圖12 PC梁與結合鋼梁施工示意圖

圖13 鋼梁上下端口位置及高程現場實況

圖14 G1~5 節鋼箱梁吊裝作業

圖15 鋼橋面板電銲、檢測及補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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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1~5鋼箱梁現場地組、測量、螺栓安裝

鎖斷及電焊完成後進行吊裝作業。(詳圖

14)

6.  橫梁、修飾鈑、加勁條、橋面板、托梁

安裝、拱度調整及螺栓鎖斷。

7.  橋面板電銲，銲道檢測完成，現場補漆

作業。(詳圖15)

(二) C902標部分[3]

1. 端梁吊裝及RC梁結合施工(詳圖16、17)

(1)  組裝臨時支撐架後，將接合部鋼端梁編

號G1、G7吊裝調整高程及定位後，並

採臨時固定以防止強風及地震影響結構

安全。

(2)  接合部G1、G7鋼端梁與RC梁調整完成

後，進行側模組立、鋼筋綁紮、預力套

管安裝等，經查驗完成後進行自充填混

凝土(SCC)澆置。

(3)  自 充 填 混 凝 土 ( S C C ) 澆 置 完 成 ， 進

行養護期間，混凝土強度達到設計

標 準 後 ， 施 加 端 梁 頂 部 1 0 股 預 力

(19T15.2mm∮)。

(4)  施 拉 底 腹 板 兩 側 各 4 股 預 力

(7T12.5mm∮)。

(5)  施拉預力完成後進行端梁頂底部測量，

以了解施拉預力對於端梁變形情形。

2. 鋼梁G3~G6節塊吊裝(詳圖18、19)

(1) 於G3節塊處設置臨時支撐架

圖16 鋼梁G1梁與RC梁結合

圖18 鋼梁G3~G6結塊吊裝

圖17 鋼梁G7梁與RC梁結合

圖19 節塊結合處螺栓穿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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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鋼床板、修飾板及托梁吊裝

5. 拱度調整及螺栓鎖斷作業

6. 電銲及噴漆作業

7. 高程複測及支撐架拆除(詳圖22)

三、 PC梁與鋼梁銜接處預力配置及施拉方式

(一) 預力配置

為考量PC梁與鋼梁結合，設計時考

量PC梁與端梁處配置預力系統，以承載

大跨徑鋼梁重量，故於PC梁與鋼梁頂板

配置10股19T15.2mm∮及底腹板配置8股

圖20 鋼梁G2閉合節塊長度測收

圖21 鋼梁G2閉合節塊長度吊裝

圖22 鋼梁吊裝完成高程複測及支撐架拆除

(2)  G3~G6節塊進料地組(包括拱度測量、電

焊及螺栓扭力測試)

(3)  G3~G6節塊進行吊裝作業，G6與G7節塊

接合處螺栓穿鎖。

3. 鋼梁G2閉合節塊吊裝

(1)  G1端梁與G3~G6節塊吊裝完成後，測收

G1端梁與G3節塊間之上部、下部及對

角線位置尺寸後，將數據回饋至鋼構

廠，以便製作或修改G2節塊。

(2)  將製作或修改完成之G2節塊運送至現場

吊裝及穿鎖螺栓。(詳圖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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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12.7mm∮之預力，C901標及C902標預

力配置如下:

1. C901標[4] (詳圖23~29)

2. C902標[5] (詳圖30~37)

(二) 施拉方式

PC梁與端鋼梁結合混凝土澆置完成

後，試體抗壓強度達到標準(設計強度

420kg/cm2)即可進行預力施拉，依據核定

之預力計算書，施拉順序即先將頂板10股

19T15.2mm∮預力先施拉，順序由外側編

圖23 PC梁與鋼端梁金預力配置圖(一)

圖29 PC梁與鋼端梁底腹板預力配置

圖24 PC梁與鋼端梁金預力配置圖(二) 

圖27 PC梁與鋼端梁頂板預力配置(二)

圖28 PC梁與鋼端梁頂板預力配置(三)

圖25 鋼端梁底腹板預力配置圖

圖26 PC梁與鋼端梁頂板預力配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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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PC梁與鋼端梁預力配置圖(一)

圖31 PC梁與鋼端梁預力配置圖(二)

圖32 PC梁與鋼端梁頂板預力配置圖(一) 圖35 PC梁與鋼端梁底板預力配置圖(一)

圖33 PC梁與鋼端梁頂板預力配置圖(二)

圖37 PC梁與鋼端梁腹板預力配置圖圖34 PC梁與鋼端梁頂板預力配置圖(三)

圖36 PC梁與鋼端梁底板預力配置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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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U118單元PC梁與端鋼梁位置及高程監測示意圖

表2 U118單元PC梁與端鋼梁結合位置及高程監測資料

號T21、T31對稱施拉，依序往內施拉，然

後再施拉底腹板左右各4股7T12.5mm∮。

 

四、PC梁與鋼梁銜接處預力施拉完成變位監測

(一) C901標

1.  PC梁與端鋼梁結合混凝土澆置完成，施

拉預力完成後，位置及高程監測資料詳

圖38~39及表2、表3。

2.  由表2、表3之U118、U120單元處PC梁

與端鋼梁結合施拉預力完成之間測數據

得知，預力施拉前與施拉完成後之座標

及高程產生誤差，判斷鋼梁節塊有產生

些微扭轉情形，經由測收數據回饋作為

後續吊裝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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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U120單元PC梁與端鋼梁結合位置及高程監測資料

圖39 U120單元PC梁與端鋼梁位置及高程監測示意圖

(二) C902標

1.  PC梁與端鋼梁結合混凝土澆置完成，施

拉預力完成後，位置及高程監測資料詳

圖40及表4~7。

2.  由表4~表7之P245、P246、P250、P251

處PC梁與端鋼梁結合施拉預力完成之監

測數據得知，預力施拉完成後整體鋼梁

節塊有產生些微扭轉情形，可經由測收

數據回饋作為後續吊裝之參考。

參、 施工遭遇問題及對策

一、 PC梁與鋼端梁施工，因採地支撐架設施

作，為確保場撐及支保架承載之安全性，澆

置混凝土時分底、腹及頂板分次澆置。故每

跨施工時程較長，所需工期約30至40天，

於施工規劃時工期應予以考量。

二、 PC梁與鋼端梁結合部施拉預力時，應依序

先施拉頂板預力，並從頂板與腹板銜接處對

稱施拉，以免造成偏心，頂板施拉完成再進

行底腹板兩側預力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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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P245 PC梁與端鋼梁結合位置及高程監測資料

表5 P246 PC梁與端鋼梁結合位置及高程監測資料

圖40 U216、U217PC梁與端鋼梁位置及高程監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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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P250 PC梁與端鋼梁結合位置及高程監測資料

表7 P251 PC梁與端鋼梁結合位置及高程監測資料

三、 考量PC梁與鋼端梁結合部施拉預力時產生

扭轉行為，故於鋼段梁腹板處(加勁板間)以

斜撐補強，以防止鋼梁變形。

四、 PC梁與鋼端梁結合部施拉預力時，依序先

施拉頂板預力時，會造成端鋼梁上翹及扭轉

行為，故於預力施拉完成後予以測量，將鋼

端梁高程及位置回饋鋼構廠，作為修正閉合

結塊之依據。

五、 PC鋼混合梁主跨之鋼箱梁係先於工廠分塊

組立完成再運送至現場地組安裝，其預拱值

與邊跨預力梁施拉預力完成後，接合梁端口

短期與長期之高程數據皆有關連。為避免主

跨之鋼梁吊裝完成後完成面高程與設計值之

誤差超出容許範圍，鋼構組立需參考預力梁

結構計算回饋之結果以修正預拱值。

六、 PC鋼混合梁係跨越南北向之高公局匝道，

主跨之鋼梁吊裝僅能利用夜間交維封閉匝道

時施作，每次交維可施工時間僅5~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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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鋼梁吊裝效率，故於吊裝前詳細規劃

鋼梁地組場及吊裝時吊車站立位置及時間均

需詳細沙盤推演，並據以執行，以確保於清

晨6點之前撤除交維，恢復通車。

肆、 結語

本路段之橋型係跨越進出高公局匝道，基

於景觀需求中央主跨採用鋼構造以提高跨度比

(中央跨徑/邊跨徑)，全橋採等梁深設計，相較

於傳統式變梁深橋梁，在景觀視覺上橋梁外觀

較為整齊劃一且連續流暢。考量本路段基礎施

工期間於基礎施工處將佔用進出既有匝道之部

分道路，以適度調整進出匝道線型，基礎施工

時僅需佔用路肩寬，不影響進出既有匝道之車

流，對於現地破壞及施工中交通干擾等因素降

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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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國道遊龍 無遠弗屆

關鍵詞：單柱雙層高架橋、土釘逐階降挖、自動化吊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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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柱雙層高架橋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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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隨著經濟快速成長及人口都市化現象，使得用地取得成為交通建設的難題之一，因
此，現今都市建設規劃常以高架道路取代以往平面道路以減少用地徵收的問題。此一類
型橋梁常因路權寬度限制及高交通量需求採用雙層高架配置，而「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
拓寬工程計畫第C903標泰山林口段工程」即為此例。本路段介於泰山收費站及林口台地
間，其中南行至中山高北上線里程37k+400～39k+100區間將接近岩屑崩滑地質敏感區(圖
1)，以及直接危害可能性之土石流危險潛勢區(37k+600、37k+800等兩處)，依環評承諾路
線須予迴避[1]。

另考量高架橋梁位於高速公路邊坡、於大窠坑溪中不可落墩及大窠坑溪沿岸私有地
徵收困難且耗時，同時該溪流已整治為多樣生態性之自然溪流，以上種種先天不利因素
之下，乃設計本路段為南下線與北上線並行之單柱雙層式高架橋梁。北上線高架橋於里
程37k+000附近跨越中山高至南下線側，並與南下線共線設置(北上線位於上層)，後於里
程40k+000附近再度跨越中山高回歸原北上線側。為避免橋梁入侵大窠坑溪與遮蔽日照，
本路段採雙層不同向外懸伸帽梁之樹狀式單柱及大偏心方式配置橋墩，如此大窠坑溪中
不須立墩，河道不須改道，亦無新增用地及建物拆遷問題，對環境之衝擊降至最低，完
工實景如圖2所示。

1 2 3 4

壹、工程概述

本路段工程範圍包括北上段36K+925.5~ 

39K+781及南下段36K+879.515~39K+737，里程

長度約2.8公里，橋面全長5,713m，由榮工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工程總經費約新台幣52億

元。全線均位於山坡地範圍內，北接五股泰山

段，路線起自新北市泰山區，往南一路爬坡，

沿大窠坑溪至林口區銜接林口龜山段，路線介

於泰山收費站至林口交流道之間。本路段橋梁

為國內首創大偏心式單柱雙層橋梁，建於中山

高路肩與大窠坑溪間狹窄原生林廊帶，墩柱高

約27~45m。主要工程內容包括橋梁結構、排

水、路面交通、景觀植栽及工程資料展示館等

工程。

圖1 計畫範圍

圖2 本路段完工實景



2

90 │No.98│April  2013

專
題
報
導

工，如採支撐先進工法，則上層橋墩將與工作

車位置衝突，且工址附近皆屬保護區，無法設

置預鑄場，因此，基於上述理由，下層橋梁亦

採鋼箱型梁。

此外，本路段橋墩高度最大達45m，且須

配合河川行水區域採偏心設置，因此，橋墩斷

面大，預鑄橋墩較不適宜，評估可採用場鑄RC

橋墩或鋼橋墩。由於本路段工程主要位於國道

1號與大窠坑溪間之下邊坡施工，全線位於便

橋及構台上，工區狹窄、施工空間小、出入口

少、動線不佳。因為橋墩柱及帽梁量體大，如

採鋼橋墩現場施工量大，品質不易控制。另於

便橋及構台上施工，鋼橋墩地組空間不足、活

動式吊車難以佈設吊裝。故選擇單柱式RC橋墩

內配置H型鋼柱及施內預力。

二、大偏心單柱雙層高架橋設計

高橋墩所需鋼筋往往非常大量，因此施工

時將導致鋼筋綁紮與澆置的困難，本雙層高架道

路段橋墩之平均高度達40m，且此路段緊鄰高速

公路行車交通量大之範圍。基於以上考量，參

考目前日本發展所謂3H(Hybrid、Hollow、High 

Pier)工法，其最大特色在於中空橋墩內置鋼柱或

鋼管，由其取代部分橋墩的主筋，可大幅減少鋼

筋綁紮與澆置困難度，進而增加施工便利性與縮

短施工工期，並具有較佳的耐震性能。

因此，本路段於每座橋墩內設置H型鋼柱，

一方面H型鋼柱可取代部分鋼筋承受荷載，可改

善傳統高橋墩的鋼筋間距過於緊密，導致鋼筋

綁紮困難與混凝土澆置問題，另一方面H型鋼柱

可作為模板設置與鋼筋組立時之支撐構架，避

免造成施工意外之風險。本路段全線共配置53

座橋墩，各橋墩所對應載重大小不盡相同，若

全面採用同一斷面尺寸，或依據各座橋墩的載

重大小設計不同的斷面尺寸，將不符合經濟效

益，故將橋墩斷面尺寸劃分成六種，其中垂直

圖3 橋梁結構實景

圖4 墩柱尺寸

貳、設計成果簡介

一、橋梁結構型式研選

本路段橋梁工程配合道路線形，係以雙層

橋面部分重疊之共構方式佈設，下層橋面距地

面高約25m，上下層橋面間高約12m，其結構

行為較一般框架式雙層共構橋梁複雜(圖3)，國

外雖有類似案例，但柱高與橋面寬等規模均遠

小於本路段。本路段上層橋梁因高度較高，為

減小地震力，採用重量較輕之鋼箱型梁，下層

橋梁則可採單純的預力箱型梁及鋼箱型梁。考

量本路段之施工條件，下層橋梁下方為大窠坑

溪，預力箱型梁無法採用傳統逐跨架設工法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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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部結構施工自動化設計

本路段上部結構採預製型鋼箱型梁，北上

線及南下線各分13單元，每單元4跨，全區共

104跨，跨徑均為55m。考量嚴苛用地限制及

狹窄空間施工，橋梁結構方案應符合「標準制

式化跨度」、「施工不影響交通」、「不宜採

現地支撐」、「保存大窠坑溪生態」之原則，

故上構宜採制式化及營建自動化橋梁工法。經

評估國內外各先進橋梁自動化工法，如預力橋

梁之「支撐先進工法」、「預鑄節塊吊裝」、

「場鑄懸臂工法」、「節塊推進工法」、「預

行車向寬度有400cm與450cm二種尺寸，平行行

車向則有500cm、540cm及580cm三種變化(圖

4)。每座橋墩配置6根H型鋼柱，其中4根H型鋼

柱從橋墩基礎延伸至上層帽梁，另外2根H型鋼

柱則從橋墩基座延伸至下層帽梁[2]。

本橋梁各單元之結構分析與設計隨橋面寬

度等設計因子而略有差異，以本標四跨連續雙

層之鋼箱型梁橋為例，橋梁結構主要由大梁、

帽梁與橋墩三大部分所組成。大梁由鋼橋面板

與鋼箱梁組成，跨徑為4@55m=220m，上層橋

面寬度16.6m、下層寬度17.9m。北上及南下橋

面依所在位置分為二至三根主梁，以三根主梁

為例，內梁位於橋面板中央，與兩根外梁間距

皆為4.15m，鋼箱梁間設有橫梁，橫梁間距約

5.5m。當採部分橋面重疊之大偏心單柱式橋墩

配置時，將於常時靜載重及活載重作用下，對

柱底及大懸臂帽梁產生較大偏心彎矩。此一彎

矩對墩柱及帽梁在常時情況下可能產生撓曲裂

縫，而影響用路人對結構安全性和景觀視覺上

之感受，故設計時另外於柱體及下層帽梁配置

預力鋼腱(圖5)，以施預力方式消除混凝土產生

張力裂縫之疑慮。

三、基礎型式配置

因應施工空間狹窄及施工動線不佳等因

素，本路段下部結構採樁基礎及井式基礎配

置。全區共計53座橋墩，其中樁基礎為23墩，

每墩隨著載重程度不同而配置6～15支直徑2.0m

之全套管基樁，樁長20m～35m，並配合土釘

逐階降挖工法作為擋土壁體，以完成基礎開挖

作業。另30座橋墩因緊鄰高速公路，基樁及

擋土作業施作不易，故以井式基礎配置，井基

直徑亦隨載重大小而有9m～12m之分，井深在

20m～25m不等，其上設置竹削式擋土壁體，以

圓形擋土圍苓產生之拱效應有效抵抗主動土壓

力，更具開挖範圍小、施工快速、造價低廉等

優點，詳圖6所示。

樁基礎 

井基礎 

圖5 預力鋼腱端錨

圖6 基礎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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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全跨吊裝」、或鋼橋梁之「推進工法」、

「懸臂吊裝工法」等均有其困難性，在綜整上

述工法後，以「預鑄節塊吊裝工法」及「全跨

吊裝」之精神，採桁架式工作車吊裝鋼梁，稱

為「全跨徑預製鋼箱梁吊裝工法(Full Span Steel 

Box Erection Method)」，如圖7，為國內最具規

模之鋼橋自動化吊裝工程。此工法具有吊梁速

度快、起吊點少、鋼梁免落地、鋼材免暫置、

免暫撐架、吊梁用地最小及週邊環境擾動最少

等優點。此外，鋼梁生產製造、試拼裝、運

輸、地組、吊裝等均經縝密規劃控制，達到經

濟、快速、安全與環保之目標，可謂最有效率

之鋼橋自動化吊裝施工。

本路段橋面寬度為16.05～19.715m，採傳

統RC橋面板設計，厚度25cm～34cm，兩側胸

牆通高120cm，厚32～55cm，內部均埋設3"×4

管，其中1管(母管)佈設3管HDPE管中管(子管)，

供交控纜線使用；1管為預留管，另兩管供電力

纜線使用。全線路面工程均採柔性瀝青混凝土

鋪面，以4cm密級配瀝青混凝土(DGAC) 及3cm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面層(PAC)鋪築。多孔隙瀝青

係使用較大尺寸之開放級配(跳躍級配)，粒料形

狀均勻並具有破碎面，並使骨材粒料能產生互

鎖，其優點為：

(一)  使用高黏滯度膠泥及填加摻料(纖維、

水泥)，握裹緊密。

(二)  具增加紋理深度使路面抗滑性提昇，

降低水膜厚度，增進行車安全。

(三)  提高路面功能壽命，節省養護經費。

(四) 降低路面噪音，提昇環境品質。

五、生態景觀工程設置

本路段設置集水井及鋪石溝作為引流橋

圖7 全跨徑工法吊梁機

圖8 草澤棲地池

圖9 雙層橋梁實景

圖10 便橋構台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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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凝土用量龐大

本 路 段 混 凝 土 用 量 極 為 龐 大 ， 強 度 分

佈從80、245、280、280(水中)到420kgf /

cm2(SCC)，總計約20萬立方公尺，其中SCC混

凝土用量為全五楊工程計畫之冠，計達7萬立方

公尺，平均橋墩SCC用量約為1,300立方公尺，

最高橋墩(H=45m)用量可達1,600立方公尺。因

為量大，故施工過程本團隊極注重混凝土品管

措施。

三、施工空間狹窄

本路段位處狹長型廊帶上，緊鄰中山高速

公路邊坡及大窠坑溪，施工風險極高。鑑此，

全工區鋪設便橋及構台以為動線(圖10)，可利用

空間即非寬裕，車輛進出及機具作業區域悉屬

狹隘，故混凝土澆置期間易生動線受阻、影響

混凝土品質等情事。幸賴施工團隊積極溝通協

調，每日安排各廠商機具及車輛行進路線，將

阻塞及停等情形降至最低。

四、帽梁澆置坡度偏高

本路段全段設計縱坡皆為4.96%向南爬升，

橋面橫坡由-6.66%至+6.63%間漸變，每一墩之

上下雙層帽梁橫坡皆異，且下帽梁懸臂段長達

16m，從帽梁根部至懸臂端高差可達60cm，此

成SCC澆置之棘手問題。因為SCC流動性高且

自平性佳，可藉由自身流動填充至模板各個角

落，一般適合澆置坡度約在3%以內。如坡度過

大，將使SCC向低處流動，完成面無法達到設計

坡度。經施工團隊研議各種解決方案，並以實

體模型(Mock-up model)試作(圖11)，最後以減少

用水量至坍流度約為55cm，並以低速灌漿(0.2 

m3/min)減緩SCC出管流速，即可符合泵浦車泵

送工作性及高橫坡之需求。最後終於克服坡度

偏高問題，完成大懸臂帽梁之澆置作業。

面排水之用，以混凝土構造及自然石材交互運

用，將雨水導入大窠坑溪。植栽工程包含中山

高路工邊坡復舊及橋下綠帶種植，考量美化邊

坡並復育原生植物，本工程配置當地適生之原

生喬木、灌木、地被及噴植混合草種，橋下空

間則以耐陰、耐旱、抗污染灌木、地被及噴植

耐陰性草種為主。另於標頭設置一處半月彎草

澤棲地池，如圖8，包含混綠資材表土裸幹利

用、銜接橋墩排水淨化草溝、雨水儲留棲地池

等設置，以及周邊潛勢苗木回植、池岸池體之

水生植物配植。讓當地原生動植物棲息繁衍，

達到混凝土結構與自然共生，及節能減碳、復

育保育之目的。

參、各項施工挑戰

一、原創性的橋墩造型

本路段路線東側邊坡屬地質敏感區，依環

評承諾事項，本路段須予迴避，故設計階段即

考量北上線高架橋於里程37K+000附近跨越國

道1號至南下線側，並與南下線採雙層共線設置

(北上線置於上層)，後於里程40K+000附近再度

跨越高速公路回歸原北上線側，於是單柱雙層

共構型式便應運而生，如圖9所示。本工程橋梁

最大高度達45m，為減少墩柱鋼筋用量，另於

柱內加設6支H型鋼柱，俾鋼筋綁紮時可利用H型

鋼柱固定，增進施工安全及效率。另SCC對模板

產生之側壓力較大，亦可利用H型鋼柱進行模板

固定，提昇整體支撐穩固性。由於下帽梁懸臂

長達16m，為減少墩柱靜載重變位及張力裂縫

產生，於下帽梁及墩柱內配置6～12束預力鋼腱

系統，每股鋼腱有效應力達11,000kgf/cm2，除

增加結構之抗風及耐震能力外，亦可提升混凝

土之耐久性。如此周延的設計，複合應用RC、

SRC、PC系統概念，及SCC新興營建材料，成就

C903標特殊結構橋梁，實為工程界之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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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曾洽談許多協力廠商進場施工，惟見此造

型奇特之橋墩，不是望而卻步，便是躊躇不

決。經施工團隊積極尋訪及洽談，終於獲得數

家能力卓越之專業廠商進場施作。由於SCC加載

於模板之靜壓力與流體側壓力類似(比重以2.35 

t/m3估算)，考量模板支撐承受能力，須降低混

凝土澆置時衍生之風險，故將橋墩結構規劃成4

個主要部位分層施工[3]。

後經團隊規劃分層澆置結構分為下層墩柱

(DP)、下層帽梁(SG)、上層墩柱(MP)及上層帽

梁(NG)，其中下層墩柱依各墩高度不同再分層

(DP1～DP7)施工，如圖12所示。乍看本路段53

座橋墩形狀皆同，其實每墩細部尺寸如橫坡、

飾條位置、弧線長度、帽梁長寬、墩柱高度…

等皆略有差異，故增加模板製作之難度。其中

以下層帽梁(SG)之模板及支撐組立難度最高，本

團隊採支撐先進工作車載座三角托架之概念，

輔以背撐圍苓、預力鋼棒及型鋼立柱等加強措

施，藉由已完成之墩柱及基礎自身提供承載能

力，分散單邊懸臂造成之巨大偏心彎矩及剪應

力，澆置時再採分層(SG1、SG2)施作，以降

低混凝土自重過大引發之風險。為避免模板沉

陷、變形、扭轉而導致嚴重漏漿，於側模增加

許多加勁鋼肋及繫條，增強模板穩固性及密閉

性。如今看見一座座造型優美的橋墩立於高速

公路旁，這是全體工作團隊努力付出所換來的

甜美成果。

六、SCC水化熱溫差問題

本路段因墩柱斷面尺寸大，視為巨積混凝

土，其中水化熱可能引起表面裂縫產生。故契約

特別訂定施工時須注意預防混凝土表面因水化熱

溫差效應而產生裂縫，要求承包商提送「混凝土

溫度控制計畫書」。並於墩柱第一、二升層施作

完成後埋設測溫計，測量混凝土澆置後之心溫及

表面溫度(圖13)，並於拆模之後辦理外觀檢查。

據研究報告指出巨積混凝土當內外層溫差超過

圖11 SCC實體模型試驗

圖12 分層澆置規劃

五、模板支撐組立難度高

由於單柱雙層式結構在國內工程十分罕

見，單側大偏心懸臂式帽梁更是全國首創，故

有能力承攬之模板廠商及工班不易尋得。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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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時，極易形成表面裂縫，心溫最高溫以低

於60℃為佳。經本工程實際量測，心溫最高溫

為58℃，內外層最大溫差為7.7℃，符合上述要

求。這說明了以卜作嵐材料取代水泥時，有降低

水化熱的效果，且水化熱於發展溫度曲線將更緩

和，有助於混凝土品質控制。

七、鋼構自動化吊裝施工

本標工程採用「全跨徑預製鋼箱梁吊裝

工法」之吊梁機共分為兩部，第一部全長約

120m，可跨越三個橋墩，每次推進以一跨為單

元，主要負責北上線鋼梁吊裝；第二部全長約

110m，跨越二個橋墩，負責南下線吊裝。吊梁

機設計功能包括，利用捲揚機起吊鋼箱梁至定

位，進行鋼箱梁接合；吊梁機具有橫移功能，

可從施工便橋起吊鋼箱梁，低空組裝後移至定

位。南下線外側鋼箱梁因偏離主梁桁架較遠，

為減少主梁桁架橫移需求，另於南下線帽梁設

置臨時橫移軌道，將外側鋼箱梁推移至定位

點，吊梁機主要構造如圖14所示[4]。

本工程吊梁工作除第一跨(P301-P302)北上

線、南下線與第二跨(P302-P303)南下線採用吊

車地組吊裝外，其餘鋼箱梁皆採用全跨徑式吊

梁機進行吊梁作業。第一台吊梁機負責U301～

U304單元北上線與南下線及U305～U313單元北

上線鋼箱梁吊裝作業；第二台吊梁機則是負責

U305～U312單元南下線鋼箱梁吊裝作業。

吊梁機執行吊梁時，首先捲揚機將鋼箱梁

從運梁板車卸下，並以二至三個節塊為一單位

進行地組，每跨鋼箱梁地組為兩大單元。接著

利用椅座與前腳架支撐之橫移軌道，將鋼箱梁

橫移至盤式支承上方，調整定位後接合兩大單

元之接頭，並將鋼箱梁與盤式支承鎖固。當執

行南下線外側(大窠坑溪側)鋼箱梁吊裝時，在進

行空接後，將鋼箱梁橫移吊放至預先擺放之臨

時橫移軌道上，利用油壓千斤頂橫移至定位，

圖13 溫差監測

圖14 第一部(上)及第二部(下)全跨徑式吊梁機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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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照片如圖15所示。

肆、永續發展與環境復育

一、混凝土添加卜作嵐材料

SCC自充填混凝土係指澆置過程中不須施加

振動搗實，完全藉由自身重力填充至鋼筋與鋼

筋間及鋼筋與模板間各角落之高性能混凝土。

使用卜作嵐材料及塑化劑於SCC，提升混凝土之

流動性及模板充填能力，達到確保鋼筋混凝土

構造物品質與可靠度；同時卜作嵐材料也提高

構造物耐久性及強度。透過良好配比設計及品

質管制，輔以良好生產作業流程，優質混凝土

就自然形成了。

本工程所用之SCC混凝土配比(表1)，膠結

1. 鋼箱梁卸料

3. 吊昇組裝

5. 連接板鎖固

圖15 鋼箱梁吊裝作業照片

2. 鋼箱梁地組

4. 接合組裝

6. 鋼箱梁橫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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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每立方公尺含35%爐石粉及10%飛灰，替

代水泥率為45%。爐石及飛灰原為煉鋼工業及

燃煤火力發電廠之副產品，因可和水泥之水化

物氫氧化鈣產生卜作嵐反應提升混凝土品質，

而發展為高性能混凝土添加物，使原本之工業

廢棄物可回收再利用。據統計，生產1噸水泥

約排放0.88噸CO2，本路段使用強度420kg/cm2

等級之SCC，每立方公尺減少225kg水泥用量，

SCC全部使用量為68,000立方公尺，總計約減少

15,300公噸水泥用量，CO2排放量合計減少約1

萬3千5百噸，約相當於1千3百公頃林地每年的

CO2固定量。本路段全部混凝土將可減少CO2

排放量約3萬6千噸，約相當於3千6百公頃林地

每年的CO2固定量(以單位面積林地CO2固定量

7.45~14.9公噸/公頃/年計算，資料來源：農委會

林務局網站)，不僅節能減碳亦兼顧環保效益。

二、施工品管流程嚴謹

本路段採用國內大型預拌混凝土廠，相關

材料及自主品管皆有一定水準。承包商設有品

保管制站，監造單位亦設品保組，專責材料品

質管制及檢試驗工作。混凝土出料時皆指派專

人駐廠管控，施行配比檢核、粒料抽驗及性能

測試等工作(圖16)。混凝土到達工地現場，品管

人員即進行混凝土工作性試驗及試體製作，確

表1 C903標SCC混凝土配比表

配比編號 GT-420-19-SR2-G2

水膠比 0.34

用砂率(﹪) 52

含氣量(﹪) 2.8

藥劑(kg) 3.5

水(kg) 170

水泥(kg) 275

爐石(kg) 175

飛灰(kg) 50

細粒料(kg) 871

粗粒料(kg) 807 保混凝土品質符合規定。

三、優質預製鋼箱型梁

本路段橋梁使用鋼結構箱梁，鋼材採用

ASTM A709 Gr.50橋梁結構用鋼，較混凝土材質

輕、強度韌性高、耐候性佳及可回收等多項優

點[5]，可節省龐大混凝土使用量。另外本路段

採兩台全跨徑吊梁工作車進行鋼梁吊裝作業，

為國內首次以單桁梁天車實施鋼構吊裝之實

例。工作車設計以輕便、堅固、耐用為原則，

減少對混凝土墩柱之負擔，亦達節能減碳之

效。每條鋼箱梁從運輸、地組到吊裝在一日內

一氣呵成，除施工效率提升之外，亦可減少運

輸車輛廢氣排放及油料損耗，達到環保目的。

四、環境復育節能減碳

本路段基地分為擾動區與非擾動區，擾動

區於基礎回填後進行植栽復育工作，在高速公

路邊坡及大窠坑溪護岸計種植各式喬木2千株，

花卉及地被1千6百株，並噴植草種達5萬6千平

方公尺。其中喬木約可吸收1,000噸CO2(以1顆

樹1年吸收12公斤二氧化碳，平均壽命40年計

算)，因高速公路與大窠坑溪間林帶已近30年

未予開發擾動，原生林區之表土為植群之種源

庫，富含腐質土，為加速植群演替(圖17)，本

路段特別保留既有表土，於完工後回鋪於路堤

圖16 SCC混凝土首件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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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工地鄰近油桐花林

圖18 外賓參訪照片

邊坡並以原生喬木植栽混植，加速回復原有林

相。另外，結構體開挖之剩餘土石方以資源再

利用及區內土方平衡為原則，大幅減少土方運

輸產生之耗能及廢氣排放，達到節能減碳及環

境維護之效益。

伍、結語

本路段橋梁造型特殊，上下雙層鋼箱梁共

構於同一墩柱，再搭配雙面斜腹板造型，梁柱

接合處以優美弧形修飾收邊，柱邊及下帽梁底

部另以兩道飾條勾勒，使整體橋梁形態更加立

體美觀。橋墩完成後，旋以嶄新型態巍峨矗立

於高速公路旁，成為社會大眾及國內外專家學

者注目焦點，施工期間機關團體參訪絡繹不絕

(圖18)。

2011年中美橋梁協會參訪後，美國橋梁專

家Dr. Harry Capers見單柱式雙層橋梁後讚嘆道：

「This is absolutely an outstanding and unique 

shape of pier I have ever seen before.」，世界

工程組織聯盟(WFEO)主席Marwan Abdelhamid 

參訪本橋梁後，在訪客簿上留言：「I  am 

very impressed about the achievement of your 

company!」。中外專家學者在參訪後莫不予以

讚賞嘉勉，顯示本路段之造橋工藝已達國際水

準，儼然成為台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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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國道1號五股楊梅段拓寬工程之林口跨越橋為三跨連續鋼床鈑鋼梁橋，跨徑

135M+216M+135M=486M，為全國跨徑最長之鋼梁橋，中央跨跨越國道1號，平面線型為

S曲線，縱坡亦達4.96%，中央兩橋墩緊鄰國道1號護欄邊，施工期間不得影響國道1號之

行車安全。本跨越橋施工需以不影響高速公路之行車為前提，鋼梁安裝採用水平旋轉工

法及全場撐吊裝，中央跨採旋轉工法施工，即是將中央跨鋼梁分成兩大段，分別組裝於

高速公路兩側之路塹邊坡臨時支撐架上，接著利用橫跨高速公路之軌道梁為活動端、橋

墩為旋轉軸，於軌道梁上以4組水平推進千斤頂與8組戰車輪將鋼梁旋轉至定位後接合，

在這些過程中，千斤頂設備操作、拱度調整等實際施工情況，亦將於本文中詳述，提供

未來規劃與施工之參考。

1 2 3 4 5

壹、前言

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都會區內或各城

市區間往來的車量與日遽增，而這些區域可供道

路使用之土地已非常有限，為紓解龐大的車流

量，興建高架道路成為主要的解決方案，又高架

道路受限於用地、行車速率及道路線型佈設等各

種因素，常常需跨越既有道路或特殊地形地貌等

天然障礙，必須以較大跨徑橋梁來克服。且因現

今高架道路路廊受限條件更多，橋梁跨度亦逐漸

加大，橋下的施工環境亦更加嚴苛，尤其跨越重

要道路又不能中斷交通的施工最是困難，必須依

工址現況採特殊的工法來處理。

新建橋梁於跨越重要道路之鋼梁橋安裝、

塗裝等施工作業，一般都是選擇利用交通流量

較小的時候，封閉部分車道及路段，並以最大

吊運能量將鋼梁架設定位，但面臨橋梁量體較

大、安裝難度高、施工費時及龐大的交通流量

時，採「旋轉工法」施工可完全不影響橋梁下

方的交通，並克服鋼梁運輸、架設臨時支撐、

吊裝等困擾，不失為一種新的解決之道。

貳、環境、橋型介紹與工法規劃

一、區域環境介紹

林 口 跨 越 橋 位 於 林 口 台 地 進 入 台 北 盆

地-林口交流道附近(如圖1)，國道1號里程

約為39K+781〜40K+267，全長486公尺，

為 三 跨 連 續 鋼 橋 面 鈑 鋼 箱 型 梁 橋 ， 跨 徑

135M+216M+135M=486M，主跨徑為全國最長

之鋼梁橋，中央主跨跨越現有國道1號路段雙向

均為五車道、道路寬約為41M，且位於大轉彎

及上下坡路段(如圖2)，平面線型為S曲線，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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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林口跨越橋位置圖

圖2  林口跨越橋工址施工前空拍照

尺寬，並與鄰標C904B共用，施工空間與時程受

限；再配合施工條件下，本橋可供選擇之施工法

僅有懸臂工法、推進工法、旋轉工法等，經施工

團隊考量施工工期、安全性、對交通影響、地形

限制、運輸動線、鋼梁節塊量體及所須組立空間

等要件[1]，最後選擇對交通影響最小、安全性

最高，但相對施工技術需求較高的旋轉工法，作

為跨越國道1號的鋼橋施工法。

二、橋型介紹

(一) 下部結構

本跨越橋下部結構為鋼筋混凝土單柱式墩

柱，中央跨兩側橋墩(P4A01、P4A02)所受之上

部載重大，基礎採用15支2.0MΦ基樁，邊跨兩

側橋墩P353及P4A03位於陡峭邊坡上，為減少

對周遭環境的衝擊，以井式基礎構築。鋼梁則

藉由盤式支承座落於墩柱頂，另上構有一邊跨

係座落於雙層橋的上層帽梁頂。

(二) 上構結構

本跨越橋上部結構為三跨連續鋼橋面鈑鋼

箱型梁橋，跨徑135M+216M+135M=486M，

鋼梁深度採拋物線變化，中央跨鋼梁梁深4.6

〜9.2M，配合橫向超高8%，鋼梁最大深達

曲率半徑為390公尺，橋梁橫向超高8%、縱向

坡度4.96%，均屬高速公路設計條件的下限最大

值。另中央主跨之兩座橋墩P4A01、P4A02分立

於國道1號南下線及北上線車道兩側，且緊鄰護

欄邊，兩側之邊跨則位於路塹邊坡坡腰。

本橋施工不得影響高速公路車流，亦不得

從高速公路進出施工，需從林口之區域道路沿高

速公路兩側之路塹邊坡打設便橋進入，施工空間

極為狹小，其中國道1號北上線側之構台需沿原

邊坡地形向下延伸構築運輸與吊裝構台，其延

伸運輸構台向下縱坡達7%，寬度6~8M，鋼梁運

輸與吊裝均不易，加上不得影響原有國道之交通

安全與流量的限制條件下，作業環境受限甚鉅。

另南下線側，於邊坡構築之施工構台為6~1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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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林口跨越橋平面配置及縱斷面示意圖

圖4  鋼梁分割及組合示意圖(以三層為例)

圖5 接頭處理示意圖(以二層為例)

10.3M，最小曲率半徑為390公尺，橋梁縱向坡

度4.96%，橋高約30M (如圖3)，為目前國內跨

徑最大之鋼箱型梁橋[2]。本段鋼梁由39個單元

組成(G01~G39)，每個單元由左右兩個箱梁加上

4~6片鋼床板現場組裝而成(如圖4)。上翼板為U

型肋條鋼床鈑(22mm~14mm)，縱、橫向均採工

地銲接；下翼鈑採縱向工地銲接，橫向螺栓接

合(如圖5)。

位於中間支承之腹鈑，當其高度大於7.6M

時，原設計採二道水平接頭，工程團隊為縮短

現場安裝時間，於廠製階段，檢討克服運輸上

超寬超重限制後，將箱梁由三層組合變更為二

層組合結構。

三、旋轉工法的規劃

本跨越橋所採用工法為水平不平衡之旋轉

工法，本工法需先架設橫越高速公路之軌道梁

(屬假設工程，完工後拆除)，再將本跨越橋分

成四區施工，其中第二、三區即為中央主跨之

旋轉段鋼梁，第一、四區則為邊跨之場撐段鋼

梁。第二、三區之旋轉段鋼梁分別於高速公路

兩側邊坡構台上地組，並分別吊裝於橋墩P4A01

與軌道梁間(南下線側)，以及橋墩P4A02與軌道

梁間(北上線側)，再分別拆除臨時支撐架後，並

以橋墩P4A01及P4A02為旋轉中心，軌道梁為旋

轉活動端(即沿軌道梁將旋轉段鋼梁側推)，進行

鋼梁旋轉，旋轉到高速公路上方進行定位與接

合(如圖6)，之後邊跨進行安裝，以及邊跨與旋

轉段閉合或接合，全橋即可完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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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林口跨越橋施工分區平面圖

圖7  軌道梁平面位置與完成狀況照片

圖8  中央支撐架基礎圖



2

No.98│April  2013 │105

專
題
報
導

圖9  第二區旋轉段鋼梁旋轉軌跡圖

圖10  第三區旋轉段鋼梁旋轉軌跡圖

二、旋轉段施工

本跨越橋之中央主跨旋轉段鋼梁切分成第

二、三區，其中第二區旋轉段自橋墩P4A01開

始吊裝，依序將G11~G19鋼梁安裝於高速公路

南下側邊坡構台之臨時支撐架及軌道梁上，旋

轉前需將鋼梁下方的支撐架進行脫離(鋼梁拱度

釋放)，使得鋼梁一端座落於橋墩P4A01之旋轉

中心設備上，另一端則座落於軌道梁上的側推

設備上，再利用側推設備沿軌道梁縱向推至定

位，完成第二區旋轉作業[3]。為增加鋼梁吊裝

之安全性，鋼梁吊裝則由低處往高處進行，故

第三區旋轉段則改從軌道梁處開始吊裝，依序

將G20~G29鋼梁安裝於高速公路北上側邊坡構台

之臨時支撐架及橋墩P4A02上，比照第二區之旋

轉步驟進行，完成第三區之旋轉作業。以上第

二區及第三區鋼梁旋轉角度分別為15度及23度

(如圖9、圖10)。

參、全橋施工步驟與拱度調整

一、軌道梁推進施工

軌道梁為兩組矩形鋼箱型梁(梁寬2.5M、梁

高3M，計6節塊，梁長81.5M)，橫跨高速公路上

方，為避免影響高速公路的車流，採用推進工

法於日間施工。軌道梁除在兩側邊坡上設置臨

時支撐架外，為減小軌道梁之斷面尺寸，於高

速公路中央分隔島處增設臨時支撐架(如圖7、圖

8)，該支撐架則利用夜間封閉部分車道，進行基

礎與支撐架的施工。

軌道梁的推進係由高速公路北上線側橫越

高速公路向南下線側邊坡推進，每一組軌道梁

計有6節塊，節塊與節塊間之上翼鈑以銲接、腹

鈑以螺栓接，軌道梁逐一節塊接合，藉由支撐

架、水平與垂直千斤頂往南下線側邊坡推進，

軌道梁則以螺栓鎖固於支撐架上，並於支撐架

上加設側向擋板，防止地震與鋼梁旋轉時產生

側向位移[3]。

圖11 旋轉軸心端1400噸千斤頂

圖12 滑軌設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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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避免第二區鋼梁與第三區鋼梁旋轉接

合前，兩鋼梁之對角不致發生碰撞，第三區鋼

梁旋轉前之吊裝需向南退後2.3公尺，俟第二、

三區兩段鋼梁沿軌道梁旋轉移動至約略位置

後，再於橋墩P4A02處使用千斤頂將第三區鋼梁

前推接合。

三、旋轉設備及原理

(一)  旋轉軸心：位於橋墩上方，係以一組

1,400噸千斤頂支承鋼梁作為旋轉軸，

另於旁加設一組滑軌以增加鋼梁之穩

定性(如圖11、圖12)。

(二)  軌道梁上的側推設施：包括戰車輪

(Magic slide)8座、銜接戰車輪之水平

油壓千斤頂(Launching jack)4座、推進

油壓設備一組及楔型梁4支，以上設施

詳圖13。

(三)  戰車輪(Magic slide)：構造係由上、

下盤組成，上、下盤間有軸承可相對

左右30度以內的自由旋轉，上盤主要

為履帶構造組成，下盤為承座構造組

成，可接水平千斤頂，藉由水平千斤

頂水平移動，另戰車輪亦含有垂直向

上頂昇能量200噸及50mm衝程之垂直

千斤頂(詳圖14、圖15)。

(四)  旋轉原理：軌道梁處之鋼梁腹板下方

結合楔型梁，使楔型梁底部保持水

平，再座落於八顆戰車輪(Magic Slide)

上，其中四顆戰車輪接上水平油壓千

斤頂(50T)，以每一衝程1050mm沿軌

道梁軸方向推進，將主梁旋轉至高速

公路上方預定位置。底部保持水平之

楔型梁，於鋼梁側推旋轉過程，無垂

直分力，推進設施僅需承受鋼梁自重

所產生之水平摩擦力。而戰車輪受水

圖13 軌道梁上的側推設施

圖14 戰車輪外觀 

圖15 戰車輪接水平千斤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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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二區、第三區旋轉段鋼梁有拱度釋

放，兩側邊跨段鋼梁則利用橋墩P353及P4A03

之高度抬升，使鋼梁頂昇進而與各支撐架分

離，並拆除下方支撐架，進行鋼梁拱度釋放，

整座跨越橋完成。

平千斤頂沿軌道梁推進前行時，戰車

輪帶動鋼梁兩者將有相對位移及相對

轉角，其相對位移則透過戰車輪上盤

的履帶前進，而相對轉角則透過戰車

輪上、下盤間之軸承進行旋轉，藉此

機制，而將鋼梁旋轉至定位[4]。

四、拱度釋放

為便於鋼梁的拱度釋放，一般傳統作法

於鋼梁吊裝過程中會於臨時支撐架頂部裝設千

斤頂，鋼梁完成吊裝進行拱度釋放時，再依各

支撐架處之預拱量的比例，逐一緩慢回降千斤

頂，以維持安全性，惟過程相當耗時。

由於本鋼橋於旋轉過程已分別於橋墩與軌

道梁上設置了1400噸千斤頂與8顆戰車輪(向上

頂昇能量1600噸)，且因旋轉工法所需尚有數

座大能量之千斤頂，為縮短工期，不採用一般

傳統作法於臨時支撐架上設千斤頂，而是在鋼

梁兩端(橋墩與軌道梁)處增設500噸、800噸及

200噸千斤頂於適當位置，改將鋼梁頂昇進而

與各支撐架分離之方式進行相對性的鋼梁拱度

釋放，俟支撐架拆除後，鋼梁兩端回降至原高

程後，即真正完成整個鋼梁拱度釋放過程(如圖

16、圖17、圖18)。

圖16 利用大能量千斤頂採頂昇方式進行鋼梁拱度釋放

圖17 鋼梁拱度釋放與頂昇預定施力示意圖 

圖18 鋼梁拱度釋放與頂昇實際施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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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林口跨越橋各施工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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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旋轉段鋼梁旋轉前鳥瞰照片

圖21 旋轉段鋼梁旋轉後鳥瞰照片

圖22 林口跨越橋完工鳥瞰照片 

五、邊跨施工

至於邊跨之第一區G01~G10鋼梁，因第一區

施工空間狹窄，考量運輸動線、臨時支撐架的佈

設等，由橋墩P353往橋墩P4A01之方向吊裝，

如此將增加一處閉合作業，又為縮短工期，第

一區鋼梁於旋轉段鋼梁吊裝時，即配合先行吊

裝，於旋轉段接合時，已先完成G01~G06鋼梁吊

裝 ，又因旋轉段鋼梁端部之G11鋼梁端口朝上，

故將G10鋼梁與G11鋼梁接合，使閉合端口儘量

鉛垂大地，如此G09鋼梁成為閉合節塊，而G09

鋼梁節塊的閉合作業，除於G08鋼梁吊裝完成，

測量G09鋼梁閉合節塊空間，回饋實際尺寸作修

正外，並於清晨吊放G09鋼梁並利用午間溫度

效應，使J09間隙縮小至可銲接及栓接之閉合寬

度，並把握時間即時銲接與栓接固定完成。

第一區邊跨段鋼梁與旋轉段鋼梁進行閉合

後，接著吊裝第四區邊跨段鋼梁G30~G39，此區

係由P4A02橋墩向P4A03橋墩方向安裝，依序逐

節完成吊裝，除可免除施作閉合節塊外，由低

處向高處接合吊裝，亦可減少鋼梁於臨時支撐

架下滑之風險。另外每一鋼梁接合栓接部分先

進行鎖固，惟於腹版頂部接近上翼鈑銲道附近

螺栓，考慮熱效應影響，俟上翼鈑銲接後再進

行鎖固，另縱向銲接之銲道，須保持與已完成

安裝及銲接鋼梁2~3單元，以保持鋼梁組裝接頭

的彈性。以上為林口跨越橋施工說明，各施工

步驟如圖19所示，另林口跨越橋施工中及完工

照片如圖20~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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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一、 本橋採不平衡水平旋轉，旋轉工法僅作中央

跨旋轉，且因地形空間受限，致使鋼梁須逐

一節塊高空吊裝於臨時支撐架後，再進行旋

轉作業，增加施工風險，並增加拱度回降工

序及提高複雜程度。

二、 旋轉工法各階段施作過程，油壓千斤頂設備

為一重要設備，惟土木工程人員對於機械設

備原理及操作較不孰悉，後續對於油壓設備

之負載能力、操作泵油壓迴路(分泵及總泵)

彼此連動之推移、制動系統研析，均是後續

值得作為研究的一門課題。

三、 旋轉工法初次採用，施工費用雖高，但獲各

界好評，工程團隊亦已掌握各項施工關鍵，

此創新工法對於工程技術有顯著提升，期望

本施工說明能提供未來橋梁規劃與施工之借

鏡，同時提昇國內之橋梁施工技術。

四、 承包商「聯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鋼構

專業廠商「中國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為

完成此跨越橋，從上到下齊心協力，重要階

段如拱度釋放、旋轉、推進閉合等，主任、

所長不僅均全程參與並即時排除障礙，而公

司總經理等主管亦常至現場激勵打氣，對工

程的完成與士氣提升，助益甚大，在此一併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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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為營 節節高升
大跨徑鋼橋施工之
應力檢核及拱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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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鋼橋之現場安裝及架設方法選擇性多，主要係由施工商視其本身之設備及能力等
因素自行決定。故鋼橋設計除少數特殊橋型外，不像預力橋設計會明確規定施工方法及
程序，鋼橋設計時，僅對結構完成後之階段計算應力與變位，同時將鋼橋架設完成階段
之變位值標示於設計圖中，供施工商作為拱度之檢核參考。施工商需依據架設方式，對
橋梁施工各階段之結構應力及拱度詳細計算，將計算結果及架設方式詳細編入施工計畫
書，並據以實施，以確保施工中各階段之應力能維持在應力容許範圍，並確保完成後，
線形能符合設計要求。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路段拓寬工程計畫有兩座跨越中山高路段之跨越橋梁，兩跨越橋
名稱由北往南分別為泰山跨越橋及林口跨越橋，兩者均為三跨連續且跨徑相同，主跨徑
216公尺，側跨徑135公尺，全長486M，為目前國內最長鋼箱梁橋。其中泰山跨越橋之架
設方式為兩側跨徑先以就地支撐吊裝，再對跨中山高之主跨徑以懸臂吊裝工法施工，於
中間節塊進行閉合；另林口跨越橋之架設方式為主跨徑採旋轉工法，即跨中山高之主跨
徑先於中山高兩側之邊坡吊裝，並進行旋轉至中山高上方定位閉合，兩側跨徑則以就地
支撐吊裝。兩橋施工過程中之各階段應力、變位及拱度均能配合施工過程中詳加考量，
在此將其施工中所討論及分析結果作一介紹，以提供未來工程界於施工中之參考。

步步為營 節節高升

壹、前言

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各大都會區內或

各城市區間往來的車流量與日遽增，為紓解龐

大的車流量，興建高架道路成為主要的解決方

案，又高架道路受限於用地、行車速率及道路

線型佈設等各種因素，常常需跨越既有道路、

河川或特殊地形地貌等天然障礙，必須以較大

跨徑橋梁來克服。且因現今高架道路路廊受限

條件更多，橋梁跨度亦逐漸加大，橋下的施工

環境亦更加嚴苛，尤其跨越重要道路又不能中

斷交通的施工最是困難，必須依工址現況採特

殊的工法來因應，跨越重要道路之高架橋結構

如採預力橋，因不同工法會有不同之結構設計

方式與設計圖說，故會明確規定施工方法及程

序，如採鋼橋結構設計，除少數特殊橋型外，

其結構設計方式與設計圖說，不會因施工之架

設方法不同而有所不同，故鋼橋之現場安裝及

架設方法，可由施工商視其本身之設備及能力

等因素自行決定，而鋼橋設計時僅對結構完成

後之階段計算應力與變位，其中之變位量則以

拱度形式標示於設計圖中，供施工商檢核參

考。而施工商需依據架設方式，對橋梁施工各

階段之結構應力及拱度詳細計算，將計算結果

及架設方式詳細編入施工計畫書[1]，並據以實

施，以確保施工中各階段之應力能維持在應力

容許範圍，並確保完成後，線形能符合設計要

求。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路段拓寬工程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路線緊沿現有國道1號兩側佈

設，惟於中山高統一里程約37.5K~40K區間，即

位於泰山林口之間，因東側邊坡屬岩屑崩滑之

地質高敏感區，以及直接危害可能性之土石流

高危險潛勢區，依環評承諾路線須迴避，故該

路段北上線與南下線採上下雙層共構高架橋來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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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且北上線高架橋於里程36K+850附近跨越

國道1號至南下線側，後於里程39K+795附近再

度跨越國道1號回歸原北上線側，相關之地質敏

感區及跨越橋位置如圖1所示，此兩座跨越橋名

稱由北往南分別為泰山跨越橋(如圖2)及林口跨

越橋(如圖3)。另為維護現有國道1號道路景觀品

質、減少施工干擾及考量施工中之安全，此兩

處跨越橋於國道1號平面道路處不得落墩，須以

配置大跨度之橋梁以符現況需求[2]。

貳、跨越橋工程及施工法概述

本計畫北上線於泰山林口路段前後，分別

以泰山及林口跨越橋兩度跨越國道1號高速公

路，銜接雙層共構高架橋，此兩座跨越橋為避

免於國道1號平面道路處落墩，結構型式均採

三跨連續大跨徑鋼箱型梁橋及鋼床板，主跨度

達216m，兩側邊跨各為135m，單一座橋梁長

486m，為目前國內跨徑最大之鋼箱梁橋。鋼梁

梁深採拋物線曲線變化，由最大9.2漸變至4m，

圖2 泰山跨越橋完工照片

圖3 林口跨越橋完工照片

 圖1 五楊段土砂災害高敏感區及土石流潛勢區位圖

且下翼板皆為二次拋物線形之變深度鋼箱型

梁，現場接合則設計為上翼鈑銲接，腹板及下

翼鈑則採螺栓之現場接合方式。 兩座跨越橋下

部結構採鋼筋混凝土單柱式墩柱，主跨徑之橋

墩均緊鄰國道1號高速公路兩側，上部結構鋼梁

藉由盤式支承座落於墩柱頂，另兩跨越橋均有

一邊跨座落於雙層橋的單柱式大偏心橋墩之上

層帽梁上[3][4]。

泰山及林口跨越橋所跨越之現有國道1號路

段雙向均為各5車道，道路寬度約為41m，且位

於中山高的大轉彎及上下坡道上，路線由原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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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且平行中山高到斜交跨越，又回到緊沿平行

的線型，故橋梁的平面線型為雙曲線。因設計

行車速率高，路線所需之轉彎半徑大，採較小

的曲率半徑R=390m，仍使主跨徑橋墩的布設雖

緊鄰中山高兩側，但其距離仍高達216m，且橋

面的超高達8%，又為符合行車轉彎安全視距的

規定，泰山跨越橋橋寬由19.4m漸變至20.9m，

林口跨越橋橋寬由17.8m漸變至20.2m，配置如

圖4及圖5所示。

泰山跨越橋屬「國道1號五楊段拓寬工程計

畫C901標五股泰山林口段北上線工程」(以下簡

稱C901標），由春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承攬，

鋼結構協力商為春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製造施

工，現地吊裝工法係採邊跨以就地支撐吊裝，

再對跨中山高之主跨以逐節外伸之懸臂吊裝工

法施工，最後於中間節塊進行閉合 (如圖6所

示），因懸臂吊裝過程會產生較大的變位及負

 圖4 泰山跨越橋平面及立面配置圖

 圖5 林口跨越橋平面及立面配置圖

圖6 泰山跨越橋吊裝工法示意圖

圖7 林口跨越橋吊裝工法示意圖

圖8 軌道梁及中央跨鋼梁之吊裝

彎距，須於適當位置做頂昇以消除該變位及負

彎距，故設置4處跨中山高之門架作為頂昇之反

力座，另因工址環境狹窄，鋼梁之懸臂節塊係

於就地支撐之邊跨上方設置作業平台進行主斷

面組立，組立後透過軌道式運送台車推至懸臂

端之工作車進行吊放組裝[5]。 

林口跨越橋則屬「國道1號五楊段拓寬工程

計畫C904A標林口龜山段北上線工程」(以下簡

稱C904A標），由聯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承攬，

鋼結構協力商為中國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施工，現地之吊裝係採中央跨旋轉工法施工

(如圖7所示），邊跨則採就地支撐架吊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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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施工中各階段之應力分析與 
檢核

泰山及林口兩跨越橋原設計供參考示意之

吊裝工法係採邊跨以就地支撐架吊裝、中央跨

以龍門架(Gantry)兩側拉鋼索作平衡式逐節懸臂

吊裝(如圖11所示），此工法吊裝過程中每一鋼

梁節塊均有支撐點或吊點，其實際變位與應力

行為仍與全場撐吊裝工法相當，鋼梁於吊裝過

程中不會產生額外的應力或變位，架設完成並

移除支撐架後，鋼梁任一點之斷面力及高程需

與設計值相當。

而泰山跨越橋之吊裝工法係採邊跨(G1~G10

節塊及G29~G39節塊)先就地支撐架吊裝、中央

跨(G11~G28節塊)逐節外伸懸臂吊裝工法，其外

伸懸臂之鋼梁節塊並無支撐點(吊點)，於主跨徑

懸臂鋼梁節塊之斷面力則隨鋼梁節塊逐節外伸

而增加，故需檢核吊裝各階段之斷面力，其值

不得超出容許值，該斷面力最大值係發生在中

央閉合前之階段，且此階段整座橋的各斷面力

與設計值差異最大，為使橋梁吊裝完成後，整

座橋梁的各斷面力與設計值相符，必須於吊裝

中央閉合節塊(G20節塊)前，對懸臂鋼梁之端部

節塊(G19及G21節塊)以千斤頂施力頂昇，俾使

吊裝閉合後，其各斷面之應力、應變與原設計

相近。因鋼梁上方設有作業平台、軌道、運送

台車及懸臂工作車等，故各階段之斷面力檢核

及千斤頂頂昇之向上力亦需一併考量，有關鋼

梁吊裝過程中，各階段之斷面力如圖12所示。

另林口跨越橋之旋轉工法係將中央跨分為

兩段先進行旋轉及閉合，再進行兩端邊跨的吊

裝、閉合。如此中央跨之兩段鋼梁於旋轉階段

係為兩段簡支梁，其斷面力與容許值如圖13所

示；旋轉定位後，此兩段鋼梁之端部須適度頂昇

回降，並進行閉合成為一兩跨連續梁，軌道梁

即為其中間支點，其斷面力與容許值如圖13所

示；接著台北端及桃園端邊跨的安裝、閉合後， 

圖9 林口跨越橋中央跨旋轉完成

圖10 林口跨越橋全橋吊裝完成

圖11 原設計供參考示意之吊裝工法示意圖

本旋轉工法係將中央跨分為兩段，分別旋轉再

進行推進及閉合。旋轉工法首先於中央跨中間

設置兩支橫跨中山高之軌道梁，再將位於橋墩

及軌道梁間旋轉段之中央跨鋼梁以就地支撐方

式吊裝於中山高兩側邊坡上方(如圖8所示），俟

此旋轉段之支撐架拆除後，旋轉段兩端即支承

於「橋墩」及「軌道梁」上(橋墩處以1400噸千

斤頂支承鋼梁，軌道梁處則以8座戰車輪支承鋼

梁)，再以橋墩為旋轉中心，於軌道梁上方利用

水平千斤頂施力於戰車輪，戰車輪沿軌道梁縱

向滑行並承載鋼梁進行旋轉，旋轉完成後再進

行推進及閉合(如圖9所示），最後兩側邊跨分別

進行吊裝及閉合即可完成(如圖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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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跨完成時

▲G19及G21節塊吊裝(含懸臂工作車安裝)

▲G20閉合節塊吊裝後

圖12  泰山跨越橋鋼箱梁自重及懸臂工作車作用下各

　　　階段之斷面力示意圖

▲G12及G28節塊吊裝(含懸臂工作車安裝)

▲ G19及G21節塊吊裝後並以千斤頂頂昇

▲ 移除頂昇及懸臂工作車

圖13 林口跨越橋施工中各階段之斷面力與容許值示意圖(一)

圖14 林口跨越橋施工中各階段之斷面力與容許值示意圖(二)

圖15 林口跨越橋施工中各階段之斷面力與容許值示意圖(三)

則形成一座四跨連續梁，其斷面力與容許值如圖

14所示，俟軌道梁之中間支點拆除完成後，才是

原設計的結構系統，此時鋼梁之任一斷面應力應

與設計值相當(如圖15所示）。由上述施工中之

各階段於未完成全橋閉合前，各有其結構系統，

其斷面應力亦隨之不同，惟各斷面力絕不得超過

容許值，且完成之階段各斷面力需於原設計鋼箱

梁自重所致之斷面力接近。

肆、施工中各階段鋼梁變位及拱
度考量

因設計階段無法知道施工階段採用之架設

方法，故僅將鋼梁架設完成後之各階段靜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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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泰山跨越橋各吊裝階段之變位圖

橋梁施工工法各階段之結構變位，其值再與原設

計假設之全場撐架設工法之變位作比較，其差值

即為「預拱修正量」。

泰山跨越橋之吊裝工法係採邊跨先就地支

撐架吊裝、中央跨逐節(節塊編號G12~G28)外伸

懸臂吊裝工法，其拱度從外伸懸臂之每一鋼梁節

塊即需考量外，閉合前之千斤頂頂昇後各節點引

致的變位等，以及鋼梁上方設有作業平台、軌

道、運送台車及懸臂工作車等各階段之各節點變

如「鋼梁自重」階段及「鋼梁+RC+AC+護欄等靜

重」階段之「變位值」作為「拱度值」 (即假設

施工階段採用全場撐架設方法)，並將其標示於

設計圖中，供施工商檢核參考。實務上，鋼梁現

場安裝及架設方法係由施工廠商視其本身之設備

及能力等因素自行決定，而橋梁施工各階段之結

構變位及拱度需配合架設方式與步驟詳細計算，

併同銲接拱度，作為橋梁製作之拱度資料，以確

保鋼梁架設完成並移除支撐架後之最終高程依舊

能符合設計值。一般做法係先分析實際擬採用之

▲全橋鋼梁自重之原設計變位圖

▲邊跨完成吊裝階段與全橋鋼梁自重之變位圖

▲中央跨逐節懸臂吊裝階段之變位圖

▲千斤頂頂昇至移除工作車等階段之變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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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高程過高，故閉合後尚須再進行回降作業。再

來是台北端邊跨(G01~G10節塊)的安裝、閉合，

此階段又因中央主跨(旋轉段)之端口較難以頂昇

來調整，故將G10節塊先安裝於中央主跨G11節

塊上，G10節塊端口向上夾角接近水平，俾便與

G09節塊閉合。最後從G29節塊端口逐一節塊進

行桃園端邊跨的吊裝。為使整體鋼梁架設完成並

移除支撐架後之最終高程與設計值相當，於吊裝

各階段前就需先考量拱度，並於施工各階段檢核

拱度差值作為「預拱修正量」並修正，有關林口

跨越橋各階段之拱度檢算如圖17所示。

伍、結語

台灣地幅狹小，人口及道路密集，加上各

都會間往來的車流量與日遽增，以致常須以大跨

徑橋梁跨越交通頻繁之既有道路，因交通不能中

斷，施工方法的選擇除考量橋梁之組裝架設外，

其施工過程的應力需能維持在應力容許範圍，完

位亦需一併考量。其各階段之各節點變位考量如

圖16所示。吊裝過程中支撐之調整、閉合前之

千斤頂頂昇力量及工作車之加載重量與移除等作

業，均須明確掌握及適度調整，使得完成吊裝後

之應力能符合原設計應力。而本泰山跨越橋所採

用之吊裝工法，可由圖16中之「千斤頂頂昇至

移除工作車階段之變位圖」，發現其變位將比原

設計變位還大，故此變位差異值即為「預拱修正

量」，需預先反應於製造拱度，方可滿足吊裝後

之應力及拱度能同時符合原設計之值。

林口跨越橋之旋轉工法係將中央主跨(節塊

編號G11~G29)分為兩段(G11~G19節塊及G20~G29

節塊)先進行旋轉及閉合，兩段於閉合前係為簡

支梁，於閉合點處之梁端口均是向上(即兩閉合

端口形成夾角)，無法進行閉合續接，須分別於

P4A01及P4A02頂昇，使得兩段主梁於閉合點處

之端口鉛錘大地，方進行腹板及下翼板螺栓鎖固

及上翼板銲接之閉合，但此頂昇動作使得閉合完

成之中央主跨兩端之梁端口向上水平夾角更大，

▲全橋鋼梁自重之原設計變位圖

▲全橋閉合軌道梁拆除前後之變位

圖17 林口跨越橋各吊裝階段之變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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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第

C901標五股泰山段北上線工程，U127單元

跨高速公路段鋼橋吊裝計算書，民國100年

6月。

6.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第

C904A標林口龜山段北上線工程，U4A01單

元鋼橋吊裝計算書，民國100年6月。

成後之線形亦須符合設計要求。本文之兩座跨越

橋線形變化與施工方法、架設步驟、施工機具等

各項條件息息相關。期望以此兩跨越橋不同施工

法，於施工前之考量、施工中之應力檢核、施工

後之高程確認，各階段所討論及分析結果作介

紹，以提供未來工程界於施工中之參考。

陸、誌謝

泰山及林口這兩座跨越橋，不僅是國內最

長梁式橋，因跨越國道1號，且施工期間不得影

響橋下車流，春源鋼鐵及中鋼結構能依工址特性

選用安全合適的工法，於施工前充分考量施工安

全、施工中之應力檢核及拱度的修正、施工後之

高程確認，並能如質如期完成。期間所提送之施

工計畫與分析過程中均能詳細考量，對本文提供

相關參考資料及許多寶貴意見，謹一併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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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跨越橋旋轉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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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國道1號五股楊梅拓寬段林口跨越橋，為三跨連續鋼箱型梁橋，總長486m，主跨為

216m，鋼梁縱深由4.0m到9.2m，採行臺灣工程界首次引進的旋轉工法。由於鋼箱型梁橋

量體大，箱梁及鋼床鈑採現場銲接施工，依據傳統全橋拱度釋放方式，逐跨銲接至中央

跨之中央閉合處拱度有999.8 mm，除了影響旋轉工法之旋轉及閉合端口的調整，也造成

拱度釋放的困難，對邊跨與旋轉段的閉合益增複雜，經過分段吊裝的電銲拱度計算，依

照吊裝順序與銲接程序的安排，鋼橋中央跨之中央閉合處拱度僅39.1 mm，邊跨最大電銲

拱度亦降到95.7mm，除減少橋面鈑的應力集中及疲勞應力外，相對於跨越橋的尺度(旋

轉鋼橋最小分段為108m)，鋼橋於旋轉、閉合僅需考慮結構幾何效應，而無須考慮電銲

拱度。當然，鋼梁與鋼床鈑吊裝及組裝的精度、縱坡與超高之變化，均影響現場銲接品

質，如何解決亦將於文後詳述，提供未來工程上之參考。

1 2 3 4

百煉金鋼繞指柔

壹、前言

林口跨越橋採用的旋轉工法，將鋼梁分

成四段施工，為使橋體閉合且符合設計拱度要

求，需特別考量與處置。因此，先依分段吊裝

的電銲拱度計算結果，進行吊裝與銲接，使鋼

橋面鈑橫向銲道(垂直橋軸方向)電銲收縮量達到

最低，且分段釋放拱度，以達到鋼梁旋轉後之

精度要求。此外，施工期間受到環境與氣候的

劇烈變化，加上鋼橋面鈑超高變化大(由3.4%增

加到8%，再反向轉為負6.75%)，使鋼梁與鋼床

板吊裝及組裝的精度控制更為不利。

貳、施工規劃與檢討

一、地理環境與分區說明

林口跨越橋，位於林口臺地進台北盆地-林

口交流道附近，橋址兩側位於路塹邊坡坡腰，

兩側邊跨跨徑135M，中央跨跨徑216M。中央跨

之兩座橋墩P4A01、P4A02分立於中山高速公路

南下及北上車道兩側，分為兩段旋轉段鋼梁(第

二區與第三區)，並於鋼梁旋轉段鋼梁中間閉合

處增設軌道梁。(如圖1)

圖1  林口跨越橋施工分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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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本 案 首 先 以 橋 墩 P 3 5 3 、

P4A01、P4A02及P4A03為軸，分兩階段做

高度抬升、回降，以配合中央跨於J19旋

轉、閉合，再與邊跨段G09鋼梁節塊閉合，

完成此三跨連續鋼橋。規劃之預定拱度與

各階段的拱度調整，如圖2、圖3，以達設

計要求。

參、全橋整體吊裝後之銲接拱度

鋼橋通常於鋼梁完成後，於廠內全跨度的

試拼裝作業，確認其拱度與橋形後，再運到現

場地組、閉合後，吊裝定位。遇有鋼梁需現場

銲接者，於鋼梁定位後施作。

林口跨越橋，由於鋼梁量體過大(高度由

4.0m到9.2m)，橋面寬由17.8m到20.2m，現場

需大量銲接施工作業，除了吊裝拱度，還需

要考慮銲接拱度。依照全橋全場撐吊裝再銲

接之拱度計算，跨越橋於中央閉合端拱度為

999.8mm(約達1公尺)。

一、全場撐依序銲接之拱度計算

垂直於橋軸的橋面鈑橫向銲道，其收縮變

形會對橋軸線型拱度產生加乘的變位，在拱度

計算時以橫向銲道為主，且橫向銲道位於橋面

鈑上，未與鋼梁自重相抵。至於縱向銲道，則

不予考慮銲接收縮與電銲拱度的影響。

而在橋面鈑上，縱、橫向銲道十字接頭

處，需避免銲道在此收頭，減低應力集中。

二、銲接拱度的考慮變數

(一) 主要的變數

銲接收縮量會因橋軸(縱向銲道)與橋梁

 

圖2  旋轉工法規劃之預定拱度

圖3  旋轉工法規劃之拱度調整示意圖

二、拱度及閉合調整考量

(一) 一般吊裝與拱度調整方式

在過去，傳統的鋼橋吊裝，多於橋與

橋之間架設臨時支撐架，待鋼橋安裝定位

施工完成後，即拆除支撐架，橋梁自重拱

度即被釋放，當拱度不大時，可用事先的

預拱高度平衡此「拱度釋放」，因此施工

拱度對設計完成拱度影響不大。

然而，當橋梁量體達如本案跨越橋

般，總重8700噸，中央跨達3900噸，採

傳統吊裝方式與銲接方式，橋於中間閉合

時，施工拱度將成一重大變數，影響閉合

與設計高程。

(二) 本案例旋轉工法之拱度與閉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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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任一銲接點收縮所引致之該點之變形量依

上列解析公式計算

直角(橫向銲道)接頭相互干擾、肋梁的接頭

結構、主梁的溫度差、銲接施工條件等相

關條件而有差異，一般每個銲道接頭銲接

收縮量以2~2.5mm為估計值，再以此為基礎

分析前述的變數予以增減。

1. X： 距離橋墩或支撐架等固定支撐點到橫

向銲道的距離

2. ΔY： 考慮所有橫向銲道之撓度總變形量

(二) 相關重要變數 (如圖4)

1. 每一橫向銲道之收縮變形量/橋跨長度

2. 橋跨內銲接點之收縮變形量/梁深

3.  銲道數之修正係數，隨關連銲道數的增

加而增加

圖5  全橋一次吊裝施工示意圖

圖4  銲接拱度變形相關參數相依性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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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之公式(1)係由此公式(2)採線性分布的

方式累加而得

任一銲接點收縮所引致該點之轉角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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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單元於各上翼鈑續接接頭因銲接收縮之

變形量δi 假設為2mm，做為後續推估銲接收縮

拱度值之依據。

全橋486公尺共39個節塊若採用全橋一次支

撐全跨吊裝後銲接上翼鈑(詳圖5)，銲接收縮產

生之拱度損失量依公式 (1) 計算結果(詳表1)，

銲接拱度最大損失量Y=999.8mm發生於J20續接

接頭。

肆、分段吊裝之銲接拱度計算

本跨越橋之旋轉工法的吊裝，並未採用全

橋一次吊裝再於橋面銲接的方式施作，而是分

段地面組裝與銲接，吊裝至臨時支撐架銲接縱

向銲道與收尾，再與其他單元鋼梁節塊銲接連

結。鋼梁與鋼床板銲接收縮所引致之拱度損失

量，必須按照施工步驟逐步檢討及計算，銲接

拱度計算與吊裝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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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橋吊裝後各續接接頭銲接預拱值

施工步驟 1~6 ：P353~P4A03各接頭拱度彙整

第1 區(邊跨) 第2區(旋轉) 第3區(旋轉) 第4區(邊跨)

Node-i Yi Node-i Yi Node-i Yi Node-i Yi

unit Mm unit mm unit mm unit mm

P353 0 J10 411.6 J20 999.8 J29 401.2

J01 120.2 J11 416.2 J21 970.1 J30 428.1

J02 242.3 J12 488.5 J22 915.0 J31 451.3

J03 349.8 J13 568.0 J23 841.2 J32 467.7

J04 427.4 J14 653.2 J24 756.7 J33 472.9

J05 470.9 J15 740.9 J25 668.5 J34 461.9

J06 483.6 J16 826.2 J26 582.1 J35 421.3

J07 479.2 J17 902.4 J27 501.0 J36 347.2

J08 462.9 J18 961.6 J28 426.9 J37 242.3

J09 439.2 J19 996.4 J38 120.2

P4A03 0.0

表2 施工步驟1-2 接頭銲接預拱值

施工步驟1-2：地組BLOCK 12~13節塊 銲接J12接頭　

Node-i Li hi δi Xi Yi

unit m m mm m mm

J11 　 　 　 　 0.0 

J12 12.00 8.126 2.00 12.00 1.5 

J13 12.00 7.269 　 24.00 0.0 

表3 施工步驟1-3 銲接預拱值

施工步驟1-3：吊裝BLOCK 12~13節塊 銲接J11接頭　

Node-i Li hi δi Xi Yi

unit m m mm m mm

J10 　 　 　 　 0.0 

J11 11.00 9.101 2.00 11.00 1.7 

J12 12.00 8.126 　 23.00 1.9 

J13 12.00 

7.269 　 35.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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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施工步驟1-3：吊裝BLOCK 12~13節

塊，銲接J11續接接頭上翼鈑 (詳圖

8)。將BLOCK 12~13節塊吊裝至臨時

支撐架上後，進行J11上翼鈑銲接，此

時J11銲接收縮影響之拱度損失涵蓋

J10~J13間之所有節塊，此時銲道數為

1道，因此J10~J13各續接接頭預拱值

如表3所示。

(四)  施工步驟1-4：地組BLOCK 14~15節

塊銲接J14續接接頭上翼鈑 (詳圖9)。

BLOCK14~15節塊在地面組裝及上翼鈑

銲接後，再吊裝至臨時支撐架上，上

翼鈑銲接所造成的拱度損失，因在地

面組裝時之預拱而得到補償。銲接點

共有J14一處。

一、吊裝第二區旋轉段鋼橋：步驟1

此為高速公路南下車道側旋轉段鋼橋單元

節塊：P4A01橋墩至軌道梁BLOCK 10~19鋼橋單

元節塊。

(一)  施工步驟1-1：吊裝BLOCK 11至P4A01

橋墩帽梁上 (詳圖6)，此階段並無銲

接，無銲接拱度損失。

(二)  施工步驟1-2：地組BLOCK 12~13節塊，

銲接J12續接接頭上翼鈑 (詳圖7)，

BLOCK12~13節塊在地面組裝及上翼鈑

銲接後，吊裝至臨時支撐架，上翼鈑銲

接所造成的拱度損失，因在地面組裝

時之預拱而得到補償。銲接點有J12一

處，J12接頭預拱值如表2所示。

圖6  BLOCK 11(GA/GB11)吊裝示意圖

圖7  BLOCK 12-13先地組-接頭銲接後再吊裝示意圖

圖8  BLOCK 12-13吊裝後J11銲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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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BLOCK14-15地組-接頭銲接再吊裝示意圖

圖12  BLOCK16-17吊裝後接頭銲接示意圖

圖10  BLOCK14-15吊裝後J11銲接示意圖

圖13  BLOCK18-19 地組-接頭銲接再吊裝示意圖

圖11  BLOCK16-17地組-接頭銲接再吊裝示意圖

圖14  BLOCK18-19 吊裝後接頭銲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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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施工步驟1-10 銲接預拱值

施工步驟1-10：吊裝BLOCK 10節塊 銲接J10接頭　

Node-i Li hi δi Xi Yi

unit m m mm m mm

J9 　 　 　 　 0.0 

J10 12.00 8.748 2.00 12.00 2.5 

J11 11.00 9.101 　 23.00 4.1 

J12 12.00 8.126 　 35.00 6.1 

J13 12.00 7.269 　 47.00 7.8 

J14 12.00 6.531 　 59.00 9.1 

J15 12.00 5.912 　 71.00 9.7 

J16 12.00 5.413 　 83.00 9.3 

J17 12.00 5.033 　 95.00 7.6 

J18 12.00 4.772 　 107.00 4.5 

J19 12.00 4.630 　 119.00 0.0 

J10~J17間之所有節塊，此時銲道數為

1道。

(八)   施工步驟1-8：地組BLOCK 18~19節

塊，銲接J18續接接頭上翼鈑 (詳圖

13)。BLOCK18~19節塊在地面組裝及

上翼鈑銲接後，再吊裝至臨時支撐架

上，上翼鈑銲接所造成的拱度損失，

因在地面組裝時之預拱而得到補償。

銲接點共有J18一處。

(九)  施工步驟1-9：吊裝BLOCK 18~19節塊 

銲接J17續接接頭上翼鈑 (詳圖14)。將

BLOCK 18~19節塊吊裝至臨時支撐架上

後，進行J17上翼鈑銲接，此時J17銲

接收縮影響之拱度損失涵蓋J10~J19間

之所有節塊，此時銲道數為1道。

(十)  施工步驟1-10：吊裝BLOCK 10節塊 銲

接J10續接接頭上翼鈑。此時銲道數為

1道，J9~J19各續接接頭預拱值如表4

所示。

(五)  施工步驟1-5：吊裝BLOCK 14~15節塊

銲接J13續接接頭上翼鈑 (詳圖10)。將

BLOCK 14~15節塊吊裝至臨時支撐架上

後，進行J13上翼鈑銲接，此時J13銲

接收縮影響之拱度損失涵蓋J10~J15間

之所有節塊，此時銲道數為1道，但影

響J10~J15各續接接頭。

(六)  施工步驟1-6：地組BLOCK 16~17節塊

銲接J16續接接頭上翼鈑 (詳圖11)。

BLOCK16~17節塊在地面組裝及上翼鈑

銲接後，再吊裝至臨時支撐架上，上

翼鈑銲接所造成的拱度損失，因在地

面組裝時之預拱而得到補償。銲接點

有J16一處。

(七)  施工步驟1-7：吊裝BLOCK 16~17節

塊，銲接J15續接接頭上翼鈑 (詳圖

12)。將BLOCK 16~17節塊吊裝至臨時

支撐架上後，進行J15上翼鈑銲接，

此時J15銲接收縮影響之拱度損失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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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BLOCK 27-29 吊裝後接頭銲接示意圖

圖16  BLOCK 01~07 依序吊裝與逐單元銲接示意圖

圖17  BLOCK 09鋼梁節塊接頭銲接示意圖

圖18  J29~39鋼梁閉合接頭銲接示意圖

二、吊裝第三區旋轉段鋼橋：步驟2

吊裝高速公路北上側旋轉段節塊 (軌道梁至

P4A02橋墩BLOCK 20~29節塊)

(一)  施工步驟2-1：吊裝BLOCK 20至軌道梁

上，此階段並無接頭銲接。

(二)  施工步驟2-2~2-8：依序地組BLOCK 

21~22/23~24/25~26/27~28節塊，並於

地組時，銲接接頭上翼鈑後，再吊裝

至臨時支撐架後，與前段單元鋼梁接

頭續接。(詳圖15)

(三)  配合預拱規劃之銲接順序與第2區旋轉

段鋼橋之作業順序相仿。

三、吊裝第一區邊跨段鋼橋：步驟3

高 速 公 路 南 下 車 道 側 邊 跨 場 撐 段 節 塊 

(P353橋墩至P4A01橋墩BLOCK 1~8節塊)，其施

工順序(詳圖16)將BLOCK 1~8鋼梁節塊由P353橋

墩依序往P4A01橋墩吊裝至臨時支撐架上，再進

行J1~J7上翼鈑銲道銲接，因上翼鈑銲道收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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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施工步驟1~6銲接預拱累計值

施工步驟 1~6 ：P353~P4A03各接頭拱度彙整

第1 區(邊跨) 第2區(旋轉) 第3區(旋轉) 第4區(邊跨)

Node-i Yi Node-i Yi Node-i Yi Node-i Yi

unit mm unit mm unit mm unit mm

P353 0.0 J10 36.7 J20 46.1 J29 11.3

J01 37.2 J11 45.7 J21 47.0 J30 24.4

J02 68.5 J12 57.2 J22 40.1 J31 37.9

J03 89.0 J13 64.8 J23 32.9 J32 51.1

J04 95.7 J14 70.7 J24 23.0 J33 62.9

J05 90.2 J15 71.2 J25 16.0 J34 71.8

J06 78.3 J16 69.8 J26 8.9 J35 75.9

J07 62.5 J17 62.3 J27 5.4 J36 70.6

J08 44.9 J18 53.4 J28 2.4 J37 54.5

J09 40.9 J19 39.1 J38 29.5

P4A03 0.0

造成的拱度損失涵蓋P353~J8間之所有節塊，此

時銲道數為7道。

四、吊裝G09閉合鋼梁節塊：步驟4

第一區邊跨段鋼橋BLOCK 1~8節塊與第二區

旋轉段鋼橋BLOCK 10~19節塊閉合，其施工步驟

為(詳圖17)吊裝BLOCK 9閉合鋼梁節塊，以銜接

第一區邊跨段鋼梁與第二區旋轉段鋼梁，再進

行G09兩端J8與J9上翼鈑縱向銲道，P353~J19

各續接接頭預拱值亦依規劃計算。

五、閉合第二、三區旋轉段鋼橋 (J19)：步

驟5

第二區旋轉段鋼橋旋轉至定位後，第三區

旋轉段鋼橋接續配合旋轉設備的轉移，旋轉、

定位。並開始調整J19端口後，將第三區旋轉段

鋼橋前推，與第二區旋轉段鋼橋於J19閉合，並

銲接J19續接接頭上翼鈑。此時因上翼鈑銲接收

縮所造成的拱度損失涵蓋P353~J29間之所有節

塊，此時銲道數為1道， P353~J29各續接接頭

預拱值亦依規劃計算。

六、 逐塊吊裝第四區邊跨段鋼橋：步驟6

高 速 公 路 北 上 車 道 側 邊 跨 場 撐 段 節 塊 

(P4A02橋墩至P4A03橋墩BLOCK 30~39節塊)。

自橋墩P4A02逐塊吊裝BLOCK 30~39節塊，並接

續銲接J29~J38續接接頭上翼板(詳圖18)，迄至

橋墩P4A03。此時因上翼板銲道收縮所造成的拱

度損失涵蓋J28~P4A03橋墩間之所有鋼梁節塊，

此時銲道數為10道，J28~P4A03各續接接頭預

拱值亦依規劃計算。

七、 整體鋼橋銲接預拱值

跨越橋其邊跨段與與旋轉段分段吊裝之銲

接拱度累計疊加彙整如表5。中間跨(J19)旋轉、

閉合之銲接拱度為39.1mm，而第2、3區旋轉段

之銲接拱度最大為71.2mm，兩側邊跨(第1、4

區) 之銲接拱度最大為95.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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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邊跨段鋼橋銲接拱度的考慮

邊跨段鋼梁採全場撐於臨時支撐架上，並

自橋墩P353(與臨標C903及C904B共用之橋墩)

開始吊裝，逐跨向南，由低處向高處施作。維

持全場撐，乃受限於地形與作業空間，而鋼梁

地組的空間亦僅能提供每個單元鋼橋的部分地

組空間，而邊跨段鋼梁與鋼床鈑全場撐吊裝後

再銲接，邊跨最大累計電銲拱度僅95.7mm，與

第1區與第4區邊跨段鋼橋總長(129m與127m)相

較，或相對於鋼梁自重拱度，以及邊跨段橋墩

P353及P4A03需抬高進行中間跨旋轉、閉合的

抬高量(分別抬高2600及3400mm)比較，更形微

小。

陸、 結語

一、 本案承包商配合旋轉工法所帶來的挑戰，

以及為工期緊迫而趲趕，新增多組大型千

斤頂(1400噸、800噸、500噸及履帶式戰車

輪)，使得鋼梁旋轉前之拱度釋放不同於一

般鋼橋之拱度釋放(回降)，也因如此，整體

的全橋拱度調整與銲接拱度較能依照設計與

施工規劃的步驟進行，因此，設備的採用與

配置，亦為左右此旋轉工法成敗的關鍵。

二、 求取銲接拱度時，係考慮橫向銲道接頭為無

拘束的條件下規劃、計算與安裝，鋼梁與鋼

床鈑的自重均由臨時支撐架所支持，所以，

施工規劃應注意支撐架的位置及架上側向支

撐、回降設備的配置。

三、 承包商「聯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鋼構

專業廠商「中國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為

完成此跨越橋，從上到下齊心協力，重要階

段如拱度釋放、旋轉、推進閉合等，主任、

所長不僅均全程參與並即時排除障礙，而公

伍、位置調整與銲接施工檢討

一、鋼橋銲接之作業順序

銲接拱度的計算，以橫向銲道為主，上、

下翼鈑之縱向銲道因與橋軸平行，不計入銲接

拱度計算。但在橋面鈑，橫向與縱向銲道交接

十字接頭，為避免此處因銲接收頭而生的應力

集中，銲道起、收弧避免於十字接頭處，以降

低收縮與入熱量，進而消除殘餘應力與應力集

中。

鋼橋上翼兩側鋼床鈑懸臂向外，臨高速

公路側，單側與鋼梁連接有偏心致生傾覆的危

險，安裝時需注意斜拉(撐)構件的即時安裝，維

持每個安裝單元的穩定，此外，恰當的安裝順

序與時機，亦可避免影響組裝間隙的精度。

超高的變化與林口台地的濕度與氣候變

化，除增加吊裝困難，也影響安裝調整與銲接

的進行，鋼梁與鋼床板安接時，應注意接頭

間隙、段差平整度調整，依據工地銲序試驗

(Procedure Quality Record，PQR)，保持銲接所需

最小間隙與段差，也避免過大間隙與段差，待

鋼梁與鋼床鈑定位與螺栓閉合後，銲道間隙與

段差僅進行小範圍調整，過大的調整，在銲接

後雖不影響整體拱度，但是，對於局部區域會

有過多且不均勻的殘餘應力。

腹鈑接合處的螺栓保持最上6排二次穿鎖，

而鈑位調整應於吊/安裝時一次到位，銲前僅作

微調整，達到最小拘束的條件。鋼床鈑及鋼箱

梁之U-RIB與非U-RIB間之鈑片勁度不一，也使

得橋面鈑段差調整不易。對於段差超過要求部

分，則依據AWS D1.5銲接規範，以三角梯形銲

道補順，以1：2的坡度，讓應力傳遞平順，不

致殘留應力，影響疲勞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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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銲接協會，AWS D1.1銲接規範及D1.5

橋梁銲接規範，2008年版。

5.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拓寬計畫第C904A標特

訂條款第05121章鋼橋製作及架設

6. 「聯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鋼鐵

結構股份有限公司」，第C904A標-第二處

跨越橋U4A01單元施工計畫(第二版)，民國

101年03月(2012)

司總經理等主管亦常至現場激勵打氣，對工

程的完成與士氣，助益甚大，在此一併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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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監測、危機處理、搶修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處長／陳福將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工部／工程師／林志權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北段監造／副主任／黃宏成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北段監造／副主任／顏振原 4

緊急動員整合資源投入救災
復建─企業社會責任

中山高速公路44K+700~900
路面隆起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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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國道1號高速公路(台灣)，辦理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路段長約40公里，原則採

沿既有國道兩側以高架拓寬方式布設，全線工區侷限在狹窄的路廊內，且須維持營運中

之國道行車安全。工程進行期間，於例行邊坡巡查至里程44k+700~900路段時，發現既

有國道路肩有隆起現象，為求謹慎，於該區段上、下邊坡布設監測儀器監控，數月後受

豪雨影響，地表及監測數據均出現異常徵兆，國工局局長即刻召集施工、監造及設計等

專業，人員進行整合分析，研判邊坡異常變位有導致坍滑之危險，隨即研擬搶修計畫並

緊急進行跨標別動員作業，及時控制緊鄰國道邊坡之異常變位，化解可能釀成之大型災

害。

本次處理過程，設計單位協助提供專業判斷、事業單位決策明快、監造單位整合界

面及施工單位動員迅速，為一相當難得之成功案例經驗，爰將決策與搶修相關作業重點

為文記錄，以為工程同業參考。

1 2 3 4

壹、前言

國道1號高速公路五股楊梅段高架拓寬工

程，沿既有國道兩側分設或單側雙層高架橋方

式拓寬，僅部分路段採平面拓寬(如圖1)。本案

例為工程期間例行邊坡巡檢時，發現於兩施工

區間之高速公路北上線內側路肩有小規模波浪

狀隆起，中央分隔帶V型噴凝土溝亦出現多條縱

向及橫向裂縫，工程團隊隨即擴大邊坡巡檢範

圍，並於該區上、下邊坡布設監測系統，試圖

找出造成異常原因。

4個月後，發現路面隆起量變大、坡頂出現

張力裂縫且部分監測儀器因異常變位毀損。施

工團隊在第一時間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透過專

業判斷確實掌握邊坡破壞機制，緊急動員搶救

可能快速崩壞之邊坡，及時免除一場可能發生

在繁忙高速公路上大規模邊坡坍滑的災難。 圖1 本工程沿既有國道兩側以高架或原地拓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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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質

本路線主要分佈之地層，有台北盆地礫石

砂及黏土組成之全新世沖積層，與林口台地紅

土層與礫石層等組成之更新世林口層，及未固

結的粉質砂岩與泥岩的更新世大南灣層。相關

區域地質圖詳圖3。台北盆地之全新世沖積層，

以砂、粉砂、黏土等為主，其下為礫石層。本

工址之地層以礫石層為主。

參、邊坡巡檢與異常徵兆判釋

一、邊坡巡檢

本工程進行期間因緊鄰國道一號高速公

路，必須依高速公路養護手冊(2012.02修訂)進

行邊坡巡檢作業。該手冊以邊坡巡查、邊坡監

圖2 本工程行經丘陵地形

圖4 高速公路內側路肩微幅隆起

圖5 中央分隔帶V型溝縱向裂縫

圖3 區域地質圖

                           底圖資料參考自: 

                           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及說明書

貳、地形地質

一、地形

本工址位於台灣北部國道一號高速公路林

口路段，該區段屬丘陵地形(如圖2)，地表高程

由台北盆地邊緣之15公尺至台地面約250公尺，

地勢略呈高低起伏狀。工址位置屬林口台地下

坡路段，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主要水系為

西北側之赤塗崎溪及東南側之陳厝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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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監測儀器布設圖

表2 國道邊坡巡查檢查項目表 (表B)表1 邊坡評估分級表 (表A)

測、地錨檢測三項之成果將邊坡分為A、B、C及

D四級(如表1)，其中邊坡巡檢部分參考國道邊坡

巡查檢查項目表(表2)辦理。本次邊坡異常之判

釋，係以該手冊訂定之邊坡檢查項目影響程度

及分級表為依據。

二、邊坡異常初始徵兆

本次案例之邊坡異常區段在2011年5月排水

系統巡檢時，即發現高速公路北上線44K+720-

44K+800內側路肩有微幅波浪狀隆起(如圖4)，同

年7月30日續於44K+800-44K+900鄰近區段發現

中央分隔帶V型溝有縱向裂縫(如圖5)，隨即針對

該區段上下邊坡及結構物進行調查。惟未發現其

他異常徵兆。為確保既有高速公路邊坡安全，故

施工團隊決定進一步探查造成路肩隆起及V型噴

凝土溝縱向裂縫之原因，施工團隊亦決定布設監

測儀器長期觀測，監測儀器布設如圖6。

三、邊坡異常變位發展過程

2012年2月，北台灣連日降雨，並伴隨間

歇性豪大雨；同月28日執行高速公路邊坡巡檢

時，發現北上線內側路肩隆起加劇、路面出現

多條縱向及斜向裂縫、中央分隔帶V型噴凝土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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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損嚴重，且大量蚯蚓暴斃於溝中，再檢視緊

鄰兩側的五楊拓寬工程工區，位於高速公路東

南側工區(下邊坡)並無異狀，而西北側工區(上

邊坡)則出現諸多異狀，如新建擋土牆的伸縮縫

間距異常擴大、伸縮縫附近之混凝土地面龜裂

冒水、擋土牆向高速公路方向位移、接近坡頂

之地表下陷且出現張力裂縫(如圖7)，依邊坡分

級表評估，屬A級邊坡，有坍滑危險，立即以

緊急危害通報高速公路局，曾局長隨即趕抵現

場，召集工程處、督工所、設計、監造及施工

廠商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密集進行邊坡異常變

位原因及趨勢研判與應變對策研擬作業，同時

不分標別傾全力動員人員機具搶救邊坡。

四、監測資料判釋

前揭徵兆發現後，即提升布設於區域內之

邊坡監測頻率至每日兩次，2012年02月29日儀

器測讀時發現，位於擋土牆左側之傾度管SI4、

SI5及水位計OW4、OW5與裝設於中央分隔島之

傾度管SI2、SI3及水位計OW2、OW3均因變位過

大而毀損。SI2毀損處為地表下3m；SI3毀損處

為地表下5m；SI5毀損處為地表下8.5m；SI6毀

損處為地表下9m，但SI1、SI4及SI7則無明顯變

位(如圖8)。

由水位觀測井歷時變位圖顯示，水位觀測

井OW1於2月29日水位上升2.1m後，於3月2日回

降至平均水位高程，OW4則水位穩定不受天候

影響；OW7於2月29日水位快速上升5.68m後持

續停留在高程199m附近(如圖9)。

由擋土牆位移監測數據顯示，結構體在里

程44K+700~44K+900間也發生明顯位移，最大

位移量達66.7cm，出現在里程44K+800附近，位

移量往兩側遞減(如圖10)。

綜整上述監測資料研判，本邊坡處在極

不穩定的狀態，不穩定範圍南-北向介於里程

圖7 異常變位及現況

圖8 異常變位毀損監測儀器平面分布圖

圖9 傾度管及水位異常變化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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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K+700至44K+900之間，東-西向介於高速公

路北上線與八德一路之間(參考圖8)。

肆、邊坡破壞模式研判與緊急應
變對策

一、邊坡破壞模式研判

由邊坡破壞的時間序進行研判，本次邊坡

破壞行為係由淺層的圓弧破壞開始，逐漸向上

邊坡發展，誘發較深層之滑動(圖11)，與兩側新

建工程無關，發展過程說明如下：

最早發生異狀的區域為北上線路肩隆起及

V型噴凝土溝裂縫，推估其發生原因應是杜鵑花

叢邊坡受地下水位異常變化影響，坡體下滑推

擠所造成。

下邊坡破壞範圍擴大後，破壞面逐漸發展

至上邊坡，造成南下線內側車道護欄下緣縱向

裂縫產生(約杜鵑花叢邊坡坡頂)，南北兩端路面

亦出現斜向裂縫，破壞面再往上發展，則於新

建擋土牆與八德一路間引發地表下陷，邊坡向

高速公路方向坍滑，坍滑區頭部亦明顯出現張

力裂縫。

二、緊急應變對策

綜合南下、北上車道隆起裂損里程、邊坡

破壞的表徵與順序、監測儀器水位變化與毀損深

度進行研判，滑動面已由南、北兩車道間之淺

層邊坡滑動往西北側上邊坡發展，推估滑動面

深度約在南下線車道下方10m處(高程約180m)，

坍滑區頭部應在擋土牆與八德一路之間，趾

部在北上線車道；兩側寬度約200m(介於里程

44K+700~44K+900)；依破壞趨勢研判，若不及

時搶救將對高速公路有立即性之危險，擬定對策

如下(如示意圖12)；現場施工概況如圖13。

圖10 擋土牆位移監測成果圖

圖11 邊坡異常變位發展示意圖

圖12 邊坡緊急搶救工址平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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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搶救作業期間，緊急應變小組發

揮極高效率之動員能力，於發現邊坡破壞徵兆

後8日內完成，主要內容包括動員2,382車次移

除坡頂區土方26,202m3、打設H型鋼砂漿樁191

支、混凝土型鋼樁220支、25孔降水點井(如圖

13)。搶救作業期間北上車道路面隆起持續由內

側路肩延伸至內側二車道。

由測量監測資料顯示，隆起段於排樁施工

完成後，即呈穩定趨勢，檢核排樁施作前後主

線車道高程，主線車道隆起高度逾50cm。

三、 第二階段排水與支撐補強

第一階段搶救工程完成後，邊坡滑動獲

有效控制，為強化對營運中高速公路的保護，

施工單位於雙排 間及擋土牆右側設置盲溝導

排地下水，並以繫梁連結排樁後再輔以地錨錨

定，如圖14~圖15。

伍、長期改善方案研擬

由於本路段是台灣營運最繁忙的高速公

路之一，任何危害的發生均將造成無法估算的

損失。管理單位於第一階段邊坡搶救任務完成

後，即著手規劃本區邊坡長期改善方案，透過

補充地質調查及整治區內、外監測成果，長期

改善方案研擬如後。

一、補充地質調查

為充分了解邊坡破壞原因，在坍滑區內增

設9支傾度管與12支水位觀測井(如圖16)，部分

傾度管鑽孔時並採岩心全取樣，兼做地質調查

用途，另亦擴大範圍進行地下水文調查，俾以

提供研擬長期改善方案時參考，其相關成果說

明如後。

圖13 邊坡緊急搶救

圖14  盲溝、繫梁與地錨配置平剖面示意圖

圖15 盲溝與繫梁施工

●  即時將坡頂路堤回填之土方運離，降低

坡頂載重。

● 擋土牆兩側設點井強制降低水位。

●  南北向車道間之邊坡以雙排樁抑止邊坡

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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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鑽孔資料及水位分佈情況研判，本區

域都是陸相之礫石與砂泥沉積物，以礫石為主

體，間夾有砂泥層之透鏡體，透鏡體的厚薄與

高程不一，以犬牙交錯方式套疊在其間，展延

範圍有限，應不足以構成區域性的阻水層；但

規模較大者，也可能造成局部的阻水作用，而

在局部地區形成棲止水層，而存留在高程180m

以上之棲止水層，集水面積 約2km2左右，為本

永久改善方案整治之主要標的。

經研判，基於砂泥層透鏡體的分布與阻隔

等推論，誘發本次邊坡異常變位的主要因素應

為地下水。本區域地下水層受厚薄與延展不一

的砂泥層透鏡體所導引或阻隔，導致水位變化

急劇，進而危及邊坡與擋土牆結構體之穩定。

改善對策之第一要項為降低本區地下水位，詳

細說明如後。

由沿線地質鑽探資料顯示，本區地層大致

仍呈近似水平位態，代表除受台地的抬升作用

外，地層未受其他構造作用之擾動。

在巨厚的礫石層中，由於砂泥層透鏡體的

分布與區隔，可以將本區段的礫石層分為7個岩

層單位，其岩性、沉積環境如表3、圖17。

圖16 新增(補設)邊坡監測配置

表3 國道一號高速公路43.5K至46K沿線地層分析

層別 岩性 沉積環境說明 基底高程 頂部高程

第1層 砂泥層
以砂泥為主，厚度約10m，是較低能量流水之沉積物。厚度約

10m，是較低能量流水之沉積物。
105m以下 118m左右

第2層 礫石層
以礫石為主，厚度約10m，可能偶有厚數公尺的砂泥透鏡體夾

雜，是稍高能量流水之沉積物
116m左右 135m左右

第3層 砂泥層 以砂泥為主，厚度約15m，是較低能量流水之沉積物。 130m左右 150m左右

第4層 礫石層 以礫石為主，厚度約30m，是高能量流水之沉積物。 140m左右 175m以上

第5層 砂泥層
岩性以砂泥為主，厚度約10m，是較低能量流水之沉積物，本

層有水平延展間斷現象，呈同高程不連續的透鏡體。
173m左右 182m以上

第6層 礫石層

岩性以礫石為主，但有較多高程不一的小規模砂泥透鏡體，透

鏡體厚數十公分至數公尺不等，本層基底在標高，，厚度約

25m，是稍高能量流水之沉積物。

180m左右 207m

第7層 礫石層
岩性以礫石為主，基底在標高，頂部可達標高，厚度約35m，

是巨厚之礫石層，屬高能量流水之沉積物。
207m左右 242m左右

二、整治區地質狀況分析

本整治區地面出露的岩層為表3所述第5層

之砂質泥岩層與第6層之礫石層，但坍滑區整治

工程應考慮之地層至少應包括第3層之砂質泥岩

層至西北側第7層之礫石層。

在坍滑區範圍內第5層之砂質泥岩層普遍

出現在各補充地質調查的鑽孔資料中，在水平

距離200m範圍內，本層的基底在標高170.1m至

177.4m之間起伏，落差僅約7m；而其頂部則可

高達標高192.6m，且在南下線之西北側邊坡至北



2

142 │No.98│April  2013

專
題
報
導

但在基地附近卻延展良好，形

成上部第6層之礫石層棲止水層

與其下第4層礫石層之區域水層

之阻隔作用，造成上層水位達

標高197m以上；而下層水位僅

在標高165m左右。而且上層水

位較易受降雨影響；下層水位

則對降雨反應不那麼明顯。

本整治區因為第5層砂泥層

在地表普遍出露，使其阻隔的第

圖17 高速公路43.5K至46K沿線地層平剖面示意圖

圖18  擋土牆西側地下水滲出

上線的東南側邊坡普遍出露於地表。第6層之礫

石層基底高程在189.2m，厚度超過16.5m。由沿

線地層狀況分析，第6層之礫石層可能夾有高程

不等、厚薄不一、展延範圍不大之砂泥透鏡體。

本區域之砂泥透鏡體，有愈往下愈厚且展

延性愈好的趨勢，因此就本區域而言，第1層的

砂質泥岩層與第3層的砂質泥岩層可能造成較大

範圍的地下水分層效果。而第5層的砂質泥岩

層，雖然厚度不算大，且有間斷與尖滅現象，

6層至第7層礫石層之棲止水在南下線西北側之邊

坡上滲出(如圖18)，形成邊坡滲水、浸泡而發生

土壤軟化、潛變的現象。

由於本基地在高程180m左右，正巧是第

5層砂泥層分布的高程，而基地西北側的丘陵

地，高於此高程之區域仍有2km2左右，降雨

入滲形成棲止水的量體相當可觀。如何有效排

水，降低水位是穩定本基地基礎與邊坡的重要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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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地地下水位變化

由水位觀測井OW7(25m；孔底高程)與

OW19(45m；孔底高程)量測成果(詳圖19)顯示，

本坍滑區地下水至少分為兩層。研判依據如下：

水位觀測井OW7之孔底高程為180m，地下水

位在2012年2月底從高程192m竄升至高程198m後

至今，水位停留在高程196m-202m之間。

水位觀測井OW19孔深45m，鑽探期間，

鑽孔至高程185m時，停機三天測得地下水位約

198m，水位與OW7孔相同(兩孔之水平距離約

               圖19  OW7 及 OW19  水位觀測歷時變位圖

圖20  地下水層分佈圖

4.5m)，恢復鑽探至高程160m時，水位由高程

198.6m逐階下降至高程166m，爾後數月，水位

穩定停留在高程170m-172m之間。

由水位觀測井OW7與OW19之水位變化趨勢

研判，即可確定本區域之地下水層至少分為兩

層，第一層水位高程介於196m-202m之間，第

二層水位高程在162m-172m附近(詳圖19)，由補

充地質調查鑽探岩心紀錄顯示，兩地下水層間

由一至數層砂質泥岩所隔離(第五層)，而造成本

區域邊坡不穩定的主要因素應為第一層地下水

層(詳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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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永久邊坡所需之安全係數1.1(詳表4)。建議

永久改善方案除現有擋土牆右側盲溝外，在高

水位區應再增設其他導排地下水設施，以期降

低該區之地下水位，確保邊坡及擋土牆之安全

穩定。

導排地下水設施，初步考量以布設集水井

(三座)或截水牆，惟考量本區域地質特性，礫石

層之地下水為多層砂質泥岩所阻隔，且礫石填

充料含砂質黏土，可能影響導排水功能，綜合

評估以截水牆較佳。

有關截水牆的布設如圖21，係於擋土牆右

側，里程44K+700~44K+900，以高程184m為底

部，挖掘一道寬約2m(排水斷面寬約1.2m)之截

圖21 截水牆布設平剖面圖

四、長期改善方案研擬

經統計， 擋土牆右側盲溝於2012.04.20完

成後平均排水量約130 m3/日，貼近盲溝點井的

水位由197m降至191m，顯示鄰近盲溝附近的地

下水位已有效降至盲溝導排高程。惟近八德一

路之水位觀測井OW7(距擋土牆右側盲溝之水平

距離約60m)之水位，於盲溝施作完成後至今，

水位卻一直停留在196m-201m之高水位(圖18)，

且擋土牆右側邊坡坡腳(高程約194m；(圖19))，

不論晴雨均有地下水滲出，顯然坍滑區之高水

位並無明顯下降之趨勢，研判本區域之高水位

已成為常態水位，恐會影響本區邊坡及擋土牆

結構體之穩定，經重新檢討本區域邊坡穩定分

析，「常態高水位+地震」之安全係數為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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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牆，內填充透水礫料，將地下水導引至南側

溪溝。

考量截水牆開挖深度較深，擬以擾動邊坡

較低的全套管鑽掘方式挖掘。

陸、結語

本案由巡檢高速公路過程發現路肩小隆起

及噴凝土溝裂縫，管理單位以防微杜漸及積極

的態度布設監測儀器調查追蹤，故主辦單位可

於邊坡破壞初期即時藉由觀測資料召集相關單

位研判分析，進而迅速掌握破壞機制與範圍，

指揮施工團隊跨標別動員所有人力機具搶救，

有效且及時地抑制災情擴大。綜整上述經驗，

心得分享如下：

一、關係公共安全之邊坡均應建立全生命週期維

護管理系統，透過該系統將邊坡之環境地

質、災害歷史、規劃設計、施工、巡檢維

護、監測等資料納入系統化管理。

二、大部分邊坡崩壞均有徵兆，

建立有效、量化且簡易的評估標

準，並落實巡檢的專業訓練，輔

以積極審慎的作業態度應可有效

減低邊坡災害。

三、邊坡災害從徵兆發現到邊坡

崩壞，往往時間相當短，專業與

明快的決策才能及時化解危機。

四、妥善運用自動監測儀器的布

設，提高邊坡災害預警功能，亦

可提供突發性邊坡災害後，研判整治方向之

參考。

五、緊急災害處理首重各層級單位界面整合，唯

有團結同心方能有效化解危機。

表4 邊坡穩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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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本本工程計畫五股中壢段10標中計有7標係位於林口地區之山坡地範圍內，其中3標
(C903標、C904A標、C904B標)係全標段位於山坡地範圍，其餘4標(C901標、C902標、
C905標、C906標) 僅部分路段位於山坡地範圍，於監造人力上，北段與中段均設有水保監
造技師及水保工程師各一名，負責蒐集水保施工資訊及執行水保查核相關業務。

基本上，五楊計畫水保監造重點除擔任國工局與水保局間溝通之橋梁外，防災執行也
是水保工程師之主要職責。由於氣候變遷，不論是設計或是施工規範，對天候條件之設定
或有不足，因此氣象資訊之掌握及事前防災之準備益顯得重要，惟過度防災亦會造成資源
浪費及影響施工進度，因此如何拿捏分寸頗費思量。

本計畫景觀生態植栽工程主要係於五楊拓寬工程執行過程中，以生態保育及降低環境
破壞為基本設計理念，並以工程前期植物移植與後期植物復育等工作為主。

1 2 3 4 5

壹、水保工程

一、 工程概述

(一) 山坡地範圍與分標之關係

國1五楊段拓寬工程五股中壢段(以下

簡稱計畫路段)計有10標，其中7標(C901

標、C902標、C903標、C904A標、C904B

標、C905標、C906標)係位於林口地區之山

坡地範圍，7標中有4標(C901標、C902標、

C905標、C906標)部分路段屬山坡地範圍，

其餘3標(C903標、C904A標、C904B標)則

係全標路段均屬山坡地範圍。於水土保持

局相關規定下，7標段劃分為5區塊，並依

現地施工狀況提報各區塊段之水土保持計

畫供水土保持局進行列管， C901標、C902

標、C905標、C906標僅部分路段屬山坡地

水保管制範圍內，單一標段開發面積遠小

於20公頃上限，因此C901標、C902標及

C905標、C906標均分別併標提報水土保持

計畫，C903標、C904A標及C904B標因單一

標段開發面積近20公頃，則採各標段獨立

提報水土保持計畫。

(二) 主體工程與水保工程之關係

一般而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山

坡地範圍內之開發工程均以目的事業需求

為主，因任何開發工程均避免不了整地開

挖工作，故其工程項目內必包含水保相關

項目。其分配比例視目的事業性質有所不

同，以橋梁隧道為例，因為主體工程造價

昂貴，因此水保工程費用通常不超過主體

工程費用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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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體契約與水保計畫之關係

工程主體契約係在於規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與承包商間之權利與義務，但水

保計畫係規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水保局

之權利與義務，由於水保項目係內含於主

體契約內，因此水保項目實質上是接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水保局之雙重監督與管

制。

二、水保計畫內容

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規

定，水土保持計畫有其全國行特定統一之書表

文件格式，尤其是針對計畫主文章節及圖說內

容。以下僅就較具關鍵性之章節摘要說明。

(一)基本資料（水保計畫第四章）

1. 水文

(1) 降雨強度

本計畫路段山坡地範圍排水設施設計標

準均以重現期距25年之降雨強度計算，降雨

強度推估採用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16條之無

因次降雨強度公式，年平均降雨量採用水利

署之林口測站，本計畫區內各雨量站不同頻

率之無因次降雨強度公式如表1所示。

(2) 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本計畫路段逕流係數C值經參考水土保

持技術規範，未整地及開發前採用0.75，

整地中取1 .0，完工後取非農業使用之

0.95。

(3) 集水分區範圍

表1  無因次降雨強度表

降雨頻率 (年) 林口站

25

50

圖1  C901標、C902標環境水系圖

圖2  C903標環境水系圖

圖3  C904A標、C904B標環境水系圖

圖4  C905標、C906標環境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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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新莊斷層與南崁斷層暫歸為存疑性活

動斷層。

(3) 工程地質

山坡地範圍內沿線地層大致可區分為

兩個路段，第一段為山坡地範圍起點（水

碓坑溪）33K+650～45K+500之林口台地路

段，第二段為45K+500～48K+200山坡地範

圍終點（大坑溪）之桃園台地路段，茲分

別說明如下。

a.  第一段約自林口台地下方大窠坑溪以

西，至林口台地西側大坑溪之間，地層

均為第四紀更新世之林口層，礫石以變

質砂岩為主，礫石上方一般上覆1～5公

尺左右之紅土層或棕黃色風化土層。地

下水位於邊坡路段約在地表下13～18公

尺，於台地平面路段。工址於地表回填

層下為厚層之卵礫石層。

b.  第二段約自林口台地西側大坑溪至山坡

地範圍終點48K+200之間，地層為大坑

溪全新世沖積層及桃園台地更新世桃園

層。表層為約1 ～3公尺之回填層或黃棕

色粉土質砂夾礫，偶而遇到大卵礫石；

下方地層則以卵礫石層與夾層之砂岩或

頁岩或泥岩互層為主，卵礫石層所佔之

比例，愈往南分布厚度愈薄。此路段地

下水位一般在6公尺內，於46K+400～

46K+700，即大坑溪穿越高速公路一

帶，此段地下水水位甚高，在地表下2公

尺內。

(4) 土壤

表層為薄層約1～3公尺之回填層或

黃棕色粉土質砂夾礫，此層N值多在1～

30，偶而遇到大卵礫石，因劈管敲擊在卵

本本計畫路段大部分採橋梁型式拓

寬，路線主要由北往南行經新北市二重疏

洪道、大窠坑溪及桃園縣大坑溪等，因採

橋梁型式施工，故對地表水文之影響較

小。由於施工區分別於既有高速公路兩

側，可利用天然排水界線(如溝渠、道路等)

劃分成小集水分區，有關本路段之集水區

分布詳各標段環境水系圖（圖1～4）。

(4) 地表逕流量

參考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17條規定，

面積於1000公頃以內者，無實測資料時，

得採合理化公式估測。

(5) 水理計算檢核

參考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84條規定，

坡地排水渠流之平均流速得採用曼寧公式

計算。

2. 地形及地質

(1) 地形

計畫路線沿線主要為臺北盆地與林

口台地兩個地形區。五股與泰山屬臺北盆

地地形區，其地勢相當平坦，地表高程約

10～15公尺左右；林口屬林口台地地形

區，地表高程由邊緣之15公尺至台地面約

250公尺，地勢略呈高低起伏狀。目前計畫

路線沿線附近多為既有道路、溪溝、堤防

與民房等。

(2) 環境地質

計畫路線沿線主要地質構造有金山斷

層、新莊斷層、山腳斷層與南崁斷層等，

山腳斷層目前歸為第二類活動斷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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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側溝亦配合隨道路線形變更而改變。

若墩柱附近無既有排水系統，則增設排水

設施，包括明溝、暗溝、管涵、箱涵、集

水井等。

2. 滯洪及沉砂設施

於山坡地範圍內進行之開發，隨著整

地開挖作業進行，尤須注意表土沖刷，進

而造成開發區外災害，因此若集水分區下

游有重大保全對象，例如高速公路或社區

等，則需設置永久滯洪及沉砂設施。本工

程於C904B標及C906標，因工區位於高速

公路之上邊坡，且其集水分區面積均高達

1.5公頃，故設有滯洪沉砂池(圖6)，其他各

標則僅需設置沉砂池。

3. 邊坡穩定措施

於橫坡坡度超過45°之陡坡處，雖未

從事大規模開挖，但為保障臨近高速公路

主線車道及地區道路之行車安全，局部範

圍採用對地表擾動最小之施工方式，例如

C904A標鄰近遠傳基地台之左側上邊坡設

置俗稱巴西工法之幕牆地錨(圖7)，C903標

臨近大科路之右側上邊坡及C902標靠近黎

明技術學院路段之左側下邊坡，則設置格

梁土釘予以保護。

4. 植生工程

由於地表原生雜木林之破壞是源自

於永久設施及臨時設施之整地開挖，因此

只要有所破壞，就需要恢復原地面高程及

原有植生(圖1.2-8)。其中植生破壞及需復

舊之面積係因臨時設施所造成者佔絕大多

數，例如施工便道、施工平台、鋼筋加工

場、鋼梁地組場、模板及其他材料堆置場

等。(圖8)

圖5 陡槽溝

圖6  永久滯洪沉砂池

圖7 幕牆地錨

礫石上，N值會達100，自然含水量0.8～

29.3%、單位重1.27～2.22 (t/m2)、孔隙比

0.30～2.06。(圖5)

(二)永久水保設施（水保計畫第六章）

1. 排水設施

橋面排水需要引到橋下消能井，消能

井係因應林口台地略呈高低起伏之地勢於

橋下設置，再就近銜接至既有排水系統，

若銜接段與墩柱基礎衝突則採改道方式銜

接。墩柱基礎若與既有地區道路衝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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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擋土構造物

部分平面車道因鄰近私地甚至民房，

因此需設置擋土牆，例如於C902標35K-

36K路段大型車專用道，因車道右側上方

鄰近民房及黎明技術學院，因此設擋土排

樁。另引道延伸產生之路堤段亦配合設置

擋土牆，例如於C904B標44K-45K路段因臨

接左側下方之高速公路主線，因此設有懸

臂式擋土牆。C904A標44K-45K路段左側下

方亦因橫坡較陡故設有懸臂式擋土牆。(圖

9) 

(三) 臨時水保設施（水保計畫第七章）

1. 臨時排水設施

臨時性滯洪及沉砂設施設置需求及條

件與永久性相同，且因位於地勢最低點，

通常入流水路坡度較陡，為避免溝底沖

刷，需要設置拍漿溝，坡度較緩者則得以

防災砂包替代。除C904B標因集水分區較大

而設有三座臨時滯洪沉砂池(圖1.2-10)外，

其他各標均只設置沉砂池。臨時防災設施

目前幾乎已成為最主要之年度水保查核重

點。(圖10)

2.  施工便道

道路橋梁工程之山坡地開發，施工動

線即為施工命脈，因此施工便道及施工平

台就成為主體工程最主要之臨時設施，也

因為施工便道及施工平台需要局部開挖整

地(圖1.2-11)，因此完工前之復舊及植栽亦

無可避免。另本工程施工便道多採施工便

橋方式搭設，因未貼到地表，因此得不視

為水保項目，但因打拔型鋼樁需要動用大

型機具，故常被誤認為也屬於水保項目。

(圖11) 

圖8 植生工程

圖9 擋土牆

圖10 臨時滯洪沉砂池

圖11 施工便道



2

152 │No.98│April  2013

專
題
報
導

颱風息息相關，因此每至汛期常需進行災

情研判及研擬因應對策，人員及機具亦常

需徹夜待命守候。(圖13)

綜上所述，以上設施各標分佈情形大

致相同，只有C901標及C903標因大量採用

施工便橋及施工構台，取代挖填方需求較

大之施工便道及施工平台，致使水保項目

及造價大幅減少外，相較之下，其他各標

則因施工便道、施工平台及擋土牆偏多，

水保項目及費用均較高。

(四) 施工期限及進度管控（水保計畫第八

章）

契約工期與水保工期之差異，是諸多

令計畫執行人員困擾項目之一，嚴格來說

對承包商有約束力的是契約工期，水保工

期只是接受水保局列管之申報程序之一，

因為法源依據不同，行政申報程序不同，

因此不論開工日期或是完工日期通常水保

工期與契約工期會有不一致之情形。至於

進度上之顯示亦有相當大之差異，因為計

量單位不同且水保係屬於主體工程內含項

目之一小部分，水保進度表及S曲線不但需

要重新拆併，而且工程浩大。此外就進度

百分比而言，兩者最大差異於於時空分佈

大不相同，水保進度集中在前期及末期之

橋下項目，契約進度則集中在中期之橋梁

結構項目，例如墩柱、箱梁、橋面板、胸

牆及交控照明等。此外主體工程項目要徑

與水保項目要徑又互有交錯串結之關係，

因此兩者事實上是無從切割的。

(五) 工程造價（水保計畫第九章）

工程造價就水保項目而言，其實也是

僅供參考，因為工程契約計價機制遠比水

保計畫嚴謹，結構物部分契約項目均需拆

圖12  土石方暫置

圖13 邊坡防災

3. 賸餘土石方及土石方暫置

開發工程無法避免的就是地表之整地及

地面下之開挖，地面下之開挖會出現兩類土

石方，其中由於墩柱基礎或擋土牆基礎所產

生之土石方屬於真正的賸餘土石方，雖仍有

經濟價值，但依規定是不得留在路權內，因

此於開工前就已規劃送到臺北港；另一類的

土石方是基礎覆土所需之回填土石方，但因

開挖與回填期程既不連續，相隔又相當久，

因而產生土石方暫置之需求(圖1.2-12)，另

因暫置之土石方均屬鬆方，若未有適當之保

護，更易造成土石流失，甚至坍滑，因此亦

為水保重要項目之一。(圖12)

4. 防災設施

防災設施包括邊坡坡面敷蓋帆布及坡

腳堆疊防災砂包，由於防災設施與梅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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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包括層轉後核定之正式公文，約需歷時

三個月，若含監造單位成案後之內部作業時

間可能長達五個月以上，相對來說，契約變

更實質審查是授權工程處，可見一旦涉及水

保變更，對進度必然會有重大衝擊。

對於水保計畫變更提報審核程序冗長又

需兼具時效性，兩者均需慎重考量，因此化

零為整就成為無可避免的提報辦理方式。

(四)辦理臨時水保設施之調整

由於臨時設施變異性極大，若比照永

久設施之程序辦理，必然會延宕工進，因

此國工局簡化流程，以內部會審代替正式

審查會，允許抽換報告內容，免除正式退

件所造成之公文往返，因此核定程序期程

均大幅減少。

四、執行成果與經驗分享

(一) 執行成果

1.  彙集監造紀錄及月報，定時送交承包商

簽名改正缺失及轉呈第一區工程處處

長，處長簽結後歸檔以備稽查之用。

2.  本工程共辦理三次國工局年度水保查

核，包括準備查核前會場布置及簡報、彙

整查核後缺失改善照片及編製查核後檢討

報告等。

3.  提報三次永久水保設施之變更及一次臨

時水保設施之圖面調整。其原因主要為

受原生雜木林遮蔽影響，地形測量在精

確度上有某種程度之困難、配合鄰接

工程之介面需求或路權外民眾陳情需求

等。

分成鋼筋、混凝土及模板來計量，且工程

契約查驗表單不勝枚舉，但水保項目多半

係以里程前進米來計量，因此不論品質或

進度，區區水保監造紀錄無法達成絕對之

控管之效果。

三、執行過程及變更

水保工程監造作業包括下列例行性及

非例行性之業務：

(一)每週一次及每月一次之水保監造紀錄錄

水保監造技師需要每週及每月依據查

核結果填寫水保監造紀錄，其內容除需涵

蓋完成數量，最主要係檢查是否符合水保

要求及相關規定並開列缺失，將相關缺失

依流程通知承包商進行改正，並向施工期

間水保義務人（第一區工程處處長）陳報

查核結果，最後於承包商提報缺失改善照

片後經同意始得結案。

(二)接受定期及不定期查核

依據國工局品質系統外部標準作業程

序書「QSP-75110水土保持計畫之審核及

監督查核」(98.12.1)，督導工務所每月至

少一次監督監造單位，第一區工程處每四

個月至少一次檢查各監造單位、每六個月

一次檢查各監督工務所，國工局每年一次

查核第一區工程處、各監督工務所及監造

單位，查核過後需提報缺失改善前、中、

後照片作為結案資料。

(三)辦理永久水保設施之變更

水保計畫變更審查程序須副知水保

局，因此形式上核定層級是交通部，實質審

查是授權國工局，而且需辦理正式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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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這也是政府組織再造中值得改進的地

方，也就是說，水保局對其他部會之授

權似乎還有擴大的空間。

2.  本工程水保計畫執行三年來，幸獲承包

商配合、監造同仁同心協力、國工局督導

所、工程處及局本部之指導，尤其有賴局

本部針對臨時水保項目作業程序之簡化與

局本部十多年來於水保局所建立起之信

譽，才能一路順利完成任務，在此向所

有參與人員致謝。最後更要向下列不辭辛

勞、外縣市遠道蒞臨指導之水保委員致

謝：游繁結(中興大學水保學系教授)、黃

宏斌(桃園縣副縣長)、蔡光榮(長榮大學土

地管理與開發學系教授)、林裕益(台北市

大地工程處處長)。。

貳、景觀生態植栽工程

本節主要說明五楊拓寬工程執行過程中，

以生態保育及最低環境破壞為基本設計理念之

工程前期植物移植與後期植物復育等相關工作

敘述。

本項工作共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於

土木標段主體工程進行前，因考量現地植栽之

多元化及豐富性，於工程擾動範圍內之植物，

選擇具經濟價值及原生種類進行移植作業，其

工作內容包含移植前斷根、土球保護、移植過

程搬運、移置定植區域定植作業及後續養護工

作等；第二階段於土木標段主體工程完成後之

植物復育工作，期間作業包含復育計畫提送審

核、育苗苗圃檢驗、苗圃苗木檢驗、進場苗木

檢驗及後續養護保固作業等。

一、 基地現況概要

本計畫植栽工程主要包括施工非擾動區規

(二) 經驗分享

1.   由於「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對

水土保持計畫之書表文件格式有特別之

要求，對圖說中水土保持項目之類別有

更進一步之規定，簡而言之，分成永久

水保設施及臨時水保設施兩大類，永久

水保設施包括平面道路、擋土、護坡、

排水、滯洪沉砂池及植栽；臨時水保設

施包括施工便道、排水、滯洪沉砂池、

土方暫置。由於前述契約分標與水保計

畫之工程內容及山坡地範圍分割原則大

不相同，是故契約圖說編號無法於水保

計畫中延用，需重新拆併。

水土保持項目於執行上，除需符合

契約規定外，還需要符合水土保持計畫

規定，單就水土保持項目而言，現場其

實是相同的施工項目，只因主管機關不

同，契約管理屬於國工局，水保計畫管

理屬於水保局，因此契約與水土保持計

畫間之差異只不過是文件格式及工務流

程之不同；舉例來說，擋土牆及水溝等

構造物之契約費用係以鋼筋、混凝土、

模板的單位來編列，但水土保持計畫

則是以里程前進米的單位來編列，換言

之，水土保持計畫比較類似以里程碑之

營建管理方式來控管。另外水土保持計

畫規定圖說比例不得小於1/1200，但契

約設計圖比例卻允許採用1/2000，再就

品質查驗而言，契約中鋼筋、混凝土、

模板之查驗表單多得不勝枚舉，但水土

保持計畫監造技師只需要填寫每週一次

及每月一次之水保監造紀錄。而水保項

目變更也是雙重審核，除需先通過契約

變更外，審查層級尚須由工程處提高至

局本部，甚至還要召開審查會，必要時

還要邀請外聘委員，諸如此類之差異，

造成相當多之文書重複及人力浪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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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 動 區 內 喬 木 之 小 苗 （ 樹 高

≦180cm），經會勘確認為有價值者且為

原生樹種之樹木，應予以保留並移至適當

地點暫置養護，並於土木標段主體工程完

成後，進行回植作業。

5. 表土保存及回填

主要目的為保存土壤資源再利用，

以便日後完工回鋪加速當地植被生長。表

土保存後混拌綠肥及綠資材枝葉絞碎料，

提高土壤肥力於完工後回鋪加速當地植被

生長。另於C903標原半月彎區、C905標/

C906標原次生林帶區之表土，含有原生林

木之種子，該種子庫表土於保存後，再回

鋪於原區域以加速當地植被生長。

6. 生態概念導入

本工程有關生態概念部分主要藉由以

下兩種設計導入：

(1)  草澤棲地池(C903標半月彎、C906標、

C907標)

其目的為改善環境及生態補償，利

用雨庭園概念設置草澤棲地池，以延滯排

水速度取代設施快速排水；另亦於綠帶空

間設置雨水儲留入滲機制。此外，分別於

C903標、C907標營造蛙類與蜻蜓之棲地及

C906標營造蛙類與蝙蝠之棲地，俾於工程

完工後提供友善生態環境之設施。

(2)  生態草溝(C901～C903)及雨水淨化池

(C906標)

綠帶空間設置雨水儲留入滲機制，將

可增加橋下土壤含水量、淨化雨水水質。

劃、既有植栽移植、移植後之養護及土木標段

主體工程完成後之復育計畫。

二、設計理念及工程內容

(一) 設計理念

1. 施工非擾動區劃設概念

其目的為尊重及保留維護原有生態，

使工程非擾動區之林相樹木能現地保留，

維護既有綠色廊道之串聯性以及減輕橋梁

量體視覺衝擊。

2. 既有樹木挖掘與吊運移植適合場址

施工擾動區內樹木，經會勘確認為有

價值者且為原生樹種之樹木，透過斷根、

挖掘及吊運程序移植往指定地點，以增加

對既有樹木保留的數量。

3. 綠資材利用

主要目的為擾動區內之植物經清除與

掘除後，保留部分清除之喬灌木作為綠資

材再利用，使用方法如下：

(1)  枝葉絞碎料及原表土栽植綠肥作物與表

土混拌(綠資材碎屑與表土體積比為1：

10)混入原表土，以增加孔隙度、保水

度、土壤肥力。

(2)  清除掘除之樹幹，作為草澤棲地護岸木

樁。另亦可作為綠資材翻堆及腐熟保

存空間之圍蔽材料(可收集其他標工程

清除之樹幹或採用其他可回收之綠資

材)。

4.  潛勢苗木移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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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挖掘、就近栽植或裝盆、運移、

集中養護區清理、栽植等工作。

4. 養護

包括澆水、中耕除草、施追肥、病蟲害

防治、枯株清除等，以及其他相關工作。

5. 臨時水土保持措施

移植作業擾動區之臨時水土保持措

施，避免移植期間對坡面造成雨水 沖刷，

影響主線交通安全。

6. 復育計畫

土木標段主體工程完成後之復育工

作，包含新植喬灌木、草籽噴植、草澤棲

地施作、潛勢小苗回植、雨水淨化池、排

樁施工後植生快速綠化、排樁間隙綠化、

擋土牆植生包計畫、蝙蝠箱及環境保護圍

籬…等。

三、分項工程紀要

(一)土木標段進場施工之前置作業

1. 移植工程

本工作主要於土木標段進場施工前，

針對擾動區內有保存價值之喬木進行移植

前之作業，包含紅火蟻疫區標示、紅火

蟻之偵查防治、植物辨識確認及標誌牌製

作、植株適當修剪、斷根、立支架、修剪

及斷根後藥劑處理、栽植區域清理及施工

期間之養護等工作。(圖15) 

本階段之各項作業均為日後植物移植

存活率之關鍵，其中則以斷根後之養護最

故於下列標段設置：

(a)  C901標及C902標泰山收費站區段於槽化

區設金屬護欄收集逕流水，並設置洩水草

坡，鋪植草皮。

(b)  C903標雙層高架墩柱位置保留橋面逕流

水之邊坡鋪石溝，並設置半月彎淨化草

溝。

(c) C906標高鐵橋南側大坑溪上游段，收集

橋墩雨水後以水生植物淨化水質。

(二) 主要工作內容

1. 移植前處理

包含施工擾動區放樣定標板、紅火

蟻疫區標示、紅火蟻之偵查防治、植株修

剪、斷根、立支架、藥劑處理、栽植區域

清理及施工期間之養護等工作。(圖14)

2. 喬木移植

包含挖掘、捆紮、搬運、原樹穴整

平、定植穴開挖、客土、定植、立支架、

栽植區域清理等工作。

3.  潛勢小苗移植（潛勢小苗就近移植與上

盆假植）

圖14 紅火蟻之偵查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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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除了水分供給充足外，須待斷根

後細根發展完成後才能進行移植動作；另

外，移植季節亦為前揭作業考量之重點。

2. 定植工程

待前一階段作業完成後，即可開始進行

吊運及移植作業，包含定植區整地、移植線

規劃及排水路設置、植穴開挖及客土施肥、

定植、立支架、栽植區域清理等工作。

3. 養護工程

待移植作業均完成後，即可開始進行

後續養護作業，包含定時澆水（適天氣狀

況而定）、中耕除草、施追肥、病蟲害防

治、枯株清除等，以及其他相關工作。

本階段之各項養護作業均須定時按排

定時間作業，發現植栽狀況不佳時，即須

立即處理，以提高移植後存活率。

4. 檢驗標準

本作業於各項前置作業中均設置檢

驗停留點，包含移植前紅火蟻防治作業檢

驗、植物辨識確認檢驗、植栽修剪適當性

檢驗、斷根後細根系發展狀況檢驗等；定

植時植穴挖掘深度及植穴客土量檢驗、支

架架設穩固性檢驗等；養護時定期中耕除

草檢驗、病蟲害防治檢驗、定期施追肥檢

驗等。

 (二)土木標段主體工程完成後之復育計畫

1. 育苗計畫

本階段作業為土木標段主體工程完成

後植物種植之先前準備作業，相關工作包

含苗圃之選址及設置、容器種植及育苗、

育苗介質選用、苗圃管理等。

苗圃選定與設置以日照充足、通風良

好、防風佳、接近水源、土質疏鬆肥沃、

交通方便有分區使用之規劃以及具備灌

溉、排水系統、防風設施、作業道路等配

置之處為原則；本計畫以容器育苗為主，

容器土團應注意依規定辦理，以提高存活

率；育苗介質採用85%之壤土混合15%之

無土介質為主，無土介質採用蛭石、珍珠

石、泥炭土以2:1:2之比例混合，上述育苗

介質每立方公尺應拌入20Kg之腐熟有機

肥料。苗圃管理應包括疏苗、除草、灌排

水、施肥、病蟲害防治、防風、防災等各

項管理工作。

2. 種植計畫

待育苗結束後，開始執行種植相關作

業，工作內容如下：

圖15 移植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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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蔓藤植物之整地、施肥與客土依規定辦

理。種植後，以鐵絲或繩索固定於支架

上，牽引至生長位置。

(6)  種植完成後對於盛裝苗木之容器以回收

處理，不得散置於工地。

(7)  本工程苗木均為容器苗，由容器中取出

後應於當日種植完畢。

3. 養護計畫

待植栽全數栽植完成後，開始進入後

續養護工作,其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1)  養護工作於植栽種植及草種噴植後開

始，其期間分別為施工期間養護、全部

種植完成後至各標完工驗收合格前之養

護以及驗收合格後之養護；正式養護期

為全部工程完工並經驗收合格之次日起

算一年。

(2)  養護期間視天候實際情況及草皮生長情

形適時辦理澆水、施肥及病蟲害防治等

工作。

4. 檢驗標準

復育計畫執行過程中，均設置檢驗停

留點進行檢驗動作，以確保各項作業執行

效率與品質，其檢驗標準包含育苗階段之

苗圃場驗、苗圃驗苗、種植前樹種及規格

再確認、種植前場地檢驗、定植時檢驗、

定植後養護、定時檢驗等。

(1)  經驗苗合格之所有喬木於適當時間內作

斷根處理，待新根長出後即移植容器

中，並定期養護以恢復樹勢，種植時間

需配合進度將容器苗木運至工地施工。

(2)  種植包括苗木運輸、植穴開挖、施放

客土及基肥、定植、覆土、澆水、立

支架、栽植區域清理、植穴區草皮之補

植，以及其他相關工作。(圖16)

(3)  整地完成後，即進行喬、灌木之種植，

尤其如適逢雨季或適合季節，雖主體工

程尚未完成，但於不影響工程施工之情

形下，得向監造單位提出申請，經核准

後方可進行種植，以利時程之掌握。

(4)  支架設立：喬木種植應依圖示規定設立

支架以穩固植物。支架底部須削尖，有

腐蛀、彎曲或過分劈裂者不得使用。

支架之設立應視風向架設，力求整齊美

觀，所有支柱應經瀝青加柴油浸泡後

防腐處理，並且禁止使用鉻化砷酸銅

(CCA)處理之木材。

圖16 植栽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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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交由後續接管單位進行養護外，並有部

分移植至國道資料館作為管區景觀及苗木

移植展示之用，效果甚佳。土木標進場後

進一步劃設施工(非)擾動區，及原先X902

標因入侵紅火蟻疫區移動管制，於防治完

成解除後，移出之植栽共計3000餘株喬木

給桃園縣政府、高工局南工處及鄰近學校

等。另復育新植的植栽皆已完成苗圃驗苗

的工作，上萬株喬木及百萬米平方的草種

噴植，將依據所排定之種植時間與地點開

始種植，預計主體工程完成後，復舊種植

作業將可接續完成。

四、執行成果與經驗分享

所有的土木工程在鋪路、造橋、挖

隧道、建海港，便捷人類運輸交通，改善

民眾生活水準之虞，也造成山坡地過度開

發，土壤流失嚴重，台灣原生物種不斷減

少甚至滅絕，台灣珍貴資產一點一滴的流

失，大地無聲的怒吼卻始終無人聽見，這

在早期台灣現代化開發的過程中一向被忽

視的，但在921大地震後，地層滑動、走

山，被迫遷村甚至滅村之時，加上極端氣

候變遷影響下，已使得台灣地貌產生變

化，大家不得不重視水土保持及景觀生態

(植栽)等工作，所以需要水土保持法、生態

工法及環境評估等，期待透過這些規範能

抑止不斷惡化的環境。目前台灣土木工程

除了工法與技術不斷進步外，也已開始重

視水土保持及生態(植栽)的部分，本工程植

栽部分，土木標進場前植栽移植標(X901及

X902)已移植2000餘株喬木及200餘株潛勢

小苗至高工局指定(或規劃設計)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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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支撐先進工法已存在數十年歷史，於橋梁工程眾多工法中，目前施工技術普遍已相

當成熟，本工法除有利於施作每跨斷面相同重複性高之公路橋梁，且不需考慮橋下支撐

空間問題，對交通衝擊小，自動化程度高，在經濟模式下可減少工程經費與縮短工期。

五楊段工程為國內近年來重大公共工程之一，從五股至楊梅總長度約40公里，為配合五

楊工程工期極短、工區狹長、加上鄰近中山高速公路施工之特性，如何有效控管橋梁結

構施工周期並降低對週邊道路及高速公路之干擾為首要面對之課題，故設計階段選擇此

營建自動化設備_支撐先進工法為非常合宜之施工方式。本文除介紹常用之支撐先進工作

車型式及施工步驟外，並就施工階段配合現地地形調整為不平衡式工作車型式、以及考

量工期及施工場地不足採取特殊之升降車方式及其他施工困難等皆有深入淺出之說明。

1 2 3 4 5

天空列車 串連五楊

壹、工法概述

一、工法簡介

支撐先進工法(Advanced Shoring Method)係

將模板組立於活動支撐(Shoring)鋼架上，待整跨

橋梁澆鑄完成後，將活動支撐架及模板向前推

移至下一跨定位，再構築該跨徑橋梁，如此重

覆向前推移，逐跨構築，直至全橋完成。此工

法由於支撐架係由桁架懸吊或架設於已完成之

橋墩上，施工期間不受地形、地物限制，亦不

致影響橋下空間使用或妨礙原有交通之通行，

支撐鋼架與模板設備，可機械化循環性使用，

依據活動支架之機械設備之不同，可分為懸吊

式工法及支撐式工法兩種。

懸吊式工法及支撐式工法均由德國首先開

發應用於預力混凝土橋梁施工。前者由德國之

Dywidag公司(DSI)及奧地利之Winda公司共同

開發，係利用固定於橋梁上部結構之桁架及大

梁以懸吊支撐架及模板，對施工中橋下淨空受

限區域，可採用此工法，惟其初期支撐架懸吊

系統之設備費用較支撐式工法為高。而支撐式

工法則為德國Strabag公司所創，其施工原理與

吊模工法相似，僅其支撐系統為支撐式而非懸

吊式。係將支撐大梁固定在橋墩側之兩支托架

上，用以承載上部結構箱型梁及工作車重量。

當一跨橋施工完成後，再將模板、托架及活動

支撐架，隨著大梁向前推移，而移至下一跨徑

上，重覆構築該跨徑之橋體，在橋下淨空足夠

或空間不受限制時，可採用此工法。在支撐系

統機械設備方面，雖然支撐式工法較懸吊式工

法重量較重，惟機械設備之移設操作，則較懸

吊式工法方便，目前國內各主要工程之鐵、公

路橋梁，大多採用支撐式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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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5公尺以下，連續梁跨徑則在40至

55公尺之間，邊跨為跨徑之0.8倍。通

常每單元橋之結構跨數以5~8跨連續為

最佳選擇；遇有特殊加長跨徑，則需

架設臨時支撐。

(三)  預鑄斜撐板箱型梁，適用於橋寬16公

尺以上。

(四)  本工法之設備費用，雖初期投資成本

較傳統就地支撐工法高，但因其設備

可循環使用且施工人力及機具成本

低，所以橋梁規模較大或橋梁連續長

度越長時，其施工費用相對降低，因

此橋梁長度在800公尺以上時，其經濟

性即符合採用本工法。

(五) 平面線形最小半徑大於400公尺以上。

(六)  跨徑配置盡量以等跨徑為原則，機具

設備規模需考量滿足最大跨徑為宜，

若有少數特殊跨徑較長者，亦可個案

設置臨時支撐以降低設備費用。

四、工法分類

目前國際上有成熟之設計顧問公司發展出

各種系統，較常使用為挪威、奧地利、法國、

德國、義大利、日本及中國大陸等系統，台灣

亦有少數研發如恆揚工程顧問公司、三卓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榮民工程公司及台灣營

建研究院合作開發等等。一般在選用工作車系

統除考慮往後工作車轉用之利用價值，可節省

日後工程費用，且仍須考量培訓施工人員之操

作能力，以確保施工時發揮支撐先進工法之優

點，並降低工作車操作、架設及灌漿之風險。

(一)  支撐式工作車：將工作車主鋼梁支撐

在橋梁下方之橋墩兩側臨時支撐托架

二、工法特性

(一)  不需要架設地面支撐，對道路交通不

造成影響，適合用在都市區域，跨越

鐵、公路或河川、深谷時採用。

(二)  機械化、自動化的施工，工人容易施

作熟練度高，可節省大量人力，週期

性循環施工，工程品質與工期易於掌

握。

(三)  模板採用系統模板並利用油壓系統支

撐，安全性與外部美觀相對提高，且

施工材料皆可重複循環利用，可保持

施工場所乾淨整潔。

(四)  利用已完成之橋面，作為人員、材料

與施工設備之運輸通道，對環境之破

壞影響較少。

(五)  橋梁長度增加，工程成本相對降低，

且多孔連續伸縮縫少，行車舒適性

高，亦可減低噪音。

三、工法適用性

支撐先進工法依結構觀點而言，一般可採

用於中跨徑之簡支或連續之橋梁結構。其所適

用之簡支梁跨徑，以30至35公尺較具經濟性，

連續梁跨徑則以40至55公尺較具經濟性。

採用本工法施工橋梁，其上部結構之斷面

型式，一般可有雙T型梁、箱型梁、預鑄斜撐板

箱型梁等3種型式，其斷面型式適用原則如下：

(一)  雙T型結構斷面，適用於跨徑30公尺以

下之橋梁。

(二)  箱型梁結構斷面，適用於簡支梁跨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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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用以承載上部結構橋體及模板重

量者稱之。在橋下淨空及高度不受限

制時，可採用此種方式(於本文第參節

_施工設備有詳細介紹)。

(二)  懸吊式工作車：利用置於箱型梁上方

之工作車主桁架懸吊模板系統者稱

之，適用於橋下淨空及高度受到限制

者，可採用此工法，惟懸吊式初期設

備費成本較支撐式為高。國內工程實

例如國道3號田寮燕巢段二仁溪河川橋

及國道1號汐止內湖段拓寬高架橋等，

係採用懸吊式工作車施工(圖1~圖2)。

(三)  上述兩種施工方式，於國內皆有工程

實績，惟支撐式工作車較為普遍被採

用，台灣南北高速鐵路與本計畫各標

段均採用支撐式工作車方式施工。

五、各標段支撐先進工法基本資料(表1)

圖1 懸吊式工作車施工現況

圖2 懸吊式工作車剖面圖
表1 各標段支撐先進工法基本資料

標別

基本資料項目
C901 C902 C904A C904B C905 C906 C908 C909 備註

橋梁最大跨距 54.5M 55M 47.5M 52M 55M 55M 55M 55M

橋墩最大高度 24.40M 25.20M 15.37M 23.18M 30.97M 30.67M 25.94M 22.00M

橋梁最小曲率半徑(M) R=900 R=1060 R=6204 R=900 R=1440 R=1820 R=7000 R=5000

工作車長度(主梁) 63.00M 66.40M 63.65M 64.65M 63.75M 69.00M 63.70M 66.20M

工作車總重量 約810T 約600T 約739T 約650T 約650T 約750T 約650T 約750T

工作車型式/系統
下撐式/
威肯
設計

下撐式/
恆揚
設計

下撐式/
三卓
設計

下撐式/
三卓
設計

下撐式/
挪威
設計

下撐式/
三卓
設計

下撐式/
挪威
設計

下撐式/
三卓
設計

工作車支撐型式
三角
托架/
H型鋼

三角
托架/
H型鋼

三角以
及方形
托架/
H型鋼

三角以
及方形
托架/
H型鋼

三角
托架/
H型鋼

三角
托架/
H型鋼

三角
托架/
H型鋼

三角
托架/
H型鋼

工作車套數 共1套 共2套 共1套 共2套 共3套 共2套 共2套 共2套

工作車空間需求
(翼版到橫移台車高度)

約8.35M 約7.73M 約8M 約9.1M 約8.2M 約8.6M 約7M 約8M

橋梁MSS跨數 27跨 45跨 24跨 31跨 63跨 53跨 45跨 50跨

最短施工週期(天/跨) 12天/跨 13天/跨 11天/跨 12天/跨 10天/跨 11天/跨 11天/跨 14天/跨

上下車方式
降車
設備

傳統
吊裝

傳統
吊裝

傳統
吊裝

傳統吊
裝/降車
設備

傳統
吊裝

傳統吊
裝/降車
設備

傳統
吊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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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套為標準平衡式工作車，另一套為不平衡式

工作車；標準平衡式工作車適用於一般路段之

支撐先進工法，不平衡式工作車適用於緊鄰高

速公路邊坡路段。(圖3~圖5)

二、配合現地地形調整工作車型式(不平衡式)

不平衡式工作車係用於緊鄰高速公路邊坡

路段，以C905標為例，東側緊鄰大坑溪，西側

緊鄰中山高速公路。受高架橋線型高程、箱型

梁深度等因素限制，致緊鄰高速公路邊坡之托

架需更改為支撐型式，而非標準平衡式工作車

之托架型式；另為減少高速公路邊坡削坡的範

圍，以減少工程經費及確保中山高速公路之行

車安全，臨高速公路側之托架長度較另一側托

架長度短。外模系統配合托架長度重新規劃分

割，致工作車推進時，工作車下降，橫梁連結

螺栓鬆解後，呈不平衡之狀態，為保持主梁橫

移及向前推進時之平衡狀態，各於主梁之一側

設置混凝土配重塊。(圖6~圖7)。

圖3 標準平衡式工作車剖面
圖6 不平衡式工作車施工現況 

圖4 標準平衡式工作車側面 圖7 不平衡式工作車設置配重塊情形

圖5 不平衡式工作車剖面

貳、施工期間之規劃考量

一、工作車規劃(包含限高、跨距、曲率、半

徑等條件考量)

本計畫以C905標為例，最大橋墩跨距

為55M，曲率半徑R=1,440M~11,800M，橋面

寬度：單箱室 16.05M~19.05M，箱型梁底寬

6.7~10.025M，箱型梁高度2.8M，橋墩頂至地面

高程6M~30.97M，最大橋面縱坡3.868%，最大

橋面橫坡3.5%。計畫採三套工作車設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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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施工設備

一、主構件介紹(以挪威系統為主作介紹，圖

8~圖9)

(一) 主梁(MAIN GIRDER)

系 統 有 二 支 箱 形 主 梁 ， 主 梁 總 長

63.75M，寬度1.8M，高度3.4M，為矩形箱

梁結構(圖10)﹐鈑厚約10~30MM，與鼻梁

之間以鉸接結合。主梁由七段不大於11.2M

之元件構成，內部每隔約5M設一根斜撐

及一道加勁隔板以提高主梁勁度，在主梁

中央下方裝設有移動作業所需用之軌道(圖

11)。各段主梁運送到工地以後，以M24

高張力螺栓結合。主梁在兩端端部各設有

二個40T吊耳，中央位置也設有多個15T吊

耳。當整支主梁吊裝作業時將使用前後四

個40T吊耳(每端一部400T吊車)。

(二) 鼻梁(NOSE)

鼻梁係支撐先進工作車推移時之輔

助構件，使主梁可順利跨越支撐托架，鼻

梁可因實際情況需要作垂直或水準方向轉

動。前後鼻梁長各28.56M，各分成二段於

運搬至工地後利用螺栓與主梁結合成一體

(圖12)。結構型式採桁架結構，基本構件為

Ｈ型鋼及角鋼組合而成三角形截面，寬度

與主梁相同，採桁架結構型式(圖13)。當工

作車推進至下一支撐托架時，懸臂端因自

重下垂致鼻梁前端底面略低於支撐托架上

推進工作車滾輪之高程，故鼻梁底層H型梁

須設計製造成稍許上翹，以順利登上前端

推進工作車滾輪支承面。

(三) 後端懸吊(SUSPENSION GALLOWS)

在澆置混凝土時工作車後方於前跨

 後端懸吊 

內模 

主梁 

推進工作車 

托梁 橫梁 

托架 

外模 

 

外模 
後端懸吊 

主梁 
托架 

推進工作車 

鼻梁 鼻梁 

圖8 工作車剖面圖

圖9 工作車側面圖

圖10 主梁外觀 

圖12鼻梁外觀

圖11 主梁剖面圖

圖13鼻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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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後端懸吊施工現況

圖16支撐托架施工現況

圖18 橫梁組裝現況

圖20 推進工作車組裝現況

圖22 外模組裝現況

圖15後端懸吊立面圖

圖17支撐托架立面圖

圖19 橫梁立面圖

圖21推進工作車立面圖

圖23 外模剖面圖

已完成之1/5懸臂箱梁處(距橋墩中心約

9.5M)，以吊架懸掛主梁並固定，以確保新

舊混凝土面接合品質(圖14)，當橋面有橫坡

(超高)設計時，以有弧型之鋼製楔塊或設置

無收縮混凝土墊做為千斤頂之調整座，可

隨橫坡不同坡度變化做調整，以保持後端

懸吊之水平。後端懸吊架包括有1200*400 

MM吊架、高拉力鋼棒和二個約500T油壓

千斤頂。懸吊架以油壓千斤頂支撐於已完

成箱梁之腹版上方，鋼棒則貫穿橋梁懸臂

版連結吊架及設備主梁(前一跨之橋面版需

預留開口) (圖15)。

(四) 支撐托架(SUPPORTING BRACKET)

支撐托架係承受所有工作車模架設備

(包含主梁、支撐橫梁、模板系統、滑動裝

置及推進系統)及橋梁結構體(鋼筋、鋼腱

及混凝土)之重量。一部支撐先進工作車配

備三對支撐托架，每對支撐托架對稱架設

在橋墩兩側，以預力鋼棒隔橋墩以F=60T/

rod(bar)對拉固定(圖16~圖17)。支撐托架必

須保持水準及正確的高程，支撐托架下之

支撐型鋼柱每隔4.15M以內須加側支撐拉

桿，以維持其支撐穩定及受力平均。

(五) 橫梁(TRANSVERSE BEAMS)

在兩側主梁內側約每6M設有支撐橫

梁，兩側主梁與支撐橫梁以懸臂桁架型式

結合，而左、右兩組支承橫梁在橋梁結構

體下方以高拉力鋼棒固接(圖18~圖19)。在

主梁橫移(左右構件分離)前先以人力將此連

結鋼棒放鬆及移除，而每一支承橫梁單元

有四個支承點來支承模板，並以機械千斤

頂調整模板位置。

(六)推進工作車(LAUNCHING W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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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內模(INTERNAL FORMWORK)

內模包括：(1)頂版模、(2)腹版模、(3)

支撐桿件機構、(4)內模小車、(5)軌道(圖

24)。每一內模單元長度約為6 M，與外模

相同，內模也沿著橋梁的縱軸分割成左右

兩片。頂版模及腹版模與內模小車利用支

撐桿件機構連接在一起，在脫模作業時，

先將單邊頂模下降一些，然後頂版模與腹

版模一起向內縮，以同樣程式將另一邊頂

版模與腹版模收縮搭載在內模工作車上(圖

25)，並於軌道上將整組內模單元移至下一

跨之同樣位置。

以反向程式將該單元安裝於預定位

置，內模工作車再回到前跨下一個單元處

重複上述作業，直至全部內模單元移至預

定位置為止。 

(九) 平台及爬梯(PLATFORM & LADDERS)

經常性作業空間(如主梁移動及調整、

外模構架之調整、支承橫梁之拆組作業等)

推進工作車安裝於支撐托架及主梁之

間，每個支撐托架配一組(兩部)推進工作

車(圖20~圖21)。系統包含縱向推進之液

壓裝置、控制主梁水準橫向移動之液壓裝

置等。主梁推進系統為雙向推動110CM衝

程液壓油泵，以插銷咬住主梁正下方的有

孔軌道反復伸縮而完成前進或後退動作。

主梁內側下緣鐵軌坐於推進工作車向前推

進，推進工作車有搖擺軸，此一設計確保

推進工作車完全貼軌。

橫向移動裝置為兩支衝程為60CM之油

壓缸推動推進工作車，推進工作車下面與

支撐托架上的接觸面為不銹鋼面板與PE滑

動墊板。在混凝土澆置狀態時，主梁由主

千斤頂支承，此時主鋼梁與推進工作車間

為分離狀態。支撐托架上左右各配置一個

800噸千斤頂，在澆置混凝土前，將油缸頂

升約10~20MM，千斤頂的支承座接觸到主

梁底鈑，再繼續加壓則明顯看到主梁被抬

起。當主鋼梁達到預升高度後，將千斤頂

止動鋼環旋降鎖緊，再將千斤頂解除(由油

壓式移轉為機械式)。澆置混凝土並張拉預

應力後(主梁移動作業前)，以前述之相反程

序及步驟進行作業將主梁下降並坐於推進

工作車上。

(七) 外模(EXTERNAL FORMWORK)

外模包括：(1)底模、(2)腹板模、(3)翼

板模(圖22)。整跨徑之外模系統在脫模後

推進至下一跨前，左右兩幅底模各由各自

底模中線栓接處左右平移開，並隨各自左

右腹版、翼版和主梁橫移，左右兩幅內側

腹、翼版模則於脫模後隨中央主梁行動(圖

23)。底版模與腹、翼版模為分離機構，底

版模部分比箱梁底版稍寬，使外腹版模及

翼版模可在底版模表面滑動，並且可以調

整曲線支距變化。

圖24 內模組裝現況 圖25內模剖面圖

 

 

                                 

 

 

  

圖26 平台及爬梯施工現況 圖27 平台及爬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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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三角托架主梁千斤頂

圖32 縱向推進油壓系統

圖36 內模伸縮油壓系統

圖31 後端千斤頂立面圖

圖35 橫推進油壓平面圖

圖30 後端吊架主千斤頂

圖34 橫向推進油壓系統

圖29 主梁千斤頂立面圖

圖33 縱推進油壓立面圖 

圖37 內模油壓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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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設有工作平臺及爬梯通道(圖26)。主鋼梁頂板及側

邊設置欄杆為主要的工作平臺及走道，作為調整外

模構架及縱向貫通之用，鼻梁桁架上方設有一個沿

著桁架到達鼻梁前端之走道，兩前鼻梁之間接近主

梁處設有施工平臺，可作為預力作業之用(圖27)。

(十)  液壓系統(HYDRAULIC SYSTEM) (圖28~圖37)

二、不平衡式工作車之構件介紹 (圖38)

(一)  橫梁：原兩組等長之懸臂桁架(約3.64公尺)，更

改為長邊5.68公尺短邊1.6公尺之不等長懸臂桁

架，長邊部分採兩截式(各為3.64及2.04公尺)以

鋼棒組合，另每支承橫梁單元原有四個支承模

板之軸承改為三個，而在工作車推移時，長邊

較短桁架可向內折疊，即可縮減橫移寬度以避

免撞及墩柱(圖39)。

(二)  外模之底模系統：原兩片等長各結合於兩側主

梁之底模，亦更改為三片組合，長邊採兩截

式，短邊僅0.3公尺固定於主梁，長邊推移時

可使用其支撐油壓將外側底模往下拉成垂直狀

態，即可縮減橫移寬度以避免撞及墩柱(圖40)。

(三) 增設底模油壓系統(圖41~圖42)

(四)  配重塊：另為避免主梁推移時產生載重重心不

穩現象，設有配重之混凝土塊作為輔助設備。

承載長邊底模側之主梁，其配重設於外側，承

載短邊底模側之主梁，其配重設於內側(圖43)。

圖38 不平衡式工作車之構件

圖39 不平衡式橫梁組裝現況

圖40 不平衡式底模系統施工現況

圖41 底模閉合(油壓頂升)現況 

圖42 底模下降(油壓縮降)現況

圖43 不平衡式工作車配重塊配置及推進施工現況 

 內模 

主梁 

主梁 

外模 

托架(立柱式) 

配重塊 

配重塊 

橫梁(長短邊) 推進工作車 

托架(立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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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支撐托架及立柱安裝 圖47 橫梁安裝

圖45 推進工作車安裝 圖48 外模安裝

圖46 主梁安裝 圖49 內模安裝

托架施預力

橫梁 

推進工作車

外模 

主梁

 

 

內模 

肆、施工步驟及管控要項

一、工作車組裝步驟(本節為傳統吊裝，於第

伍節中有特殊組拆_降車設備方式介紹)

支撐先進設備安裝主要分成七個步驟，分

別說明如下：

(一) 支撐托架安裝(圖44)

使用60T吊車在地面將托架各單元小

桿件結合組立成完整之托架，再安裝下撐

柱，再將托架吊昇迴旋至橋墩安裝位置，

使用6組 5T的 Lever Hoist 拉緊固定，慢慢

放鬆吊車檢查托架假固定是否確實，再安

裝預力鋼棒，並將螺帽鎖緊。托架上方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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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鼻梁安裝

每一支鼻梁分為兩個單元，同樣也是

以枕木塊或H型鋼墊高調整高程再將其結

合，再用60T吊車吊到與主梁結合成一體。

(六) 外模安裝(圖48)

先裝底、腹及翼版模之調整桿，接著

安裝底板，最後將腹板及翼版組裝定位。

(七) 內模安裝(圖49)

使用45T吊車在地面將內模各單元散模

及桿件結合組立成完整之內模，待底腹版

鋼筋與預力套管配置完成，再使用80T吊車

將內模吊至安裝位置後，並使用內模構件

水平斜撐桿及鋼索拉緊固定並調整內模位

置與角度。每部工作車配置乙台內模組裝

車，利用臨時軌道作為內模之運送及組拆

作業。

二、箱型梁施工流程及輪進週期

(一) 箱型梁施工流程(圖50)

(二) 箱型梁輪進週期(圖51~圖61)

本輪進週期採平均13天/跨作分析。

力鋼棒分兩次循環，用油壓千斤頂將每支

預力鋼棒施預力至60 TON。

(二) 推進工作車安裝(圖45)

　　推進工作車整體構架以及油壓缸、千

斤頂及油管等在地面組立完成後，再以60T

吊車吊至支撐托架上。

(三) 主梁安裝(圖46)

每支主梁分為六個單元，將每一小單

元以枕木或H型鋼墊高調整高程，再用高拉

力螺栓將其結合。兩支主梁放置於橋墩兩

側，兩部300TON吊車再同時將主梁水平吊

起下降到支撐托架上方之推進台車上，重

覆上述步驟完成另一支主梁吊裝作業(需先

以至少3支橫梁將兩支主梁臨時連結為穩定

結構)。

(四) 橫梁安裝(圖47)

橫梁共11組，先將外模機械調整桿與

支承橫梁結合，再以吊車將橫梁吊起與主

梁結合成一體，並以推進台車將兩側主、

橫梁橫移結合為支撐系統。

圖50 箱型梁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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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箱型梁施工步驟及管控要項

工作車組裝完成並進行油壓動力測試後，

即可開始第一跨箱型梁施工，於外模線形調整

檢測合格後，依序進行底腹板鋼筋組立及預力

套管安裝及穿線、內模安裝、頂版鋼筋組立、

混凝土澆置及養護、預力施拉等作業。完成第

一跨施工，即推進工作車，再依上述施工順序

反覆循環直至完成所有箱型梁施工，茲將各施

工作業分述如下：

(一) 系統模板調整及測量檢測 (圖51~圖53)

本計畫各標段場鑄逐跨工法橋面線形

為克羅梭曲線及圓曲線所構成，立面線形

為一斜線及二次拋物線所構成，其模板系

統配合線形調整如下所述：

1.  路線平面線形調整：主線高架橋平面線

型近似直線，採直線線型控制方式施

作；如遇曲率半徑變化較大，其間差異

量將於各單元系統模版轉角間隙利用鐵

片填補縫隙，完成後橋面版仍符合原設

計之曲線線形。

2.  橋面超高及預拱之調整：橋面設計之超

高利用支撐架與橫梁間設置之調整座調

整，並依預力計算書計算結果調整支撐

先進架上模板，調整預拱值。

3.  工作車於閉合前先於墩柱間放箱梁中心

線，閉合過程中底模中心縫隙要對齊該

中心線，並旋轉底版支撐座以調整高

程；另於兩側翼版上方放橋面板邊線，

再調整翼版支撐座以調整高程，俟確定

鎖固後封盤式支承散模。

(二)  底腹版鋼筋組立及預力套管安裝(圖54~

圖55)

1.  依施工圖標示之位置、間距及支數進行

底腹版鋼筋組立，綁紮前中隔梁箍筋要

先施作。

2.  預力套管應依預力計算書及施工圖之高

程及位置排放，原則每1M/支工作筋作

固定，線形儘量平順避免折角。在最高

點要預留透氣管確認灌漿狀況，並以不

同顏色貼布作記號以區別活動及固定續

接，以防止灌錯漿。

3.  套管排放完成後進行穿線，穿線時線頭

需做記號，以確認線頭插入固定端錨之

深度；另固定端錨夾片建議做防銹處理

以防止滑線。

(三) 內模組立(圖56)

內模由已澆置完成之箱型梁推出來，

並需先鋪設混凝土墊塊及內模軌道，內模

著力點需先加勁防止內模底部變形；推模

前需先計算其模板長度及間距預留寬度。

定位後先將腹版及頂版夾推到預定位置，

再組立調整桿調整其內模寬度，並以斜拉

鋼索調整內模形狀，再到下一組內模重覆

前述步驟至完成為止。

(四)  頂版工作筋放樣、鋼筋綁紮及高程筋

點焊(圖57)

1.  內模封模後需先就工作筋放樣，原則工

作筋與高程筋位置趨近，以防止頂版鋼

筋下垂或測量誤差；俟頂版鋼筋綁紮完

成後進行高程筋點焊，高程筋橫斷面間

距約1.8M、縱斷面間距約2.5M，完成後

申請高程檢測。

2.  相關交控、電氣及排水預埋件需依施工

圖說位置及高程埋設，並就頂版需預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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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工作車推進

1 天

圖52 工作車定位調整

1 天

圖53 底腹版檢測及工作筋放樣

1 天

圖58 高程筋點焊及混凝土澆置

1 天

圖59 養護、護欄及安全網安裝

1 天

圖60 養護、拆內模及端錨安裝

1 天

圖55 預力配管穿線

2 天

圖56 推內模及中隔梁紮筋

1 天

圖61 預力施拉及套管灌漿

1 天

圖54 底腹版紮筋及端錨封模

1.5 天

圖57 頂版工作筋放樣及紮筋

1.5 天

本輪進週期採平均

13天／跨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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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施工時所遭遇困難及因應對
策

一、考量工期及施工場地不足採取特殊之升

降車方式(C905標及C908標皆採用)

支撐先進工法最常發生且非常耗時的

作業是上下車階段，以往常採用吊車直接

拆組工作車方式進行，除需較大之站車空

間及物料儲存場地外，且過程中人員在半

空進行拆組作業，除增加施工風險也相對

耗時，一般評估此方式施工期程約需2~2.5

個月。圖62~圖67為降車設備下車施工順

序，圖68~圖75為降車設備及吊點加銲加勁

機制示意暨施工相片。

箱室進出人孔(每單元1~2處)及下一跨後

端懸吊鋼棒預留開孔。

(五) 箱梁混凝土澆置(圖58~圖60)

1.  澆置前需確認以化學錨栓將工作車模版

末端與前一跨混凝土交接面做固定(約8

支)，以防止澆置過程新舊混凝土交接面

發生差異沉陷問題。

2.  混凝土澆置時工班建議分成三組，左右側

腹版及底版各乙組，共需約16人及約9台

振動機；由中隔梁往前端1/5箱梁澆置，

俟完成後再自中隔梁往後端進行分層澆

置，施工時避免混凝土坍滑影響品質。

3.  頂版使用拍漿機抹平(寬度約2.8~3M)，使其

表面平順再拉毛；俟澆置完成6~8hr(視氣候

而定)後再鋪不織布或麻布袋進行養護。

(六) 預力施拉及套管灌漿(圖61)

1.  預力施拉前需先拆除端錨封頭版及安

裝 承 壓 版 ， 俟 混 凝 土 試 體 強 度 達 到

0.8fcˊ(約336kg/cm2) 即可進行施拉。

2.  承商提送之預力計算書為滿足設計圖

所示有效預力值之要求，所設計之施

預力值大多採0.78fˊs(最大容許應力為

0.9fy≒0.81fˊs)，考量預力鋼腱應力需保

留適當餘裕量以作為施預力過程可能發生

狀況之應變機制，若現場鋼腱伸長量已

大於3D計算所得之伸長量，且與千斤頂

油壓錶讀數差異已在5％以內時，則依據

AASHTO相關規定已滿足相關設計需求。

3.  預力施拉完後需有觀察期，俟確認情況

無虞再進行切線以防止滑線發生，並續

進行錨頭包覆及套管灌漿作業。

圖62   工作車下方整地及舖設臨時支撐架

圖63 拆除橫移台車及三角托架

 
舖設臨時
支撐架 

 
拆除台車及
三角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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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 拆除底版及橫梁(地面作業) 

圖68 降車設備(350T千斤頂加千斤頂穩定   

       機制)平面示意圖

圖70 降車設備組裝後現況照片

圖67 拆除大梁後完成下車作業

圖69 前吊點主梁加焊加勁機制示意圖

圖71 三角托架拆除現況照片

圖72 降車過程幫浦馬達操作現況

圖73 降車過程人員於設備上操作(調整螺 

       柱或承壓鈑)之現況

圖74 以刻度確認前後左右4點下降高度是 

       否一致之現況

圖75 降車過程全景示意現況

圖64 以降車設備並接續4組高拉力鋼棒方

式下降工作車至臨時支撐架上

圖65 解除鋼棒後依序拆除翼、腹版(地面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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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段，由於托架之高度已接近河床，且考量

基礎墩柱完成後需儘速回填以保持邊坡結構穩

定，若使用標準平衡式之三角托架型式，因施

工順序使得托架安裝困難，且有淨高不足無法

安裝等問題。

為配合現地之施工環境，將拖架型式改為H

型鋼樁或RC立柱之支撐式，由於需將工作車及

混凝土全部荷重傳遞於基礎上，所以須於墩柱

基礎上預留鋼筋施作支撐托架之RC立柱，另必

須在河床上，依核定長度及尺寸打設H型鋼樁，

以支撐工作車及混凝土全部荷重(圖76)。

三、配合既有道路限高不足調整托架型式

本計畫工區大多一側緊鄰高速公路，另一

側緊鄰地方道路，致部份墩柱之托架長度超過

工區圍籬範圍，需拆除部分圍籬，且部份托架

淨高不足，為確保地方道路車輛行車淨高，於

不影響工作車橫移後推進之前提下，切除部分

本計畫部份標段採用挪威系統設計之

工作車，為撙節升降車時程，規劃於已完

成之橋面預留4處開孔，在橋面各開孔上

方組立降車設備(共4組)，每組降車設備由

350T千斤頂及穩定機制作輔助以防側傾，

搭配4支M36剪力鋼棒(圖68)，剪力鋼棒長

度原則每支6M(視升降車高度而定，以續接

器續接)，另以4支M25剪力鋼棒與橋面固定

作為反力(圖70)。

4組降車設備原則透過4組高拉力鋼棒

(每組4支)與工作車主梁做連結，其中後方

兩吊點可採後方懸吊用之原有主梁加勁牛

腿，前方兩吊點則需於主梁加焊加勁吊點

(圖69)，降車時千斤頂先加壓提升工作車

至緊貼已完成之橋面，俟整部工作車重量

由原來座落於三角托架橫移台車移轉至16

支M36剪力鋼棒懸吊，確認安全後下方三

角托架及立柱先拆除(圖71)，下方需先完成

整地及舖設H型鋼或支撐架作為工作車下降

後之座落點，完成前置作業後即可進行降

車。

降車過程採用4部幫浦馬達控制4台千

斤頂(圖72)，降車過程需前後同步，每次以

30~50公分為限(圖73)，並以經緯儀及刻度

分階段確認前後左右4點下降高度一致(圖

74)，降車過程以30M計算約需12~15小時

(平均一小時約2~2.5M) (圖75)，當降至地

面後即可進行整部工作車拆除作業。整個

降、拆車作業施工期程約需30天(約正常方

式一半時程)，反之如為上車作業，則先於

地面進行工作車組裝後反推降車步驟進行

拉升工作車作業。

二、配合現地施工環境採取不同之托架支撐

型式(H型鋼樁或RC立柱)

本計畫部份標段有緊鄰高速公路邊坡及河

圖76 臨河川改用H型鋼樁形式

圖77 限高不足調整托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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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架長度改為可重複拆裝短梁(圖77)，並於推車

時方安裝短梁再搭配短期交維，以供足夠橫移

台車水平移動距離，平常則保持拆除狀態，使

托架安裝完成後在圍籬範圍內且有足夠淨高，

以確保行車安全。

陸、結語

國內支撐先進工法採用情況非常普遍，本

公司於設計階段已全盤考量各標段施工地域特

性，規劃大量採用支撐先進工法以縮短工期，

達到工作車經濟規模以降低施工成本，除可

解決狹長廊帶工區兩側施工空間不足之問題，

且可對高速公路及鄰近平面道路之影響降到最

低。施工階段如何縮短工作車上下車時程及提

升工率縮短輪進週期是首要課題，過程中配合

施工順序之調整、工址現況及施工中所遭遇之

困難等皆迎刃而解，故本文針對工法特性、設

備特色、施工順序、管控重點、施工時所遭遇

困難及因應對策等皆有概略性之介紹，以期透

過五楊計畫設計與施工之緊密結合下，將五楊

建造過程對於支撐先進工法所發生的種種心得

及案例留下紀錄，希冀作為未來其他計畫執行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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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中段監造／工程師／梁正翰 3

大鵬展翅 
橋梁場鑄懸臂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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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懸臂式橋梁工法發展至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了，1928年Freyssinet就運用懸臂工法

的概念建造Plougastel橋。懸臂式橋梁工法的發展，在初期是使用預鑄節塊懸臂式工法，

這是將每塊節塊在預鑄場內澆置完成後，再運至工地現場進行吊裝，而直到1964年，場

鑄節塊懸臂式工法才開始被運用在橋梁的建造上，此種工法特別之處是使用＂工作車＂

來進行現場混凝土箱型梁的澆置，而非在預鑄廠製作懸臂節塊。

國內懸臂式橋梁工法之引進，始自1966年花蓮的長虹橋，在長虹橋首次採此先進技

術後，續在台北市新生北路與建國高架橋、中山高速公路拓寬工程及北二高工程多次廣

泛採用此種懸臂施工法。

321

大鵬展翅 

壹、工法概述

一、	工法簡介

場鑄懸臂施工法係將橋梁上部結構全長沿

縱向分割為適當長度之節塊，先施築橋基礎與

墩柱等下部結構後，再於橋墩柱頂端以支撐方

式構築柱頭節塊，施拉預力後拆除支撐，並於

柱頭節塊上組裝懸臂工作車，開始施作節塊箱

型梁。再依設計尺寸組合模板、綁紮鋼筋、設

置預力鋼鍵及澆置混凝土並施拉預力後，工作

車再推進至已完成之節塊上，繼續進行第二節

塊的施工，以此步驟循序漸進，向橋墩兩側逐

節向前施築(平衡施工)，或逐次交錯向外推移

(不平衡施工)，或單側逐節延伸，直至懸臂端和

另一墩柱之懸臂端結合，中間跨中央部以懸吊

式(或工作車)連接閉合，整跨節塊結構構築之作

業均於橋面上施作。

二、	工法特性

懸臂工法由於除柱頭節塊外，全部以工作

車施築，除柱頭節塊外皆無需架設支撐，故無支

撐施工架下陷之顧。且每一懸臂節塊長度不大，

較可適應線形的變化，根據國內外的施工經驗，

懸臂式橋梁施工法主要有下列各項優點：

(一)  適用深谷、高橋墩、地質軟弱之橋址、

都市街道交通流量較大處之橋梁。

(二)  逐節循環施工，作業程序固定，工人

反覆操作易於熟練，故管理與監督均

較方便，可提高效率及施工品質，達

到標準極高之品質與效率。

(三)  工作車推進過程多採用機械化及油壓設

備，施工自動化程度高，作業勞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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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模板可反覆使用，發揮類似活動模板

之功能，施工快速及經濟效益高。

(五)  工作車可加設遮蓋及照明設備，以減

少天候影響，並可進行夜間施工，工

期較易控制。

(六)  倘橋梁結構採連續剛體設計，可避免

因橋梁中央之鉸接而產生過大的相對

曲率，增加行車的舒適性。

圖1 壓重式工作車

圖2 下掛式工作車

圖3 上掛式工作車

(七)  適用彎曲線型之橋梁，不受線形限

制，除曲率半徑較小之匝道橋外，均

能以小段直線之連續構成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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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懸臂工作車簡介

一、工作車型式分類

(一) 壓重式工作車(圖1)

1. 利用後方壓重方式平衡                

2. 無須太多預留孔

3. 不適用於長跨徑橋梁

4. 國內規範禁止使用

(二) 錨錠式工作車(圖2、圖3)

錨錠式工作車依其錨錠方式及構件型

式又可分為：

1. 下掛式(Underslung)

2.  上掛式(Overhead)：菱形主構架、三角形

主構架、簡易式

目前場鑄懸臂施工法普遍採用錨錠式

工作車型式，其主要原因為：

1.  工作車本身重量輕，施工階段所增加載

重較小，可減輕橋梁懸臂端之負荷。

2.  對於工作車設備、施工人員、模板系統

及混凝土材料等重量，均經由錨錠鎖固

於工作車後端之高拉力鋼棒承受，無需

另外增加壓重，對於施工階段混凝土應

力之影響較小。

3.  於長跨徑橋梁施築施工性較佳，惟須於橋

面預留錨錠孔，且需在鋼筋及預力套管密

佈狀況下作業，施工作業較為繁雜。

圖4 軌道

二、工作車設備說明

(一) 基本構架

1. 軌道(圖4)

提供推進工作車時所需之錨錠反力及

控制線形。每部工作車有兩組軌道，平行

架設於節塊兩側腹板處之橋面板上，以引

導工作車前進。軌道前端位於主構架立柱

下方，軌道中段位於主構架後端下方，由4

支錨錠鋼棒鎖住架設於軌道頂面或兩側之

夾具，錨錠軌道於已完成之節塊上。

2. 主構架(圖5)

每部工作車有兩組主構架，係由型鋼

組合成三角形或菱形鋼架，平行架設於軌

道上方，主構架中間立柱坐落於主千斤頂

上，主構架後端則由固定軌道之四支錨錠

鋼棒，續接至錨錠千斤頂上方之承壓板予

以錨錠，將節塊自重傳遞至後錨錠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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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後桁架(圖6)

桁架分前、後桁架，分別垂直連接兩

組主構架之前端及中間立柱，與主構架結

合成為一結構體，其長度略大於橋面板寬

度。前桁架分別以長鋼棒懸吊底板、翼板

及頂板之前端，後桁架以長鋼棒懸吊底板

及翼板之後端，其作用係支撐施工荷重並

傳遞至主構架上。

圖5 主桁架 圖7 模板支撐系統

圖6 前後桁架

圖8 主千斤頂

圖9 推進千斤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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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板及支撐系統(圖7)

由芬蘭板及型鋼組成底板、腹翼板、

內頂板、內腹版及防護底板，以鋼棒固定

於已完成混凝土及前懸吊桁架上，控制節

塊尺寸。

(二) 調模及推進油壓系統

1. 主千斤頂(圖8)

雙動式螺紋油壓千斤頂，置於主桁

架重心下方，工作車推進定位後頂起主構

架，以承受工作車自重及施工荷重，並調

整工作車保持水平。

2. 推進千斤頂(圖9)

雙動式實心千斤頂，固定於主桁架上

連接工作車與軌道，藉以推進工作車或拉

進軌道。

3. 前、後導輪(圖10)

於主桁架重心處、後錨錠系統處設置

滾輪，以利工作車推進。後導輪由鋼棒懸

吊於軌道，當工作車前進時，後導輪頂住

軌道上I型鋼梁上翼版底面帶動前進，並承

受工作車自重所造成之上揚力。

(三) 高拉力鋼棒錨錠系統(圖11)

錨錠系統由鋼棒為一般直徑∮36、

∮32、∮25之高拉力鋼棒組成，固定於已

完成節塊之翼板、頂板及底板結構物上，

分別錨錠軌道及主構架。 

(四) 預力施拉設備 (圖12)

圖10 導輪

圖11 高拉力鋼棒錨錠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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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預力千斤頂、千斤頂油壓幫浦、

預力套管、預力用鋼絞線材、套管灌漿設

備及有關附屬品，如端錨組及夾片等，依

各不同預力系統其配件略有不同。

(五) 其他輔助設備

3ton或5ton手搖式吊車，其使用於翼

版吊模推車時、內模或底板臨時固定用、

翼版調整使用、調整工作平台使用。

參、懸臂工法施工步驟

一、	柱頭節塊施工

柱端節塊為工作車架設基地，懸臂節塊施

工之起始點，其長度依工作車型式而定。柱端

節塊一般係以現場支撐方式施作，其施工順序

以底板、腹板與頂板等三階段逐步施作完成。

二、	工作車組裝

工作車構件於地面上先行預組完成後，始

得進行吊裝作業，吊裝順序為：軌道→主構架

→前桁架及後桁架→翼版及內頂板模→底板模

吊裝→工作平台吊裝。

(一) 主軌道

先於柱頭版軌道位置放樣，並放枕木

(調整兩主軌道高程)，將主軌道吊放於枕木

上，調整軌道高程，使其縱向坡度與車行

方向一致；橫向坡度呈水平。然後軌道必

須利用高拉力鋼棒錨錠於橋面版上。

(二) 主構架 

先將油壓千斤頂吊放在軌道前方，再
圖12 預力施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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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主構架吊裝

圖14 後方桁架吊裝 

圖15 前方桁架吊裝

圖16 底板吊裝

吊放主構架於軌道上，並使用鋼索將其臨

時固定，防止滑動或傾斜。 (圖13)

(三) 後方桁架

後方桁架分為三個部份，先將中間部

份吊裝完成後，再吊裝兩側部份。(圖14)

(四) 前方桁架

吊裝前須先在地面小組裝完成(含懸吊

系統)，並將縱向主構後方以鋼棒錨錠於橋

面版上後，方能吊裝前方桁架。(圖15)

(五) 底板及防護底板

整個底板鋼構，包括後方、側方工

作平台及底板活動模板，先在地面完成組

裝，然後將其吊起，以吊鏈臨時吊掛，當

其位於正確高度時，則使其與高拉力鋼棒

相結合。(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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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水平向支桿

將縱向主構架，以水平支桿連結加強

其勁度。

(七)翼版、腹版及內頂板

將翼版構架、腹版構架及內頂板構架

於地面小組裝完成後再吊裝，並利用吊鏈

及高拉力鋼棒將其臨時固定。(圖17、圖18)

(八)上、下方工作平台

先安放高拉力鋼棒懸吊桿，再進行吊

裝。

三、節塊循環施工

懸臂節塊施工以模板調整定位、鋼筋綁紮

及預力套管安裝、模板線形及預拱高程檢測、

混凝土澆置、混凝土養護、施拉懸臂預力及工

作車推進作等，為一循環性作業。(圖19)

四、	閉合節塊及邊跨施工

五、	連續預力施拉

肆、懸臂工法自主檢查作業要點

工作車於組裝、推進、澆置前及拆除階段

自組檢查作業要點：

一、作業主管是否確實於現場執行指揮、監督及

作業前危害告知？

二、作業人員是否配戴背負式安全帶/防護具？

(圖20)

圖17 翼、腹版吊裝

圖18 內頂板吊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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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車推進及調模檢測 底腹板鋼筋綁紮

錨座及預力套管安裝

頂板鋼筋綁紮及預留孔安裝

內模及免拆模板組立

混凝土澆置

預力施拉

圖19 節塊循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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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安全帶/防護具

圖21 非破壞性檢驗 圖22 錨錠鋼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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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重機進場檢查（一機三證）、吊掛前吊

具與作業場地自主檢點已實施？工作車組

立作業場所地面是否平整堅實、下方臨時

支承墊是否穩固？

四、高架作業是否提供作業人員安全上下設

備、開口安全防護等設施？

五、鋼棒、螺帽及鋼構等主要構件是否無明顯

銹蝕、損傷及變形？焊道完整無開裂？

六、構件檢(試)驗是否合格【含工作車轉移、組

裝上架前，主要拉力鋼棒(底板及後錨錠鋼

棒)及組件辦理非破壞性檢驗】？(圖21)

七、高壓電線下吊裝作業有無派人員監視？

八、夜間施工是否準備充足照明設備？

圖23 續接器

圖24 錨錠鋼棒垂直示意圖

九、各部構件組立是否依施工圖說及以制式螺

栓、鋼棒確實鎖固？鋼棒插梢是否正確安

裝？

十、組吊裝作業，構件螺栓、插梢各部連結是

否確實鎖固？臨時固定設施是否依計畫設

置？

十一、 錨錠鋼棒預留孔位置、尺寸是否正確？

預留孔周邊是否平整？

十二、 錨錠鋼棒及墊片是否依工作車型號、尺

寸不同時，是否有著色區分？(圖22)

十三、續接器續接處有無作記號？(圖23)

十四、 斜(弧)面處錨錠鋼棒之楔(弧)形承壓墊片

是否正確安裝？有無加裝球形墊片？

十五、 錨錠鋼棒安裝是否垂直 (±85°) ？(圖

24、圖25)

十六、 軌道是否墊平？墊材及材質是否依施工圖

說設置？(圖26)

十七、工作車是否水平？

十八、 主千斤頂是否垂直？其下方鋼質墊塊是否

穩固密合？(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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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錨錠鋼棒垂直度檢查

圖26 軌道平整檢查

圖27 主千斤頂垂直檢查

十九、 跨越或臨高速公路及道路是否設置防護底

板及防墜落物設施？

二十、 推進前檢查翼、頂板模之懸吊滑輪組已前

移並正確安裝固定？

二十一、 推進前外側4支推進輔助鋼棒已安裝？

（下掛式工作車無此項）

二十二、 推進油壓推進系統及制動系統裝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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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二十三、 確認下一節塊之固定鋼棒預留孔位置是

否正確？

二十四、 工作車防風拉桿應確定依圖說安裝。

二十五、 各部構件是否依拆除計畫之方法、程序

及步驟進行？構件拆卸時之臨時固定是

否確實? (圖28)

二十六、 拆除後之鋼棒、承壓鈑及螺帽等配件是

否抽樣送驗，若不合格全批不得再使

用？

二十七、 工作車拆除完成後，橋面相關開口護欄

及安全設施是否已施作或復原？

伍、五楊段懸臂工法危害因素預
防之創新作為

因底板、腹翼板調整頂升時，有頂升過載

之危險因素，會造成工作車構件受承受額外之

集中應力，導致工作車構件損壞之情事，故設

置兩項裝置預防：

一、	調模預警裝置

										微動開關頂部近接已完成之橋梁底部或

外翼模板5~10公分距離，警報作動響鳴，千

斤頂調昇作業應停止或減緩調昇速度，避免

油壓操作過當造成上組件承受額外應力導致

工作車構件損壞。(圖29、圖30)

二、	油壓高低壓分流系統(圖31)

(一)  油壓管線接頭採高低壓不同型式接

合，避免連結錯誤。

圖28 工作車拆除

圖29 調模預警裝置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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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調模預警裝置

圖31 油壓系統

(二)  限定專人以手搖桿操作，作業時人員

於作業異常時能立即反應。

(三)  推進千斤頂(D=5.1CM)

採用推力20噸、回推5噸之雙動

實心油壓千斤頂，起始壓力約為250～

350Kg/c㎡ (於縱坡時一般均另 ± 

2%)，正常操作壓力約為180～270Kg/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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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場鑄懸臂工法使用於國內大型橋梁工程已

有悠久歷史，其施工過程中之安全性、經濟性

發展已達成熟階段，而懸臂工作車設計製造及

施工人員技術也日趨精進，對於跨越道路、河

川及特殊地形地貌環境等障礙，橋梁採場鑄懸

臂工法施工，除減少對區域環境之衝擊，亦可

降低天候因素對施工作業之影響及克服橋面寬

度漸變之施工困難性，故在營建技術日益精進

的現今，於規劃設計階段橋梁施工之工法選擇

上，仍有其無可取代之優勢。

參考文獻

1.    交通部(2009)，「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2.   中華顧問工程司，中華技術89「台灣之橋梁

建設」。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國道1號

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設計圖，2000

年02月。

(四)  調模千斤頂(外徑D=8 . 5CM、內徑

D=4.25CM)

採用推力30 噸之雙動中空油壓千

斤頂，操作壓力上限150Kg/c㎡。

(五)  主千斤頂(D=19.5CM)

採用推力250噸之單動螺紋千

斤頂，空車調模時約為80～160Kg/c

㎡ ，混凝土澆置完成時可達到320～

450Kg/c㎡ 。

(六)  後 調 千 斤 頂 ( 外 徑 D = 9 C M 、 內 徑

D=4.5CM)

採用推力50噸之單動千斤頂，後

調千斤頂操作壓力上限150K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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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場鑄逐跨、就地支撐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桃園工務所／副主任／王安久 1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桃園工務所／主辦工程師／劉懋基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中段監造／主任／邱水碧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中段監造／工程師／詹佳泰 4

按部就班 一步一腳印 

橋梁場鑄逐跨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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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拓寬工程計畫為達計畫目標，原規劃設計橋梁施作採用自動化工

法，經由施工標準化以提昇品質及安全，惟後續施工階段考量現場空間及工進推展，在

符合施工及交通等二項安全控制因素下陳報核可變更為場鑄逐跨工法。

經由此項傳統成熟工法其各項檢驗點之落實及現場之管控，以克服施工困難及完成

施工規劃目標，本文以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第C906標龜山桃園段南下線及

桃園交流道改善工程45K+000~50K+970(以下簡稱本工程)施工階段之實例分享，作為日後

工程運作及管理之參考。

按部就班 一步一腳印 

1 2 3 4

壹、工程概述

一、	工址概述

本工程北接五股林口段(C904B標)，路線起

自桃園縣龜山鄉桃2線林區，往南降坡穿越高速

鐵路，緊鄰大坑溪，跨越桃林支線鐵路、桃園

交流道、南崁溪、中正陸橋至桃園縣富國陸橋

北側止，全長為5.97公里(詳圖1)。

二、橋梁配置及工法規劃

(一) 橋梁配置

本工程主線自46K+131至工程終點50K+970

共4,839公尺，為橋寬16.05M(三車道寬)高架橋

圖 1 工址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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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段，上部結構共96跨，分作19單元，分別為

場鑄逐跨工法、支撐先進工法、場鑄懸臂節塊

推進工法及鋼梁吊裝工法等四種工法，其配置

詳如圖2。

圖 2 橋梁工法規劃圖

(二) 場鑄逐跨工法規劃

本工程規劃其中部分單元因配合現場

施工空間調整、變更設計或為加速工進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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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量工程期限及工作車推展之Cyc l e 

time，應增加一工作面並以場鑄逐跨工

法趕辦U8S-5、U8S-6、U9S單元及U10S

單元。

貳、工法介紹

一、	工法特性及本工程橋梁構造

橋梁上部結構工法之決定，須考慮工程特

性與需要、工程預算與工期、施工條件、地形與

地質、人文/生態/環境維護等因素，場鑄逐跨工

法（亦稱就地支撐工法）由於不需要使用特殊之

機械設備，也無複雜之施工技術，必要時還可同

時開展多個工作面，因此是國內採行甚久的橋梁

工法，採用此工法係因其有如下之特性：

加工作面等原由，將支撐先進工法更改為

場鑄逐跨工法，其調整工法區域共有如下

三處並分述如下。(現場照片詳表1)

1.  U1S單元及U2S單元受原地貌限制，若採

支撐先進工法，則配合工作車主梁及托

架設備之空間需求，將自原地面向下降

挖3公尺方能施工，經工地評估變更以避

免破壞原地貌。

2.  U5S配合桃園航空城快速道路預留匝

道，其P23S變更為雙柱且為上構與帽梁

共構，無法採用工作車直接推進施工，

配合工作車下車空間所需及考量警用停

車彎內模亦需現場調整，亦將U4S-5及

U4S-6併同變更工法施作。

表1 場鑄逐跨工法規劃與現場對照

區 域 說 明 照 片

原地貌淨高不足

A1S~P10S(U1S單元~U2S單元)因主線橋梁淨高不足，若以

支撐先進工法施作，需挖降原地面約3M，經程序核定變

更為場鑄逐跨工法。

預留他項工程變更下構為雙柱

P23S調整為雙柱，U5S-2箱梁與帽梁共構，其結構並無

法採用工作車推展，國工局頒圖變更函示U5S單元變更為

逐跨場撐工法。

評估上構工進增開一工作面趕辦

經評估上構如採二處(#1&#2)支撐先進工法推展，

惟因故延誤及Cycle time不如預期，且新製設備恐時

程不及，則以場鑄逐跨工法增開一工作面趕辦(U8S-

5/6→U9S→U10S)。

淨高不足

P23S變更雙柱橋

增加工作面趕辦U9S

高鐵跨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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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搭配場撐模板之調整，可適用橋寬漸

變段。

本工程上部結構為單箱室混凝土預力箱型

梁，跨徑配置為40～55公尺，採用4~6跨為一橋

單元，橋寬16.05M，採單向3車道布設，每車道

寬3.65公尺，內側路肩寬1.0公尺，外側路肩寬

3.0公尺，橋墩(柱)高度3.5~20.5公尺。(標準斷面

及結構詳圖3)

(一)  工法目前國內已普遍使用，施工成效

良好。

(二)  施工週期重覆且可多個工作面同時施

作，作業單純，營造廠容易熟練。

(三)  可採活動支撐架施工，受地形影響限

制不大。

(四)  活動模板移動快速，節省施工期，且

品質可確實控制。

標準斷面 特殊斷面_警用停車彎

單元平/立面

圖3 標準斷面及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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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現行之現地檢測以避免差異沉陷對支撐

的影響。

支撐依目前執行材料之種類約可分成型鋼

支撐加上桁架式托梁、型鋼支撐架、系統支撐

架等三大類型，其各項組成分述如下：

(一)  型鋼支撐加上桁架式托梁：主要組成

構件由下至上為級配料、RC墊塊、H

型鋼底座、千斤頂、H型鋼支撐架、船

型架及桁架式托梁，其塔架與塔架間

以船型架搭設，不但可節省地表整地

時間及範圍，更可靈活運用其空間。

如本工程為維持既有道路(民生北路車

行箱涵)行車需求，在支撐組搭全程監

視執行安全無虞運作下，採行此系統

設置實可降低對地方交通之衝擊。(如

圖4)

(二)  型鋼支撐架：主要組成構件由下至上

為級配料、RC墊塊、H型鋼底座、H型

鋼支撐架，千斤頂、H型鋼縱梁及橫

梁，配合支撐架及縱/橫梁設置以彈性

配合現場調配。如為維持既有道路行

車需求或過鐵路之支撐設置。(如圖5)

二、	工法支撐系統

本工法之作業程序係於下部結構完成後，

於工址現地組立型鋼或系統支撐架等以為支

撐，再於其上進行模板鋪設、鋼筋綁紮、預力

套管配置及混凝土澆置、養治等作業，俟混凝

土施拉預力完成後，則將支撐架等拆除並移至

下一工作面繼續重複作業。由於此種工法係將

支撐架直接座落於地面上或已完成之結構物，

因此極易受到地形條件之限制及天候之影響，

如支撐材料不良、支撐方法不當時，往往於混

凝土澆置作業過程中，因荷重之增加而造成模

板、支撐架等倒塌之災害事故，是以其支撐系

統架設為工法推展之重要環節。

因應現場情況調整及設計其支撐系統為本

工法之特性，惟應重視如下要項：

◆  各構件需有一致的可靠度(斷面尺寸、構造型

式一致性)，對結構維護較有利。

◆  構件重複使用需考量重複使用折減係數方式

處理，以了解重複使用對結構的影響。

◆  檢核邊界條件並採用適當的安全係數訂定差

異沉陷的警戒值及行動值。

圖4 型鋼支撐加上桁架式托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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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型鋼支撐架

圖6 系統支撐架

圖7 橋梁場鑄逐跨工法施工步驟圖

(三)  系統支撐架：主要組成構件由下至上

為碎石及鋼版樁、調整座、系統支撐

塔座、水平繫桿、H型鋼縱/橫梁，其

塔架與塔架間以H型鋼縱梁架搭以配合

現場不同需求(如跨越既有道路)之調

配，經由系統支撐塔座之模組式吊裝

以快速移裝及調校。(如圖6)

三、	現場施工步驟及檢驗

(一)  施工步驟：本工法依單元跨數其施工

步驟如圖7所示，分為四階段(以5跨/單

元為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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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底版鋼筋、配置腹版預力鋼腱及鋼

筋，安裝內模及澆置第二橋孔至第三橋

孔施工縫處底腹版混凝土。

(5)  配置頂版鋼筋及澆置頂版混凝土、養護

後施預力。

3.第三階段

(1)  重覆第二階段步驟(1)至(5)。

(2)  澆置第三橋孔底腹版、頂版混凝土至第

四橋孔施工縫處，養護後施預力。

4.第四階段

(1)  重覆第二階段步驟(1)至(5)。

(2)  澆置第四橋孔腹版、頂版混凝土至第五

橋孔，養護後施預力。

(二) 現場施工檢驗點

逐跨架設工法橋施工作業流程如圖

8，其重點包括支撐架之結構計算及現場檢

1.第一階段

(1)   整地鋪設級配材料及混凝土墊塊(或

PC_80 kg/cm2)或鋪設鋼板樁。

(2)  架設第一、二橋孔之型鋼/系統支撐

架，並裝設支撐桁架。

(3)  組立並調整底腹模板。

(4)  配置底版鋼筋、配置腹版預力鋼腱及鋼

筋，安裝內模及澆置第一橋孔至第二橋

孔施工縫處底腹版混凝土。

(5)  配置頂版鋼筋及澆置頂版混凝土、養護

後施預力。

2.第二階段

(1)  拆解及移運支撐桁架及型鋼/系統支撐

架至第三橋孔。

(2)  降模並移動底腹模板至下二橋孔。

(3) 調校底腹模板。

圖8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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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工法災害類型以「墜落、滾落」為最

多，其次為「倒塌、崩塌」，再次為

「機械作業災害」、「交通事故」等。

其主要災害類型為支撐架倒塌、模板脫

落、施工架倒塌、墜落/滾落、機械作

業災害及感電。

(2) 安全管理重點

◆  地面處理－排水設施、滾壓夯實、PC澆

置。

◆  支撐架組立－底撐材、支撐底座、支撐

架組立、人員上下安全、起重吊掛作

業、墜落、物體飛落。

◆  模板組立－起重吊掛作業、上下設備、

開口邊緣防護、墜落、物體飛落。

◆  鋼筋組紮－起重吊掛作業、被夾、碰

撞、電焊作業、氣體切割作業、墜落、

查、橋面版高程計算及現場檢核、鋼筋查

檢、預力計算及鋼腱施工管理及預拱值、

混凝土澆置材料及澆置現場管理、套管灌

漿材料及灌漿保壓…等，承包商應納入逐

跨架設工法施工，俾依作業流程、注意事

項、檢查停留點辦理。

1. 程序管理

(1)  支撐鋼架、箱梁模板組立程序、施拉預

力鋼腱皆依送審核備之施工計畫書逐項

檢查。

(2)  橋梁混凝土澆置程序對品質及橋型影響

至鉅，應據以辦理。

(3)  預力系統布設、施拉及狀況排除程序，

以利達到設計要求範圍。

2.安全管理

塔柱：護籠爬梯依規定超過9m應設置轉折平台

底版：應設置步道網及安全母索以供施工人員勾掛

船型架：底部應以雙層安全網包覆

翼版： 翼版與底版高差約2m，於腹版模加設攔桿

及安全母索防止墜落

圖9 現場安全管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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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備之尺度，該設備必須能配合圖示各

跨徑及斷面之施工。

2.   應考量有澆置混凝土及支撐系統裝拆與

推移進行時所需要之足夠工作空間。

3.   設備所能承受之垂直力及彎矩等，設備

受各種工作載重時之撓度。

4.   移動支撐系統之方式及相關細部資料，

如採用液壓千斤頂應對該液壓系統做一

說明。

5.   其他擬採用之臨時設施及拱度調整裝

置。

6.   模板之型式及品質，模板工作圖及計算

書。

二、	測量放樣

施工前先就各跨大梁底高程、內外翼版高

程、完成面高程等依PGL設計高程核算各完成

面高程，按模板支撐架各單元尺寸推算基礎高

程，並測設中心線以為基礎整置之依據。

三、	整地

經測量放樣後，將原有地面整平至預定之

高程，並加以滾壓後再鋪設級配料以作為承載

層，並滾壓至所需之承載力，以防止不均勻沉

陷。鋪設級配料之高程盡量控制在支撐面所需

之高度，以利墊材鋪設容易平整，整地過程須

注意下列事項。

(一) 排水坡度

支撐面之高度需高於原地面高度，以

避免下雨造成積水，影響地面承載力。

物體飛落。

◆  混凝土澆置－輸送作業、模板支撐巡

視、碰撞、墜落、物體飛落。

◆  預力施工－被夾、鋼線斷裂、油壓設備

故障、錯誤操作、物體飛落。

參、施工管控要項

由施工經驗顯示因施工程序錯誤或不確

實，而造成結構安全問題甚或工安事件不勝枚

舉，故對場鑄逐跨工法橋梁其施工如支撐架

設、箱梁模板組立程序、施拉預力鋼腱、橋面

混凝土澆置程序等管理，皆為團隊不容忽視之

課題。目前國內橋梁施工採用場鑄逐跨工法施

工方式已普遍化，此工法雖有施工快速之特

性，惟施工安全性仍最難掌握，國內發生幾次

重大工安事故或失敗案例，均表示其施工各環

節皆需特別留意，尤其支撐架之施工需特別注

意及謹慎，以免釀成事故，造成人員傷亡、財

物損失及工期之延誤。

一、	施工前準備工作

施工前提出施工計畫書與施工製造圖內

容，包含支撐架型式、支撐架應力計算、支撐

架配置示意圖、安全監測、混凝土澆置計畫。

配合施工進度及送審文件之作業時程至少於上

部結構施工前4個月，提送上部結構施工計畫

書，其內容至少應包括：

(一)  施工程序，施工方法，施工進度，施

工人員組織、資歷。

(二)  施工機具設備配置、數量及下列各項

性能資料（含設計圖及計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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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底模、翼腹版模及鋼筋組立、預力鋼腱

裝設

架設支撐構材時已初步調整至所需高程，

鋪設底模時僅微調至符合設計並使其平整，此

階段應注意模板間接縫須整齊一致，可使完成

後有較美觀之造型。

底模完成後架設(推進)腹翼版模，經高程

檢測合格後綁紮鋼筋(組立應按施工圖標示之位

置、間距、支數，正確組立並以鐵絲緊固避免

鬆動)、預力鋼腱裝設及內腹版組立。

預力鋼腱應依施工圖所示之高程及大梁

坐標位置正確排設並緊固，避免各項施工過程

影響其正確位置。埋設時預力套管接合必需緊

密，避免鬆脫或漏漿。端錨固定於端模時應確

保端錨之傾斜角、高程，位置均需正確，不得

於各項施工過程中更動其位置。

由於內腹版與翼版須對拉使澆置混凝土時

不致變形，因此對拉孔須對準且鎖固。孔位應

於架設前規劃，避免每推進一跨都開設新孔而

造成漏漿影響完成面美觀，且可減少腹版模破

壞以達到最經濟之翻模次數。

九、	底腹版混凝土澆置

底腹版澆置前應於翼版釘定第一次澆置

線，本階段完成後拆除，可使兩次混凝土澆置

有較平順之施工縫。因底版及腹版同時澆置，

混凝土坍度需嚴格控制，太大則圓隅及腹版混

凝土無法固定，太小則施工困難且易出現蜂窩

現象。

十、	內腹版模拆除、內頂版組立及鋼筋綁

紮、頂版混凝土澆置

內頂版組立時亦同於底版之注意事項。混

(二) 地盤承載力

地面承載力需大於所計算之承載力，

並以適當方式驗證，例如平版載重試驗。

四、	鋪設墊材

當整地及鋪設級配滾壓完成，接著進行墊

材放置。本工程以採用RC混凝土板為佳，其次

為H型鋼、覆工板。惟如採用覆工板，須將其中

空部分灌滿混凝土，方允許使用。

五、	H型鋼支撐調整座置放

基礎整置完竣後，即進行型鋼支撐調整座

置放。型鋼支撐調整座置放需配合鋼支撐架之

尺寸，並調成水平狀態，使荷重均佈經由PC傳

遞至土層或經由H型鋼傳遞至岩盤，支撐調整

座置放於PC上則以螺栓固定，如置放於型鋼上

則以角鋼焊固於型鋼固定，以阻止側向力(如地

震，風力)造成位移。

六、	架設支撐系統	

支撐調整座置放後即組裝型鋼支撐架，型

鋼支撐架高度依現場需求高度選擇適合長度尺

寸之支撐架進行支撐架之架設，在確定支撐調

整座置放位置正確後，即以吊車吊裝並與支撐

調整座接合，所有構件均以螺栓接合組立至預

定之高度以供之橫梁架設。

七、	縱梁(或船型架)及排架裝設

橫梁架設後即行縱梁架設，縱梁採I型鋼

或船型架，依各環境不同分別採適合之構件布

設，架設位置正確後以螺栓接合，以供大梁底

模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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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支撐架破壞之原因已經知道，但實務

上往往無法做到百分之百，因此需利用儀器來

了解安全性之程度，而實施安全監測。支撐架

安全監測主要項目在於控制垂直載重所產生垂

直及側向位移兩種。檢查方法（測定儀器）一

般可使用目視、錘球、水準儀及經緯儀。

肆、施工中遭遇困難及解決對策

一、	障礙克服之施工規劃及管理

(一) 穿越高鐵橋(設置監測設施)(U1S)

本 工 程 第 一 工 區 U 1 S ~ U 2 S 兩 單 元

(A1S~P10S)，其中U1S(P3S~P4S)穿越高鐵

橋下，原設計上構護欄近接高鐵橋墩僅約

50cm，考量施工可能損及營運中之高鐵橋

墩，配合需求調整變更本工程線型以達約2

公尺間距。

施工中為防範不安全因子影響高鐵橋墩，

配合設置監測儀器(電子式傾斜計4組、向度變位

凝土澆置前應檢查前述各項作業已按施工圖正

確施作，包括各元件之型號、規格、尺寸、位

置、高程、數量…等，如有缺失應即改善，並

按規定填寫相關之申請表及檢驗表。因已達橋

面版高程，打設時應嚴格控制完成面整平，避

免影響後續護欄及AC施工。電氣、排水等附屬

預埋件之埋設應按施工圖之正確位置埋設，並

固定以避免混凝土澆置而移動。

十一、	施拉預力鋼腱及套管灌漿

每階段均量測其伸長量，總伸長量與設計

伸長量應相差在+-5%間。預力應於同一日完成

施力，避免隔日施工造成偏心力矩持續影響過

久，施拉時為最不安全時刻，應嚴格控制人員

進出，避免鋼腱斷裂造成工安事件。。

灌漿前應將預力套管與鋼絞線以清水沖洗

乾淨，並以空壓機將水份排出至乾燥狀態，始可

灌漿，灌漿應含具有膨脹性之非金屬附加劑。

十二、	安全監測之執行

圖10 實際施工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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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施工時組拆支撐架及澆置混凝土過

程，均經多方協調及分多次施工封閉及交

維辦理，引致其工率無法提昇及人機之成

本耗損，惟在安全無虞之規劃下順利完成

上部結構。

(三) 跨越廟宇及鐵道

本工程因原支撐先進工作車推展不如

預期，需配合工進增開工作面，由於工期

有限，再辦理工作車採購/安裝/試車實已不

符現狀，承包商陳報於P43S~P57S配置場鑄

自動量測系統2組、連通式沉陷計2組)以管控其

橋墩之沉陷量與傾斜度直至上構完成(詳圖11)。

(二)  緊臨鄰房及大坑溪(U4S/U5S)

本工程部分區域緊鄰居民廠房及臨

溪，工作車下車及逐跨場撐之施工空間運

作實有不足，其中P19S~P21S近接民房，

經溝通協調其同意暫時借地供工程使用因

應；P25S~P27S緊臨大坑溪，架設鋼便橋

(既有南上路共用)以供通行。

圖11 高鐵監測設施配置圖

圖12 P43S~P57S場鑄逐跨工法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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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穿)越既有設施之施工管理_道路/鐵

路/高鐵/高壓電纜

本工程緊鄰國道1號，高架道路沿途經過南

崁地區各項重要設施及交通要道，如車行箱涵(桃

六、南上路350巷、民生北路車行箱涵)、161kV

輸配電高壓電塔、桃林鐵路、高鐵…等等。

由於如上設施、要道等並無法全然配合施

工工進封閉或停止運作，為降低影響層面，事前

均與各單位協調，以利施工風險之規避，如高壓

電區域架設高架警示牌以免機具誤觸、車行箱涵

採臨時交維管制以避免組拆及澆置混凝土影響用

路人行車安全、桃林鐵路採通報及監視方式以避

免組拆及澆置混凝土造成鐵路通行障礙。

本工程與各單位交涉溝通綜整必要程序如

下述：

(一) 申請：至事業主管單位填寫表單或開說

明會，告知施工期程、工法。

(二) 通知：於每日施工須電話通知相關單位

本日施工項目（機具）及聯絡窗口。如

高鐵區域施工需先通知該日是否有吊車

吊掛作業，避免列車司機受驚嚇減速；

高壓電纜通知台電相關單位派員監視施

工作業；桃林鐵路區域施工應通知台

逐跨工法以符合進度。

然該區域路權僅於橋面邊緣投影線外

約3~6m，鄰國道1號側則有集散道路之平面

拓寬，已完成填方高約6公尺，為避免支撐

架基礎臨集散道路路堤側之過度開挖，影

響已完成之路堤填築，採回填拌水泥墊高

1~1.5公尺以維持支撐系統整地所需及邊坡

穩定(詳圖12)。

另因本區域跨越桃林鐵路，鐵路旁路

權內原有土地公廟，依規定須移設別處；

但當地民眾陳情並無其他土地可遷移，期

盼政府保留土地公廟以供日後延續香火。

經多次會勘定案保留原址及就地保護，致

使原已不佳之施工動線更趨嚴竣且需謹慎

規劃，其困難說明如下： 

1.  土地公廟及其金爐位於中央塔架位置

上，須部分遷移或變更塔架位置，該位

置旁即為桃林鐵路，挪移空間有限。

2.  施工中如搭設支撐架、澆置混凝土等須

保護土地公廟主體不受破壞。

3.  上構完成後支撐塔架之拆除，因結構完

成致上部空間受限，排架及塔架拉出時

須特別注意。

經業主、監造單位及承包商多次研議

後，決議移設金爐以配合塔架最小基礎空

間，架設保護土地公廟主體之簡易鋼架，

防止施工期間物體掉落，破壞或遭混凝土

漿體汙染，最後全程監視謹慎組拆以維廟

體完整。經由評估土地公廟保護方式、支

撐系統可組搭空間及日後拆除機具運轉等

多向規劃，利用原已路堤填築之集散道路

暫為施工動線之便道，待上構箱梁完成後

再辦理後續作業。

圖13 土地公廟及支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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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0S單元原U10S-1自向南推展，為達如

上之目標，於同一單元增加第二套工法設備自

U10S-6最末跨反向施作，並閉合於U10S-5。雖

反向施作之各項程序皆已核定並且可行，惟共

用施工便道之結果，致其設備運送及施工常彼

此受到影響。(如圖14)

因U10S單元原預力配置為順向配置，配合

變更改於U10S-5南北閉合，其連續預力閉合布

設非屬一般工程慣例(如圖15)，經承包商另提送

預力計算書陳報核可後施工；其計算書最主要

之變動乃於P55S、P56S中隔梁處各增加四處端

錨以利閉合後施拉預力。

鐵相關單位派員監視及協調列車通行管

制。

(三)  注意：工程施工時勞工應有自我保護

意識，隨時注意高空作業之施工，於

高鐵旁時，儘量不超過軌道高度；於

高壓電纜下需專人監督吊車(線)不接近

電纜線避免感電。

(四)  保護：於工作期間設置各種保護措

施，如高鐵裝設監測儀器、高壓電纜

旁加設限高架隨時提醒注意、鐵路及

道路除保護網另應加裝帆布避免混凝

土滴落。

三、	配合工進一單元二工作面南北推動之施

工布設

原訂工法由二工作面推展(U9S往南及U10S

往南)，並各進場乙套逐跨場撐工法設備趕辦，

因U10S進度推展不如預期，將影響橋面之連結

及導致後續已完成之橋面護欄施工之成本支應

(預拌車無法運送)，為利橋面儘速連結，U10S

單元應再增加資源趕辦。

U10S-4 v U10S-6 
U10S-5 

G G

P55S P56S 

 

 

圖15 一單元二工作面預力配置圖

 
U10S-6

圖14  施工便道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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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橋面頂版及翼版混凝土澆置：1天。

(十二)  混凝土養生：約1.5天(本工程添加

藥劑36小時可達到施拉預力強度

280kg/cm2) 。

(十三)  施拉預力(不含預力套管灌漿)：約

1.5天。

(十四) 降模：約1.5天。

(十五) 拆模及外模推進：3.5天

一般承包商安排施工循環時乃就工項、工

序、工率等基本面排定合理時程，因此當遇施

工困難或施工障礙而導致延宕時，亦依如上三

參數變動予以趕辦施工。承包商開始規劃中便

使用兩套場鑄逐跨設備分二工作面同時施作，

各施作17跨及18跨，原規劃平均單跨25天，但

因協力廠商狀況不佳而落後。經多次施工檢討

會議討論如何追回落後天數，並於各方努力下

終於在預定日期前完成上構箱型梁，其方法簡

述如下：

(一) 第一階段改變工項：由支撐先進工作

車尚有浮時狀況下協助推進4跨(15天/每

跨)。

四、	配合工進加速施工循環之研議

工法其一般施工循環總天數約為29天，每

一工項施作之天數如下(列於表2)：

(一)  整地：約1天。(除第一跨外其餘施工

循環不列入)

(二)  夯實滾壓：約1天。(除第一跨外其餘

施工循環不列入)

(三)  支撐架之組立：約2天。(除第一跨外

其餘施工循環不列入)

(四)  底版、外腹版模板架設調整：約1.5天。 

(五) 底版、腹版鋼筋綁紮及穿線：約5天 。

(六) 腹版內模組立調整：約3天。

(七) 底版及腹版混凝土澆置：1天。 

(八) 內腹板拆模：1天

(九) 頂版模版組立調整：約2天。 

(十) 橋面頂版及翼版鋼筋綁紮：約2.5天。 

表2 施工循環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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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後記及結語

場鑄逐跨工法在台灣土木工程界已然成

熟之工法，雖有場地需求大、施工期程長等缺

點，卻因其支撐系統調配彈性佳、經費少之特

性，常為其他工法輔助搭配最適合的方式。其

系統之多樣化可供現場配置已非目前技術難

處，反而於工作介面解決及組拆安全為現場作

業需注重之課題。

本工程介面問題已前列不再論述，然組拆

安全為業主、監造與承包商所重視。對此監造

工程處設計多項檢查表單以為控管，並要求承

包商全程監視以避免工作人員施工時因熟悉而

降低警覺性。業主、監造及承包商三方應於現

場營造一安全之施工環境，使工程可如質、如

期順利進行。

(二) 第二階段改變工率：增加工時加速施

工循環使降至平均單跨20天。

(三) 第三階段改變工序：增加支撐架等資

源自U10S-6反向推回閉合(前已論述)。

本節論述第二階段，兩套支撐架於U9S及

U10S同時施作各6跨共12跨，在施作初期即規

劃每跨25天降至20天，共可節省30天(6D*5)之

工期。表2在工項及工序不變情況下，調整工率

延長每日工作時間使其循環加速。雖表2中細部

工項已安排施工天數，但可能因工人出工、材

料機具調配、介面問題、天候因素等而略為調

整，因此工地現場管控時，抓出Milestone點以

預力施拉及兩次混凝土澆置分為三部分，即使

微調仍應控制三部分各在預計天數內完成。

另支撐架基礎及支撐架組立雖不列於施

工循環中，但因其為先行施工，必須於外模推

進前要完成，避免影響後續工序進行。依規定

支撐設施底部基礎土壤應確實滾壓堅實，但本

工址常因下雨而無法施作。為此，承包商自行

吸收成本，以水泥做基礎地質改良，雖無法減

少施作天數，卻可將天候之變數影響控制在最

低。

而支撐架部分，依工程慣例一套支撐架可

供兩跨半施工。除現正施作跨位使用一跨半材

料，剩餘一跨材料於前一跨外模推進完成後即

開始拆解，並在施作跨位降模前於後一跨組立

完成。本工程為配合工進加速循環，必需於21.5

天內降至16.5天，於是協力廠商決定支撐塔架不

再拆解，載運時使用較大之吊卡車及吊車，直

接運至下一跨組立，以節省拆架時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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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營造業、職業災害、安全管理、預防對策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簡任正工程師／王世浩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中段監造／專案協理／吳文嘉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中段監造／陳壯梁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北段監造／劉志峰 4

從心出發 平安回家 

施工安全管理



2

No.98│April  2013 │213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由於營造業本身既屬高風險行業，外加諸多不利因素，如地形環境惡劣多變、勞工
流動率高、工作人員類型混雜、勞工勞安訓練缺乏、勞工危害意識不足、營造機械老舊
維護不良、機具使用操作不當、勞安維護設施不足等因素，導致每年仍有重大工程意外
災害發生。故在我國各行業別之中，因營造業所發生之職業災害仍高居首位，主管機關
無不積極地謀求降低營造業職業災害之方法與策略，包括：法令之修正、設備（施）之
改善、人員之教育訓練及查核機制之建立……等，在在均顯示對此一問題之重視。

五楊工程於有限空間、時間要完成通車，在工程及安全維護即是一大挑戰，本文所
探討將以五楊工程職災、統計分析及施工安全缺失原因探討，施工期間不幸發生數件重
大工安事故，經各單位積極檢討，從＂心＂出發，思維改變，在工安制度，建立有別以
往工安查核制度，由被動轉為主動，提出各項興革預防對策，而將施工期間風險降至最
低。五楊工程在安衛措施作為堪稱一大進步，僅供後續施工監造人員、勞安人員於工地
查核時參考及省思，希望對於職業災害之預防，能有些許之助益；雖不能達成百分之百
完美，冀期相關施工安全有良好改進空間。

1 2 3 4

從心出發 平安回家 

壹、前言

回顧五楊計畫自民國98年底開工至101年

12月31日止，五楊工程各標災害案件中，共計

發生了32件重大工安與職業災害，由於每一件

職業災害發生後，除了雇主、勞保局、保險公

司…等必須支付之直接成本、間接成本甚為可

觀之外，其背後所隱藏的社會問題、家庭問題

等所帶來的整體負擔，更是難以估計。故如何

協助、輔導、要求承包商做好勞工安全衛生工

作，確實預防職業災害的發生，應是我們當前

刻不容緩的首要任務。

經歸納、整理後發現，於五楊工程發生的

職業災害中，以「墜落、滾落」為最大宗，其次

為「物體倒塌、崩落、被撞」；且有影響公共安

全事件，而其中發生災害時間為從事橋梁工程之

下部結構階段及轉換上部結構施工初期階段。

因此主管機關針對五楊工程特殊性及工安

制度與業主、監造單位研擬許多方案對策就執

行過程中對五楊施工團隊衝擊、承受、安全成

效，提昇不同層次之工安意識。

貳、案例統計分析

一、工安事件統計

五楊工程發生之工安意外事件原因類型，

有因勞工個人不安全行為所致、有因勞工未正

確使用個人防護設施所致、有因機具保養不佳

或操作不當所致、有因作業安排不當所致、有

因安全維護措施不足所致、有因安全管理不良

所致、有因交維措施不當所致等。

本工程共計有12個土木標，自民國98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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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重大工程職災比較分

析說明

影響職災發生之因子，所涉

及層面甚廣，總體而言，施工環

境、施工規模為主要因素，就五

楊與其他重大交通工程執行相較

如圖2所示。

以國內百億元以上工程施工

環境面來比較：國5工程、國6工

程為隧道及橋梁工程為主，施工

工期約為9~13年，所處環境係位

於郊區，人口密度低之區域，施

工腹地較良好，橋梁高度平均為

12公尺，其施工環境較佳，施工

期間發生每百億元之職災人次比

分別約為3.70人次及6.25人次。

五楊工程施工環境，其緊鄰高速

公路、部分路段位於住宅、施工

腹地狹小、動線不佳，且期程設

定由原規劃施工6年壓縮為3年，

橋梁高度平均20公尺以上，在

此艱鉅的條件下施工，施工團隊

所遭受的挑戰亦備艱辛，施工期

間發生每百億元之職災人次比為

1.67人次，與上述二工程相較尚

屬較佳。

再由施工期間年平均支出金額方面檢視：

國5工程為45.8億元/年、國6工程為26.7億元/

年、機場捷運工程為121.4億元/年，五楊段工程

則為180億元/年，顯示五楊段工程年平均施工

金額高於其他工程，約為其他工程之1.5~5倍，

其代表的是施工以全面性、緊湊性方式進行，

包括工人之出工人數、營建機械之數量、高架

作業之工作數、交通維持次數等皆高於其他工

程，其作業風險危害上面，亦高於其他工程，

由此更可顯示五楊段工程施工之困難度。

月陸續開工，隨著工程施工進入高峰期，風險

提高，期間共發生32件工安事故(含虛驚事件)，

造成8人死亡、13人受傷，另因民眾違規駕駛2

起，致2人死亡之交通事故 (如圖1所示)。主辦

單位於各次事件發生後，均立即邀集監造單位

及承商檢討事故原因及因應改善措施，加強教

育訓練與宣導避免事故再次發生。在主管機關

之協助與輔導，及施工團隊積極策進改善作為

下，工安事件發生頻率已大幅降低，且無重大

傷亡事故，顯已見成效。

圖1 五楊工程工安事件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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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計分析上五楊工程期程、工程支出金

額與職災人數與其他工程比較，其數據顯示並

非本工程執行工安成效不佳，而是在於施工環

境及施工困難度與其他工程較為艱鉅。五楊工

程為國內重大工程，自開工即受各界之矚目，

施工期間曾發生數件職災案件，然發生幾件職

災事故實感遺憾，亦非本工程所願見之結果，

在施工團隊積極作為及執行相關因應措施，有

效降低工程風險，施工團隊辛勞與努力仍應值

得肯定。

三、工安檢討與強度作為

(一) 工安問題癥結與缺失盲點檢討

五楊段工程工安事故原因業經檢討，

絕大部分均非安全設施結構性問題，而多

為個人之不安全行為或人為作業疏失造

成；究其原因，仍係因施工人員危害意識

不足、嫌惡個人防護器具、圖施工便利性

而逕行變更施工程序、貪一時之快等，五

楊工程職災發生成因，雖以施工人員個人

不安全行為大宗，然在安衛管理上亦有不

完善之處，諸如人員危害意識教育之不

足、人員管制、施工程序未遵從等，皆是

該虛心改進之處。

(二) 補強作業勞工工安行為

五楊工程歷經慘痛的工程職災，幾經

深痛的自我檢討後，深知原先安全衛生管

理已是不足，在北檢所、業主、監造及承

包商共同研討後，為維護施工人員安全及

確保施工順利，惟有增強管理措施應對，

藉由點至面，落實施工安全控管。

1. 增設巡檢人員及高風險作業承商全程監視

施工期間安全衛生設施部分已於施工

圖2  國內重大工程年平均工程支出與百億元之職災人 

數比

前先行考量設置，惟施工中施工人員不安

全行為卻難以全盤管控；因此，於101年

增設巡檢人員及高風險作業承商全程監

視，以督導立即改善與監護之措施達到降

低、消弭施工人員行為之不確定性。

2. 安衛組織責任分工

安全衛生之管理，係人人有責，為求

全面之管理，建制安衛組織責任分工，逐

標建立「責任區表」，從施工責任區分對

承商安全衛生管理之監督與執行，以達全

面、全體及互助檢查機制。藉由監造、主

承攬商至協力廠商建立之架構，採各工區

安衛檢查責任分工，賦予各級安衛檢查任

務，工地安衛到處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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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生命不能被漠視」之精神及理念，積

極協助工地工安管理並與五楊施工團隊，

就制度面及執行面研擬相關有效改善措施

及於每季聯合北區勞動檢查所辦理聯合稽

查，經過北檢所、業主、監造單位、承商

多方之積極努力作為及改善下，在工安制

度及執行方面已跳脫以往被動式之管理，

而以主動式作為來實施工安管理。

(二) 建立嚴謹施工作業檢查標準作業程序

經國工局第一區工程處與勞委會北區

勞檢所研議後，於民國100年訂定12項高風

險性工作項目之安全檢查強化作為(假設工

程－上下設備、工作車作業、邊坡開挖、基

礎開挖、擋土支撐作業)等；嗣又增修懸臂

柱頭版組、拆作業流程、橋面胸牆組、拆作

業、各類工作車移動/組拆/澆置流程，並由

國工局第一區工程處召開會議討論，從安全

3. 監造單位安衛檢查

監造單位針對承商之安全衛生設施及

管理實施檢查，包括「業務檢查」及「現

場檢查」，並對檢查缺失追蹤完成改善。

每月檢查總次數不得低於10次或增加頻

率，並依契約規定執行缺失記點扣款及停

工改善。

叁、推動合作過程機制及執行歷
程省思

一、推動合作過程機制

(一) 成立安全伙伴

五楊段自開工迄今，業主及北檢所基

於伙伴關係， 秉持「工程不能犧牲工安；

圖3 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安全衛生三級監督查核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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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造單位

(1)  監造單位設定安全衛生查驗點並要求承

包商實施作業環境或作業之危害辨識。

(2)  監造單位擬訂查核表單(17大高風險作

業查核表單)實施查核。

(3)  增設巡檢及全程監視工程師，加強巡視

及查核。

(4)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製作簡報及教育訓

練教材與宣導。

3. 承包廠商

(1) 制定各分項工程SOP，拆解至2階。

(2)  落實作業管制，並設置作業主管及現場

監督人員；危險作業全程監視。

(3)  施工前一日提送危險作業申報表並上

傳至Pro PM平台。以利掌握危險項目

查核。

(4)  交維及夜間作業管制夜間、例假日，

作業前實施工作許可申請，作業現場

輪值。

二、執行歷程省思

(一) 檢查頻率過高

五楊段工程於施工期間，另有其他工

程在建中，如國2拓建工程、機場捷運工

程，經查北檢所檢查頻率約為每月1次，而

相較於北檢所就五楊段執行檢查工作，自

開工以來，至C902標發生第1起人員墜落

死亡職災事故前(100.3.27)，北檢所至各標

檢查次數平均每月1次，事故後各標檢查次

數增加至平均每週1次，自101年元月起，

再增加至平均每週2次以上，全面勤查重

罰，造成現場停工次數及罰鍰增加，固然

是北檢所對工安事件防範未然的手段，然

而，後續仍發生多次工安事故，顯見勤查

重罰的手段，並非有效降低意外的方法，

且造成原有工人大量流失，新進工人經驗

作業程序、參考圖說、檢查表單等，將各項

查核機制標準化，訂定適用之檢查表單，包

括各施作項目之檢查內容、方式與頻率，進

而於現場具體落實各項檢查作業。

(三)  建制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安全衛生三級

監督查核管理機制

依勞委會北區勞動檢查所於100年12

月21日及101年01月03日召開五楊計畫

「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廠商勞安三級管

理辦法座談會」之共識，研提自主管理機

制辦法，就三級管理加以整合提昇，希望

達成「垂直分工、水平整合」強化自主管

理及三級管理機制(如圖3)茲分述如下：

1. 國工局

(1)  於本計畫特設置「安全衛生督導小

組」，由工務組組長擔任召集人，稽

核委員由工務組及規劃組(橋梁科)各指

派資深工程司或具相關經驗者1~2位擔

任，每季督導查核一次；必要時得由科

長以上主管率隊不定期實施督導查核。

(2)   工程處-成立安全衛生專責稽查小組，

由副處長擔任召集人率隊每月主持交叉

稽查一次，小組成員由簡任正工程司、

工務課以及非受稽路段之工務所、監造

單位人員組成。

(3)  每月處長召集工務課、各督導工務所、

監造單位、承包商舉辦擴大安全衛生會

報並記錄。

(4)  工務所各標案主（協）辦或安衛工程

司，對監造及承包商實施施工安全查

證，原則上各標每週至少一次，必要時

得增加頻率；查證時監造單位及承包商

會同實施。工務所主任（或指派之代理

人）並列席參加監造單位及承包商召開

之安全衛生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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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依工程慣例完工後仍會以保留款

從協力廠商項下扣除，造成協力廠商既

無利潤何苦工作之心態。

2.  協力廠商抗拒，或延遲施作工安事項或

為爭取增加之設施費用或為節省工時，

造成承包商及監造管理不易落實。

3.  消極面對，每回工安檢查協力廠商自動

停止工作，成本大量增加。

(五) 無法累積學習經驗

1.  勞委會職責為保護勞工之安全及保障勞

工就業權利；就北檢所檢查方式雖保護

勞工之安全，但相對執行方式卻無法讓

勞工有生活就業保障，使得以領取日薪

之基層作業勞工因停工生活困難，造成

勞工家庭生計及社會問題，勞工退場後

更無法累積學習經驗。

2.  政府施政為照顧弱勢團體，目前作業勞

工為求得溫飽基本生活，又因國內營造

生態特殊及政府公共建設無持續性，且

較無規劃整體配套，勞工更換工作頻

率很高，且無專業技能及充分的教育訓

練，作業勞工只能聽從雇主指揮用心完

成使命。

3.  土木工程各項作業均具專業性，國內各

種工法及施作方式，皆由專業協力廠商

之工班長期性傳承教育與學習，方可有

累積豐富經驗，進而做出良好施工品質

及安全事項，勞委會應視工班安衛配合

度給予機會改善，並本著以人性關懷與

正面輔導未加強前線工班安衛意識。

(六) 以工廠執行管理土木工程

不足，對施作工法、工地安全不熟悉，反

而增加工安事故發生之機率。

(二) 停工次數過高

1.  因個別作業細項不符安衛規定，擴及全

標同樣工項全部停工之處置，已株連到

相關工項及不同工班，對工進與工安的

影響重大。

2.  停工及罰款處分頻繁造成一罪二罰，可

立即改善之缺失不採要求現場說明及立

即改善之處置方式，致工班如遇勞安檢

查即以不進場消極因應或停止作業，對

工進已造成影響。

 (三) 工班流失率極高

1.  因常被停工以及趕工招致工安事故之影

響，五楊段拓寬工程已被工班及工人列

為最後之選擇，營造業風險相當高，主

要原因為作業變動性大、工種複雜、勞

工流動性高、承攬關係常多層轉分包等

特性；故優良與有經驗之工人招募不易

影響工程之進行。

2.  熟練與技藝較佳之工班與工人因受多次

停工之影響另謀他就轉移其他工程；故

復工後專業廠商只好另行僱用不熟悉工

地環境、工安教育訓練不足，工安辨識

能力較弱等之工班與工人進場施工，工

安事故仍可能再發生。

(四) 罰款金額過高

1.  於檢查大原則不變，惟檢查員會因個人

檢查方式及項目細節而使檢查結果有所

差異，動輒重罰二十一萬，此為訂定契

約前承商所無法預料，即使為工進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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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至第29條規定通知停工之事業單位，

得於停工之原因消滅後，向勞動檢查機

關申請復工；另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第

36條亦規定，事業單位依本法第30條之

規定申請復工，勞動檢查機關於查證停

工原因消滅後，應以書面通知其復工。

是故停工範圍之停工原因消滅後，依法

即可提出復工申請，然北檢所要求各承

包商須提出復工改善計畫書，且須經業

主、監造單位審查同意，方同意進行復

工程序，雖依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第34

條第1項第6款規定，申請復工之條件及

程序係由勞動檢查機關訂之，然若僅針

對五楊段工程特別嚴厲及繁雜，而非轄

內或全國所有工程一體適用，或有擴張

本身職權之疑。

(2)  另北檢所重大職災停工復工程序，仍依

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重大災害通報及

檢查處理要點」第4條第2項規定辦理，

工安意外發生，僅單一標段單一事件，

若可判定為重大災害案件，依法辦理絕

無疑義，然目前五楊段工程之非重大災

害案件及一般停工案件之復工程序亦比

照其自訂繁複手續辦理，是否合宜，實

有討論空間。

肆、施工安全風險管理及預防對
策

國工局於設計階段已針對未來施工階段可

能之潛在危害進行相關風險之評估，並提示有

那些風險或危害，施工階段則承接設計階段已

辨識出之風險資訊，針對其工法特性及施工環

境進行更細部之風險辨識、評估並尋求減輕對

策，提供各施工廠商依循施工安全作業前風險

管理，期能有效消弭或降低風險，俾使勞工職

業災害、工程災害、工安事故減至最低，達到

工程零災害目標。

對五楊工程管理採一般工廠制式之施

工流程作業來檢視大型土木工程案應有所

差異管理。五楊工程為高架作業橋梁土木

工程，設備、設施、人員會因階段性工作

及天候因素隨之變動時程，施工承商會隨

時依據現況不同，其作業方法有所更變；

而工廠之作業模式，其設備、設施、人員

較固定及制式化，另不受天候影響，人員

及工廠能作系統化的管理；兩者在先天上

有著顯著的不同，執行應有所區別。

(七) 權責

 1. 檢查權責

(1)  依據勞動檢查法規定，勞動檢查業務須

由勞動檢查員，持檢查證依法執行檢查

業務，然目前北檢所為禰補人力之不

足，增加巡檢員協助檢查，雖然用心良

苦，但巡檢員未具檢查證，執行檢查業

務是否符合行政程序?

(2)  主管機關就權責本應輔導及指正，協助

承商建立合格做好安衛措施，其至現場

檢查非屬安衛部分之工項缺失，屬較專

業性部分亦要求承商提出改善計畫且皆

須業主或監造單位同意背書，又不願負

責，且依自己主觀意識意見達到復工要

件，有失原本主管機關權責。

(3)  人力過度介入承包商之自主管理組織，

對於自主管理以強勢態度要求照其標準

作業，業已背離行政裁量之權責。然工

程施工作業之安全責任本屬施工團隊之

責任，承包商依其專業作為，應獲得適

度尊重及肯定，另人員組織之運用應是

承包商自由運用範圍，北檢所以主管機

關之姿，要求承商配合，實有過度干涉

之嫌，與行政指導觀念相違。

2. 自訂復工程序繁雜

(1)  依勞動檢查法第30條規定，經依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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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不足疏於注意而發生工安事件。

主承包商主導投標，本應具有工程管理(含

工地安全)及資源分配能力，目前常見主承包商

低價得標後，再將部分工程內容或相關勞務工

作分包予下游協力廠商，分包過程中相關品管

要求及勞安管理責任，亦隨之轉嫁協力廠商，

由於協力廠商通常規模較小，公司組織並不健

全(往往由老闆充當工地領班帶著工人一起作

業)，因管理人力不足，工安人力亦有限(不易找

到人，找到也養不起)，若主承包商未積極派員

投入勞安管理工作，則工安事件將層出不窮。

因勞安法規對主承攬商規範有限，機關可

藉由採購契約加強對勞安管理之相關作為規定

與罰則，必要時將廠商登錄為不良廠商，限制

其繼續參與公共工程之權利。

三、編列假設工程及勞安維護設施量化預算

工程規劃設計時，針對假設工程，應儘可

能繪製圖說、合理編列預算，並按實際施作數

量計價。假設工程及勞安維護設施之相關要求

(例如：法規規定、安全係數需求、外加載重規

定、地盤反力試驗需求、構件強度需求等)，亦

應納入工程契約管理作業。

四、落實營造業技師簽證管理

針對各類假設工程，廠商於施工前務必準

備施工計畫(含分析計算、施工圖說、材料規

範、施作順序等工務)，主承包商即應指派其簽

證技師予以審核簽認，並督導工地確實按計畫

執行。若工地因未提出計畫及遽以施作或未依

計畫施作，導致發生工安意外事件，實應加重

檢討該工地簽證技師及工地主任之法律責任。

對於主承包商之公司負責人，亦應追究其是否

已善盡管理責任。

國道1號五楊段橋梁新建工程，臨高速公

路兩側，施工過程確實存在諸多高風險作業，

在此北檢所及勞委會多次輔導及指正並重新指

示訂定五楊段工程之自主稽核管理計畫3級管理

各項作為，目前五楊段各標因施工工法不同及

因應現場作業方式須因地、因事制宜，已提出

相當多之改善與作為。工地施工環境艱辛實無

法用言語能夠表達施工團隊人員之辛勞，工程

過程確實有些不妥善及因工安事故造成遺憾，

但在各級指正輔導及配合下，業已獲得很大改

善。

為督導承包商遵守勞安法令規定，促使達

成工程減災目標、降低工程施工風險，檢討與

策進現行控制規範及程序如下：

一、提高危害意識，將勞安管理成為營造企

業文化

透過教育訓練、證照制度，提升雇主、勞

工、監造、工程主辦機關之勞安危害意識，落

實以人為本概念。協助承商公司高層加強對職

業安全衛生環境之重視，並持續提升承商之勞

安管理，使勞安管理為機關、企業及勞工之文

化。並經由勞安認證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相關管理制度，管理績效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者，主辦機關亦可聘請相關學者專家至工地

指導、診斷(含宣導、訓練)，以提升廠商危害辨

識能力及安全意識評估。     

二、主承攬廠商勞安維護責任之強化

現行法規勞安維護責任在雇主，發生事故

時，主承攬商須負之責任甚少，承攬廠商相對

弱勢，除需自行負責其進度、品質、成本管控

外，亦需負擔主要之勞安責任，惟我國營造業

因多以最低價決標，造成低價搶標利潤微薄，

往往人力極其精簡，加上營造業工作繁重，相

對危險性高，人才培養有限，故工地常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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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強營造機具之管理

對於自有機具或協力廠商所提供之機具，

主承包商應有管理維護作業機制。就較常發生

事故之移動式起重機而言，吊升能力在3噸以上

之起重機，屬勞安法所稱之危險性機械。其操

作除對操作者有危險性外，亦常成為周邊工作

地區勞工之潛在危險。針對移動式起重機等機

具，主承包商亦應負起監督管理之責任，於機

具入場前即應備妥一機三證，經專人檢查合格

後，方可同意進入工地作業。對於其他機具，

亦應依法定期檢查妥善維護。操作手亦應受過

適當之訓練或取得相關安衛證照。

九、機關委託規劃時安衛規劃及管理納入

評選

機關於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顧問評選時，

將安衛規劃及管理能力納入評選考量，並可將

廠商對工程風險評估之能力納入評選依據。於

評選監造顧問時，亦可要求監造顧問廠商於提

報服務建議書時，將勞安維護作為及工地主管

與勞安人員能力納入服務建議書中，作為評選

之參考。另對於規劃、設計、監造顧問以往在

勞安管理之績效，亦可納入評分考量。

十、工程規劃設計時執行施工風險評估

於規劃設計階段，藉由施工風險評估分

析，可選定合宜之工程方案，並利用設計手段

減少施工階段之風險。施工風險評估亦可協助

暸解施工階段所需面對之風險，進而詳實編列

所需之勞工安全衛生費用，以利後續勞安維護

執行。

十一、落實廠商之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依據勞安法規，各承攬廠商應建立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據以確實執行。另於公

五、落實作業主管在場監督

依據目前勞安法規，需作業主管在場監督

指揮之工作包括下列七種，分別為擋土支撐作

業、模板支撐作業、施工架組配作業、鋼構組

配作業、露天開挖作業、隧道挖掘作業、隧道

襯砌作業等，由於各項作業各有其施作要領及

危害工項作業，各作業主管受過不同之專業訓

練取得訓練合格證照，亦需擔負起現場安全管

理及指揮工作之責任，舉凡工作環境確認、工

序安排、工人防護設備及工人是否有不安全動

作等，均應由該作業主管負責管理。於作業進

行中，該作業主管應避免親自操作，以避免忽

略作業主管應有之責任。

六、工程發包時應考量合理工期

施政目標之推動固有其時效目標，惟仍應

給予合理工期。當工期緊迫時，往往伴隨工班

替換，工人流動。亦經常產生共同作業現象。

在管理良善之工地，若工序安排得當、協議組

織有效運作、工安管理嫻熟，應無太大問題。

惟因我國營造業多數廠商管理能力不佳，在趕

工狀態下，亦常衍生工安問題。對於涉及公共

管線之工程，應合理規劃管線配合遷移之時

程，對於屬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工程，亦應考量

廠商提送危評審查所需時間。

七、規範工安維護不良廠商禁止參與公共

工程

目前公共工程多採最低價決標，對於勞安

管理較弱，屢次發生重大工安事故之廠商，只

要投標價低，仍可成為決標對象。為避免工安

管理能力不良之廠商一再以最低價得標，卻又

屢因管理不善陸續發生工安事件，可透過契約

條款規定將因勞安管理不善之公司登載於政府

採購公報，限制其繼續投標之權利。



2

222 │No.98│April  2013

專
題
報
導

一、分包制度限制

目前工程主承攬商得標後，即將一部分工

作項目分包於其他廠商，而分包承攬後之廠商

又再分包於下游廠商，如此分包制度循環下，

最後一級廠商總是被犧牲的一群，然直接執行

者，卻也是最後一級廠商，而在主承攬商以營

建管理自居，在經費及人力有限下如何做好工

地安全實為一大難題，而要解決此問題，分包

制度之限制實有討論之必要。

二、主承攬商管理制度

工地安全衛生之推動人人有責，透過工

地施工人員之參與才能獲致良效，惟要推動施

工安全體系，主承攬商高階主管的支持和決心

極為重要，畢竟建立安全體系是要投入不少人

力、經費和時間，並且還看不到直接的效益。

只有主承攬商高階主管的支持，這種不具「生

產」效益的活動(或謂無利潤之成本支出活動)才

有可能推動執行，也才能夠真正有效的落實和

發揮功效。

三、政府安檢人員的角色定位

政府機關派出的安檢人員在執行工作時，

應該抱持著協調合作的態度，而不僅是一昧的

去檢查工安衛上的符合度，畢竟開罰單是一件

容易的工作，但卻不是確保安全的好方法。

因為營造工地的狀況隨時會變（不僅每日，甚

至每一時段），因此縱然具備高度安全意識的

營造廠商都很難隨時有效的完全掌握所有的可

能（潛在）危險。如一個主承包商已經做好整

個工地場所的工安工作，執行適當的工安管理

制度，也對分包商做了合理的規範和要求，那

麼縱使工地有分包商觸犯勞安禁止規定時，安

檢人員應該更傾向於扮演安全諮詢（顧問）人

員的角色，提供立即的建議，以減少可能的職

災，而不僅是單純的去檢查工地安全措施的法

共工程施工前，承攬商亦需提送施工計畫書及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書，經監造及工程主辦機關

核定後據以執行作業。故於計畫書審查階段，

施工前宜要求廠商針對該工程之高危險性作業

時施工前作業說明，詳細分析確認作業危害項

目，制定防護對策，並建立施工作業程序及勞

安維護要求。於施工階段則由承攬廠商技師簽

證、工地負責人及安衛管理人員加強督導相關

勞工作業規定，並據以確實執行。

伍、結語

五楊高架工程在施工環境受限及沿中山

高兩側施作，須交維與安全兼顧，施工腹地狹

小、多高架、動線差，高空作業、動態性、短

暫性作業眾多，夜間及假日出工率高且施工人

機眾多，其因難度自有別其他工地，施工期間

發生多起職災，與其他百億元工程比較，五楊

段職災發生之比率非較差，然更可貴是在職災

事故後，皆深切檢討事故發生原因，針對承包

商、監造單位及主辦機關，擬定改善方案，並

責成落實。為求工地施工安全，工地安全衛生

工作採全方位思考，並朝愈來愈嚴密的方向努

力，以期阻絕工安事件發生外，面對工安實務

面仍存有風險度的情境下，更應對工安的強化

與提昇採持續推動改善的態度，且永無止境。

陸、建議

營造業由於工種繁多、作業人員異動頻

繁、作業環境不佳、作業場所不固定、受天候

地質環境影響、危害隨工程進行變動等因素，

管理原本就不容易，加上本產業的轉包和分包

體制，和在最低價決標制下所衍生的低價搶

標，更使得營造業要做好施工安全難上加難。

透過五楊工程實例，建議事項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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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符合度；畢竟安檢人員真正的工作目標應該

是幫助承商減少危險，使得工作場所更安全，

而不是開罰單。

四、安衛工程師權力及安衛制度之建立

在每一工地指定工地安全衛生的負責人，

並明確定義其工作職掌、權責範圍，如制定工

地的安全標準以及召開工地安全衛生會議，負

責相關工安衛工作的指導和檢查。為了落實安

全衛生相關措施之執行，公司並應將各級經理

及管理人員，在安全衛生事項上之執行績效，

納入評鑑考核項目，並將結果做為員工獎懲之

依據。

五、落實安衛設施先行設置模式

營造業的職災比例與其他產業相比普遍偏

高，這種現象舉世皆然，為了降低營造業的職

災比例，承包商於施工前必須多加評估施

工之風險及施工作業流程，規劃出的

安全衛生設施符合施工需求，提

高施工性及便利性，達成一個沒有

職災傷害工作環境，這種承諾建

立在“所有的職傷都是可以事

先防止的＂認知和理念上，亦

即“不將進度、成本放在工安之

上＂的一種作業考量。因為有這

種的考量，才會盡其所能的去防

止職災，提供一個沒有職災威脅的

作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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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入侵紅火蟻、紅火蟻防治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副總工程司／李宏徹 1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桃園工務所／工程師／李仁湖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中段監造／專案經理／張仁杰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中段監造／景觀工程師／莊筱驥 4

全面防治 化險為夷 
入侵紅火蟻防治工作
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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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入侵紅火蟻(如圖1)原產於南美洲巴拉那河流域，20世紀初因為貨物的運輸而入侵美

國南方，2001年於紐西蘭與澳洲建立族群，至此入侵紅火蟻已蔓延至國際。台灣於2003

年10月首先發現於桃園及嘉義，並且對人類、農業、畜牧業、生態環境、公共設備、基

礎設施、娛樂和旅遊業造成重大的危害。

為有效防治入侵紅火蟻，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於2004年開始積極推動防

疫工作，成立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並訂立「營建基地紅火蟻偵察、防治及植栽與土石

方移動管制標準作業程序」。五楊拓寬工程因位於入侵紅火蟻疫區中，如未能及時解除

入侵紅火蟻移動管制，將使本五楊高架橋梁工程之下構基礎、基樁施工產生剩餘土石方

無法外運，勢必造成工程停頓影響工進。故如何降低入侵紅火蟻的影響，使土石方及植

栽可以外移，讓工程順利進行成了本計畫的一大考驗。

圖1 入侵紅火蟻

全面防治 化險為夷 

1 2 3 4

壹、 疫情發生與通報等背景說明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執行

前，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簡稱高公局)

已進行林口、桃園、機場系統、內壢等各交流

道入侵紅火蟻管制區之防治工作，其中林口交

流道於民國99年1月7日解除疫區管制。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簡稱國工

局)奉交通部指示於99年1月1日正式接辦國道

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以下簡稱本工

程)，其中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即針對入侵紅

火蟻，將相關偵察及防治等作業程序，列為承

包商應辦事項，並編列防治經費據以辦理。於

開工後一個月內檢視工區有無入侵紅火蟻，若

有，即辦理防治作業。植栽移植標於98年10

月13日開工後檢視工區有無入侵紅火蟻，發現

疑似入侵紅火蟻後於98年12月23日劃定疫區

範圍為北上線49k~55k、南下線52k~60k。另其

他路段，發現疑似入侵紅火蟻，於99年1月25

日劃定疫區範圍為北上線62K+200~67K+800及

69K+800~71K+800(如圖2)。

本工程負責防治之入侵紅火蟻管制區為：

桃園及內壢交流道、北上線49K ~ 55K、北上線

62K+200~67K+800及69K+800~71K+800、南下

線52k~60K，共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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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治目標

一、短期目標：解除入侵紅火蟻移動管制，於短

期內將植栽外移與土石方外運。

二、最終目標：解除全線疫區管制(沿線施工範

圍)。

參、防治策略及方法

一、防治策略

(一)  國工局由李宏徹副總工程司負責督導，

下轄工務組及第一區工程處，並由第一

區工程處督導各工務所及監造單位，監

督承包商執行入侵紅火蟻防治工作。各

標承包商則委託專業廠商或機構進行入

侵紅火蟻偵察及防治工作，國工局不定

期督導各工程處防治情形。

(二)  為達到防治效果，於99年1月14日邀

請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李昆龍技

正，就入侵紅火蟻進行偵察及防治等

相關作業進行教育訓練(如圖3)。另交

通部吳萬德參事邀請農委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及國家紅火蟻中心於99年6月

8日及8月4日蒞臨督導入侵紅火蟻偵察

及防治辦理情形(如圖4)。

(三)  現場防治部分，由本工程各標承攬商

委請專業防治廠商或機構(頂響能多潔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昆蟲學會、桃園

區農業改良場，防治人員均已受訓

合格)，結合全線疫區路段同步聯合

防治，集所有防治人力與物力積極投

入，密集防治與偵察，於短期內將植

栽外移與土石方外運。

圖2 五楊拓寬工程入侵紅火蟻疫區範圍

圖3 邀請李技正進行教育訓練

圖4 吳參事邀請相關單位指導(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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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契約共編列入侵紅火蟻偵察與防治

費用約1,379萬元，包含(1)解除移動管制階段之

偵察與防治，(2)解除移動管制後續相關作業及 

(3)至工程結束期間定期之巡察費用。防治藥劑

使用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准用藥百利普

芬餌劑、芬普尼粒劑、因得克等。

二、防治人力編列及運用情形

(一)國工局 

　　負責統籌國工局轄區入侵紅火蟻防治

工作，召開及辦理相關會議及訓練，不定

期督導工程處入侵紅火蟻防治執行情形。

(二)一區工程處 

　　考核所屬工務所入侵紅火蟻防治執行

情形，並執行宣導方案。

(三)督導工務所 

二、防治方法

依據「營建基地紅火蟻偵察、防治及植栽

與土石方移動管制標準作業程序」辦理。為達

短期目標(解除移動管制)，以粒劑及餌劑交錯使

用，並於每次防治後15日偵察，若無發現入侵

紅火蟻，即將每次防治完成後之面積、位置、

人力、使用藥劑紀錄及照片詳列於報告書中，

報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複

查，解除移動管制(如圖5)。

解除移動管制後，依據「紅火蟻標準作業

程序」每月一次以誘餌誘集法偵察入侵紅火蟻

防治效果，持續6個月若無發現入侵紅火蟻，

報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複查

(100年8月後由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辦理)，解除

疫區管制。

肆、防治資源備置及運用情形

一、防治經費編列及使用情形

圖5 入侵紅火蟻防治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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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防治面積佔發生面積比率

    為達有效防治目的，國工局防治範圍不

侷限於蟻丘與發現餌管之位置，採路權內

之管制區全面防治，防治比率為100％。施

藥與偵察執行時，利用GPS定位儀確認防治

軌跡，確實掌握防治效果。

三、防治率 

    於接辦本工程初期以誘餌誘集法偵察，

平均入侵紅火蟻數為1~13隻/管， 99年10

月全線已無發現入侵紅火蟻，防治率達

100%。

四、防治後追蹤監測情形

(一)  解除移動管制後，每月1次以誘餌誘

集法偵察入侵紅火蟻防治效果，並持      

續6個月，若無發現入侵紅火蟻，則

報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複查，解除疫區。

(二)  每月除將防治、偵察情形填報「植物

疫情管理資訊網」外，亦編入本工程      

資訊管理追蹤系統內，以隨時掌握入

侵紅火蟻最新訊息；非疫區之工區範

圍，每月提送巡查紀錄至督導工務所

備查。

五、防治宣導辦理情形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李昆龍技正曾就

入侵紅火蟻進行偵察及防治等相關作業教育訓

練，交通部吳萬德參事二次邀請農委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及國家紅火蟻中心蒞臨指導，本工

程並與機場捷運工程交流，請教入侵紅火蟻防

治心得。

　　執行入侵紅火蟻防治及偵察工作，每

月彙整相關資料。   

伍、防治過程、防治成效與後續
追蹤監測情形

一、疫情發生後，在無下雨等不可抗力因素

下，展開防治的時間

(一)  高公局於99年1月1日將中山高速公路

五股至楊梅路段移交國工局，移交後

99年1月15日已首先針對桃園交流道由

植栽移植標展開防治施藥。

(二)  各土木標開工後，99年2月2起本工程

全線入侵紅火蟻共同防治施藥(如圖

6、圖7)。

圖6 入侵紅火蟻誘餌誘集

圖7 入侵紅火蟻施藥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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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同仁對於入侵紅火蟻之認識，不定

期對承包商、協力廠商進行教育訓練及入侵紅

火蟻處理方式講習，並張貼海報，要求發現入

侵紅火蟻需立即通報，及受紅火蟻叮咬時防護

及救治應注意事項等。林口展示館亦有宣傳海

報向民眾宣導。

六、種苗、綠美化資材、砂石、營建剩餘土

方移動管制、醫療處置通報等其他工作

辦理情形

(一)  未解除移動管制區域內之植栽與土石

方嚴禁外運。

(二)  本工程解除移動管制後，植栽依規定

浸泡藥劑後陸續移出，並提送報告書

備查。

(三)  土石方外運於99年8月10日起，由本工

程C905標運土至C906標堆置。

(四)  醫療處置通報：未發生。

圖8 植栽移出浸藥程序及流程圖

表1 植栽移出樹種數量及地點

移植地點                                                      樹種 數量(株)

觀音行政園區 台灣欒樹 104

平鎮市公園 台灣欒樹 17

青埔棒球場停車場

台灣海棗、台灣欒樹、海檬

果、台灣朴樹、刺桐、茄苳、

大葉山欖、蒲葵、水黃皮、羊

蹄甲、美人樹、紅洋風鈴木

685

八德行政園區 77

林口展示館 2

平鎮系統交流道 5

路竹交流道 293

文小二公園 67

大園懷德育幼院 小葉欖仁 25

仁德服務區 紅洋風鈴木 9

鼎金系統 美人樹 25

合計 1,309

(五)  解除移動管制後，植栽移出浸藥程序

及流程如圖8所示。

(六)  解除移動管制後，植栽移出樹種數量

及地點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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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入侵紅火蟻絕跡，達到解除疫區管制

之最終目標。

三、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於99年11月

8日查核本工程入侵紅火蟻防治辦理情形，

很榮幸的代表交通部得到當年度唯一特優的

成績，所有長官、同仁及承包商的努力也得

到了肯定。

(七)  防治成效：本工程分階段解除移動管

制及疫區管制，解除時間如表2所示。

陸、結語

一、本工程期程緊迫，為儘速解除入侵紅火蟻移

動管制，避免影響初期工程進展，以期土石

方與植栽可順利外運，並達到防治效果，因

此本工程防治作業委由專業防治廠商或機構

辦理，並採取全線共同聯合防治，同步施

藥。

二、本工程位於桃園縣境，原為入侵紅火蟻活

躍區域，曾經二次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及國家紅火蟻中心複查未能解除南下線

移動管制，後經其熱心指導防治方法，並

檢討入侵紅火蟻藏匿地點(高速公路護欄下

水泥牆)及藥劑使用方式，修正防治方式針

對護欄下水泥牆縫隙加強藥劑灌注及調整

施藥程序，並搭配局部除草作業，最後終

表2 入侵紅火蟻解除移動管制及疫區管制時間

疫區位置或里程 解除移動管制時間 解除疫區時間 公文

桃園交流道
(北上線)99.05.06

(南下線)99.05.19
100.02.08

1.農授防字第0991484618號函
2.農授防字第1001484097號函

內壢交流道 99.08.16 100.08.24
1.農授防字第0991484954號函
2.蟻防字第1000824301號函

北上線49K~55K 99.05.06 100.02.08
1.農授防字第0991484572號函
2.農授防字第1001484097號函

北上線

62K+200~67K+800及

69K+800~71K+800

99.04.22 100.01.31
1.農授防字第0991484520號函
2.農授防字第10014840707號函

南上線52K~60K 99.08.16 100.08.24
1.農授防字第0991484954號函
2.蟻防字第100082430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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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測量發展、坐標系統、技術展望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部／副總經理／管長青 1

健行科技大學／應用空間資訊系／教授兼工學院院長／張嘉強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北段監造／專案副理／吳永源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中段監造／專案副理／蘇承強 4

經天緯地 端始測量
工程測量發展歷程
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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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舉凡地球形狀、大小的決定，國防、經濟規劃所用的地圖，工程建設位置的測定，

以及地籍重劃、土地開發、陸海空的定位等，都與測量工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近40

年來，國內為促進經濟發展，政府陸續推動十大建設、十二大建設、十四項建設、六年

國建、新十大建設、愛台十二項建設，以及目前的黃金十年，展開了諸如一高、二高、

高鐵、捷運、台鐵、西濱、科園、工業區等重大工程的興建與拓建，而隨著科技的進步

與衝擊，工程面貌的更新，工程測量的發展亦產生了相當的變化。本文即係針對我國工

程測量的發展與展望，以及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施工測量作業之方法，提出相

關的整理及說明。

1 2 3 4

經天緯地 端始測量

壹、工程測量發展歷程

工程建設工作的推動必須由測量作業開

始，因為在建設的過程中，所包含的規劃設

計、施工和營運等三個階段，皆存在測量相關

的工作任務，例如在規劃設計階段，需先辦理

控制點測設、工程週邊設施(如管線)之收測及測

繪大比例尺地形圖等；在施工階段，可用於辦

理原地面收方、施工控制網及構造物放樣等；

而在工程竣工後的營運階段，則可用於以監測

工程體變形為目的之監測作業。

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科技的創新，

工程的面貌不斷更新，相對於工程測量不斷提

出新任務、新課題和新要求，致工程測量之組

織、市場、儀器、規範、計算工具，乃至於坐

標系統等均有了相當的演進，而測量作業技術

更是有了長足的進步。臺灣地區近40年來之

「工程測量發展歷程與展望」經整理詳如表1，

以下即針對其中有關坐標系統、儀器設備到作

業技術等幾個重要元素予以說明。

一、臺灣地區坐標系統的變遷

(一) 1980年之前 

1945年臺灣光復前，日本陸地測量

部於臺灣地區測算完成的一、二、三等三

角點(簡稱陸測點)，係採用南投縣埔里鎮

虎子山一等三角點，坐標計算採白塞爾

(Bessel)橢球體，推算出各點之大地坐標及

直角坐標值，以公尺為單位。而地籍、水

利、農林機關所測的三角點，則以台中公

園內主三角點89號為原點，據以推算各點

之平面直角坐標，以特殊的「間」為其長

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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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工程測量發展歷程與展望一覽表

年代 ~1970 ~1980 ~1990

階段 機關自辦地測 重大工程測量 測量專業分工

測量組織 工務機關 顧問公司 地測公司

市場
零星工程

工程養護、維修、改建等測

量

10大建設

沙國公路航測

印尼影像判釋

14項建設(交通工程)

二高、高鐵、一高

西濱、山鐵、竹科

坐標系統
地籍坐標

TM 6度分帶

TM 3度分帶

TM 2度分帶
TWD67 2度分帶

相關規範 機關自訂地測規範
內政部頒

控制測量規範

內政部頒

基本圖製圖規範

計算工具

(軟、硬體)

計算尺

對數表

手持計算機

CPU-RAM-HD

286PC-16bit

10MHz-8M-20M

儀器技術

平板測圖

皮尺測距

經緯儀

水準儀

電子平板測圖

讀秒經緯儀

紅外線、微波測距儀

自動水準儀

類比航測

雷射測距

全測站電子經緯儀

三維測圖

大學系所
成大土木系測量組

聯勤測量學校

成大航測所

中正理工測量系

成大測量系

中正理工測繪系

學協會 測量工程學會
航空測量及遙感

探測學會

地籍測量學會

地圖學會

年代 ~2000 ~2010 ~2020

階段 測量專業競爭 3S圖資整合 多元加值運用

測量組織 航測公司 遙測、GIS公司 空間資訊整合

市場
6年國建(基本圖資)

都會(台北、台中)

土開(工業區、科園)

數值空間資料庫

GIS主題圖資

DTM、海域

國土開發

土地利用

災害防救

坐標系統
TWD67 2度分帶

TWD97 2度分帶
TWD97 2度分帶 TWD97(2010)

相關規範
GPS、水準、重力

DEM測量規範

GIS、地形圖規範

儀器率定

3D(含室內)建模

網路交換格式

計算工具

(軟、硬體)

586PC-32bit

100MHz-64M-500M

雙核PC-64bit

PDA 3GHz-1G-500G

雲端科技

行動裝置

儀器技術

解析航測

衛照影像(SPOT)

GPS測量

電子水準儀

數位航測(數位相機)

衛照影像(福衛二號)

雷射掃描儀

GNSS多星系定位

行動測圖系統

海陸空雷射掃描

低空無人載具感測

3D城市及室內建模

大學系所
測量博士班

國防大學測繪系

空間資訊系所

空間專業研究中心
產學結合

學協會
測量商業公會

測量技師公會
空間資訊學會 測繪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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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新坐標系統之名稱命名為1997臺

灣大地基準(TWD97)，其建構係採用

1994年國際地球參考框架(International 

Terrestrial Reference Frame 1994，簡稱

ITRF94)。ITRF為利用全球測站網之觀測

資料成果推算所得之地心坐標系統，其

方位採國際時間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Heure ，簡稱為BIH)定義在1984.0時

刻之方位。

2.  國 家 新 坐 標 系 統 之 參 考 橢 球 體 採 用

1980年國際大地測量與地球物理聯

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 y s i c s  ，簡稱為IUGG)公布之

GRS80大地參考系統，其橢球相關參數

如下：長半徑 a=6378137公尺，扁率 

f=1/298.257222101。

3.  臺灣、琉球嶼、綠島、蘭嶼及龜山島等

地區之投影方式採用橫麥卡托投影，經

差二度分帶，其中央子午線為東經121

度，投影原點向西平移250,000公尺，中

央子午線尺度比為0.9999；另澎湖、金

門及馬祖等地區之投影方式，亦採用橫

麥卡托投影，經差二度分帶，其中央子

午線定於東經119度，投影原點向西平

移250,000公尺，中央子午線尺度比為

0.9999。

(四) 2012年公告之TWD97【2010】

在經歷10多年後，衛星追蹤站及各級

控制點之TWD97坐標，已因地殼板塊移動

所產生之地殼變動、921地震以及莫拉克風

災等影響，在長時間的地表變動累積下，

部分地區點位產生明顯之位移，導致部分

地區套合引用有所困難，已無法符合當前

測量作業之精度需求，故有必要檢討調整

大地基準並重新測算點位坐標值。

1968年，全國測量製圖會議決議將前

述兩種成果施予統一改算，並同以虎子山

一等三角點為大地基準點，但改以海佛特

(Hayford)橢球體為依據，以公尺為單位，

採用橫梅氏(Transverse Mercator)投影，最

先改算為六度分帶(即UTM投影坐標)，之後

又改為三度及二度分帶之投影坐標。

(二) 1980年至1998年間使用之TWD67

內政部於1975年起推動全台三角點

重測工作，外業工作於1979年結束，並於

1980年進行成果公告。在所公布之「臺灣

地區三角點成果表」內，提供有二度分帶

橫麥卡托(即橫梅氏)投影坐標，以及1967

年大地參考系統(Geodetic Reference System 

1967，簡稱GRS67)下之經緯度與(三角)高

程。由於此控制點測量成果，係以虎子山

一等三角點為原點，故可稱之為「虎子山

坐標系統」；又由於該測量基準所使用之

橢球體名為GRS67，因此即有學界同仁依

其英文名稱之「Taiwan Datum 1967」，將

其簡稱為「TWD67坐標系統」。

(三) 1998年後使用之TWD97

由於舊有TWD67基準下並未將金門、

馬祖等離島地區統一納入坐標系統之中，

也就無法保持臺灣地區測量成果的完整

性。為配合國家整體發展之需要，內政部

遂於1993年起實施「應用全球定位系統

實施台閩地區基本控制點測量計畫」，推

動GPS衛星定位技術，以建立一個全新架

構下的臺灣地區坐標系統。該計畫實施成

果於1998年6月公告，並依其成果計算完

成紀元所公布之國家新坐標系統即命名為

1997臺灣大地基準，依其英文縮寫簡稱為

TWD97(Taiwan Datum 1997)。其正式公告

之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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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內容就不會改變。所以數位化是使儀

器具有傳輸功能，能夠輸入測量所需的控

制或線形等基本資料，及輸出可以由電腦

處理的空間資料。

(二) 即時化

在測量作業過程中透過即時資訊收集

與管理，除了讓使用者可以在電腦前找尋

和處理資料之外，也能夠使用各種可以帶

著移動的裝置，隨時隨地透過這些裝置找

尋和處理資料，並即時更新資料庫，提高

測量品質和效率。

(三) 整合化

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各種測量

技術相互連結運用的需求增加，因此測量

儀器需同時具備多種功能，軟體亦互通相

容，這些功能除可將資料庫整合，提供使

用者可以方便運用數據資料，亦可透過網

際網路取得各式各樣相關的資料。

此外，除了上述這些現代測量儀器設

備的新式功能外，還有以下幾點特性：

(一) 智慧科技的結合

現代的測量儀器都是高智慧科技的結

合，透過通訊、空間技術、自動控制等各

項專業技術的整合與發展，讓測量儀器更

加精準確實。

(二) 軟體技術日新月異

光學經緯儀、水準儀、平板儀等傳

統測量儀器皆是測量作業的基本精神與要

求，隨著時代的演變，近年來因科技發展

迅速而創造出的電子測距經緯儀、全測站

有鑒於此，內政部自2009年起邀集專

家學者召開多次「大地基準及坐標系統更

新維護機制」會議討論，會中決議大地基

準及國家坐標系統仍採用法定的TWD97坐

標系統，但將其坐標數值更新至2010年之

最新成果，並以「1997坐標系統之2010年

成果」(簡稱為TWD97【2010】)為名，於

2012年3月加以公告，但由各單位及各地政

府決定是否採用該組控制點坐標成果。

二、測量儀器設備的精進

1970年代，臺灣國家工程建設處於起步階

段，航空測量技術使用正射投影，生產出臺灣

1/5000及1/10000基本圖，奠定了日後工程建設

的基礎。當時公共工程建設配合政府促進經濟

發展之腳步陸續展開，工程測量大部分係由軍

方及私人測量公司所提供較傳統老舊的儀器設

備與計算工具完成。

近年來隨著衛星、計算機、雷射(光電)、感

測器、通訊等科技的進步，使得測量儀器也產

生重大的變革，許多先進的光電式測量儀器，

如紅外線測距儀、雷射測距儀、光波測距儀、

雷射經緯儀、電子經緯儀、全測站儀、雷射水

準儀、電子水準儀、GPS衛星接收機等，不斷推

陳出新，其快速、精準、多功能的系統特性，

使得測量及空間資訊的獲取更加便利，成果的

精度及可靠度能更加確保，進而使得測量及空

間資訊能有更短的更新週期。因此，現代化的

測量儀器具備了以下幾點新功能：

(一) 數位化

從媒介轉換的角度來說，數位化就是

原有媒介(如文字、器物)轉變成只以電腦判

讀形式的訊息呈現。數位化的最大好處是

方便資料傳輸與保存，使資料不易失真。

只要紀錄資料的數字大小不改變，紀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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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控制測量，其原理係利用於現地上所精

密測定之一基線之長，再由此基線擴展到一

系列之三角形，並於三角形之每個頂點(稱

為三角點)上，測定各邊所夾之水平角，再

用基線之長及水平角等觀測量，計算獲得各

頂點的平面坐標。

除三角測量之外，導線測量也是測定平

面控制點的方法之一，該法係於地面上選擇

點位而形成折線，並量測相鄰兩點間之距離

及相鄰兩邊間之折角，並閉合於已知控制點

上，以決定點位之坐標位置。在三角(三邊)

測量施測不易之處，可採精密導線測量方法

補其不足，而利用此方法所測設之點位，稱

之為精密導線點。

在觀測儀器方面(如圖1)，傳統作業多

使用光學式經緯儀進行角度測量，若需測

距，則另行使用電子測距儀。較為現代之觀

測儀器，則是可同時測角及測距之電子式全

測站(Total Station)經緯儀。

(二) GPS衛星定位測量技術

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GPS)原為美國為軍事定位及

儀、GPS衛星接收儀等，其發展更新的速度

幾乎是每2~3年便可推陳出新，相關配合的

軟體技術升級亦是越來越簡便快速。

(三) 操作方式更加人性化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儀器內置的專業

軟體，外設功能按鍵等，皆為了讓使用者操

作便利而發展的更加精確，功能也相對的提

升，只要使用者有基本的電腦操作技能，即

便非專業人員也能駕輕就熟地操作儀器，也

可說是測量儀器越來越人性化了。

三、作業技術的演進

從一般工程測量的作業項目來看，其內容

包括：平面控制測量、高程控制測量、地形測

量、路線測量、地下管線測量、施工測量、竣

工圖測繪及變形監測等，其中最為基本的工作

要項，即為控制測量。簡言之，「控制測量」

工作，是重大工程興建施工須涉及之重要技

術。在實施控制點測量過程中，可針對控制點

分佈之網形與等級、測量可用之設備與天候以

及作業所需之時程與精度等因素之考量，而有

傳統與現代作業方式之不同。

當利用傳統測角測距儀器進行控制測量(如

三角測量及導線測量)作業時，其過程耗時費

力，且選點時有通視問題之限制，施測時仍會受

天候影響，使其作業時程不易管制。而GPS衛星

定位測量自1980年代興起之後，其高精度相對

定位、野外快速作業、避免通視與天候影響、高

度電腦化數據處理及成果高可靠度等特色已廣被

各界之應用予以證實，故目前多已採用GPS衛星

測量技術辦理控制點測設之相關工作。

(一) 傳統三角測量技術

三角測量係應用三角學原理進行較大區

圖1  光學式經緯儀（左），電子式全測站經緯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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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目的而發展，後擴大計畫使其應用於

民間定位測量。整個系統共有24+3顆衛星

均勻分布於6個近乎圓形之軌道面上，衛星

高度約20,200公里，繞行地球一週約12小

時，如此在世界上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皆

可確保同時觀測到4至7顆衛星，以利導航

及測量之應用。

GPS是利用衛星無線電信號來決定使

用者三維位置之定位系統。以導航定位為

目的之使用者，可利用GPS提供之「虛擬距

離」(pseudo-range)觀測量進行即時性之導

航定位，其精度約為3~5m；而以測量定位

為目的之使用者，則可利用「載波相位」

(carrier phase)觀測量進行精密定位，其精度

視觀測資料採後處理或即時處理方式之不

同，或採單機或雙(多)機作業方式之不同，

而有1~10cm不同等級之測量定位服務。

隨著GPS定位技術的發展，目前可提

供控制測量精度等級之作業技術，仍以雙

(多)機作業以形成基線觀測之「相對定位」

方法為主。所謂基線觀測，係指其中至少

要有一部GPS接收儀放置在已知坐標之參

考站(又稱基站)上進行觀測，而其他待定坐

標之測點，則須與基站進行同步觀測。若

同步觀測形成之基線多於一條時，即可形

成GPS觀測網形，以強化定位成果之解算精

度。各測點間不需如傳統三角測量所要求

之通視條件，僅須對空保持衛星信號無遮

蔽即可(如圖2)。

在利用相對定位方法取得高精度定位

坐標之過程中，若無時間上的迫切需求，

即可採所謂「靜態（static）定位測量」方

式進行，然若有即時取得定位點坐標之需

求時，則須結合無線電或網路通訊設備，

以遂行所謂「動態（kinematic）定位測

量」技術。

貳、五楊拓寬工程測量

一、控制點檢測作業

『控制點檢測』與『結構物施工定位檢

測』為工程測量檢驗作業中兩項重要工作，其

中導線與水準控制點所建立測量控制系統之良

窳，更是所有結構物正確定位之所繫。尤其本

工程多以橋工為主，定位極為重要，爰於開工

初期即針對五楊拓寬工程北段及中段作業區域

內，設計圖提供之控制點(約130點)，平面控制

坐標部分採用GPS衛星測量技術中之靜態測量方

法，依照內政部衛星控制點測量作業規範，進

行二等控制點(等同)精度之定位測量作業，並進

行自由網或最小約制網形平差計算，以檢查設

計階段之施測成果有無遭受擾動，並建立控制

點後續監測之坐標比對基準資料。點位高程控

制部分則採用直接水準測量方法，以±5mm√K 

(K為公里數)之測段往返閉合差為精度標準進行

檢核施測作業。

施工期間以前項檢測無誤之主控制點為依

據，針對各工程標配合施工所需而布設之導線

點、施工控制點等，以每三個月乙次作週期性

圖2  GPS觀測網形(測點間無須通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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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變更都市計畫樁位公告成果及點交之

路權樁，進行檢測或放樣查證並套繪於收

方斷面圖上，據以確立施工範圍。完工後

依路權樁位資料暨契約相關規定辦理復樁

後，報請業主移交樁位管理機關接管。

(三) 路幅開挖/填方位置

依現地收方資料及設計斷面與設計坡

度，計算邊坡樁及坡趾點位置及高程後，

於現場設置邊坡樁作為路幅開挖及路堤填

築、邊坡修整之依據。

(四) 土方、級配修面樁

路堤填築中逐層辦理位置高程檢測作

業，以控制路基回填高程。至路基面、級

配面則辦理修面樁位置及高程檢測。

(五) 橋梁工程

施工前需先檢核承包商所提送之基

樁、基礎、墩柱、支承墊、剪力鋼箱、橋

面頂板、底板、翼板、腹板、隔梁等坐

標、高程計算資料無誤後，配合下部結構

之基樁鑽掘、基礎開挖與PC澆置、基礎

及墩柱鋼筋綁紮與模板組立，及上部結構

之支撐架組立、底板組立、內模組立、鋼

筋綁紮、預力配置及混凝土澆置等施工步

驟，進行位置與高程放樣檢測工作。

檢測。平面控制坐標部分採用GPS衛星定位技

術中的即時動態定位（Real Time Kinematic，簡

稱RTK）測量方法，並採雙基站對單移動站之

方式進行作業，以求各移動站均能接收雙基站

所傳送之差分觀測量進行定位，除可確保定位

成果之正確性外，亦可用以提升定位成果之精

度。若控制點因透空條件限制，無法實施GPS 

RTK測量時，則改採傳統導線測量方式進行引測

作業。點位高程控制部分採用直接水準測量方

法，以±8mm√K (K為公里數)之測段往返閉合

差為精度標準進行檢測作業。在利用各時期水

準檢測成果進行點位高程是否產生顯著垂直位

移之判釋上，係以水準測段間之高差變化以不

超過±16mm√K (K為公里數)為原則。

二、施工測量作業

五楊拓寬工程內容包括路基、路面、橋

梁、箱涵、擋土牆、排水設施、交通、交控、

照明、路權樁、公共管線及公路附屬設施等，

為期各種設施、構造物及橋梁均座落於正確之

位置及高程上，故於每一項工作施工前或施工

中，均需由承包商辦理施工放樣後，再由監造

單位施行檢測作業確認。重點工作略述如下：

(一) 收方測量

路工部分配合原地面地上物清除後，

原則上主線及農路每間隔25m、匝環道每

間隔12.5m，依道路中心線之法線方向，於

地形變化處，對現有地面進行原地面收方

測量，並繪製收方斷面圖做為日後土方數

量計算之依據。橋工部分則測量橋梁基礎

位置之原地面資料，作為日後構造物開挖

及回填數量計算之依據。

(二) 路權樁測量

依業主提供之工程用地路權圖、地籍

(六)其他如明溝、箱涵、管涵等排水設施及

交控、照明、標誌架、標記、標線、隔音

牆等設施，施工前需先檢核承包商所提送

之計算資料無誤後，再配合各設施施工步

驟，進行位置與高程放樣檢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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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次，若變化量異常則加密監測頻率。

(二) 旋轉軸心定位

鋼梁主跨段分為軸心端與活動端二大

部分，軸心端分別設置在P4A01、P4A02帽

梁上，在旋轉中心設備座架設前，須先檢

測位於鋼梁底旋轉中心位置與設計位置之

差異量後，回饋施工調整參考。

(三) 軌道梁安置位置與高程

軌道梁的作用是放置鋼橋梁的旋轉活

動端，可讓鋼橋梁在軌道梁上進行旋轉移

動、前進後退及調整高程來完成閉合。軌

道梁在推進端架設完成後於端口設置測量

反射覘標，以供軌道梁推進時控制定位使

用。軌道梁推進時分別於發進端與到達端

架設光波經緯儀，用以控制軌道梁推進過

程中方向及每一衝程距離，及監控中央立

柱之偏移量與沉陷量。軌道梁推進完成後

再檢測其線形位置與高程是否符合預期。

(四) 南北預計接合端鋼箱梁端口尺寸與形

狀之檢測

為確保鋼箱梁旋轉後之無障礙接合，

分別於軌道梁上鋼梁活動端口前架設光波

三、橋梁特殊工法測量作業－林口跨越橋旋

轉工法

五楊北、中段拓寬工程橋梁工法大致有支

撐先進工法、場鑄懸臂工法、場鑄逐跨工法、

鋼箱梁橋及旋轉工法，前四種工法在國內已廣

為應用，在此不再贅述，而旋轉工法為首次採

用，以下即針對旋轉工法之施工測量重點概略

說明。

林口跨越橋全長486m，主跨段216m，因

高差與平面曲率較大，使橋面之橫坡達8%、縱

坡達5%，採用旋轉工法施工。旋轉工法為動作

原理簡單，工序嚴謹，拱度計算精確之新施工

方式。在中山高車流量極大的林口路段上空進

行大跨徑的巨大鋼箱梁旋轉，不能有萬一的閃

失，可謂世紀工程挑戰。其每一調升、沉降、

平移等動作皆須有安全掌控，因此監測就成為

旋轉工法施工中必備的安全掌控手段。

(一) 臨時支撐柱位置放樣與定期監測

軌道梁支撐立柱之基樁基礎位置依規

劃位址放樣施作。支撐鋼架架設後，於中

山高南下車道與北上車道間之中央分隔島

區立柱(3處)，並於適當位置設置覘標，定

期監測沉陷量及傾斜量(如圖3及圖4)。初期

監測頻率為每2日一次，於穩定後改為一星

圖3 鋼梁支撐塔柱沉陷量、傾斜量監測 圖4 測量反射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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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接合端鋼箱梁端口尺寸與形狀檢測

  圖6 鋼梁旋轉推進時塔柱監測

上布設測量監測點，同一里程上布設2點，

並收測坐標、高程以作為旋轉前初始值。

旋轉施工時，分別於制高處及鋼梁旋

轉活動端架設光波經緯儀，制高處用以監

測鋼梁於旋轉過程中每一衝程鋼梁移動量

及左右側高程差是否突然驟變，旋轉活動

端用以監測鋼梁旋轉時軌道梁中央立柱之

高程及偏位變化量(如圖6)。以上二項數據

皆為現場即時回報指揮中心，待確認安全

無虞之後，再配合其他安檢事項方可進行

下一衝程。

鋼梁旋轉至定位後隨即在鋼梁面標示

出外側腹版位置(每一接合處2點)，收測位

置與高程成果，再與設計線形比較其差異

量，以供現場調整參考。

經緯儀，收測接合斷面端口上、下翼板與

內、外側腹板交接處(每一端口8點)之坐標

及高程(如圖5)，另計算出2端口尺寸差異

量，以提供閉合前參考(如表2)。

(五) 鋼梁旋轉期間全程監測

主跨段旋轉前先行在軌道梁上放樣出鋼

梁活動端定位線，並於鋼梁前、中、後吊耳

表2 南下北上線鋼梁活動端口尺寸比較表

各點相對尺寸量測結果比較表
測量日期 2011/11/17

線段
NB端

尺寸(m)

SB端

尺寸(m)
較差(cm)

1-2 2.598 2.600 -0.2

3-4 2.610 2.613 -0.3

1-4 10.221 10.238 -1.7

5-6 2.602 2.602 0.0

7-8 2.598 2.605 -0.7

5-8 10.211 10.221 -1.0

1-5 4.616 4.626 -1.0

2-6 4.804 4.823 -1.9

3-7 5.192 5.194 -0.2

4-8 5.391 5.404 -1.3

1-6 5.299 5.301 -0.2

2-5 5.457 5.482 -2.5

3-8 5.809 5.811 -0.2

4-7 5.983 5.999 -1.6

1-8 11.189 11.210 -2.1

4-5 11.546 11.55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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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給定其估值，並進一步研究其空間分布之特

性。因此，它能提供給使用者的點位成果，將

是帶有時間關係的三維空間坐標及其位移速度

場量。

動態型式的基準是屬於四維的，而點位的

坐標則須依據時間序列給予正確定義，關於第

四維(時間)管理的機制，則依賴高精度的定位

系統。在建立此類基準初期，確會需要一筆計

畫成本，然而長期下來仍會發現，該基準維護

所需的成本將會減少，而空間精度也能自動加

以維持。但在動態基準概念之下，實務上仍會

有幾個問題應予考量，例如：一個給予參考時

刻之坐標基準，其合理的更新週期是多長；給

定一組恆定之速度場，其可以容許之誤差有多

大；以及若考慮速度場之非線性變化特性，其

模式該如何求定等。在目前臺灣地區GPS定位技

術及追蹤站密集分布之優勢條件下，此一發展

應是可以加以追求與實踐的方向。

二、測量技術

在地形圖測繪控制與施工控制之外，以工

程體變形監測為目的之測量作業，將會是追求

工程品質及維護營運安全之重要工作項目。依

此可針對相關之技術發展方向，提出以下幾點

特性上之說明：

(一) GPS/GNSS多星系衛星定位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在定義上可包含

美國的GPS、俄羅斯的GLONASS、中國

大陸的BeiDou/Compass(北斗)、歐盟的 

Galileo，完成布設後之全體可用衛星數目

將可達到100顆以上(如圖7)。

在GPS、GLONASS、BeiDou/Compass

及Galileo四大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正式運作

參、未來展望

一、坐標基準

隨著測量定位精度提升與地表位移變動加

劇等特徵現象之產生，一個定義良好且反應快

速的坐標系統，將會是大地位置計算與運用之

必要依據。因此，架構在最新版本之國際地球

參考框架(ITRF)之上，而能提供即時性與公分級

定位服務之用的現代化坐標基準，將會是需要

持續推動與維護之重要工作。

參考ITRF之定義過程可知，ITRF是採用

一組基本測站所組成之全球網，該類測站之坐

標值必須採用最精確之太空大地測量技術(如

GPS、VLBI、SLR、DORIS等)予以良好之測定。

在考慮點位會受地殼變動之影響而產生坐標改

變之特性，ITRF除透過一組地面測站坐標值之

公布外，測站坐標變化速度場量亦會加以提

供。就ITRF之特性而言，該坐標參考框架實為

一動態系統，因其會根據地球之實體變動量(地

球定向參數及三維地心坐標位置)來機動調整其

坐標框架之結構，因而也較能真實表達地球表

面之點位空間現況。

參照此一概念，現代化坐標基準所含之各

個控制點，必須定期監測其坐標及變化量，以

期建立各點在不同時間點上之精密三維坐標及

其位移速度場之重要資訊，進而滿足動態基準

(dynamic datum)之定義，以兼顧科學上與工程

應用上對點位坐標動態需求與靜態需求之不同

考量。

工程應用需求之靜態基準的測站坐標是

保持固定的，若動態的問題被忽略時，便有可

能造成點位現況與公告坐標不符的缺點。而新

概念之動態基準可用來描述各種大地觀測量的

位移速度場，也可用以研究地球的運動及形變

的運動模式。位移速度場需從觀測量求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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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多星系之導航衛星系統將可使衛星定

位進行組合式之交互運作，明顯改善高樓

城市及地形物遮蔽地區之高角度衛星觀測

需求，進而達成作業覆蓋面增加以及定位

精度效能提升之主要價值。

(二) 行動測圖系統

它是一個整合多種感測器系統與測量

系統之移動平台，透過此系統可測得平台

之位置及姿態資訊，且能蒐集空間資料，

此類移動平台之載具可以是車輛、直升機

或飛機等。首部行動測圖系統的原型車於

1991年問世，為美國Ohio州立大學研發

之GPSVan，它包含一個GPS接收儀、航位

推算系統、兩台數位相機及兩台彩色攝影

機。此一行動測繪車之定位精度低於1m，

因此，當時所蒐集之空間資料大多在輸入

各種GIS系統時，便只能提供基礎設施目錄

清單和設備管理之用。

隨著各項技術及儀器的日益精進，也

圖7  GNSS衛星軌道分布示意圖

圖8  行動測圖系統運用在GIS資料蒐集

使得行動測圖系統有了蓬勃的發展。其主

要元件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為整合式的

定位定向系統，另一則為負責空間資料蒐

集的感測器。前者的核心架構是GPS及慣

性導航系統(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NS)；後者則包含CCD數位攝影機或相機、

多光譜感測器、雷射掃描儀等影像感測

器。兩者的結合可以加速空間資料的獲取

及分析，使得行動測圖系統可以運用在GIS

資料的蒐集(如圖8)，且行動測圖系統將可

比傳統的測量方法具有更快、更準確、更

經濟，資料更新也更容易等多項優點。

(三) 三維雷射掃描技術

三維雷射掃描係利用雷射測距方式獲

取目標物三維坐標的一種方法，其成像資

料一般稱之為光達資料(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LIDAR)。三維雷射掃描儀器可分

為空載及地面光達兩種，空載光達於飛行

載具上裝設GPS、INS及雷射掃描儀，經解

算後可獲得地表資訊；地面光達則架設於

地面對目標物進行量測，可同時於儀器頂

部或測站處裝設GPS，以觀測求得物體坐

標，其可於數百公尺至數公里範圍內維持

公厘等級之測距誤差，該精度可用於建築

物變形或傾斜監測、邊坡滑移、土石流、

古蹟保存、道路鋪面量測、基礎建設設施

測量等，具有極高之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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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9)，所涉及的關鍵技術包括遙控平台

多感測器之組合技術、自動化及智慧型之

飛行控制、平台姿態穩定技術、特殊影像

攝影測量處理技術等。

低空遙控飛行平台能夠方便於低空數

值影像之獲取，進而提供大比例尺測圖、

城市三維建模、工程建設監測等潛在需

求。由於其作業成本較低，作業機動性較

靈活，且受雲層及空中管制之影像程度較

低，故可望成為一種替待性之攝影測量作

業方式。目前之應用領域包括工程監測、

城市規劃、災害監測、地圖更新、地形圖

測繪等。

肆、結語

伴隨著資訊、電子、通訊與衛星技術之快

速發展及導入，現代化之測量相關技術及其成

果運用成效，近年來已出現極大幅度之改變與

增長，由此可以歸納出之特性包括：(1)測量作

業更加快速－以國家坐標基準為例，以往3~5年

的作業時間已可縮短至3~5個月；(2)資料測算更

加資訊化－由於行動設備及應用程式之多元普

及，測量作業已可從先期的資料觀測到後期的

利用三維雷射掃描儀之測量法，可以

迅速準確的得到任何空間中3D物件的三維

數位資訊，包括高山地表、橋梁隧道、建物

樑柱、人體或人臉模型等。該儀器內部配備

CCD鏡頭，可由CCD鏡頭觀測之影像直接選

取預定之量測範圍，並將量測所得之點雲

(point cloud)資訊附加RGB色彩顯示，並可與

GIS系統相容，其應用層面相當廣泛。

(四) 低空無人飛行載具

遙控無人載具技術具有高機動性、高

解析度等優點，所拍攝之影像經幾何校正

處理後，即可得到具有地理坐標之影像，

亦可與現有之地形圖、航空照片及衛星影

像等圖形進行整合及套疊，不但可在短時

間內瞭解工程建設進度或災區災害發生狀

況，更可簡化調查所需之人力，且無人員

傷亡之顧慮，其酬載裝備重量及體積，可

依不同任務需求搭載適用之器材，使用上

具有較高彈性，可適於具危險性或人力無

法到達之地區，進行各種不同型態之作業

任務。

目前可採用之輕型低空遙控平台有無

人駕駛固定翼飛行器、旋翼機、飛行船等

圖9  輕型低空遙控平台可使用之旋翼機（左）及飛行船（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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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測量坐標或圖形成果之獲取，都已朝向更

多更密之趨勢發展；(4)感測空間更加立體－在

多元化之行動載具形成之下，配搭微型化且高

效能之各式感測器，測量資料之感測空間愈加

寬廣，應用空間也就可更加擴大；(5)成果呈現

更加多元－測量作業除可配合時空條件形成4D

型態之成果外，藉由雲端與視覺技術之發展，

測量成果之呈現將可更加豐富精彩，也將更為

深入每個人的生活運用之中。

另外在工程施工測量方面，隨著工程規模

的不斷擴大(如超高大樓，長隧道，長跨距橋

梁)，創新之施工方式(如五楊段拓寬之旋轉工

法)，以及應付特殊地形地質環境的作法，都是

藉由巧妙設計而在極端狹隘空間施作工程之解

決方案。而傳統之測量放樣，仍是基本工作要

項而不可或缺，但靜態變位監測與動態追蹤監

測，在施工測量作業上也日益受到重視，且精

度要求也更趨於精密嚴謹。因此，如何提升測

量專業知識與善用先進儀器設備，構思良好之

監測模式與評估監測精度，提供精確數據，協

助工程順暢進行，將是現場施工測量工程師自

我成長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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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國道１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第C908標蘆竹中壢段北上線及內壢交流道改善

工程(以下簡稱C908標)主體工程以高架橋梁為主，因與中壢工業區相鄰，路權範圍內之既

有管線繁多，其中『台電69kV中壢-汴園線』須配合C908標辦理改建、『中油天然氣管北

新線及關三線』亦幾乎貫穿C908標全線範圍；以C908標第4工區為例（合圳北路至黃墘

溪），經調查台電管線及中油天然氣管線全區均位於主體工程基礎位置，須先行辦理管

線遷移後，方可進行主體工程施工。

為配合五楊拓寬工程計畫整體完工期程，於發包階段即將台電及中油管線工程與土

建工程採併案發包策略，以期縮短建造時程，此亦考驗施工團隊整體施工規劃與作業協

調，以減少施工衝突及界面問題，使五楊拓寬工程可如期如質完成。

321

錯綜複雜 規劃整合

壹、管線調查

公共事業管線包括電力、電信、給水、

油管、瓦斯、通訊、視訊、雨水及污水管等設

施，所有穿越施工區或路權範圍內的管線，將

視需要辦理永久遷移、臨時改道、廢棄或就地

保護，其主要的作業考量是要能提供管線安全

通過施工區，並能加以檢視、維護這些設施，

且在這些設施進行安裝及操作後，須能不干擾

施工，並維持管線既有的服務功能。

道路之興建，從規劃設計至施工階段均須

充分與管線單位協調溝通，才是工程的精髓所

在，務使完工後之管線配置能滿足各管線單位

需用，避免道路完成後動輒再次挖掘，以提升

公共工程建設品質，並滿足民眾生活之各項需

求。

一、管線調查目的

管線調查之作業目的，主要在於瞭解工程

用地範圍內現有公共管線之配置現況，並配合

計畫道路之規設成果擬定遷移計畫。

(一)  掌握地下既有管線或結構物的數量及

分佈狀況。

(二)   施工中管線臨時維持及完工後永久拆

遷之依據。

(三)  避免鑽探或施工時破壞管線，有關既

有管線於施工階段應與各管線單位再

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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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之既有管線繁多，因此五楊段拓寬工程計

畫於設計規劃階段即針對路權範圍內進行既有

管線調查，發現『161kV長生中壢-海湖線』、

『69kV中壢-過嶺、中壢-六機、中壢-大園共

線』、『台電69kV中壢-汴園線』與『中油天

然氣管北新線及關三線』對工程影響較大，以

C908標第4工區為例（合圳北路至黃墘溪），台

電管線及中油天然氣管線全區均位於主體工程

基礎位置，中壢污水處理廠區既有埋設管線、

自來水管線及電信管線等亦有局部影響，經評

估後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建議相關主要管線處理方案分述如下。

一、161kV長生中壢-海湖線#57-#58鐵塔

中壢-海湖線#57-#58鐵塔分別位於中壢服

務區旁（C909標）及公警隊廢棄車堆置場旁

（C908標），其電纜跨越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

路與五楊段工程高架橋上方（如圖1），隸屬長

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管養，經現場會勘及協調

後，其辦理情形如下：

(一)  原淨高不足，長生公司配合#57鐵塔原

地加高改建。

(二)  協調於公警隊廢棄車堆置場及中壢服

務區匝道區設置２座臨時塔，並獲各

單位同意辦理。

(三)  ２座臨時塔於民國99年01月開始施

作，於該區段鋼構橋梁之下部結構完

成前改建完成，並配合將電纜提高，

以利後續鋼梁吊裝及相關作業施作，

以維施工安全。

(四)  施工團隊於橋梁上部結構之鋼梁吊裝

施工階段，主動密集與長生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討論及協調，在不影響電力

供給及工程進度之情況下，訂定電纜

二、管線調查處理流程

有關公共管線調查、協調與遷移之作業流

程概述如下：

(一)  以電話或業主提供資料查列各管線主

管單位電話及地址等，製作公共管線

主管單位表，以及管線調查圖，函送

業主轉請各管線單位詳填既有及計畫

之管線位置、管徑、深度等資料，並

予彙整。

(二)  為確認施工區域管線位置、走向及深

度之正確性，於設計階段即擬訂試挖

計畫，經業主審核同意後，依相關規

定填寫「挖掘道路申請書」，向相關

路政機關提出開挖申請，俟核可後進

行現場試挖工作。

(三)  依據試挖成果予以檢核各管線單位提

供之資料，製作管線處理初步計畫及

繪製管線概略位置圖。

(四)  協同業主與各管線單位辦理現場會

勘、召開管線協調會議，並將結論作

為辦理之依據。

(五)  公共管線之遷移，則由管線主管單位

提供資料，並配合現場勘查，以判定

工程範圍內需辦理遷移之管線數量。

(六)  根據調查與蒐集之資料及協調結論編撰

成果，以供施工階段之協調遷移作業。

貳、主要管線遷移之規劃與協調

C908標工區因與中壢工業區相鄰，路權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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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長生中壢-海湖線#57-#58鐵塔位置圖

圖2 中壢-過嶺、中壢-六機、中壢-大園共線#004-#005鐵塔位置圖 

圖3 中壢-汴園線#53~#83高架鐵塔既有架空線地下化平面圖

斷電時程，並依斷電程序提出申請及

確認，以維鋼梁吊裝作業人員安全。

 二、69kV中壢-過嶺、中壢-六機、中壢-大

園共線#004-#005鐵塔

該69kV電纜線位於內壢交流道北上入口匝

道旁，並橫跨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路與五楊段工

程高架橋上方（如圖2），屬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管養，因電纜線與

C908標高架橋之淨高不足，且本路段高架橋高

程已無調降空間，經協調後處理方式如下：

(一)  台電公司於#004~#005間增建PE鐵柱

(國道用地內)，以留設足夠淨高。

(二)  配合C908標上部結構施作，協調結果

該鐵塔改建預定民國100年4月完成架

高遷移，並於C908標契約內明訂，整

體工進規劃時應考量該線路遷移時程

妥適安排。

三、69kV中壢-汴園線台電電纜改建

本段台電電纜改建主要區分既有架空線地

下化及既有地下電纜遷移(如圖3)，說明如下：

 (一)  69kV中壢-汴園線#53~#83高架鐵塔既

有架空線代辦改建地下化

 本段既有電纜採高架鐵塔方式布設

於工區範圍外，並不影響高架橋施工，惟

相關單位考量桃園市都市發展及市容問

題，決定將該段電纜配合本計畫工程施

工，將其從中壢服務區以南既設#53連接

站，沿著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路邊坡旁埋

設地下管道，至機場系統交流道旁之既設

#83連接站，本段線路改建工程由台電公

司自辦監造。經協調後其處理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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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該區段高架橋基礎位置，爰高架橋主體工

程須辦理電纜管線遷移後方可施工；另因本

段施工範圍含有眾多單位之管線，於施工階

段須審慎規劃，以避免管線遷移空間不足影

響後續施工，或需再次管線遷移影響工進，

其協調辦理情形如下：

1.  經與台電公司協調後，決定採代辦監造

方式辦理，由本公司整體考量規劃配置

各單位管線遷移位置，藉以整合界面問

題(如圖5)，經妥善規劃評估結果，該路

段之台電管線遷移以1次永遷方式辦理，

確實達到節省公帑之目的。

2.  另建議中壢污水處理廠之相關管線除電

信管線及自來水管線外，其他管線皆由

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承

包商)辦理遷移，以減少施工界面，降低

施工上的衝突。

四、中油天然氣 G∮16”X2地下管線代辦

中油∮16”之北新線及關三線係提供大台

北地區天然氣之重要維生管線，其設置位置除

中壢服務區及內壢交流道無管線通過外，皆沿

著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路旁布設，幾乎貫穿C908

標全線範圍，且均位於高架橋基礎位置，須先

辦理遷移後主體工程方可展開施作，其天然氣

管分佈如表1，中油天然氣管遷移由台灣中油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油公司)自辦監造。

中油管線遷移經施工團隊密集與中油公司

討論後，為配合主體工程進度規劃，決定原則

先從墩柱編號P01至P39及路堤段優先辦理遷

移，以利工進推展，後續再由墩柱編號P45至

P62及墩柱編號P63至P73依序辦理遷移。

圖4 中壢-汴園線#53~#83高架鐵塔

既有架空線地下化斷面圖 

圖5 北上側55K+460(P48N)中壢污水處理廠邊道路

      管線位置斷面

1.  於規劃設計階段，該區段考量配合台電

地下管路埋設，將高架橋基礎之覆土深

度調整為2M以上。

2.  地下管線配置於本工程橋梁基礎上方，

惟因工區狹隘，須等C908標高架橋施作

完成後方可進行電纜管道施作(如圖4)，

俟新管道施作完成後再進行電力切換作

業。

(二)  69kV中壢-汴園線55K+454~56K+133(N) 

地下管路代辦遷建

本段既有電纜係採地下管道方式設置，

從桃園縣中壢市合圳北路穿越國道1號中山

高速公路涵洞口，沿高速公路旁邊坡至中壢

服務區南側布設，其既有電纜管線位於C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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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併案發包之施工規劃

將管線遷移與土建工程同步施工最大之優

點為可縮短建造時程，惟此方案亦有其缺點，

即會產生許多工程界面問題，爰管線遷移與土

建工程併案發包可減少此一問題，但對承包商

整體施工為另一大考驗，須妥善規劃與安排工

作面，方可減少施工衝突及界面問題，並如期

如質完工。承包商對整體施工之規劃與安排說

明如下：

(一) 工區規劃採分段施工

承包商開工後瞭解所有管線分佈情形

後，將工區畫分為7個區域，其工區劃分詳

表2。其中，中油天然氣管之布設除中壢服

務區(第3工區)及內壢交流道(第6工區)無管

線通過外，幾乎貫穿全線工區範圍；另台

電管路改建範圍則位於桃園縣中壢市合圳

北路以北(第1～4工區)。

考量各工區空間有限，為避免各項施

工作業相互衝突，各工區之工程施作優先

順序規劃如下：

表1  中油天然氣管分佈表

項次 管線尺寸 里程 墩號位置 各支埋管長度(公尺)

1 16吋*2(氣管) N52K+943~N54K+907 P01N-P39N 1,970

2 16吋*2(氣管) N55K+309~N56K+140 P45N-P62N 850

3 16吋*1(氣管) N56K+140~N56K+750 P63N-P73N 620

4 16吋*2(氣管) N57K+603~N58K+600 P87N-路堤段 1,000

叁、管線遷移配合本工程工期之
對策及規劃

一、管線遷移與本工程採併案發包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以下簡稱國

工局)考量五楊段拓寬工程完工後可縮短桃園地

區與大台北地區之間的往來時間，對國家整體

經濟效益貢獻甚大。有鑑於以往工程案例，管

線遷移時程往往所需費時且本案用地內須遷移

之管線眾多，爰國工局提出整合本工程與管線

遷移施作時程之構想，以期早日提供更舒適及

快速之交通建設，為民服務。

因此於發包作業時將中油公司及台電公

司須配合C908標工程辦理既有管線遷移改善

及架空電纜線地下化工作等，特協調『配合國

道一號五股楊梅段拓寬管線工程(N52K+943~ 

N59K+005段)』、『69kV中壢-汴園線#53-#83

間電纜管路工程(配合國道１號五楊段拓寬

C908標)』及『69kV中壢-汴園線M3-#53間電纜

管路遷移工程(配合國道１號五楊段拓寬C908

標)』，與C908標工程併案發包，以期縮短建造

時程。

表2 C908標工區劃分表

工區 分界起點 分界終點 里程 墩號位置

1 工程起點 龍安街口 N52K+943~N53K+553 P2N-P26N

2 龍安街口 中壢服務區 N53K+553~N54K+218 P27N-P39N

3 中壢服務區 N54K+218~N54K+863 P40N-P45N

4 中壢服務區 合圳北路 N54K+863~N55K+363 P46N-P62N

5 合圳北路 內壢交流道 N55K+363~N56K+635 P63N-P73N

6 內壢交流道 N56K+635~N57K+628 P74N-P88N

7 內壢交流道 工程終點 N57K+628~ N59K+005 P89N-路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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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油天然氣管遷移：先行施作第1工

區、第2工區及第7工區，再施作第4工

區，最後施作第5工區。

3、 台電管路遷移及改建：優先施作第4工

區，接著第3工區、第2工區、第1工區

依序施作。

上述之施工規劃，皆有賴於施工團隊妥

善追蹤管控各項施工時程，以求工進可如期推

展，相關施工時程規劃詳表3。

(二) 高架橋梁資源規劃與分配

C908標工程施工初期因受限於中油天

然氣管線及台電電纜管線未遷移之限制，

無法投入大量之人力機具全面展開工進，

皆以辦理管線遷移為主，爰初期進度無法

如其他標段有明顯之進度；另因土建工程

與管線遷移採併案發包，且於契約內已明

定如因管線遷移施作延誤影響，不得作為

展延之有效理由。為達契約之條件，後續

工作推展勢須妥善規劃、安排機具及人

員，爰承包商於上部結構施工階段投入了

相當大之資源，共投入了兩部支撐先進工

作車，兩套就地支撐及3對懸臂工作車進行

趲趕進度，相關施工資源規劃詳表4；另國

1、 第1工區及第2工區：優先辦理中油天然

氣管線遷移，再施作高架橋梁，最後辦

理台電電纜管道改建。

2、 第3工區：優先施作高架橋梁工程，再

施作台電電纜管道改建。

3、 第4工區：優先辦理台電電纜管道改

建，再辦理中油天然氣管線遷移，最後

施作高架橋梁。

4、 第5工區：優先辦理中油天然氣管線遷

移，再施作高架橋梁。

5、 第6工區：無管線遷移問題，只施作高

架橋梁工程。

6、 第7工區：優先辦理中油天然氣管遷

移，再施作路堤段。

就各項工程之推展規劃考量，於工區施工

推展先後順序規劃如下：

1、 主體工程施工：優先施作第6工區及第3

工區基樁及基礎工程，第2順位施作第2

工區及第7工區，第3順位施作第1工區

及第4工區，最後施作第5工區。

表3 主體工程與管線遷移施工順序規劃表

主體工程 中油管遷工程 台電管遷工程

第1工區 2-(3) 1-(1) 3-(4)

第2工區 2-(2) 1-(1) 3-(3)

第3工區 1-(1) — 2-(2)

第4工區 3-(3) 2-(2) 1-(1)

第5工區 2-(4) 1-(3) —

第6工區 1-(1) — —

第7工區 2-(2) 1-(1) —

　註：X-(Y)中 X 表示各工區工程施作之優先順序

(Y) 表示該項工程於各工區施工推展之先後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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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公有地可辦理遷移，必須遷移至緊鄰匝

道擋土牆邊之私人土地上，中油公司經檢

討後計畫依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之規定辦

理，相關規定如下：

1、 因敷設管線之必要，得通過他人土地或

建築物外緣敷設，應事先以書面通知所

有權人。

2、 所有權人提出異議，得申請縣市主管機

關協調。

3、 協調不成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後，先行施工，並於施工前7日，以書

面通知所有權人。

因中油公司表示依天然氣事業法之規

定辦理尚無前例，事件發生後本公司即積

極協助處理，並主動聯繫桃園縣政府若依

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之規定辦理，其相關

申請許可程序如何辦理及辦理所需時程為

時多久，作為解決方案評估之參考依據。

(二) 解決方案

本案若按照程序辦理，管線遷移時程

不易掌控，初步評估約6至8個月左右才可

解決用地問題，對主體工程之進度極為不

工局及本公司亦定期與不定期的召開協調

會，協助處理問題及提醒應注意事項，俾

使工程逐步朝如期如質完成之目標邁進。

肆、遭遇問題之處理及對策

C908標多數工區須先辦理管線遷移後才可

施作主體工程，爰管線遷移之時程管控益顯得

格外的重要，且事情未必盡如人意，於管線遷

移過程仍遭遇些許困難，幸經本公司提出解決

方案及國工局積極居中協調處理，再加上承包

商配合趕辦始得順利解決，茲摘列說明如下。

一、中油管線遷移用地問題

(一) 緣由說明

內壢交流道（第6工區）雖經調查無管

線遷移問題，惟於橋墩編號P88N下部結構

樁基礎施作時發現基礎位置有中油管線及

灌排箱涵通過，中油公司須另追加辦理遷

移，因該橋墩基礎位於中山高速公路主線

與內壢交流道北上57B出口匝道交會處，

南側又緊鄰桃園大圳穿越中山高速公路之

車行箱涵側壁，原設計即已採110公尺跨徑

之懸臂工法橋梁跨越，經檢討確實無法避

免辦理管線遷移，惟遷移過程發現周遭並

表4 上構工作面施工資源規劃表

上構工作面 工法 施工範圍

第1工作面 支撐先進(1) U15～U16(P80→ P87)及 U10～
U12(P54→ P72)

第2工作面 支撐先進(2) U01～U05(P31→ P01)

第3工作面 就地支撐(1) U06(P31→ P38)

第4工作面 就地支撐(2) U09(P47→ P54)及 U15(P80→ P78)

第5工作面 懸臂工法(1) U14(P75→ P78)

第6工作面 懸臂工法(2) U17(P87→ A2N)

第7工作面 懸臂工法(3) U13(P72→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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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經本公司評估後建議採取主體工程變

更設計，同時解決工進問題及中油天然氣

管遷移之用地問題，最後經國工局審慎評

估後同意辦理變更設計，避開中油天然氣

管及灌排箱涵作為解決方案。

本案主體變更設計主要之考量為不影

響既有內壢交流道57B出口匝道之通行，同

時保持基礎下方既有天然氣管及灌排箱涵

之功能，調整基礎墩柱結構形式 (如圖6)，

以解決本案之問題，方案說明如下：

1、 為增加施工空間，辦理交維措施將內壢

交流道57B出口匝道路寬縮減為6.1m，

維持既有匝道之通行。

2、 考量保護天然氣管及灌排箱涵之功

能，依所測得之管線及箱涵座標資

料，外側再加0.5m作為影響範圍，調

整基樁配置及基礎尺寸避開天然氣管

及灌排箱涵，並將其變更設計圖依程

序報准同意辦理。

3、 施工階段採用擋土設施，搭配邊坡開挖

及箱涵下方開挖面保護等措施，並確認

基礎內天然氣管位置，再行施工避免機

具碰觸天然氣管造成危險。

圖6 結構變更平面示意圖

4、基礎開挖配合管道保護。

二、節省公帑整合Tie-in次數

(一) 緣由說明

所謂Tie-in就是連接的意思。本工程

天然氣管須遷移之總長度大約5公里長，

為了主體工程施作，天然氣管遷移須分段

施作，且須提供都市民生天然氣之需求，

爰管線分段點須辦理新舊管線切換連接作

業，施工初期承商原先規劃Tie-in次數共需

7次。因每次Tie-in須將切換點間之管內天

然氣體排放掉，才可進行動火連接作業，

爰每次Tie-in排放掉之天然氣體費用不貲。

國工局考量節省公帑，請本公司整合各標

管線遷移埋設時程，以減少Tie-in次數，最

終經協調中油公司及承商皆同意配合改為3

次Tie-in。

(二) 因應對策

因五楊拓寬工程計畫其他各標亦有天

然氣管遷移之問題，所以施工期間工班極

為欠缺。但為配合本工程主體工程施作時

程及節省公帑之考量，天然氣管遷移工程

初期，承包商相當用心的整合管線遷移之

人力資源，其中包含了工區妥善的規劃安

排及人力的日夜趕工等等。經協調整合人

力後，承商於工程初期就投入3個工作面積

極趲趕天然氣管遷移，以達節省公帑之目

的及提早讓本工程可較靈活調整工作面，

可說是費盡心力的完成此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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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工程施工階段受管線遷移之影響，於

施工初期無法正常展開工作面，大多數工區皆

須先辦理管線遷移，爰在工期上先天條件就比

較嚴峻；另本工程雖與管線遷移工程併案發包

於同一承包商，惟主辦機關及監造單位分屬不

同單位及公司，爰溝通協調及整合就是一個重

要的課題，從初期之規劃設計階段，本公司即

深入調查評估各管線之影響及處理方案，於施

工階段須再扮演追蹤管控整合之角色，幸國工

局積極協助處理及承包商之妥善規劃及精準管

理，使得本工程得以順利完成。

回顧本工程施工期間之點點滴滴，良好之

規劃設計、施工整合能力及施工團隊堅定的信

念成為工程能否如期、如質順利完工之關鍵所

在，再次驗證了事在人為。本專題謹以前述所

採行之管遷辦理方式列述，並以C908標為例說

明相關作業，及C908標橋梁基礎P88施工遭遇未

知管線之處理過程說明，以為工程同業辦理管

線遷移作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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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本文說明混凝土工作性之控制原理，並提出適應工地特性之提昇混凝土工作性方案

及說明設備需求與管控原理，同時透過五楊段之實際經驗得知此方式確實可有效提高施

工品質並節省工時，茲將品管作業內容詳述以供後續從業人員參考。

1 2 3 4

營建綠設備 小兵立大功

壹、 緣起

混凝土是結構物主要材料之一，其品質優

劣受到組成材料來源、生產設備、產製與輸送

過程、施工技術、天侯與環境等因素的影響，

故長期以來，混凝土品質維持與提昇為工程進

行中相當重要的工作。其中，混凝土澆置作業

之工作性是影響最終成果的重要因子之一，故

本工程研析各項品質管理手法，於廠內管控混

凝土品質，並在工地現場利用二次添加化學摻

料自動化設備來提昇混凝土工作性為主軸，並

經實例經驗檢討，針對各項演進與操作品質管

制要點進行分享。

貳、 提昇工作性之原理

一、	水泥混凝土的組成

所謂水泥混凝土，係指由水、水泥、粗、

細骨材及選用之摻料（包括飛灰、高爐石粉、

化學摻料）等四至五種以上性質不同的材料拌

和而成之人造材料。其用途在於完成工程結構

物，而經過生產、運送、儲存及拌和完成後之

原料輸送、泵送、澆置、養護等過程才形成結

構物。因此上述過程中之任一因素均對混凝土

結構物品質產生影響。

一般說來可將混凝土中的材料分為黏結

材（水泥漿體）與填充材（骨材），骨材又稱

「粒料」，在混凝土中其體積比約佔60%~75%

左右，骨材之優良與否影響混凝土品質甚鉅，

骨材性質有各項材質規範並可透過試驗結果研

判其優劣，各試驗值間並可互相印證其數值是

否合理。而水泥漿體係由水泥+水+摻料拌合

而成，此膠結材料已由過去單一水泥漿逐漸發

展到結合卜作嵐材料，以期達到安全性、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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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骨材級配愈好、空隙愈少（Vv）、粒

徑愈大、表面積愈少（單位重量之表面

積），則由Vp=Vv+St，將會降低水泥量

需求量，由顆粒爬昇的角度來看堆積越

緻密，則相對顆粒移動所需位能會越

低，故能緻密堆積則較容易流動，工作

性會較好。級配最佳化可透過大小粒徑

骨材相互混合的方式達到，最典型的理

論技術就是「富勒曲線」，而漿量厚度

的減少，可以透過減水劑或強塑劑等界

面活性劑的添加，而使剪力降低，使骨

材間的互動性較佳。換句話說，工作性

可提昇。

3.   添加卜作嵐摻料，包括如飛灰、爐石

粉、矽灰或岩石礦粉（惰性材料）等，

物理上任何可填充骨材間空隙、增加接

觸點的材料，均有助於工作性。飛灰或

矽灰，可藉由「球軸承」的效益，助長

材料間的滑動，對工作性更加有益。但

須注意其添加量並配合調整砂之細度，

避免因細粒料吸水過大，而過度黏稠。

4.   化學摻料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減水，其

中，強塑劑型的摻料至少可減12%的水

來顯著提昇工作性，其機理即是利用因

水泥顆粒表面吸附強塑劑的分子，使界

達電位值變大（界達電位，以電滲儀

測定強塑劑之界達電位，負值愈大表示

減水性愈佳，此為強塑劑研發最重要項

目之一），互斥力增加而提高流動性和

工作性。當強塑劑量越高，流度越大，

黏度愈小，但最後兩者趨近於一定值。

若添加強塑劑的時間為水泥水化的潛伏

期，強塑劑的吸附會破壞顆粒的組合使

流動性增加且不影響潛伏期的水化進

行，但不可添加過量，如過量將導致泌

水，這亦是二次添加的機理之一。

性、工作性、經濟性及生態性等複合效果。摻

料主要可依照ASTM C125定義，「混凝土中除

水泥、砂、石子及水以外所摻加的材料稱為摻

料（Admixture），用以改善新拌混凝土或硬固

混凝土的性質」[1]。

二、	何謂工作性

水泥混凝土拌和時發生物、化性作用，變

成可塑性狀態，其流變性質所被量測的值表示

的意義，就叫工作性，也就是指施工難易度，

於實務上常以坍度（坍流度）作為評估指標。

另外一種解釋，工作性又稱和易性，是指混凝

土拌合物在一定的施工條件和環境下，是否易

於各種施工工序的操作，以獲得均勻密實混凝

土的性能。工作性在攪拌時，呈現為各種組成

材料易於均勻混合，均勻卸出；在運輸過程中

則為拌合物不離析，稀稠程度不變化；在澆築

過程中應滿足易於澆築、搗實、流滿模板；在

硬化過程中則保證水泥水化以及水泥、石和砂

的良好黏結。可見混凝土的工作性質是一項綜

合性質。目前普遍認為，它應包括流動性、黏

聚性、保水性三個方面的技術要求。[2]

(一) 各種材料與工作性之相互關聯

水泥混凝土組成材料中水是提昇工

作性最主要且最簡單的要素，水泥亦要水

來與其結合產生水化反應，方有強度的產

生，故如何添加適量的水，滿足水化反應

及工作性訴求，使其達到平衡即為主要的

目標。

1.   水泥量和水量為漿體的主要來源，水泥

量過大，則致水化熱過高，造成黏度過

大，除了造成混凝土結構因而劣化，同

時混凝土流度亦不佳；相反的，如以加

水方式解決，以致漿量過大，對混凝土

體積穩定性及耐久性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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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候及氣溫影響工作性之探討

當在熱天澆注混凝土時，澆置前常

發現坍度損失造成澆注不易或坍度過大造

成退料或私自加水增大坍度，溯本歸源，

源頭的物料品管程序是否不當，如坍度過

大，則歸因為是否游離水過多，運送車筒

內是否有水，操作手操作不當等；如坍度

過小，則歸納出是否混凝土溫度高，操作

程序不當，化學摻料添加不夠或未發揮功

能等。因溫度對於混凝土之工作性影響相

當顯著，水化熱對於坍度的損失常因氣候

的不同而使得相同條件材料的混凝土工作

性有所不同，在實務上如何調整工作性必

須注意到氣候的影響。

(三) 混凝土工作性規範之探討

目前常用的工作性規範均以CNS 3090

之規定為依據，其原則大致為工地需求坍

度規範及許可差大小，在許可坍度範圍內

之混凝土，應在混凝土抵達工地後或坍度

小於規定，依規範允收作業流程予以重

新調整坍度後，重新測定坍度，但卸料之

最初與最後之1/4M3料除外。如購方準備不

及，致延誤卸料時間達30分鐘以上時，製

造商可不負坍度不足之責。而混凝土工程

施工規範（402-94）說明混凝土卸料時，

若坍度小於規定值且不適於澆置時，得於

圖1 坍度試驗 圖2 坍流度試驗

監造者許可下依其第七章第四節[3]之規

定，調整坍度一次。

1.   坍度的定義：將新拌混凝土試樣填入平

截圓錐模具中並以搗棒搗實後刮平，再

將模具提起使混凝土坍下，量取錐模頂

面至坍下試樣頂面中心點之垂直距離，

即為混凝土之坍度（如圖1），相關試驗

方法參照CNS 1176辦理。

2.  坍流度：新一代的高性能混凝土以「坍

度」不足以表現自充填混凝土或高流動

性混凝土之特有性質，故特別引入「坍

流度試驗」，其方式乃係於坍度試驗

後，量測混凝土坍下擴散之直徑，如圖2

之擴散範圍(D)值，即稱為「坍流度」，

其試驗方法參照CNS 14842辦理。

三、	 關鍵因子

(一) 級配與骨材性質

1. 骨材優劣判別

骨材包括粗骨材及細骨材，其形狀、

尺寸、性質應符合混凝土規定之級配，並

不得含有害附著物、雜物，且於使用前須

徹底清理。細骨材應為堅硬、耐久之粒狀

天然砂，或不起化學變化且性質相同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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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試驗。細骨材有細度模數之規範，若

超出配合設計值±0.2時應調整用砂率(S/A)

並經工程司認可。

2. 建議級配

骨 材 級 配 理 論 係 由 經 驗 與 理 論 結

合，一般認為骨材堆積越緻密，工作性

會 愈 差 ， 事 實 上 並 不 然 ， 當 粒 徑 越 大

（Dmax），則同一工作度的混凝土用水

量越低；換言之，級配愈好、空隙愈少

（Vv）、粒徑愈大、表面積愈少（單位重

量之表面積），則由Vp=Vv+St，將會降低

水泥量需求量，因此顆粒尺寸愈大，則達

到同一工作度所需潤滑漿反而有利於工作

性。當然，由顆粒爬昇的角度來看堆積越

緻密，則相對顆粒移動所需位能會越低，

如圖3（1）的爬昇位能量△V1，大於較緻

密級配如圖3（2）的爬昇位能量△V2[4]。

工砂，並嚴禁使用海砂，而粗細骨材應能

符合級配規範（如表1、2），並能控制級

配為理想的曲線。

　　一般而言，骨材性質的優劣並無絕

對，而是在於工程目標為何，以及建議的

級配為何，此外，考慮未來強度及乾縮、

裂紋之影響，必須針對#200篩含泥量進行

表1 粗骨材級配規範

篩號
各標稱最大粒徑所通過重量百分率（%）

50.4mm (2吋) 38.1mm (11/2吋) 25.4mm (1吋) 19.1mm (3/4吋)

  63.5mm (21/2吋) 100 － － －

  50.4mm (2吋) 95~100 100 － －

  38.1mm (11/2吋) － 90~100 100 －

  25.4mm (1吋) 35~70 － 95~100 100

  19.1mm (3/4吋) － 35~70 － 90~100

  12.7mm (1/2吋) 10~30 － 25~60 －

  9.5mm   (3/8吋) － 10~30 － 20~55

  4.75mm (No.4) 0~5 0~5 0~10 0~10

  2.36mm (No. 8) － － 0~5 0~5

表2 細骨材級配規範

篩號 通過重量百分率（%）

                   9.5 mm   （3/8吋） 100

                   4.75 mm （No. 4） 95~100

                   1.18 mm （No. 16） 45~80

                   0.30 mm （No. 50） 10~30

                   0.15 mm （No. 100） 2~10

                   0.075 mm（No. 200） 0~5

圖3 堆積緻密下顆粒爬昇位能量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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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要外顯而出的部分即是對工作性的

改變，透過化學摻料為主要手段來調整現

場工作性，可謂現代化混凝土必要之手

段。目前所使用的化學摻料多為複合式產

品，除了以減水性能做為其主要分類外，

更含括強塑劑，其主要功能即在於其具分

散劑（Dispersing Agent）的作用。

坍損現象隨強塑劑用量而異，用量較

高時，有助於緩和坍損程度，但在另一方

面，某些種類的強塑劑用量增加時，可能

放大其緩凝（Retardation）的效果，而控

制坍度與坍損變化，就能夠控制現場工作

性，因此，善加利用化學摻料之性能與添

加方式及添加時機，則可有效的改變混凝

土工作性。

參、管理實例

一、	廠內管理

(一) 骨材粒料來源與進場管控

規模較大的拌合廠大多有其長期合作

供應骨材粒料(砂石)廠商，其材料品質較為

穩定，但規模較小之拌合廠，其粒料來源

較不穩定，常有材質不穩定或品質堪慮之

情形。另外，受限於廠區中原料推置的限

制，若當日出貨量較高時，容易造成一邊

出貨一邊進料情況，此舉會造成含水率不

易掌控而影響混凝土品質。

由於公共工程對於混凝土廠的廠況管

理較為嚴格，於正式供應混凝土材料前，

應先經由監造單位或工程司代表驗廠檢核

其廠況和製程管理運作情形，並針對其原

料和品質管理方式有一定的要求，在執行

工程期間應對骨材的進場、堆放及各項材

所以緻密堆積，較容易流動，工作性會較

好。而在產製過程中，合成級配儘可能以

多種尺寸，分倉計量，可避免倉內析離及

控制理想級配，減低變異。建議的配料原

則如下列四點。

(1) 進入規範帶。

(2) 控制中間篩號於中值。

(3) 中間以下篩號控制於期許值。

(4) 整個級配曲線控制期許值 (曲線平順)。                          

(二) 混凝土用化學摻料特性

1. 化學摻料之特性與分類

自1962年，美國首頒佈ASTM C494 

「化學摻料標準規範」（ASTM C494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Chemical 

Admixtures＂），標準規範中將減水性

（Wate r  r educ ing）凝結控制性（set -

controlling）的化學摻料分為TYPE A-E五

種。

另外自1980年，ASTM C494化學摻

料標準規範中，加入下列兩種高效減水

劑（high-range water reducer，HRWR），

TYPE F化學摻料：高效減水（high-range 

water reducing）與TYPE G化學摻料：高

效減水及緩凝（high-range water reducing 

and retarding），其中TYPE F、G化學摻

料的減少效果則至少須為12%，適合製

造出坍度為200mm以上的混凝土；ASTM 

C1017則為使用強塑劑製造流動性混凝土

之規定。目前，一般混凝土的減水劑均以

ASTM C494、 ASTM C1017，或國內的CNS 

12283為主要的材料規範。

2. 化學摻料對工作性之影響

化學摻料對混凝土特性的影響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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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由於混凝土性質之影響，不同摻

料對於不同配比的表現不盡相同，因此，

必須透過試誤法，在配比設計階段預先找

出其適用的比例，由於少量添加就能使混

凝土材料性質得以滿足工程設計需要，故

其性能如果有所變異，微量的改變則會使

得混凝土的性質受到明顯的改變，可謂不

得不慎。

化學摻料在工程期間透過定期、定

量抽驗檢核來確保其品質能夠均一且符合

規定；另外，監控每批貨的留樣及物性表

現，並做均勻性及同等性試驗，若有任何

不一致的情形則應立即中止使用。

(四) 配比控制與原料抽驗

配比設計擬定不同結構部位所核定之

配比後，在廠製作業過程中，應有嚴密的

製程品管作業來維持一定的新拌混凝土品

質，平日廠內應有生產管制流程圖及管制

檢驗點，並留存管制紀錄。針對拌合機組

應制訂拌和機操作室之各項操作程序，並

依此留存操作記錄。

二、	工地管理

(一) 試驗方法

工地現場係透過坍度（坍流度）試驗

來掌握工作性的變化，測試新拌混凝土流

動能力。

(二) 二次添加

新拌混凝土性質的設計，其主要目的

在於「使混凝土工程人員容易施工，並保

障完工後之安全性、耐久性及美觀性。」

所以新拌混凝土應滿足施工者的要求，其

質抽驗均予以掌控，方能使混凝土有良好

的品質。

(二) 級配QC配管理

由前節所述，可得知級配及游離水設

定對混凝土工作性之影響相當顯著，也就

是如果能管控級配品質及游離水含量就能

掌握工作性，良好的工作性不但可以省時

省力，更能有效提昇工程品質，對於後續

結構物耐久性亦有良好的助益，因此透過

品質管理的手法來控制和管理，使得產製

作業中的偏誤能盡可能減少，並且能夠降

低管理的成本，讓拌合廠、營造廠和社會

大眾達到三贏的結果。

級配簡單說來就是不同大小的骨材組

合比例，由於砂石產製、運輸、堆放的過

程，常會在取樣過程中有所偏誤，故拌合

廠的品管人員應該要能有基本的辨識能力

和一定程度以上的試驗能力。每日應要求

拌合廠人員依其品管辦法，取樣並進行篩

分析，透過實驗紀錄瞭解原料特性方能設

定出合適的參數。

另外將粒徑大小、篩分析、細度模

數、游離水及氣溫等作為關鍵控制因子，

透過電腦自動化計算，使目標級配能夠受

到調整控制而不受篩分析的起伏變化。因

此，在配合設計結果擬定之後，應參照其

目標級配透過電腦表單設定其參數調整的

空間，一來可降低人為計算的錯誤，二來

可即時調整，促進執行工作的績效。

(三) 化學摻料性能

新一代的化學摻料大致具有下列功

能，減水、緩凝、消除氣泡、保持坍度等

等，透過各廠商之配方，可達到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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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包括：拌合快速輸送容易、拌合品質

均勻穩定、流動容易盈滿模板、可免振動

而澆置密實且無析離及表面粉光處理容易

等。

當新拌混凝土至工地現場已無法調

整級配等項目，而因不同的影響因素導致

工作性過低時，工地現場可經由二次添加

化學摻料來調整工作性，作為立即且有效

的手段。雖是治標（坍度太大，無法縮

減），但較以添加水改善工作性之方式相

比，不失為較佳之方法，如以結構物耐久

性層面考量，其實是為一最佳化之模式。

過去常因設計坍度和工地現場所需的工作

性差異，而常有自行加水來增加工作性之

情事，但造成水膠比之增大並折減抗壓強

度，最後責任皆是拌合廠，似不盡合理，

預拌業者應僅是個幫兇-運送車裝料前筒

底水未洩乾淨或暗管加水，操作手不按配

比拌和等，另一源頭為泵送業者之加水陋

習，唯有以量化方式二次添加化學摻料來

改善混凝土工作性，使結構物耐久性能達

到預期方為上策。

1. 原理

化學摻料屬界面化學活性劑，對水

泥、水的作用有絕對性的影響，加入混凝

土材料拌合，其主要功能為吸附於水泥粒

子表面促使水泥粒子彼此間的分散，增加

混凝土的工作性，滿足施工者施作之需

求。簡而言之，其功效有二：對水泥粒子

之內聚力的影響及對水在水泥作用的反

應。化學摻料能針對需調整凝結時間的長

短，對早期強度及中期強度發展的趨勢有

絕對的影響。[5] 

但強塑劑種類、組成分子量大小、所

含塩類或添加時機，均會對所形成混凝土材

 

試驗計畫 

試驗材料之準備 

※化學摻料相容性測驗

 

依 ASTM C494 

二次添加化學摻

添加劑量測定 

工作性測定 測定溫度後製作試體

 

擬定添加量對照表 

結果分析

基本性質測定 

註： ※相容性試

驗為重要檢核點

圖4 二次添加化學摻料試驗流程圖

料性質造成不同程度影響。唯有在充分了解

與掌握強塑劑的特性，強塑劑與其他成份的

相互作用以及經過測試（建議試驗流程如圖

4）之後，才能夠真正得到品質穩定的高性

能混凝土，而實際應用於工程之上。

2. 設備

採用二次添加化學摻料來滿足工作性

而不折損強度為可行之方案，早期係由品

管人員用量杯計量化學摻料，須人工站在

車後端洩料口倒入後，再行轉動拌合，但

因倒入處為運送車後1/4段處，且運送車非

攪拌車無攪拌功能，只有螺旋轉動功能，

故無法使材料全部均勻（如圖5所示），

及人員上下安全有危險之虞，因而作罷。

進而，研擬將輸送管伸入洩料口約50cm處

設定一固定架，輸送管尾端並連接一鴨嘴

頭（鋁管壓扁，角度下傾約15º，以利噴成

霧狀及噴較遠）固定於固定架上，其固定

頭可調整方向及角度，經測試後成效良好

註：

※相容性試驗為

   重要檢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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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6所示）。第三代廣角式噴頭建議可

配合不同車體之進料口，調整噴頭角度，

使得噴灑的範圍能夠位於車體中央，進而

較均勻使化學摻料得到最大的發揮作用，

噴頭照片如圖7所示。而化學摻料儲存槽，

可透過顯著的刻度標示，作為添加劑量的

度量依據，並預留清洗口，方便更換藥劑

時，可供清洗之用（如圖8所示）。

3.實例成果

圖5 二次添加藥劑拌和–人工添加

             圖6 廣角式噴頭噴灑示意圖

圖7 廣角式噴嘴                

圖8 化學摻料儲存槽

圖9 五楊段混凝土結構物澆置完成圖

五楊段工程採用二次添加化學摻料方

式來改善混凝土工作性，此實例驗證工地

澆置作業更為順暢，且提昇混凝土品質，

並抑止拌合廠使用不當手段來製造樣品車

與假試體，對於工程品質有顯著的提昇

作用。拆模後泌水、析離、蜂窩等情況較

少，與原本正常出料澆注後結構物外觀應

無兩樣，與添加水提昇工作性的外觀則不

同，提供過去工程經驗所拍攝之實物照片

供參。（如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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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觀察試體抗壓強度來說，二次添加時，其

相對強度約可增加5～8％，以化學摻料添

加提昇工作性方式對結構物安全性是較有利

的且結構物外觀品質較緻密。但拌合廠控制

管理及作業程序之教育訓練需要確實進行才

不至於使得添加過量反造成負面的效果。目

前桃園地區的拌合廠紛紛效法此二次添加設

備，無形中降低社會資源的支出，可謂對工

程技術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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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本文分享五楊段為提昇混凝土工作性而採

用的各項品質管理手法，由於本工程係為國家

重大建設之一，對於工程品質與施工期程之管

控亦是相當嚴謹，透過新一代的品管理念和控

制手段，使得工程進行的更加順暢，進一步達

成如期如質完工的目標，提供下列數項心得供

各工程先進參考。

一、 混凝土工作性對於最終品質有絕對性的影

響，對於施工作業的順暢與否也佔了相當重

要的因素，透過良好嚴密的管理手段，可得

到良好的工作性，進一步使得工程進展順

利。

二、 混凝土劣化因素以擅自加水、不按配比出料

居大部分，影響結構物安全性、耐久性非常

深遠，如何矯正此積非成是的陋習，治本唯

有從教育著手，提高土木工程從業人員基本

專業知識方能應用於實務。治標唯有以化學

摻料添加提昇工作性的柔性素求方式勸導相

關業者，使其了解原因樂於配合，關鍵在於

讓業者有利可圖，業主與營造廠能取得品質

與時間，才是兼顧標的亦提昇品質，創造三

贏之局面。

三、 就環保、經濟效益分析評估，驗證本工程所

使用之二次添加化學摻料設備及工法模式，

不但節能減碳、減廢、且設置成本低、操作

容易、學習曲線短、成本效益高，加上材料

品質得以確保，總體經濟、環保效益高。亦

證明該設備及工法模式是符合綠土木之目標

與精神，可稱是一項綠設備。

四、 經工地經驗證實該配備及操作模式，是確實

可行的，並能達到預期的成效，以添加化學

摻料提昇工作性是優於以添加水來提昇工作

性是優於以水添加提昇工作性，以五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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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配比設計、瀝青材料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中段監造／專案副理／王永東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北段監造／專案副理／林景城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中段監造／工程師／李鈺雯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五楊中段監造／工程師／朱鴻利 4

 

交通安全綠建材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
配比設計與產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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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因其材料特性利於排水及減噪，為近年鋪面改良材料中最受矚

目之材料，但其廠製過程變異顯著，往往影響施工品質甚鉅，因工地配比設計對於後續

施工成果及施工過程之品質控制作業有相當之影響，故特將此次五楊拓寬工程段針對多

孔隙瀝青混凝土之工地配比設計作業過程與成果及後續廠製管理實例做一紀錄，以供參

考。

1 2 3 4

交通安全綠建材

壹、	緣起

考量行車需求、氣候與耐久性，在密級

配瀝青混凝土上加鋪一層瀝青混合物作為磨耗

層，此層構造物漸漸演變為排水性鋪面-多孔隙

瀝青混凝土。目前國道六號、國道四號生活圈

道路及五楊段拓寬工程等都採用此設計。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係藉由粒料與黏結材料

之適當混合比例，設計出較多之孔隙率卻又富

含工作性，且結構強度優於傳統開放級配面層

之瀝青混凝土。因此，其對於所使用的粒料、

瀝青膠泥及其他添加物均有較為嚴格之規範要

求。按美國瀝青學會 MS-2(第六版)對瀝青混凝

土配合設計的解釋為：「瀝青混凝土配合設計

係決定瀝青材料與粒料之最佳組合模式，當應

用於道路鋪面材料時可獲致長期且持續性的良

好績效，其包含材料的選擇及使用的比例，於

進行一連串試驗後，求取某一級配於某一瀝青

含量下，反應的物理性質能滿足於相關交通量

與環境特性之規範要求」。簡單說來，就是求

取最佳化級配-瀝青含量之組合公式，由此公式

所得到的拌合物能滿足規範要求並有相當之經

濟性。透過配合設計之結果反饋至工地之管理

實務，並將各項要點予以紀錄分享供參。

貳、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概述

一、	何謂多孔隙瀝青混凝土

所謂多孔隙瀝青混凝土係為一種新世

代開放級配摩擦層(New-Generation Open-

Graded Friction Course) 之概念，其空隙率

約為15～25％(目標值為20％) ，鋪築厚度

亦增加至3～5cm，除了具備原有磨耗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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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鋪面成效優勢

1.  避免水分滲入基層，防止路基或路床因

為浸水而減少承載力強度值。

2.  增加鋪面的抗滑能力，提升車輛與路面

的摩擦力，減少雨天行車時水滑現象。

3.  降低雨天行車時揚起的水霧及造成的水

花濺起現象，提升後方跟隨車輛的視

野。

4.  減少雨天時車輛頭燈造成的路面光線反

射，提高對路面標線辨識力。

5.   路面之高孔隙可吸收部分噪音及減少輪

胎與路面之空氣唧壓作用所產生之噪

音，提昇行車舒適性。

6.  降低雨水對瀝青混凝土路面的加速損

壞，防止瀝青混凝土的老化及剝脫。

7.  可減少都市中鋪面的熱能儲存，降低環

境的溫度，使熱島效應較不顯著。

參、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配合設計
要點

一、	何謂配合設計

瀝青混凝土配合設計法係在於求出一

滿足設計規範下最經濟之混合物(粒料和瀝

青) ，傳統上常見的規範包括馬歇爾配合設

計法、威氏鋪面配合設計法、Superpave設

計法等等，目前在台灣地區，密級配瀝青

混凝土多使用AI MS-2 手冊中的馬歇爾配合

設計，而排水性瀝青則是以參考日本「排

水性鋪裝技術指針(案) 」之設計方向，並

功能外，並增加厚度可作為路面結構之承

載層一部分。由於多孔隙瀝青混凝土主要

的目的在於增加排水性能，因此其材料結

構之概念乃是藉由立方體之粒料並調整級

配，結合出高空隙率，利用高黏度之膠泥

來取得適宜的瀝青油膜厚度黏結粒料，進

而達到排水、抗磨抗滑之性能，並因其良

好的排水性能，使得鋪面的耐久性增加。

二、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鋪築成效特色

(一)  設計特色

1.  排水層下方應設有一不透水層，以防雨

水往下滲透影響路基強度。

2.  原有密級配瀝青混凝土有龜裂或破損

時，應優先修復後再鋪築多孔隙瀝青混

凝土。

3.  應具有足夠的橫向坡度，以利雨水能迅

速排至路肩邊溝。

4.  路肩不得有阻礙排水之物件。

5.  排水層須有適當出水通路，該層外側應 

為不受阻礙之開放斷面，如路肩排水。

6.  若該層緊鄰RC邊溝等不透水構造者，沿

線應設有足夠量及大小的開口，使水能

排洩入溝內。

(二) 工程性質

包括排水性能、鋪面的耐久性能、結

構強度與適宜的承載力、對粒料品質要求

較高，並需要足夠的瀝青油膜厚度與黏滯

度與平坦度較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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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數並可達成排水、抗滑、減噪之功能

下，並將最大粒徑因素納入整體考量後，

爰訂定本工程多孔隙瀝青混凝土厚度為3公

分。

(二) 粒料

1. 粗粒料

粗粒料為軋製之碎石停留於試驗篩

4.75 mm(CNS 386)  以上者，其質地須堅

硬、緻密、耐磨損、潔淨及級配良好者，

粗粒料對於多孔隙瀝青混凝土的成敗扮演

主要的角色，其粒型、粒徑對品質成果都

有顯著的影響。一般而言，粒料形狀越接

近立方體效果越佳，一旦粗粒料形狀不

佳，如長扁或圓桿狀，多孔隙瀝青混凝土

的車轍就有可能高於傳統密級配，破裂面

可增加互鎖機制的摩擦力，故一般規定粒

料一個破碎面為100%，二個破碎面須達

90%以上。

2. 細粒料

細粒料為通過試驗篩4.75 mm 者，包

括石屑、碎石砂、天然砂或其混合物，須

潔淨、質地堅硬、緻密、顆粒富有稜角、

表面粗糙及不含有機土、黏土、黏土質沉

泥、有機物、其他有礙工程品質及功能

之有害物質，且導入拌和機時不得有結塊

情形。如需用二種以上不同來源之細粒料

時，應分別堆放，不得在粒料堆放場所混

合，且碎石砂之比例不得少於50%。

3.填充料

填充料係指通過試驗篩0.60mm CNS 

386(美國30號篩)之細料，原則上填充料可

用完全乾燥之石灰或水泥；或其他經工程

加以本土化所訂定之多孔隙瀝青混凝土之

規範與配合設計法(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技

術規範第02798章) 。

道路的品質取決於瀝青混凝土本身的

特性，而瀝青混凝土組成的原料性質、類

別、添加物及配比皆會影響產物品質，故

在既有原料中，如何取得最合宜的配比，

就是所謂的「配合設計」。有鑑於此，透

過配合設計來找出針對各工地所適用之配

比，並使得後續“工廠產製過程的管控”

能夠落實，並取得最經濟的效果以及較高

品質的效益，則是配合設計工作最大的目

標之一。

二、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配合設計程序

國內多孔隙瀝青混凝土(PAC) 之配合設計

法，其流程參考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技術規範

第02798章(如圖1)，其重點及應注意事項說明

如下：

(一)  設計要點

由於多孔隙瀝青混凝土與一般瀝青混

凝土不同，其瀝青含量的決定方式無法僅

透過馬歇爾夯壓試驗數值來予以估算，透

過混合料之功能目標在於需要最大耐久性

與排水性之觀點來看，改良性地將瀝青膜

厚定為容許範圍的最大值，或是透過目標

孔隙率作為決定瀝青含量之評估標準，是

較為合宜的作法。

至於鋪面厚度設計，爰比照開放級配

瀝青混凝土方式，以不採計結構強度(即結

構數為零)之方式進行鋪面結構厚度設計，

但為避免多孔隙瀝青混凝土厚度較厚，導

致產生車轍機率增加，故以較小厚度設

計。因此，基於經濟效益考量，在不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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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隙瀝青混凝土之膠泥選用，在

符合成效功能之情形下，可採用黏度較高

之傳統瀝青膠泥，如AC-30及AR-80(AR-

8000)，或採改質瀝青膠泥，如CNS14184

改質Ⅲ型瀝青膠泥及高黏度改質瀝青膠泥

等，其中高黏度改質瀝青膠泥經試驗符合

垂流規定，並經工程司核定後，可不添加

司認可之塑性指數小於4 之無機物粉末，

為確保多孔隙瀝青混凝土品質，特別加註

規定塵埃收集器之回收粉塵不得替代為填

充料使用。

(三) 瀝青膠泥

檢討試驗值是否符合規範 

選定空隙率目標值

選定排水性粒料級配

組成材料選定及材料試驗

檢討組成材料試驗值是
否符合規範值 

選定通過 2.36 ㎜篩而位於中央及相差±3％之三個初
試級配 

預估三個初試級配瀝青用量

依馬歇爾配合設計法夯壓試體

計算空隙率決定粒料

確定設計級配與最佳瀝青含量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確定設計級配及最佳瀝青含量

以垂流試驗飛散試驗決定最佳瀝青含量

圖1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混合料配合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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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品質規定

試驗項目 規範值

試體上下端各夯打次數 50

穩定值KN（kgf） 3.5（350）

流度值（0.1mm） 20~40

孔隙率（%） 15~25

動態穩定值（次∕mm）                              1500以上

滯留強度指數(TSR)（%） 80 (75)以上

肯塔堡(cantabria)飛散試驗（%）                    20以下

垂流試驗（%）： 
網籃法（AASHTO T305） 0.3以下

滲透係數（cm∕sec） 0.01以上

纖維穩定劑，其餘瀝青膠泥須添加纖維穩

定劑以防止垂流，但只要瀝青拌和料能達

到規範要求，承包商可自行選用。

(四) 纖維

採用木質纖維或礦物纖維對於鋪面成

效影響並不顯著，因此規範中採並列方式

由承商自行選擇。另為確保纖維投入之用

量固定並可充分攪拌以發揮抑制瀝青垂流

之效果，亦規定「拌和廠應裝設鬆散纖維

或顆粒狀纖維之供料設備，能對每一盤混

合料具有定量自動秤量，在級配粒料投入

拌和機的同時，纖維材料能輸入乾拌」。

添加纖維可減少因熱漲冷縮所引起的溫度

裂縫(thermal cracking)和反射裂縫(reflecting 

表1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粒料級配

試驗篩 通過方孔篩之重量百分率（㎜ 標稱粒徑）

（mm） 19.0mm 12.5mm

25.0 100

19.0 95～100 100

12.5 64～84 90～100

9.5 — —

4.75 10～31 11～35

2.36 10～20 10～20

1.18 — —

0.075  3～7 3～7

cracking) [1]。添加纖維在張力韌性(tensile 

toughness )  和對水的敏感度(mois tu re 

susceptibility)上，亦有改善的效果[2]。國

道目前所使用之纖維材質多為木質纖維，

用量一般約在0.3%~0.4%間。

(五) 級配準則與配合設計之性能目標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所用粒料經混合後

之級配，應符合表1之要求，因應工地設計

厚度與最大經濟性考量，目前多採用19mm

標稱粒徑之規範。

配合設計之最終目標在於找出符合規

範目標性能之混合料，參照國道新建工程

局施工技術規範第02798章，多孔隙瀝青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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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耐久性，故本工程之熱斗最大可使用

尺寸為22.5mm，考慮粒料通過篩網與粒

型影響，便輔導承包商選用23mm尺寸作

為第一號篩網。其次，碎石廠產製粒料之

篩網大多為圓孔篩，其分篩效率受到偏心

輪功率、篩網長度、開孔數、篩網傾斜角

度與單位時間內篩網上的粒料量所左右，

大多無法精確估算，參照本公司李永川顧

問輔導碎石廠進行製程分析時得知，使用

下列經驗式求取篩網尺寸，（標稱粒徑

×(1+√2)/2）＝實際使用之篩網尺寸，可

控制預定留篩百分率約2％。故本次配合設

計標稱粒徑為19mm，預定須要留篩為0～

5％（如表1所示），所選用之實際篩網大

小應為（19×(1+√2)/2）mm。綜觀上述，

建議選用之第一號篩網尺寸為23mm。

粒料則參照上述原則產製完成後進場

堆置，於進行配合設計作業時，分為數天

分次取樣，取得不同天的粒料後，並參考

統計抽樣之原理，均勻分樣與取樣後，料

源之篩分析試驗結果顯示無太大之變異，

可視為已掌握此一砂石料源之級配特性，

再針對所欲使用的粒料進行各項物性的判

斷，並參考所得之級配，採圖解法來取得

初試級配曲線。

2. 瀝青膠泥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可使用一般瀝青

或改質瀝青，本工程考量改質瀝青之品質

來源控制不易，且每批次油品的品質落差

未知，為了降低後續產製的風險，故選用

一般瀝青之AR-80等級之瀝青膠泥材料。

瀝青膠泥在實際使用上應特別注意溫度之

控制，原則上黏度高，拌和溫度亦較高；

「因此仍建議透過試拌過程設定基本之拌

合溫度」，再依據所得之成果輔以廠拌觀

察拌和料作溫度調整，除可避免因溫度過

凝土之品質規定應如表2所示。

三、	配合設計執行經驗與回饋

(一) 材料選定

1.  粒料

配合設計的目的在於得到最佳、且最

經濟的混合料，當產製過程之冷熱斗流量

平衡，才能使品質良好且能提昇產量，所

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粒料佔單位體

積最大，對於成果的影響也最為顯著，在

配合設計過程中，如果能應用具廠內粒料

性質代表性之材料，來完成工作拌合公式

的設計和研擬後續品質管制標的資料，對

後續產製作業更可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因此，在配合設計作業起始前，透

過輔導砂石廠與瀝青拌合廠來調整生產製

程流程而得到良好的砂石原料，獲得粒型

良好的粒料，尚能有好的第一步。為利排

水，多孔隙瀝青混凝土整體結構中存有

15~25％之孔隙，且參照過去之實務經驗，

應使粗粒料之形狀更近於立方體，配合破

碎顆粒之規定，使粒料間充分發揮互鎖及

支承之作用。至於粒徑與級配的分配則應

透過篩網控制來調整，由於瀝青製程能透

過冷斗、熱斗而有兩次調整級配的機會，

但是如果冷斗控制得宜，後續使冷熱斗與

流量達到平衡，爰能使得瀝青拌合廠的生

產成本降低、產能增加且有效掌控品質標

的，可說是最為重要的控制手段之一。

設定篩網大小應自冷斗做起，五楊

段所選用的多孔隙瀝青混凝土之標稱粒徑

為19mm，設計鋪築厚度為30mm，由於鋪

築厚度應為實際最大粒徑的1  ，才能使

得粒料不會在滾壓過程破碎而產生白點，

段所選用的多孔隙瀝青混凝土之標稱粒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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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目標孔隙率20%之最佳級配曲線。而

初試級配之目的在於繪出空隙率趨勢以決

定通過2.36mm 篩之通過率（如圖2），而

影響空隙率的變因來自於粒料與瀝青膠泥

之比例，因此在配合設計階段，為減少級

配判斷的誤差及其他混合料變異而導致空

隙率受到影響，本工程在此階段，透過精

篩步驟模擬熱料篩配比情形，其次則控制

0.075 mm 篩通過率後，將空隙率的變因控

制為僅有通過2.36mm 篩之通過率，藉此求

出目標空隙率下通過2.36mm 篩之通過百分

率應設定為何。實務上瀝青拌合廠之冷、

熱料級配控制可在配合設計階段透過此精

篩動作，模擬廠製作業的變化，並將變因

控制住，可更加實際的模擬廠製作業的情

形。

瀝青油膜厚度之概算係為了配合設計階

段擬定暫定瀝青量所用，其目的在於觀察設

定暫時的級配與瀝青含量之組合是否能得到

最佳的性能，並可有較大的經濟性，因此目

前美國、澳洲及日本等國家規範中，多採用

表面積法，其係透過粒料之表面積係數表來

推算瀝青油膜厚度[3]。而初試級配的暫定

瀝青含量則參考「日本排水性鋪裝技術指針

（案）」[4]建議之油膜厚度估算法，惟日

高產生之垂流，亦可減少過度老化情形。

3. 纖維

規範容許添加之纖維共有木質及礦物

纖維兩類，本工程均採用木質纖維，木質

纖維可分鬆散型與固結型，參照國道6號與

台中生活圈4號道路之經驗，兩型纖維在應

用上各有應注意之細節。如鬆散型纖維吹

送進拌和機後呈現飛散之狀態，乾拌期間

是否會被集塵設備所吸離，或從拌和設備

縫隙中逸散等等，均需要以廠拌驗證，並

對拌和公式纖維用量作適當調整；另固結

型纖維，建議將其固結纖維所用之固結劑

扣除，算出有效纖維用量，因此，在配合

設計階段應直接使用未來廠拌所選定的相

同纖維材料，以免因為其性質不同，而使

纖維用量的估計有所偏誤。

本工程選用木質纖維，試拌過程中

仿造廠拌予以磨碎散並烘乾後，再計算重

量，將可能產生之誤差量降至最低，爾後

廠拌時，針對纖維自動計量與添加設備，

應指派專人巡視，以避免於研磨或吹送過

程堵塞，並預先採用試噴與重量評核作

業，評估其自動添加設備的運作是否如同

所需要的計量情形，避免因為纖維添加量

的不足，影響拌合成果。

(二) 初試級配

初試級配之選擇應配合冷料篩分析之

結果予以試配，可避免日後產製時，經常

大幅度改變冷料與熱料各倉之用量比例，

參照前述篩分析之結果，以圖解法設定出

初試級配的中央級配，並控制通過2.36mm 

篩之通過率在中央級配附近約正負3%處，

共設定出三種級配曲線，且三種級配之

0.075 mm 篩應控制在相同的過篩率，以

圖2 通過2.36mm 篩之重量百分率與空隙率關係圖



2

274 │No.98│April  2013

專
題
報
導

表3 篩孔尺寸與過篩質量累計百分率之關係 [3]

篩孔尺寸(mm)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過篩質量累計百分率(%) a b c d e f g

係數 0.02 0.04 0.08 0.14 0.3 0.6 1.6

註：若無1.18mm篩，則可由級配曲線讀取1.18mm的過篩質量累計百分率。

(四) 總結

經由上述說明可知，配合設計乃是一

種手段，目的在於工地運作的順暢與最終

品質的良好，所以在材料試驗的過程應盡

可能模擬現場，並應透過試驗之掌控來降

低變因，求得精確的數值。本工程之配合

設計成果擇錄某一廠之成果報告顯示如表

4，其最佳瀝青含量為5.1％，各項性能均

滿足規範要求。

肆、	產製品質控制要點

一、品質控制要點

(一) 廠拌

當配合設計決定工作拌合公式及最佳

瀝青含量後，可透過廠拌試機運轉，檢驗

所有機具設備及試驗儀器，如瀝青拌合廠

要能兼具產能與品質水準，便需要格外注

意冷、熱篩料之間的平衡。透過廠拌與冷

斗料倉流量率定表，設定出每倉所需的流

量轉數，可使得熱料倉更趨近工作拌合公

式並且使得產量與品質的控制更加穩定並

能有效的降低成本。

(二) 產製品管作業

廠拌之試驗結果可回饋到產製作業，

各項試驗標準與程序應要求駐廠人員有所

本係寒帶地區，油膜厚度與粒料吸水率不同

於台灣，且本地之砂石料多為頁岩材質，其

風化程度較高、粒料之平均吸水率較高，因

此在油膜厚度之設定值參照過去開放級配瀝

青配合設計工作成果，並經本公司李永川顧

問建議，將油膜厚度預定值改為13.5μm估

算暫定瀝青含量，減少垂流之情形並達到較

高的經濟性。

暫定瀝青量(對應於粒料)  =  假設膜厚

(13.5μm) × 粒料表面積……………… (1)

粒料表面積 = (2+0.02a+0.04b+0.08c+0.14d

+0.3e+0.6f+1.6g)/48.7 ……………………(2)

式2 中所使用的篩孔尺寸與過篩質量

累計百分率的關係係數如表3所示。

(三) 設計級配與最佳瀝青含量試驗

自初試級配與目標空隙率得到確定的

設計級配後，便應求取最佳瀝青含量，透

過垂流試驗及飛散試驗來決定確定的級配

與瀝青含量組合，並夯壓試體進行相關性

能試驗以獲得最佳瀝青含量。其次，為檢

核耐久性，則採用肯塔堡飛散試驗判斷所

選用的瀝青含量是否合適，透過飛散試驗

判斷最小瀝青含量。以確定之粒料級配及

最佳瀝青含量進行每面夯打50 次的馬歇爾

試體製作，進行馬歇爾穩定值試驗、滯留

強度試驗、室內滲透係數試驗、輪跡試驗

等，並檢討試驗結果是否符合規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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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隙瀝青混凝土拌合料數量。粒料級配

和瀝青含量每天檢驗二次取平均值，穩定

值、流度值及空隙率檢驗頻率為每600公噸

一次，而滯留強度、肯塔堡飛散試驗及垂

流試驗檢驗頻率為每600公噸一次或每批至

少一次。

乾燥爐點火後15分鐘才能開始進行

拌合作業，因為拌合機組溫度尚有不足且

熱斗料在一開始進料時可能會有偏粗或偏

細的不穩定狀況發生，故在拌合前須先行

將前段溫度不足之熱料洩除，待粒料溫度

表4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配合設計成果報告

知悉，並事先檢核瀝青拌合廠品管人員之

試驗能力。日常出料時，駐廠人員到廠內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核對冷料堆的存量，看

看是否有足夠當日鋪設之存量；次而核對

粒料的級配粒形是否與配合設計時相符，

如發現粒料級配粒形改變，建議暫時停止

出料，待改善完成後，再行出料，不同的

級配與粒料將無法判斷拌合料之性能優

劣，為確保良好的施工品質，必須針對粒

料進行確實的管制作業。拌合料管制作業

則參照施工技術規範，每批材料數量定為

同一拌合廠同一天供應本工程之同一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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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壓。不足厚度之地區應刨除重鋪，並重

新鋪築使合乎規定厚度，再依上述方式予

以複驗，其刨除重新鋪築及複驗之所有費

用均由承包商負擔。多孔隙瀝青混凝土之

壓實度應達試驗室之馬歇爾試驗夯實試體

所得密度之97±3％。工地檢驗按AASHTO 

T230方法，每鋪築600公噸之瀝青拌和

料，應鑽取一組樣品，每一組最少鑽取樣

兩個平均之。

建議在鋪築完成滾壓後，趁著鋪面溫度

未降低前，可先行以3m直規檢驗平整度，

若還有些許的誤差時，可藉由此時鋪面尚有

溫度時，針對平整度不足的地方再予以滾

壓，使其更加平整。對於多孔隙或蜂巢樣地

點應予整修，在最後滾壓完成後所遺留下之

凹陷及其他有缺點地區應依工程司指示予以

修整，或拆除並重新料滾壓。

伍、	結語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的高孔隙率是排水主

要途徑，一般在20%左右，為避免因高孔隙產

生的粒料剝脫或瀝青提早老化，瀝青黏結料應

具有高韌性；且混合料的動態穩定值及滯留強

度指數必須符合規範值，才能達到理想的耐

久性。控制目標空隙率的方式必須控制通過

2.36mm篩的通過率，當通過量最洽當時，才

能同時兼顧排水性能與耐久性能。此外，夯壓

試體之試體填裝良劣影響飛散試驗結果甚鉅，

當試體製作有瑕疵時，所得之結果便不具代表

性，建議往後取樣應一次取得足夠的拌合料進

行分樣，才能減少試樣的偏誤。每日所做的試

驗所得到的結果在於希望得到最佳的工程品

質，品質管制的手法眾多，其中最為重要的在

於回歸到控制級配，當來源獲得掌控，才能使

得後續作業事半功倍。

穩定並洗盤完成後，才能取熱斗料做篩分

析檢核今日之篩分析情形。在料源沒有變

動情況及各倉篩網固定下，每日所做的熱

斗篩分析原則上不會有太大差異，且所要

調動的級配重量百分比幾乎在0~0.5%之間

跳動，而這就是讓冷熱斗平衡所帶來的效

益，不但能控制拌合料品質且提高產能。

如鋪築作業發生中輟，則刮板前後材

料冷卻會影響路面密度，鋪築機再起步，

亦會影響鋪築平坦度。而瀝青混凝土材料

其品質好壞，除受制膠泥品質外，級配及

溫度之影響更是關鍵，若工地鋪築不順

暢，造成拌和廠停火或關火頻繁，則瀝青

混凝土溫度及級配將受到粒料三明治現象

或回收粉塵落下等影響，使得熱斗料篩分

析一再變動，是為大忌；故駐廠人員與工

地現場應保持聯繫與默契，使得生產與鋪

築作業能夠相互聯繫，並視計算所需的產

製時間來搭配鋪築作業所需的時間，讓施

工能夠連續順暢。另外，多孔隙瀝青混凝

土對於運輸過程的管理也需要格外注意，

避免因為車輛的因素造成拌和料的變異或

析離，須注意車輛的管制。

二、工地執行檢、試驗之注意事項

(一) 現場透水試驗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最終之目的在於

具備良好的排水性，可在短時間內迅速排

除路面積水，藉由現場透水試驗測定透水

量，來評估排水性能。

(二) 厚度、壓實度及平坦度

鋪面完成後，依CNS 8755試驗法，每

600公噸應鑽取樣品，檢測厚度一次。所留

試洞於試驗後，應即以適當材料回填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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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E N T S

日  期 事  項

93.07
高公局完成前期計畫「桃園地區(高、快速公路及交流道聯絡道路)整
體路網運輸供需及路網建設推動之探討」，建議五楊段應拓寬改善。

94.03 高公局完成可行性研究及環境影響說明書

94.07.26
提報辦理環評審查；環境影響說明書經環保署第133次委員會決議認
定不應開發。

94.08.03
經建會審議結論略以：「…適時檢討本案繼續推動之必要性」，行政
院續指示「五楊段拓寬工程照經建會審議意見辦理，並另提方案」。

95.08 「可行性研究替代方案環境影響說明書」送環保署審查

97.06.13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可行性研究替代方案」經環保署第
167次委員會決議有條件通過

97.08
高公局完成「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可行性研究」，奉行政
院97年11月11日院臺交字第09700050067號函核定在案。

97.12

高公局接續辦理工程規劃及「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建
設計畫」報核，經行政院經建會審議後於98年1月16日以經總字
第0980000347號函復略以：「原則同意，期能於101年底完工通
車。」

98.02.03
行政院以院臺交字第0980003356號函示：『照經濟建設委員會審議
結論辦理；並加速推動。』在案。

98.02.09 國工局接續辦理五楊拓寬工程

98.04.30
國工局委託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國道1號五股至楊
梅段拓寬工程計畫五股林口段工程設計暨配合工作」

98.05.07
國工局委託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國道1號五股至楊
梅段拓寬工程計畫林口中壢段工程設計暨配合工作」

98.05
展開每二週由國工局局長召開會議，就各項重大議題包括設計重點、
施工工法、招標策略等共同探討，提報構想討論後決策。

98.07.29
召開會議審議工程經費，並按行政院98.10.07臺交字第0980056902
函核復辦理。

98.11.27 C906標決標予根基營造公司，98.12.31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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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03 C909標決標予榮工工程公司，99.01.08開工。

98.12.17
C901標決標予春原營造公司、C907標決標予國登營造公司；二標於
99.01.22開工。

98.12.18
C902標決標予新亞建設公司、C903標決標予榮工工程公司；二標於
99.01.22開工。

99.01.07 C905、C908標決標予遠揚營造公司；二標於99.02.22開工。

99.01.15
C904A標決標予聯鋼營造公司、C904B標決標予遠揚營造公司；二標
於99.02.22開工。

99.02.09
國工局辦理國道1號五楊段拓寬工程「五股至中壢段(北段及中段)」
監造人員講習

99.03.21 X901標移植標工程竣工

99.05.13 入侵紅火蟻解除移動管制

99.05.18 C909標P5S基礎開挖文化遺址監看

99.11.08
入侵紅火蟻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查核，五楊拓寬工程代表交通部
獲年度唯一特優成績。

99.11.12 C905、C909標辦理「99年度災害防救演習」

99.12.15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99年度查核五楊工程執行情形

100.02.08 入侵紅火蟻解除疫區管制

100.04.08 勞委會王如玄主委現勘及工安檢查

100.05.06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100年度查核五楊工程執行情形

100.05.30 C905標辦理「支撐先進工作車現地觀摩會」

100.07.07 C904A標地錨施工及檢測補強工程觀摩會

100.07.14 C903標鋼箱梁工作車及井式基礎工安觀摩會

100.07.15 C903標辦理「地震防災演練觀摩會」

100.07.18 C908標辦理「場撐施工安全及物料堆置管理觀摩會」

100.08.10 交通部「100年度交通工程環境影響環評估追蹤考核現場勘查」

100.11.22 五楊拓寬工程工安人員巡查機制訂定會議

100.11.23 C903標基礎全部施工完成

100.11.28 五楊工程計畫12標整體工安檢討會，並全面停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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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02 國工局召開五楊工安策進會

100.12.07
100.12.08

辦理五楊拓寬工程聯合祈福消災法會

100.12.15 C904A標林口跨越橋旋轉工法觀摩會

101.12.29 C904A標基礎全部施工完成

100.12.30 辦理五楊拓寬工程聯合祈福消災法會

101.02.01 C907標交通部部長視察

101.02.08 C907標交通部次長及勞委會副主委視察

101.02.24 C904B標基礎全部施工完成

101.03.17 工程會主委及勞委會蒞臨五楊工地視察

101.03.24 C904A標下部結構全部施工完成

101.03.26 C904B標下部結構全部施工完成

101.04.12 C901標基礎全部施工完成

101.05.04 辦理五楊拓寬工程聯合祈福消災法會

101.05.14 C901標下部結構全部施工完成

101.05.18 C907標交通部部長視察及座談

101.05.24 C902標基礎全部施工完成

101.05.30 C905標基礎全部施作完成

101.05.31 工程會副主委蒞臨五楊工地視察

101.06.04 行政院楊秋興政務委員蒞臨五楊工地視察

101.06.07 C903標下部結構全部施工完成

101.06.30 C901標泰山跨越橋上部結構閉合

101.07.03 C904A標主線上部結構閉合

101.07.07 C902標下部結構全部完成

101.07.15 C905標墩柱帽梁全部施作完成

101.07.23 C908標下部結構完成

101.07.25 工程會副主委蒞臨五楊工地視察

101.08.01 C903標主線南下線鋼梁吊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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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15 C906標民生北路箱涵延伸拓寬完工通車

101.08.24 C903標主線北上線鋼梁吊裝完成

101.08.28 C907標辦理「懸臂工法墜落預防觀摩會」

101.08.29 C901標PC鋼混合梁橋閉合

101.08.30 外交部駐華使節暨商務代表企業參訪團蒞臨工地參觀

101.09.18 C901標主線上部結構閉合

101.09.26 C902標主線PC鋼混合梁橋閉合

101.09.29 第12屆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實地評審：C904A標

101.10.28 C902標主線上部結構閉合

101.10.31 C905、C908標主線上部結構閉合

101.11.02 C906標主線上部結構閉合

101.11.05 C909標主線上部結構閉合

101.11.05 C901標主線上部結構閉合

101.11.28 第12屆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頒獎：C904A標特優

101.12.12 交通部辦理中壢至楊梅路段履勘

102.12.16 中壢至楊梅路段通車

102.01.25 交通部辦理五股至機場系統交流道路段履勘

102.01.26 C907標主線上部結構閉合

102.03.01 交通部辦理機場系統交流道至中壢路段履勘

102.04.20 五股至中壢路段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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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98)期中華技術主題為「五股楊梅拓建工程技術」，探討國

道1號五楊段高架橋梁施工工法與技術、施工安全及風險管理、測

量、交通維持、水土保持、景觀生態植栽、入侵紅火蟻防治、管線

遷移、混凝土品管、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配合設計與產製管理等課

題。

　　雖然五楊高架在通車之前風波不斷，但對於整個工程而言，工

程師們的精神、時間及體力的投入是有目共睹的，在工程師們日夜

趕工的情況下，讓工程提前完工，在眾人的用心下，也節省了不少

的預算成本。

　　此專刊除了讓外人了解整個工程進行過程中的各項技術展現，

更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為工程師們鼓掌，唯有大家的支持，台灣的

重大公共工程才能持續地推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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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鐵路建設之回顧與展望
出刊日：201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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